
 

 

 

 

一、 

 

 

 

一、全校期末導師會報訂於 12 月18 日（週三）15：20 假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舉行， 

請導師準時參加。 

二、第 1-12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已逹 20 分以上）已發函通知家長並請導師約談

輔導，晤談紀錄表請於 12 月 11 日（星期三）前送回學務組。 

三、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第一階段申請日期自 102 年 12 月 2 日起至 12

月 16 日開始辦理。此一階段完成減免手續者將於下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先行扣除

減免金額，無法於此階段完成減免手續者，請持學校所核發下學期學雜費繳費

單 、相關證明文件和減免申請表於 103 年 2 月 21 日(五)前完成補辦手續。如

有任何疑問請洽承辦人張先生。(特殊境遇家庭、低收、中低收入戶減免身份的

同學，由於需檢附 103 年度的證明書，故第一階段暫時無法辦理，於明年申請到

103 證明書後方可辦理。) 

四、102 學年度弱勢學生助學金審查合格的 963 位同學請於 12 月 10 日(二)PM19:20 

時到人文大樓九樓正修廳參加服務學習說明會，瞭解服務學習實施方式及期程， 

服務學習實施結果將影響下一學年助學金申請的權益，請務必準時參加，全程參 

加者當天給與 4節公假。 

五、本學期行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2月27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為自

己過錯予以彌補（除打掃服務工作外配合聖誕愛心活動亦可採捐贈30張11-12月

份發 票方式辦理），各班曾受懲處名單已於11月27日送交各班（預12/9再送名

單），請班長利用時間逐一通知該同學知悉。 

六、 依教育部102年11月20日臺教學(六)字第1020173541號函轉內政部102年11月18

日內授役甄字第1020173541號函公告役男申請服103年替代役之對象條件： 

 (一)對象及條件： 

1、基本條件：凡民國68年次至82年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令之役男，且未具限制

條件者，得提出申請服一般替代役；具僑民身分役男，居住尚未屆滿１年，

於核定服一般替代役後徵集入營前，得填具「自願提前接受徵兵處理」切結

書，俟徵兵處理後徵集服役。 

2、限制條件：申請役男須無緩徵或延期徵集等事故（但役男切結緩徵原因能於

103年3月1日前消滅者，得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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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期間：自於102年12月10日(星期二)起至12月24日(星期五)下午5時止。 

 (三)詳情請上「進修部/學生兵役/兵役宣導」網頁參閱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76621&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_8510）。 

七、學議會已查核學聯會十一月月份帳冊並公告於學務組公佈欄，請同學前往查看，

若有任何疑問請至學聯會查詢。 

八、第三次班會紀錄表仍未繳回班級名單： 

二企三甲、資工四甲、幼保四乙、機械三乙、企管三丙、資管三丙、妝彩三甲、國企二甲、建 

築二甲、資工二甲、妝彩二甲、妝彩二乙、工管一甲、資管一丙。 

 

 

 

九、 班長每日要至學務組簽到及檢查班級櫃中資料，相關訊息一定要轉逹同學知悉。 

十、 第13週（12月01日至12月07）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股長

務必督促每日導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第 13 週資料統計期間【102/11/29-12/05】 

本週 累計 本週 累計 

班級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班級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電機一甲 1,11/29 1 13 25 觀光二乙 1,12/4 2 5 10 

資管一乙 1,11/29 2 7 14 妝彩二甲 1,12/4 2 9 16 

休運一甲 1,12/3 2 17 34 電子三甲 2,12/4,5 4 14 19 

國企一甲 1,11/29 0 1 0 機械三甲 2,11/29,12/
5 4 18 36 

妝彩一乙 2,12/2,3 4 11 20 企管三乙 1,12/5 2 4 6 

電機二乙 3,11/29,12/3
,5 6 12 22 電子四乙 1,12/5 2 2 4 

電機二丙 3,12/3,4,5 6 27 52 企管四丙 1,12/2 2 3 5 

企管二丙 1,11/29 2 3 6 妝彩四甲 1,12/3 2 15 26 

     102/12/04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一、美好品德－負責 

「負責」在品格教育中的意涵以做事態度而言就是「有始有終」、「今日事今日

畢」；生活中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就是負責的行為，像是養成良好的生活習慣，

就是最好的負責表現；如果因為你的行為而造成別人的不便或困擾，就不能算是

「負責」的行為。人生是自己的責任，不是父母的事；凡事為自己負責，就會有

豐盛的人生。 

宣導事項 

幹部配合事項



 

 

十二、【安全叮嚀】近來智慧型手機普及，小

額付費詐騙暴增，歹徒假冒手機用戶的

朋友傳送「猜猜我是誰」訊息，附上含

有惡意程式的網路連結，一旦點選就入

侵手機竊取個資，獲得個資後以用戶名

義購買遊戲點數，直接從電信帳單扣

款，被害人莫名其妙成了冤大頭。 

十三、截至 102 年 11 月全國 26,326 人感染愛

滋病，今年新增感染個案就有 2,091 人，

平均每日有 6 名新增感染愛滋病毒發生。

其中 15-24 歲學生有 555 人，平均每月有 50 名學生感染愛滋病毒，目前愛滋病感

染年輕化趨勢，提醒同學不要與不明男、女有性行為，尤其是夜店或較複雜化的

集會社團更要小心注意，同學們要懂得自我保護，才能永保安康。 

十四、最近天氣較為寒冷，發現有部份同學有吃檳榔的習慣，提醒嚼食檳榔的同學，

提神取暖不是只有檳榔一個選項，相反的檳榔的傷害及開銷反而更大，諸如口腔

黏膜長期的傷害可能導致口腔癌，而且檳榔長期食用會上癮外亦會傷害牙齒，為

了你的健康請遠離檳榔，在校嚼食檳榔一經發現依校規記過處份。 

十五、提醒所有騎乘機車的同學，務必戴好安全帽再騎車，近來發現有部份同學不戴

安全帽，此行為是相當危險的，生命只有一次，珍惜自己才是愛你所愛的人最好

的方式，如果機車後座載人更是須要戴安全帽，最近有判例因騎車的人車速過快，

發生車禍造成後座死亡，以過失致死判刑判賠，提醒同學們，後座有載人一定要

遵守交通法規，以免發生無法挽回的憾事。 

十六、天氣逐漸變冷，提醒賃居在外的同學們務必注意賃居安全，對於週遭環境有無

陌生人出入等，近來媒體報導陌生男子闖入民宅行搶，雖已遭到警方逮獲，但難

保無其他企圖不良人士，故提醒賃居在外時一定要注意有陌生人士在賃居處出入

最好多詢問，以確保安全，另一方面亦要注意空氣流通，才不會造成一氧化碳中

毒，天氣一冷，把窗戶全部關閉是人之常情，故學務組提醒同學賃居處如有使用

瓦斯氣水器及瓦斯桶一定要注意通風才可免去中毒的可能。 

十七、本學期進修部學生因違規抽菸遭到記過者計有 60 位同學，亦有 14 位同學未按

規定抽菸遭到衛生局開單罰鍰，請吸菸的同學按規定到吸菸區吞雲吐霧，不要圖

自己方便而傷害他人的健康。參加戒菸團體的同學曾做一個實驗，吸菸時隔著透

明的濾嘴，發現濾嘴很黑，這些很黑的物資就是進入肺部的致癌物資，為了自己

的身體健康、未來的家庭幸福，戒菸才是最聰明的選擇。 

 

 

手機反詐騙秘笈： 

◎切勿點選來路不明的網路連結 

◎致電傳送迅息的朋友，查證是否為本人 

◎不要傳送認證碼給他人 

◎若無需求，申請關閉小額付費功能 

◎關閉 LINE「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功能」 

◎接獲可疑訊息，致電 165 反詐騙專線求助



 

 

 

十八、102學年度撞球比賽已圓滿結束，感謝所有參賽、加油同學，本屆冠軍：建築

三甲邱建第、亞軍：二企管三甲黃耀霆、季軍：建築三甲簡名駿、殿軍：妝彩四

乙陳首言。 

 

 

 
 
 

比賽現場                四強之爭              以球會友             吳副校長頒獎 

十九、本校妝彩系同學參加南台灣校園美少女合組「按讚小天使團」活動，正修人支

持正修人，請給小天使們按一個讚!(12 月 18 日前) 

活動網址：http://wowfans.digwow.com/index.php?eventsn=35436 

廿、「22001133 溫溫馨馨聖聖誕誕樂樂飛飛揚揚」捐捐發發票票公公益益活活動動，，邀邀請請大大家家一一起起共共襄襄盛盛舉舉。。  

            ★★目目標標：：2200,,000000 張張（（捐捐贈贈伊伊甸甸社社會會福福利利基基金金會會））  

★★募募集集發發票票時時間間：：1122 月月 22 日日至至 1122 月月 2244 日日 1199：：0000--2211：：0000，，於於正正修修樹樹前前及及學學務務  

組組辦辦公公室室進進行行（（自自由由樂樂捐捐可可至至 1122 月月 3311 日日））。。凡凡於於活活動動期期間間  

捐捐出出 1111、、1122 月月發發票票 2200 張張，，即即可可兌兌換換摸摸彩彩券券一一張張((數數量量有有限限  

換換完完為為止止))，，就就有有機機會會抽抽中中豐豐富富好好禮禮。。  

★★  抽抽獎獎時時間間、、地地點點：：1122 月月 2244 日日  2200：：1100 人人文文大大樓樓前前廣廣場場。。  

廿五、12 月 24 日（二）18：30-20：00 於人文大樓舉行「音揚聖誕•樂在街頭」星 

光草地音樂會（海風樂團、奇蹟樂團），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廿六、舞台劇：「紅玫瑰與白玫瑰」（張愛玲小說改編），時間：2013/12/14 (六)19:30 

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有興趣前往觀賞的同學歡迎至學務組索票。 

 

進修部學務組 

               小鳥的生死 
從前有一個聰明的哲人，任何的疑難問題都不容易考倒他。 

有一個人偏不相信他有那麼聰明。一天，這人帶了一隻小鳥來到他面前， 

想以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來考考他。 

他說：「先生，我知道你很有智慧，請問我手的鳥是活的？還是死的？」 

這人心裡想：「如果哲人說是活的，我就把鳥捏死。如果說是死的， 

我就放手讓鳥飛走。」 

哲人注視著他，靜靜的說：「你要牠如何，牠就會如何。」 

  

活動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