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為關懷同學學習情形，各系主任每週晚上留校一日為同學解答課業等相關疑問，留 

    校時間一覽表公告於學務組網頁，歡迎同學前往諮詢。 

二、本學期新增線上請假：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線上請假 

 ★每學期可線上請事假 60 節，超過則需持假卡至學務組辦理。 

 ★除事假外，其餘假別需持請假卡及相關証明(女生例假不需証明)至學務組辦理。(病假-醫院証明或 

  收據；喪假-訃文) 

 ★期中（末）考週缺考者，需檢附醫院証明至學務組、教務組辦理請假手續，經進修部主任核准， 

  方可依考試補考相關規定辦理補考。 

 ★請假期限為缺課 10 日內(含假日)完成。 

三、使用假卡請假規定： 

 (一)請假時間：週一至週五 18：30時前及每節下課 15分鐘(以學校鐘聲為主，若提

前下課，也請配合請假時段) 

 (二)請假地點：圖科大樓學務組黃湧正教官、劉憲政教官。 

(三)請假時限以 10天內(含例假日)完成請假手續。 

(四)病假請檢附證明(收據)，喪假請檢附訃文。 

(五)請假卡請勿塗改，若寫錯請換一格。 

(六)若有特殊狀況，請告知學務組另案處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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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卡背後有請假規則，請詳閱 

四、申請 103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的同學，助學金額扣除下學期學分學雜費後有餘額者， 

  俟加退選及抵免修學分退費後，正確餘額預定於 104 年 5 月中旬撥入申請人帳戶， 

  屆時會以簡訊通知，申請同學如有更改聯絡電話，務必告知學務組，以維為個人權 

  益，校內洽詢電話:2192。 

五、申請 103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的同學，上學期學業成績達全系排名前 30%者，請持 

    成績單(影印本)及服務時數記錄表，於 104年 3月 13日晚 21:30時前，到學務 

    組辦理服務時數折抵。 

 

 

02 
104、03、09 



六、103學年度進修部學生就學助學金申請公告：(詳如附件) 

   (一)就學助學金種類：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失業家庭子女、原住民助學金。 

   (二)申請日期：104年 3月 2日至 3月 27日(五)晚九時止。 

   (三)申請表可由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或到學務組辦公室索取。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33455&ctNode=8370&mp=209&idPath=8172_8370 

   (四)申請資料請繳交進修部學務組金高昇先生。校內電話分機:2192 

七、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請速將對保單及註冊單交回學務組，才算完成註冊程序。 

八、台灣銀行辦理助學貸款日期已於 2月 28日截止不再收件，為了個人權益，請同學 

    務必在台灣銀行就學貸款辦理時間內完成對保手續。台灣銀行辦理對保時間： 

上學期：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二日     下學期：一月十五日至二月二十八日 

九、高雄市社會局為輔導本市籍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提供協助進修部大一生（103

年高中（職）應屆畢業學生）短期就業之機會，月薪 19,273 元（勞工基本工資），

並提供勞、健保及提撥勞退金，每年依考核結果簽約，僱用期限最長為 4年。請有

需要的同學逕洽社會局社工蔡先生，相關資料請參閱學務組公佈欄或進修部網頁首

頁/最新消息公告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12068&ctNode=9825&mp=209 

十、校外獎學金訊息：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收件截止日期104.03.10) 

    ＊桃園市104年度推行小康計畫仁愛獎助學金(收件截止日104.03.10) 

  ＊臺中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收件截止日期104.03.13)  

    ＊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獎助學金(收件截止日期104.03.20) 

    ＊新竹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收件截止日104.03.23)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民學生獎學金 (採通訊報名至104.03.24) 

    ＊嘉義市千盞燈-照亮眾學生獎助學金(採通訊報名至104.03.28)  

    ＊周曾香魯女士清寒學生獎助學金(收件截止日104.03.30) 

    ＊勞動部辦理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採通訊報名至104.3.31)) 

    ＊新北市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獎學金,(採通訊報名至10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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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獎助金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資料請繳交學務組黃小姐(分機2781)。 

 

 

 

十一、第二階段停車費繳費單已放置於學務組班級櫃，請於 3月 11日前繳費；第一階 

     段尚未繳費者也請儘速繳費，若繳費單遺失，可至總務處事務組補列印。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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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場預計第二週開始進行管制，原 e-tag感應貼紙可繼續使用至畢業為止，請  

     勿撕掉，只需每學期進行登記繳費即可，尚未黏貼者請持繳費單收據至 A棟 2F黏 

     貼(3/2-3/7下午 4:00-晚上 7:30;3/8上午 11:00-14:00)；3/9過後請至大門警衛 

     室黏貼。 

十二、凡符合以下免(減)修軍訓課程的同學請於 3月 13日前攜證明文件至進修部學務

組黃湧正教官處辦理，逾時喪失權利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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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未經校方同意不可以在校園內從事任何形式傳銷工作，同學若在校園內遇到類似

情事（補教、保險、推銷等），請予以拒絕並向學務組反映，以純淨校園學習環境。 

十四、提醒同學妥善保管自身財物、手機，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以免給他人可乘之機，尤

其是圖書館念書時暫時離開一定要將貴重物品隨身攜帶。 

法律小常識： 

依刑法第 320條（普通竊盜罪、竊佔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

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十五、考量同學行的安全，校園內及正修路上都舖設行人專用道及斑馬線，請各位同學

養成走行人專用道(綠色)及斑馬線(白色)，以建立路權觀念，維護用路安全及權

益。 

十六、上學期有同學反映校園內有暴露狂出現，但錯過時間先機，學務組於此提醒所有

進修部同學，由於夜間校園內較多暗處死角，同學最好結伴同行，如遇狀況時可互

相照應外，亦可立即撥打 07-7312787 校安中心反映，教官們一定立即前往處置，

以維護同學學習安全。 

十七、申請學務組弱勢助學打掃工作的同學自第 2週起開始執行清潔打掃，工作分配表

公布於學務組，尚未簽名確認的同學請速至劉教官處檢視。請安排於前半學期打掃

的同學於每日晚上 10時前至學務組簽到後前往責任區打掃環境，未簽到或打掃不

乾淨者不核予服務時數。 

 



十八、學生團體保險：因疾病(有住院)、車禍、意外受傷(含急診、門診)。暑假期間發

生亦可申請。申請資料：醫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學生本人存褶封面影本、學 

      保申請書(學務組網頁下載或至衛保組索取)到活動中心二樓-衛保組辦理。 

      ◎車禍如有報警處理需附報案三聯單影本 

十九、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近期 (3個月內)學生本人或父、母家庭發生重大事故或

重大傷病可提出申請。詳細內容可自行上網查看。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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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

保大樓後方長鐵椅區、(二)電機系館右側凹地等 2處(原機械系館旁撤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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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鑑於上學期同學車禍意外頻傳，學務組多於辦理請假或申請學生平安保險理賠時

方知，大多已延誤教育部之校安通報時效，若不慎有意外事件發生時，能親自或請

導師、同學轉告學務組，俾及時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實施線上通報（於申請平安保險

理賠時會實施勾稽，未通報案件仍須補報）。 

廿二、進修部接受之拾獲物品均暫時存放在學務組(日間拾獲則送至軍訓室)，若有遺失

物品的同學可到學務組認領或於學務組失物招領專區

(http://night.csu.edu.tw/wSite/np?ctNode=13804&mp=209&idPath=8172_8527_

13804)點閱查看，另夜間各教室清潔檢查時常拾獲多本教科書及鉛筆盒，因未書寫

姓名或學號等資料無法送還，建議所有同學應在個人物品上註記姓名、學號，俾拾

獲時能及時送返當事人。 

廿三、民國104年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官考選開始報名，軍訓室將於104年3月11日中午12

時30分於圖科六樓15-0603教室辦理說明會，意者請自行前往參加，詳情請參閱軍

訓室或進修部公告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12066&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廿四、班級幹部校對名單尚未交回班如下： 

      土木四甲、機械四甲、企管四甲、休運四甲、休運四乙、時尚四乙、數位四甲、建築三甲、 

       企管三丙、觀光三甲、觀光三乙、妝彩三甲、創意三甲、土木二甲、資管二甲、資工二甲、 

       觀光二乙、時尚二甲、時尚二乙、電機一乙、建築一甲、企管一丙、資工一甲、觀光一丙、 

       妝彩一甲、妝彩一乙、創意一甲 

廿五、開學典禮缺曠登記表尚未交回班級如下: 

      資管四甲、休運四甲、妝彩四乙、數位四甲、金融三甲、觀光三乙、妝彩三乙、資管二丙 

 

幹部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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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第一次班會紀錄尚未交回班級如下: 

       機械四甲、資管四甲、資工四乙、休運四甲、休運四丙、妝彩四乙、數位四甲、電子三甲、 

        金融三甲、休運三甲、資工三甲、妝彩三乙、時尚三乙、數位三甲、企管二丙、休運二甲、 

        資工二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企管一甲、資管一乙、金融一甲、資工一甲、創意一甲 

廿七、請班長修訂本學期班級緊急聯絡網交由班級電子郵件聯絡員於 3月 13日前寄至 

      lucy@csu.edu.tw 

廿八、104級畢業紀念冊製作第一次校稿訂於 104年 3月 11日晚 19:20時在 15-0403 

      教室辦理，請二技、四技各畢業班的畢代準時參加，當天依簽到紀錄給予公假。 

廿九、第一週放學實施環境清潔檢查時發現各班打掃情形普遍不理想，桌地面棄置垃圾、 

黑板沒擦拭、垃圾桶留有垃圾未倒，班級幹部請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做好打掃工作。 

將自第二週起實施評分，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 值日生輪值表應於開學之初向全班同學宣導週知，惟部份同學忘記的情形時

有所聞，值日生未盡責人數偏高（不理勸導提前離校、未到校沒提前告知服

務股長或自行調整值日生，敷衍未確實打掃），造成服務股長工作推展困難，

請於每日第一節課時再次宣布當日及次日值日生（當面口頭通知、書寫於黑

板、班級網頁或以Line即時通知），以資提醒，若以不知輪到擔任值日生為由

申覆者，均不予同意。 

(二) 到校後請即刻檢查教室清潔狀況，發現日間部遺留之垃圾未整理等情形，請

拍照後至學務組填寫「日間使用教室未打掃清潔反映單」，若當日放學前檢查

已協助清掃乾淨者予以評比加分，未協助清掃者不予加扣分，當日未反映則

視為該班未打掃予以扣分。 

(三) 第1,2節課與第3,4節不同教室上課時，在離開1,2節上課教室時未實施打掃，

除黑板未擦拭乾淨外，甚至將飲料瓶雜物棄置桌面、地上或垃圾桶四週，此

種情形一經接續使用的班級反映屬實者，扣減該班的競賽評比成績及懲處值

日生。 

(四) 各班收到粉紅色的缺失通知單，若有疑問或異議應請儘速於三日內至學務組

說明，逾期不予受理。 

卅、學務組已於 3月 2日開學當日召集正、副服務股長辦理幹部講習，各班應妥善規劃

值日生輪值方式，每日依規定實施打掃，講習未到事後亦未到學務組說明及領取資

料的班級計有建築四甲及數位四甲，請以上二個班級幹部儘速至學務組辦理。原應

於 3月 5日（星期四）繳交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迄截至 3月 6日(星期五)放

學仍未繳交的班級計有 27個班，佔總班級數 22％： 

     一年級：應外一甲、電機一乙、資管一甲、資管一乙、創意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 

     二年級：資管二乙、資工二乙、時尚二甲、企管二乙、企管二丙、工管二甲 

     三年級：應外三甲、電機三乙、土木三甲 

     四年級：觀光四乙、機械四甲、數位四甲、電機四乙、資管四乙、資工四乙、金融四甲、 

             建築四甲、企管四丙、休運四甲、妝彩四甲 

 



 

 

卅一、『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3月 23日-27日開賽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月 12日（星期四）止，欲參賽 

                班級 請向各系代表登記報名。 

    ※領隊會議及抽籤日期：3月 18日（星期三）19：30於圖 

      科大樓 15-0403教室進行規則說明及抽籤。  

    ※另有『樂投高手大賽』於 3月 24~26日舉行，三人一組 

      (不限男女)，採現場報名，隨到隨投，歡迎同學踴躍參 

      加。 

卅二、103學年度『系際盃拔河比賽』將於4月15-17日開賽  

  ※活動地點：活動中心前籃球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3月26日(四)，欲參賽班級請向各系代

表登記報名。  

  ※報名資格：學聯會會員，以系為單位組隊參加。 

卅三、『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選舉總類如下： 

 (一)學聯會會長、 

 (二)系代表 (每系(學程)各一名) 

 (三)畢聯會會長 

 (四)學生議會議員（工學院、管理學院、生活創意學院各三名） 

    歡迎有服務熱忱、有理想、有抱負，想要培養領導、企畫軟實力的同學踴躍參選， 

    登記表請於 3月 27日(週五)前交至學務組。（選舉公告及登記表已發至班上或請至 

    學務組網頁瀏覽） 

卅四、彩繪燈籠畫祝福，用心用色彩畫出對畢業生、學校 50週年祝福，報名時間:自即 

     日起至 3月 20日止，收件日期：4月 17日前，歡迎發揮創意踴躍參加。（歷年佳 

     作展示於圖科大樓大廳，歡迎前往欣賞）（（報報名名表表已已發發至至班班上上））  

卅五、「Oh My God！龍飛鳳舞星聲事代歌唱大賽」報名開始嚕!! 

     報名自即日起至3月12日止，初賽3月23-24 日，決賽5月5日，喜歡唱歌的同學請 

   把握機會，報名表請繳至學聯會或學務組蘇小姐處。(報名表已發至班上並於學 

      務組網頁刊登） 

卅六、藝文處於 3月 26日 20：30-22：00邀請金枝演社假正修廳演出台味經典歌舞 

   喜劇【可愛冤仇人】，已登記參加班級如下： 

     四年級：土木四甲、工管四甲、企管四丙、休運四甲、創意四甲 

     三年級：機械三甲、電子三甲、國企三甲、幼保三甲、資管三乙、休運三甲、休運三乙、 

       觀光三甲、時尚三甲 

     二年級：機械二甲、幼保二甲、資管二丙、休運二甲、休運二丙、觀光二甲、時尚二甲、 

             妝彩二甲、創意二甲、應外二甲、數位二甲 

     一年級：機械一乙、企管一乙、資管一乙、休運一乙、妝彩一乙、時尚一甲、數位一甲、 

             創意一甲、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活動訊息 



卅七、網球社：上課時間:星期一(3、4 節)，上課地點:校內硬地網球場。對網球有 

   無基礎，都歡迎你/妳的加入~進修部學務組 駱小姐 分機號碼 2293。 

 

 

   拖著疲憊的腳步走在校園，學聯會遞上一碗湯圓，才想起，今天是元宵節。 

   熱呼呼的湯圓，吃在嘴裏，甜在心裏，突然覺得很幸福，這就是校園中的 

   「小確幸」吧！ 

 

        明天是世上增值最快的一塊土地，因它充滿了期望。 

   【附件】 

             

 

 

 

 

 

 

 

 

 

 

 

 

 

 

 


	(一)就學助學金種類：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失業家庭子女、原住民助學金。
	(二)申請日期：104年3月2日至3月27日(五)晚九時止。
	(三)申請表可由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或到學務組辦公室索取。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33455&ctNode=8370&mp=209&idPath=8172_8370
	十四、提醒同學妥善保管自身財物、手機，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以免給他人可乘之機，尤其是圖書館念書時暫時離開一定要將貴重物品隨身攜帶。
	十五、考量同學行的安全，校園內及正修路上都舖設行人專用道及斑馬線，請各位同學養成走行人專用道(綠色)及斑馬線(白色)，以建立路權觀念，維護用路安全及權益。
	十六、上學期有同學反映校園內有暴露狂出現，但錯過時間先機，學務組於此提醒所有進修部同學，由於夜間校園內較多暗處死角，同學最好結伴同行，如遇狀況時可互相照應外，亦可立即撥打07-7312787校安中心反映，教官們一定立即前往處置，以維護同學學習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