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9月 9日（星期二）開學典禮，新生請於 18：30前至人文大樓九樓正修廳參加開學 

    典禮及入學輔導，舊生請依梯次時間直接至教室由導師主持開學典禮。班長到校後 

    請先至學務組簽到及領取資料(停車費繳費單)，離校前請將教室打掃乾淨（垃圾袋 

    已放班級櫃）。(相關資訊請至進修部網頁查詢) 

二、9月10日(星期三)19：00假圖科大樓10樓至善廳辦理轉復學生座談會，本學期轉學

(部)、復學生請準時參加，以利儘快認識新環境及了解各項規定。（公假、備餐盒） 

三、凡申請就學貸款的同學，請務必於9月12日前將對保單、註冊單繳回學務組駱小姐。

（申貸校外住宿費還沒交租屋證明的同學請速補交，始算完成註冊手續。）  

四、申請學雜費減免資料未齊全的同學，請在開學一週內至學務組補件。 

五、103學年度補助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說明如下： 

    申請方式：採線上申請方式 

    申請日期：103年 9月 15日(一)至 103年 10月 13日(一)止 

    線上完成申請後，請列印申請表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最晚於 103年 10月 13日(一) 

    前將相關表件繳回進修部學務組，申請程序方算完成！逾期將不予受理！ 

  (一)應檢附證明文件： 

    1.申請表：於線上完成申請後，將申請表以 A4列印，並於切結書處簽名蓋章。 

    2.戶口名簿正本乙份(103年 6月 1日以後申請正本方可，記事欄請勿省略)：內 

      容需含有學生本人、學生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完整資料；已婚之學生加計其配 

      偶。 

    3.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超過新台幤2萬元，而其利息所得來自 18% 

   優惠存款者，需另繳交 102年國稅局所得清單資料、家庭應計列人口 102年存摺 

   封面及內頁資料影本、優惠存款餘額証明等資料。 

     4.申請網址: http://120.118.220.19/all98/ 
     5.承辦人連絡電話:07-7358800*2192 
六、校外獎學金訊息：各縣市政府獎助學金及財團法人獎助學金，因來文時間不定， 

    請同學隨時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減免申請→各項獎助 

    學金→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資料請繳交學務組黃小姐(分機 2781)。 

    

第一梯次 19：00 三、四年級；二技四年級  各班教室（請至進修

部網頁查詢）  第二梯次 20：10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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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光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收件截止日期 103.09.23) 

    *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獎學金 (收件截止日期 103.09.23) 

    *『鄭豐喜獎學金』 (收件截止日期 103.09.26)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收件截止日期 103.10.03) 

 

 

 

 

七、9月 11日（星期四）19：30舉行班級幹部研習；班長：圖科大樓 0603教室、風紀 

    股長：圖科大樓 0503教室、服務股長、副服務股長：圖科大樓 10樓至善廳，因故 

    無法參加請找人代理。（幹部若有變動，請隨時至學務組更改） 

八、104級畢業生聯誼會第一次會議訂於 103年 9月 11日(三)PM20:20時在圖科大樓 

    15-0403教室召開，請四技四年級、二技四年級各班畢代準時參加，當天依簽到紀 

    錄給予 2~4節公假。 

九、9月11日召集正、副服務股長辦理幹部講習，並於9月12日（星期五）前完成本學期 

   「值日生輪值表」收繳，請各班級預先妥善規劃值日生輪值方式，原則上每日排定 

    2人擔任值日生，班級幹部每日督須促輪值同學依規定實施打掃。 

 

 

 

 

十、請同學遵守請假規定： 

 (一)請假時間：週一至週五 18：40前及每節下課 (若提前下課，也請配合請假時段) 

 (二)請假地點：圖科大樓 1樓學務組黃湧正及劉憲政等二位教官處。 

(三)請假時間以 10天內(含例假日)完成請假手續。 

(四)病假請檢附證明(收據)，喪假為公假請檢附訃文。 

(五)若有特殊狀況，請告知學務組另案處理。 

 (六)操行基本分為 82分，事假每節扣 0.1、病假每節扣 0.05，喪假、公假、分娩假不 

     扣分；嘉獎乙次加 1分、記功乙次加 2.5分。 

     請同學隨時至個人訊息網關心缺曠紀錄並依規定於十天內（含假日）完成請假手續。請詳閱請假 

     卡背面「請假規則」。 

十一、校區內尚有營建修繕工程進行中，施工期間工程車輛進出校園，請同學注意安全。 

十二、校內外停車請依規定停放，勿因貪圖一時之便，造成他人不便；請避免佔用無障 

    礙停車位，以落實政府照顧身心障礙者政策。要購買校內停車位的同學請於9月19 

    日前至總務處網頁登記購買。 

十三、轉、復學及延修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尚未繳交或缺繳證明文件影本者， 

    請於9月12日（星期五）前自行繳交至學務組劉教官，俾憑辦理兵役緩徵或儘後召 

宣導事項 

幹部配合事項 



    集作業。 

十四、103年83年次以後就讀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相關作業事項 

    已於進修部網頁公告(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98260&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一)受理對象：凡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於本(103)年就讀大學一年級或五專三年 

                級者。 

(二)受理時間：自註冊取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103年11月15日止。 

(三)受理單位：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 

(四)應備文件：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本(國外或大陸地區證件須經驗證)、役

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印章。 

十五、轉學生體檢報告表繳交通知:體檢報告表取得方式(以下三種方式擇一） 

    ◎向原學校拿回新生時曾做過的體檢報告表(二年內的) 

    ◎自己在二年內曾做過體檢的報告表 

     ◎參加本校的新生體檢。 

十六、教育部於 103年 9月 9-13日為友善校園宣導週，提醒同學要友愛同學!不要霸凌!!

新學期的開始，期勉同學珍惜就讀機會，與同學和樂相處，遇事不要衝動，嚴禁暴

力違法行為，若與同學有嫌隙，應尋求正當管道解決，導師、學輔中心、學務組均

樂意為同學排憂解愁。針對霸凌定義提供同學參考運用： 

(一)所謂「霸凌」係指一個或多個同學，對其他一個或多個同學間重複發生的負面行

為，此負面之行為可能是直接以肢體上或口語上的強力，例如：打、踢、揶揄、

嘲諷；或以間接方式，如操弄友誼，或故意使同學無法參加活動。 

(二)構成所謂之「霸凌」條件如下： 

  1、係一重複發生之行為：亦即在某特定一段時間內，經常發生同類之行為。 

  2、該行為必須出於傷害或騷擾之故意。 

    3、該行為須屬負面且具暴力性質者。 

    4、力量失衡狀態(兩造勢力（地位）不對等)。 

    5、其他經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討論後認定者 。 

十七、個人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索，請主動向學校反應，學 

      校會協助解決，可利用下列方式投訴： 

 (一)學校投訴信箱：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號，校安中心收。 

 (二)學校投訴電話：校安中心專線 07-7312787（請輸入手機）或 07-7358800轉 2340、

轉 2335 

(三)教育部 24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四)學校投訴電子信箱：military@csu.edu.tw(校安中心) 

十八、本校校安中心設置於幼保大樓一樓軍訓室，每日都有專責教官值勤，如有緊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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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可撥打專線電話：07-7312787或 07-7358800轉 2340。 

       教育部 24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十九、本校校園內全面禁菸，除吸菸區外其他區域不得吸菸，本校吸菸區設置於： 

      1.幼保大樓後方長鐵椅區 2.生活創意大樓三樓空中花園 3.電機系館右側凹地等 

      三處，未依規定經舉發可處 2仟至 1萬元罰鍰，提醒同學吸菸有害身體健康，請 

      愛惜自已健康及金錢，同時請尊重不吸菸同學的權益，並維持校園空氣品質，教 

      官會加強巡查校區取締，違者依校規記小過處分。 

廿、為加強學生校外賃居環境瞭解及協助賃居生進行租屋環境安全自評，請同學配合 

      導師進行賃居情況調查，並紀錄備查。 

廿一、校安中心設置於幼保大樓一樓軍訓室，每日都有專責教官值勤，如有緊急事件可 

      撥打專線電話：07-7312787或 07-7358800轉 2340。 

廿二、學生個人如曾患有特殊疾病或目前仍存在的疾病或健康問題，請自行到衛保組告

知護士(個資保密)，以便在校內發生疾病時能予以緊急應變處理。 

廿三、學輔中心『輔導老師值班時間表』如下，同學若有學業、心理、感情、生活等方

面的問題歡迎至學輔中心諮商。 
        

日期 
值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間 

值班 

8:00 
︱ 

17:00 

8:00 
︱ 

17:00 

8:00 
︱ 

17:00 

8:00 
︱ 

17:00 

8:00 
︱ 

17:00 

夜間 

值班 

18:00 
︱ 

21:00 

18:00 
︱ 

21:00 

18:00 
︱ 

21:00 

18:00 
︱ 

21:00 

週五六日 
不排值班 
採預約晤談 

學生輔導中心（行政大樓 4樓） 預約專線：（07）735-8858 

 

 

                             

廿四、尚未領取新生資料袋(內含:新鮮人校園須知、假卡)，請至學務組領取。 

廿五、一年級新生男同學請儘速填妥「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新生手冊第37頁）， 

     並將身分證、退伍令、現役、免役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黏貼於指定位置，各班班 

     代於9月12日（星期五）前統一收齊後繳交至學務組劉教官；因本項作業需全校統 

     一造冊申請，請同學不要因個人遲交而影響全體權益。 

廿六、尚未繳交照片的新生及轉學生請交三張二吋相片至教務組以製作學生證及建立資

本資料名冊。 

廿七、新生健康檢查： 

（一）檢查日期：9/10－9/16日(不含六日)18:00-22:00。(體育課時間，當天體育課老 

     師會在現場點名) 

新生相關事項 



（二）檢查地點：活動中心四樓大禮堂 

（三）檢查費用：320元(現場繳費) 

(舊生可自由參加) 

廿八、學生申請免(減)修軍訓課程注意事項： 

(一)四技一年級學生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免修全部軍訓課程： 

1、現任國軍士官以上職務，經權責單位核准就讀或在職進修。 

2、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持有退伍（役）證明或因故停役，

持有停役證明。 

3、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4、年齡屆滿 36歲。 

5、外國學生。 

6、持居留證之僑生及港澳生，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二)大專校院轉學生，已修畢各該學期軍訓課程成績及格者准予抵免。自軍事學校轉

入者，其轉入年級以前各學期之軍訓成績，得以軍事學校各該學期之軍事訓練及

格成績抵免。 

(三)於九十三年二月一日前，未具免修軍訓課程身分者，其應修之軍訓課程不及格，

仍須補修。 

(四)九十三年二月一日後，未具免修軍訓課程身分者，辦理休學時，應修之軍訓課程

不及格，於復學後取得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役)證明或持

有停役證明身分者，仍須補修。  

(五)申請免修在校全部軍訓課程或軍訓術科課程者，請應檢具證明文件(正、影本均 

    附)先向教務組領取抵免申請書，並於 103年 9月 19日前(開學 2週內)申辦完畢。 

(六)辦理時間：星期一至五 15：00-22：00圖科大樓學務組。 

 

 

 

 

廿九、教師節「親師小語」活動，歡迎同學提供與班導合照相片，詳細活動說明請至學 

      務組網頁查詢。 

三十、為了提倡低碳交通工具及正當休閒運動，特別成立「樂活社」以提倡正當休閒活 

   動，鍛鍊強健體魄、聯絡同學情誼，本社團每週定期辦理校園健走活動1至2次， 

   每次約半小時，每學期至少辦理乙次校外踏青健行活動，凡喜愛戶外活動而贊同 

   本社宗旨與任務之進修部學生皆可參加為社員，登記報完名，即為社員，意者請 

      洽各班班長登記。 

   進修部學務組103、09、05 

 

 

 

 

  活動訊息 



                       我忘了 ~~~~真正去活                    

起初 ~~~~我想進大學   想的要死  

隨後 ~~~~我巴不得大學趕快畢業  

接著 ~~~~我想結婚   想有小孩 !   想得要死  

再來 ~~~~我又巴望小孩快點長大    好讓我回去上班    

之後 ~~~~我每天想著退休   想的要死  

現在 ~~~~我真的快死了  

忽然間 ~~~~我突然明白了.  

                       我忘了 ~~~~真正去活 

 

               新學期的開始， 

              活在當下，活的精彩， 

              活得充實，活得有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