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四月份上班、上課時間彈性調整如下： 

    4月 7日（星期二）為校慶補假日，全日停止上班上課。 

  4月 8日、4月 9日（星期三、四）辦理導師知能研習，全日停止上班上課。 

    4月 10日（星期五）畢業典禮補假日，全日停止上班上課。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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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為協助同學紓解課業、職場、情緒、心 理等壓力，班導師每週會「定時、定點」與 

    同學晤談，歡迎同學主動前往與導師晤談，導師晤談時間表請至學務組網頁查詢。 

四、請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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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卡」請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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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假地點：圖科大樓學務組黃湧正教官、劉憲政教官。 

3.請假時限以 10天內(含例假日)完成請假手續。 

4.病假請檢附證明(收據)，喪假請檢附訃文。 

5.請假卡請勿塗改，若寫錯請換一格。 

6.若有特殊狀況，請告知學務組另案處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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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珍惜就讀機會，不要輕易缺課！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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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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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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學金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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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收件截止日104.03.23) 

  ＊南投縣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收件截止日104.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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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停車位登記】因應部份學生尚未登記車位，將再開放第三階段車位登記，開放時 

    間自 104.3.14上午八時至 3月 22日晚上十時止。未完成登記繳交者，請勿進入停 

    車場。未繳費同學速至台企各分行或學校出納組進行繳費，以免 3月 16日後無法 

    進入停車場停放。 

    (目前尚未貼感應貼紙同學已無法進入停車場，請利用時間至澄清路大門口守衛室 

     貼感應貼紙。)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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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於學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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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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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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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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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同學務必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

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有關著作權宣導資料請聯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首頁/著作權/教育宣導/校園著作權，網址：

http://www.tipo.gov.tw/lp.asp?CtNode=6987&CtUnit=3466&BaseDSD=7&mp=1 

十三、【菸害防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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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愛地球】近期由於雨水較少，造成臺灣地區水庫蓄水量節節下降，呼籲同學要 

     節約用水，有水當思無水時的不便。 

十五、【居住安】全時序已逐漸進入春夏季節，但仍有間歇性的寒流南下，除了提醒同

學要注意衣著保暖外，亦提醒大家要有居住安全的觀念，目前媒體仍有 CO(一氧化

碳)的中毒新聞，希望大家使用瓦斯熱水器或瓦斯時一定要注意空氣流通。 

十六、【反霸凌】近來接獲教育部案例宣導，有學生聚眾對弱勢學生施暴，遭到警方查

獲而送法辦，同學已經是大學生了，對於自己的行為必須自行負責，千萬不要因為

一時的衝動在法律上留下記錄，這會影響同學未來的前途，不得不慎，甚至如發生

重大傷殘，不論是那一方都會很遺憾，因此，如遇衝突，請冷靜委由老師教官家長

一同商量處理，一定可以和平而令雙方滿意的結局。 

十七、為了解同學上學有無戴安全帽，本學期將實施攔檢未戴安全帽的同學，其目的是

要提醒同學珍惜生命、疼惜家人，一定要戴安全帽。 

十八、【行的安全】澄清路大門口兩側人行道是行人專用，在路權的規定上，是不得停

車的，但現在發現有同學為了省每學期 400元而將機車停放在人行道上，已經造成

路人的不便而向學校反映，請大家將心比心，不要自私的只顧自己的荷包，如屢勸

不聽將請警方開單拖吊。 

十九、【愛自己】越來越多人喜歡在身上下功夫，刺青、打洞穿環等樣樣來，這看似酷

炫的行為背後，實際上卻潛藏著許多感染風險，舉例來說，日前在台中就有名國一

的少女，瞞著父母到飾品店穿舌環，不料回家後卻上吐下瀉、發高燒，經過檢查後

才發現她感染了急性腸胃炎；另外耳朵打洞的地方，要注意軟骨部位，因為該位置

缺乏血管、循環較差，一旦受到感染較不易控制，有案例因耳殼腫脹不適至醫院求

診，才發現她的軟骨已嚴重發炎，為了你的健康天然最好，父母親送給你才是最美

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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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健康常識】國內病毒性腸胃炎正流行，屏東墾丁近日發生疑諾羅病毒感染疫情。

對抗病毒性腸胃炎，在生活上有以下 3點注意事項：1、勤洗手如廁後、進食或準

備食物前務必勤洗手。2、徹底煮熟所有食物（尤其是貝類水產品），徹底清洗水果、

蔬菜；吃剩的食物應放溫度適中的冰箱中保存，不需烹煮的食物應儘快吃完。3、

病患污染的衣物、床單應立即更換，環境（如：馬桶、門把）和器物表面如被污染，

應用市售（5-6%含次氯酸鈉）漂白水，以（200CC漂白水+1萬 CC清水）擦拭；處

理患者糞便、嘔吐物前應戴上手套與口罩，用漂白水 消毒（1000CC漂白水+1萬 CC

清水）後再沖入下水道，並徹底洗手。 

 

 

 

廿一、請班長速將班級緊急聯絡網交由班級電子郵件聯絡員寄至 lucy@csu.edu.tw 

廿二、104級畢業紀念冊訂購尾款請各畢業班代表協助於 104年 3月 31日晚 21:30時 

      前收齊繳交到學務組，班冊編輯第二次截稿時間訂於 3月 18日，亦請畢代協助， 

      準時完成。 

廿三、第二週（3月 8日至 3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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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週資料統計期間【104/03/09-03/12】 

班級 

本週 累計 

班級 

本週 累計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電子一甲 1,3/9 1 1 1 企管三丙 1,,3/9 2 1 2 

機械一甲 1,3/10 2 1 2 資管三乙 1,3/11 2 1 2 

資管一乙 1,3/10 2 1 2 妝彩三甲 1,3/11 2 1 2 

 觀光一丙 2,3/9,11 4 2 4 妝彩三乙 1,3/11 2 1 2 

金融二甲 1,3/10 2 1 2 創意三甲 1,3/9 2 1 2 

休運二甲 1,3/10 2 1 2 資管四乙 1,3/12 2 1 2 

創意二甲 2,3/9,11 4 2 4 觀光四甲 1,3/11 2 1 2 

電機三甲 1,3/12 2 1 2 103/09/07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廿四、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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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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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五、系際盃籃球比賽各系報名踴躍(男子組 26隊、女子組 6隊)，各隊隊長請於 3月 

      18日（星期三） 19：30至圖科大樓 15-0403 教室參加領隊會議及抽籤。(無法  

     參加需找人代理) 

廿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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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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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八、『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選舉總類如下： 

     ◎學聯會會長 

     ◎系代表 (每系(學程)各一名) 

     ◎畢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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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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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學生校園安全、反霸凌、反學生參加不良組織及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主題，特辦理校園安全創意宣導電子海報比賽：  

(一) 主題：以預防校園危安事件發生、提醒同學重視安全為主或反學生參加不良

  活動訊息 



組織及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70週年等主題均可。 

  (二)收件時間：104年3月9日至4月17日 

  (三)收件地點：學務組-黃湧正教官(報名表可至黃教官處領取)。 

卅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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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人生如夢，虛幻且短促， 

                    只要戮力以赴，末來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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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