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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關懷同學學習情形，各系主任每週安排一天夜間留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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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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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9 月 14 日(一)至 104 年 10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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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0 月 19 日(一)前將相關
表件繳回進修部學務組，申請程序方算完成！ 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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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式)正本乙份(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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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利息所得來自 18%
優惠存款者，需另繳交 103 年國稅局所得清單資料、家庭應計列人口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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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就學貸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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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電腦實習費不可貸款，請先至學務組改單後繳費。
（三）加選課程後有加貸需求者須於 9 月 18 日前完成對保手續將對保單及學分繳費單
交回學務組。
四、
【校外賃居生調查】為調查學生校外賃居情形，以利賃居輔導工作推展(預定十月中
旬辦理賃居安全講習)，已自學籍資料中篩選「戶籍地址不在高雄市」及「戶籍地
址與通訊地址不同」者，篩選參考之名冊提供各班導師運用，請洽學生確認是否為
賃居生，若然，請該生填寫校外賃居調查表相關資料，並於9/14(星期一)前將紙本
及電子檔繳回學務組。

五、校外獎學金訊息：
各縣市政府獎助學金、民間社團或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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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受理報名至 104 年 9 月 21 日
*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學生自行報名至 104 年 9 月 30 日
*心臟病兒童基金會心臟病童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 104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
*賑災基金會助學金,受理報名自 104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止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民學生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 104 年 9 月 30 日止
*104 年度建大文教基金會雲林縣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受理報名至 104.10.2
*財團法人李金盛紀念雙親教育基金會優秀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受理報名至 104 年 10 月 2 日
*財團法人李金盛紀念雙親教育基金會特殊學生獎助學金,受理報名至 104 年 10 月 2 日
*農田水利會錫綬獎學金,受理報名至 104 年 10 月 8 日
*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學生自行報名自 104 年 9 月 14 日至 104 年 10 月 15 日止
*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受理報名至 104 年 10 月 16 日

幹部配合事項
六、9月9日已召集正、副服務股長辦理幹部講習，資管一甲未到，事後亦未到學務組瞭
解作業，請資管一甲正副服務股長於週一放學前至學務組領取相關說明資料。
幹部為學校與同學之間橋樑，也是讓自己累積處理事務的經驗及培養服務熱忱的機
會，請珍惜此職務，若有任何需要協助的地方，歡迎至學務組洽詢。
七、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應於9月11日(週五)前完成填寫繳交，尚未繳交的班級請
服務股長排定後儘速繳交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自行影印一份自存)，以避免影響
班上教室清潔及評分。班級幹部每日須督促輪值同學於下課離校前依規定實施打掃
、關閉電源，並將垃圾丟至垃圾場，(垃圾袋置於學務組進門班級櫃旁桌上，請班
長至學務組簽到時一併領回)自本週起開始實施教室清潔檢查評分，請值日生於下
課離校前完成清潔工作。
八、班級資料夾每日上課前由班長至學務組資料櫃領取（要簽名，若請人代拿，請簽代
理人姓名）
，風紀股長放學後送回學務組(若超過 11 點則直接將資料夾放入門縫內)
，每日均會檢查，並列入考評。
九、105 級畢冊製作及學士照拍照廠商遴選會議訂於 104 年 9 月 30 日(三)PM 19:30 時，
在圖科大樓 15-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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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節公假。
十、各班班級聯絡員信箱統一設定為K+學號@gcloud.csu.edu.tw，負責同學請隨時檢
查信箱，掌握學校最新資訊。
（可至訊息網其他功能Web-Mail登入，密碼為
身份証字號）

十一、班級幹部校對名單尚未交回班級：
二企四甲、工管四甲、資管四丙、金融四甲、時尚四乙、企管三甲、企管三丙、觀光三乙、
電機二乙、資管二乙、資工二乙、餐飲二乙

十二、開學當日請各班交回「友善校園暨反毒連署書」，至今尚未交回班級計有：
電子四甲、機械四乙、國企四甲、企管四甲、企管四丙、幼保四甲、資管四甲、資管四乙、
資管四丙、應外四甲、金融四甲、休運四丙、觀光四乙、土木三甲、休運三甲、妝彩三甲、
機械二乙、電機二乙、企管二丙、資管二乙、妝彩二乙、創意二甲、餐飲二甲、餐飲二乙，

請上述班級風紀股長速將連署書交至學務組商教官處，若已遺失，請至商教官處
領取。
十三、「有抽菸習慣學生調查表」尚未繳交的班級：國企一甲、資管一甲、時尚一甲，
請班長儘速繳交至學務組商教官處彙整。

宣導事項
十四、第三階段登記購買車位的繳費單已放在班級櫃中，請於 9 月 17 日前完成繳費並
至 A 棟二樓停車場貼 etag。第二階段尚未繳費同學請持收據於 9 月 17 日前完成
繳費(台企銀網頁亦可下載)。
十五、同學如被誤登曠課(遲到)，請於 10 天內直接向任課老師更正；如未能於 10 天內
更正，請至學務組拿取學生曠缺課更正單填寫，並由任課老師簽名後再送回學務
組銷曠課。
十六、請配合請假規定：
(一)請假時間：週一至週五 18：40 時前及每節下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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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學務組商益民教官、劉治誠教官及劉憲政教官等三位。
(三)請假時間以 10 天內(含例假日)完成請假手續。
(四)事假 60 節內，可於線上請假，其餘假別，請至學務組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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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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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學生團體保險】因疾病(有住院)、車禍、意外受傷(含急診、門診)。須準備醫
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影本要蓋章)、學生存摺封面影本、學保申請書(衛保組索取)
到活動中心二樓-衛保組。暑假期間發生亦可申請
十八、【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申請】近期內(3 個月內)發生的事故
1.學生本人住院有連續滿 7 天以上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2.父或母有重大傷病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學生年齡 25 歲以下)均可提出申請。詳細

內容可自行上網查詢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十九、特殊疾病緊急處理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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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到活動中心二樓-衛保組告知進修部護士(會將個資保密)，以便在校
內發生疾病時之緊急應變處理。
廿、仍有部份同學為貪圖一時之便，將機車違規停放於校門左側澄清路旁的人行道上，
造成過往行人不便，請將機車停放於合法之停車格或校內停車場，以免遭取締開罰。
轉達教育部通報：請避免佔用無障礙停車位之情形發生，以落實政府照顧身心障礙
者政策。同學們在校內外停放汽機車時請勿因貪圖一時之便，造成他人
不便。
廿一、【菸害防制宣導】
(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每年全球平均有 540 萬人死於菸害，平均每 6 秒即有 1 人
死於菸害，使用菸品者平均壽命減少約 15 年；可見吸菸對人體的危害甚大，建議
同學遠離菸害，勇於戒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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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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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每天都會巡查校區取締，本週違規
人數26人，均依規定記過乙次處分。
廿二、
【紫錐花運動宣導】最近兩年 K 他命問題嚴重,去年一年就緝獲六百七十公斤，數
量相當驚人,顯示濫用問題嚴重，雖然 K 他命的戒斷症狀較戒斷海洛因輕微,但長期
吸食會引起泌尿系統、腎臟病變,嚴重時甚至可能因此喪命，希望同學切勿接接觸
毒品，以免遺憾終生。
廿三、凡符合以下免(減)修軍訓課程的同學請於 9 月 18 日前攜證明文件至學務組商益
民教官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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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四、【兵役相關資訊】
(一) 轉學生、復學生及延修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尚未繳交或缺繳證明文件影
本者，應於9月11日（星期五）前繳交至學務組，迄今仍有少數同學未能依限繳交
或補交證明文件，缺繳者請務必於9/15(二)前將調查表繳至學務組，俾憑辦理兵
役緩徵或儘後召集作業。
(二)已役畢同學所繳交的資料係作為向後備指揮部申請儘後召集使用，並非辦理免休
軍訓，若要辦理抵免作業，請另行填寫抵免申請單(仍須檢附退伍令影本)，洽商
益民教官及教務組辦理。
(三)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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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61&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1.受理對象：凡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於本(104)年就讀大學一年級或五專三年級
者。
2.受理時間：自註冊取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104年11月15日止。
3.受理單位：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
4.應備文件：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本(國外、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證件須經
驗證)、役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印章。
(四)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宣導資料：
為增進兵籍調查工作效率，並節省役男及家屬交通往返時間，86年次役男可於本
(104)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前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
點選進入「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網路申報。
(網址:http://www.ris.gov.tw/newlife/milisurvey.do?toMain)，相關資料已於
學務組公佈欄及進修部網頁「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25570&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公告週知，請自行前往參閱。
廿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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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的)
◎自己在一年內曾做過體檢的報告表
◎參加本校的新生體檢

新鮮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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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資料名冊。

廿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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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應於9月11日（星期五）前統一收齊後繳交至學務組劉教官；迄截止日大部份
班級均仍未依限繳回，已繳回班級亦仍有部份同學未繳交申請表或缺繳證明文
件，請未繳交的班級及個人務必於9/15(二)前將調查表繳至學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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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廿八、校慶 50 週年「來自正修明信片」設計比賽活動
★參賽資格：本校全體學生。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10 月 31 日截止。
★獎勵內容：
金賞(1 人)：獎金新台幣 3,000 元、獎狀乙只、
印製明信片發行
銀賞(1 人)：獎金新台幣 2,000 元、獎狀乙只
銅賞(1 人)：獎金新台幣 1,000 元、獎狀乙只
佳作若干名：獎狀乙紙
★詳細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瞭解: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25492&ctNode=9825&mp=209

廿九、教師節思恩活動歡迎同學踴躍參加，詳細活動說明請至學務組網頁查詢。
卅、為加強學生交通安全宣導，辦理「溫馨的校園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攝影比賽(活動辦法請參考軍訓室網站)。
◎繳件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 17 時前繳交（含光碟片及報名
表）或上傳軍訓室信箱： military@gcloud.csu.edu.tw
◎繳件地點：圖科大樓一樓學務組，商益民教官(07-7358800 校內分機：2341 )。
◎獎勵：
第一名：1000 元禮劵、獎狀乙幀、小功 1 支嘉獎 1 次。
第二名： 500 元禮劵、獎狀乙幀、小功 1 次。
第三名： 300 元禮劵、獎狀乙幀、嘉獎 2 次。
佳 作：2 名，每名頒 100 元禮劵、獎狀乙幀及嘉獎 2 次。
入 選：若干名，每名記嘉獎 2 次、作品陳展於校園及網路上。
參加獎：作品符合規格及製作規定，經受理評比者，個人各記嘉獎 1 次。
卅一、校園安全關東旗創意設計比賽(活動辦法請參考軍訓室網站)。
◎比賽主題：以防制校園安全、防制校園霸凌、防制學生參加不良組織及防制網路
賭博等為主題。
◎收件時間：104年9月14日至10月16日止。
◎收件地點：學務組-商益民教官。

◎獎勵規定：取下列名次（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院校共同評比）
第1名：獎狀乙幀、禮劵1500元/每人、記功1次/每人。
第2名：獎狀乙幀、禮劵1200元/每人、記功1次/每人。
第3名：獎狀乙幀、禮劵 800元/每人、記功1次/每人。
卅二、為了鼓勵同學正當休閒運動及提倡節能減碳，特別成立「樂活社」以提倡正當休
閒活動、快樂生活、聯絡同學情誼為主旨，凡喜愛戶外活動而贊同本社宗旨之進
修部學生皆可參加為社員，免收社費，意者請洽各班班長登記(名額以25名為
限，採「先登記先錄取」為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