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班會週】3月 16日-3月 22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配合校園安全宣導，本次班 

    會討論題綱：在校園中何種言行屬於霸凌？請舉例說明；另有無菸校園意見調查表 

    請同學踴躍表逹意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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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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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時間表請至學務組網頁查詢。 

四、【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 

(一)尚未將對保單交回同學請速交回學務組才算完成註冊程序。 

(二)學雜費減免已於 2月 29日截止，部分同學尚未繳回申請表及附件，請於 3月 8日(二) 

    前繳回，逾期將影響同學本身權益，如有問題請洽學務組何先生分機 2309   

五、【校內各類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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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3月 2日至 3月 28日(五)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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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66&ctNode=8517&mp=209&idPath=8172_8515 

六、申請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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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5 月中旬撥入申請人帳戶， 

  屆時另以簡訊通知，申請同學如有更改聯絡電話，務必告知學務組，以維個人權益，

校內洽詢電話:2192。 

七、【誤登曠課(遲到)更正】自本學期起，任課老師可直接至點名系統更正誤登曠課(遲

到)紀錄。 

八、本學期賃居生及緊急聯絡網調查事宜： 

(一)基於「校外賃居安全管理及訪視」之目的，須蒐集同學的個人相關資料，以往係提 

    供空白紙本請導師及班長填寫之回饋資料建置，因耗時較久且有個資保護之疑慮， 

    自本(104-2)學期試行由個人登錄系統填報，請至「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居住現 

    況調查」填寫個人居住現況及聯絡電話。 

(二)鑑於各班填寫狀況不甚理想，填報期限延長至 3月 22日(星期二)止，請所有同學 

    務必於期限內填寫完畢，請各班導師及班長協助察查與催請尚未填寫的同學儘速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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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系統，並於期限內完成填寫作業，以利瞭解同學之居住現況、聯繫方式及導師進 

    行賃居訪談作業。 

(三)有關填報方式請參閱進修部網頁公告 

     http://night.csu.edu.tw/wSite/public/Data/f1457080207041.pdf 

九、【校外獎學金】 

    原住民族委員會大專校院原住民獎助學金,受理報名至 105 年 3 月 14 日 

    105 年度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受理報名至 105 年 3 月 10 日 

    傳承教育基金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助金,受理報名至 105 年 3 月 14 日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受理報名至 105 年 3 月 21 日 

    其他獎學金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學務組→獎助學金及就貸減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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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長每日到校後請至學務組簽到及檢查班級櫃中資料，班級櫃請保持整潔，逾期無 

  用資料請隨時清除。 

十一、班級聯絡人信箱統一設定為 k+學號@gcloud.csu.edu.tw，請隨時檢查信箱，傳遞 

    重要資訊。 

十二、105級畢業班畢冊製作，第二次校稿時間訂於 3月 15日(二)晚上 19:20時，在 

     圖科大樓 15-0303教室實施，請各畢業班代表準時出席。 

十三、第二週（2月 28日至 3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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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0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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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一甲 1,3/1 2 1 2 機械二甲 1,3/1 2 1 2 

企管一乙 1,3/1 2 1 2 企管二甲 1,3/2 2 1 2 

國企一甲 1,3/1 2 1 2 企管三甲 1,3/1 2 1 2 

觀光一甲 1,3/2 2 1 2 105/03/01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四、第 1-2週各班打掃情形仍普遍不理想，請班級幹部務必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做好

打掃工作。再次宣達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 值日生輪值表應於開學之初向全班同學宣導週知，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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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同學以「不知輪到擔任值日生」為理由；另要宣導：輪值當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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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無法擔任值日生者，需事先自行找人代理或對調，若當日因故臨時無法到校執 

     行者，應告知服務股長俾協助調整，以免造成服務股長工作推展困難。若已宣導 

週知，也盡到每日提醒的責任，卻仍有值日生蓄意不盡職、輪值當日未到校卻未

找人代理或沒提前告知服務股長，敷衍未確實打掃…等，請每日督導幹部，逕至

學務組填寫『值日生未盡職責反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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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透過Line傳送至「環保小蜜蜂csu1153」，並至學務組填寫「日間使用教室未打

掃清潔反映單」，並仍請協助清理(若當日放學前檢查已協助清掃乾淨者貴班整潔

評比將予以加分)，若當日未立即反映，經放學環境清潔檢查被登記缺失，則視為

該班未打掃予以扣分。 

(三) 當第1,2節課與第3,4節在不同教室上課時，在離開1,2節上課教室時仍須實施打掃、

倒垃圾等，若有未實施打掃、黑板未擦、垃圾未倒之情形，一經接續使用的班級

反映屬實者，除扣減該班的競賽評比成績外，並懲處值日生；接續使用的班級若

發現有上述狀況，也請拍照後透過Line傳送至「環保小蜜蜂csu1153」，並至學務

組填寫「夜間使用教室未打掃清潔反映單」，並仍請協助清理﹝同前(二)所述﹞。 

(四) 各班當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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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原訂於 2月 25日（星期四）應繳交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絕大部分班級均已

繳交，惟仍有下列 10個班級尚未繳交，請班級正副服務股長至學務組向劉教官述

明原因；另未繳交期間所產生教室整潔缺失的問題均由正、副服務股長概括承受： 

      土木一甲、機械一甲、觀光一甲、數位一乙、國企二甲、數位三甲、土木四甲、幼保四甲、  

       金融四甲、二技企管四甲。 

十六、本學期各班「緊急聯絡網」，已如期繳交者計有 39個班(班長/班級聯絡員將予以

獎勵)，而仍未繳交的班級計有下列 90個班，請盡速於週三(3月 9日)前以電子郵

件寄至 happy38@gcloud.csu.edu.tw 劉治誠教官： 

 一年級 21個班：土木一甲、機械一甲、機械一乙、電機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企管一甲、 

                     企管一丙、資管一甲、資管一乙、應外一甲、金融一甲、休運一甲、休運一乙、 

                     資工一甲、觀光一甲、觀光一丙、妝彩一甲、數位一甲、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二年級 24個班：電子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電機二乙、電機二丙、國企二甲、建築二甲、 

                     企管二甲、資管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金融二甲、休運二甲、資工二甲、 

                     資工二乙、觀光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妝彩二乙、時尚二甲、數位二甲、 

                     創意二甲、餐飲二甲、餐飲二乙。 

 三年級 22個班：土木三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甲、電機三乙、工管三甲、國企三甲、 

                     企管三乙、企管三丙、幼保三甲、資管三甲、資管三乙、資管三丙、應外三甲、 

                     金融三甲、休運三甲、休運三乙、資工三甲、觀光三甲、妝彩三甲、妝彩三乙、 

                     時尚三乙。 

 四年級 23個班：電子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乙、電機四丙、建築四甲、企管四甲、企管四乙、 

               幼保四甲、資管四甲、資管四乙、資管四丙、應外四甲、金融四甲、休運四甲、 

               休運四乙、資工四甲、觀光四乙、妝彩四甲、妝彩四乙、時尚四乙、數位四甲、 

               創意四甲、二技企管四甲。 



   ※「緊急聯絡網」表格自去年起即已修訂(新增『學號』欄)，仍有部分班級沿用舊

式錯誤表格，新修訂之表格可至進修部學務組首頁「申請書(表單)下載」中點選

下載或透過上述劉教官信箱索取新修訂之表格(Excel檔)。 

 

 

十七、【校園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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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同學凡事三思而行，不要因一時衝動或無知而造成不可彌補的錯誤。 

十八、如果自己或同學在學校被恐嚇、威脅、毆打或勒索，請主動向學校反應，學校會 

     幫你們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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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8500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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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loud.csu.edu.tw(校安中心) 

十九、【紫錐花運動宣導】「一日吸毒、終身戒毒」，請同學切勿因好奇，接觸毒品，遺 

      憾終生；若有同學因為接觸毒品遭警察查獲，本校將會將同學列入特定人員，予 

      以驗尿、輔導，請同學千萬要拒絕毒品、遠離毒害，若有已接觸毒品的同學，也 

      歡迎主動至進修部學務組尋求協助。 

廿、【交通安全宣導】高雄市日前發生一起車禍，一名酒後騎車的男子，擦撞單車後 

      倒地，後方一輛機車閃避不及，撞上酒駕男子的機車，最後這位撞上的騎士送醫 

      不治。學務組提醒各位同學，千萬不要酒駕，酒駕不但害人亦害已，另外，因酒 

      駕肇事者，學生平安保險將不予理賠。 

廿一、【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因疾病(有住院)、車禍、意外受傷(含急診、門診)。寒假 

      期間發生亦可申請。要提出申請理賠的同學需準備：醫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或 

      (診斷證明、收據影印本須加蓋醫院院章)、學生存褶封面影本、到活動中心二樓 

       衛保組洽進修部徐小姐辦理。 (未滿 20歲之學生、本人和家長都要簽名蓋章) 

       ※申請書可至衛保組索取或由進修部網頁自行列印 

       ※因車禍受傷(有報警處理)要附報案三聯單影本 

 

宣導事項 



廿二、【健康小叮嚀】預防流感 

   最近天氣忽冷忽熱，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尤其流感來勢洶洶，各醫療院所擠滿病 

   人，因此要保重身體避免得到流感。 

      1.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時接種流感疫苗。 

      2.維持手部清潔。 

      3.有呼吸道症狀時戴口罩。 

      4.生病時在家休養。 

      5.流感流行期間，減少出入公共場所或人多擁擠地方 

      6.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降低病毒傳播機會。 

      7.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以維護身體健康。 

 

 

 

廿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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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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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四、三好校園-彩繪燈籠畫祝福比賽 

      收件日期 105 年 3月 21日至 3月 30日（星期三） 

      晚 10時 30分止，收件地點：學務組辦公室。  

      第一名:獎狀乙幀、禮券 3,000元 

      第二名:獎狀乙幀、禮券 2,000元 

      第三名:獎狀乙幀、禮券 1,500元  

      佳  作：七名，每名獎狀乙幀、禮券 500元 

廿五、『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3月 21-25日開賽 

      ※領隊會議及抽籤日期：3月 11日（五）19：30於圖科大樓 15-0503教室進行 

                            規則說明及抽籤。  

     ※另有『樂投高手大賽』於 3月 2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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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六、校園安全電子海報比賽(活動辦法請參考軍訓室網站)：  

  (一)比賽主題：以防制校園安全、反霸凌、學生參加不良組織為主題。 

  (二)收件時間：105年2月25日至3月18日止。 

  (三)收件地點：學務組-商益民教官。 

 

活動訊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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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七、「交通安全創意漫畫比賽」 

    以“機車行車安全”為主題，採手繪方式，不限制繪畫工具，以 8K圖畫紙有創意

的呈現出來。每人作品限 2(含)件以下，背面黏貼參賽報名表【前三名可獲 1000、

500、300元不等之禮券獎金和嘉獎 2次以上的獎勵，並頒發獎狀，入選作品並將公

開展示於校園；未入選者也有嘉獎之獎勵】。報名及繳件期限：即日起至 4月 14日

(週四) 22時止將作品繳交至圖科大樓 1樓學務組。 

     ※ 「報名表」及比賽詳細辦活可至進修部學務組首頁「公告訊息」中點閱下載或 

         逕至學務組劉教官索取報名表。 

廿八、2016校園學生音樂演奏競賽： 

    競賽日期：2016年 5月 18日~19日 13:30~17:00。 

    報名時間：2016年 4月 11日(一)~ 5月 05日(四)17:00止。 

    競賽地點：行政大樓 9樓音樂教室(03B0903)。 

    活動網站：http://art.csu.edu.tw/act_page/look_data2.aspx?id=551 

廿九、網球社熱情招生中~無論對網球有無基礎，都歡迎你加入有運動享健康的行列， 

    報名請至進修部學務組 蘇小姐處。上課時間：星期五(3、4 節)。上課地點：校內 

    硬地網球場。 

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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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免收社費，意者請至學務組向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或

E-mail至 8415926ace@gmail.com向王慈喻社長報名。 

卅一、原訂 3月 23-24日校園歌唱大賽延至 4月 27-28日舉行。 

。 

 

    一個人總是仰望和羨慕著別人的幸福， 

          卻發現自己正被仰望和羨慕著； 

          其實～ 每個人都是幸福的， 

          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別人眼裡！ 

 

 

 

 

http://art.csu.edu.tw/act_page/look_data2.aspx?id=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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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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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3月2日至3月28日(五)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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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66&ctNode=8517&mp=209&idPath=8172_8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