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05學年度「新力崛起  嗨 Light」新鮮人之夜】訂於 10月 14日(五)假人文樓 9 

    樓正修廳熱情登場，當天節目精彩、獎品豐富，邀請師生共襄盛舉，新生 18：50 

    前準時入座者有機會獲得早鳥獎(VR)(新生班級當日停課)。 

二、【期中導師會報】於10月19日(三)15: 10 假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原訂10月25日)舉 

    行，14：50開始簽到，請導師準時參加。(班會週亦提前於10月19日至10月25日實 

    施) 

三、【學生缺曠異常預警輔導機制】如下： 

（一）曠課每逹 10節及操行成績不及格，系統會自動傳送 mail、簡訊通知個人（個 

人手機號碼若有異動請直接至訊息網更正） 

（二）系統每三週發函通知缺曠嚴重同學並請導師約談輔導。  

  ※請同學不定時至個人訊息網查個人缺曠紀錄並依規定在十天內完成請假手續。 

   ※如被誤登曠課(遲到)，請直接向任課老師更正。 

   ※請珍惜就讀機會，不要任意缺課、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四、【家長服務系統】提供家長關心子弟在校學習（缺曠、獎懲、 

    成績）相關資訊。 

五、【居住現況調查】本學期進修部學生居住現況調查迄10/7作業 

    截止日之填報率僅78.9％，尚有1110人未上網登錄或更新資料，請所有同學盡速上 

    網完成學生居住現況調查填報，系統操作過程若有任何問題，請逕請學務組劉教官 

    協助處理： 

 (一)上學期已填報者： 

    圖資處已將104-2學期之居住現況資料庫轉檔匯入105-1資料庫備用，學生登入「正 

    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居住現況調查→查看學生資料」後，再點選「編輯資料」→ 

    「載入前一學期資料」標籤，即可帶出上學期所輸入之資料內容，檢視無異動或修 

     正資料後點選「確認」標籤即可。 

 (二)新生、轉學生、復學生及上學期未填寫資料者： 

     均須自行逐欄登錄填報，請登入「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居住現況調查→查看 

     學生資料」後，再點選「編輯資料」，即可逐欄填寫。 

六、第一次班會記錄繳交情形已經公佈於進修部學務組網站→導師相關資源位置，供導 

    師查詢。班會記錄尚未繳交之班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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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電子一甲、工管一甲、國企一甲、企管一甲、幼保一甲、應外一甲、時尚一甲、

數位一甲。 

    二年級：機械二乙、電機二丙、休運二甲、資工二甲、資工二乙、妝彩二甲、餐飲二甲。 

    三年級：機械三乙、電機三乙、電機三丙、國企三甲、企管三甲、企管三丙、金融三甲、 

            資工三甲、觀光三甲、餐飲三甲。 

    四年級：土木四甲、國企四甲、資管四丙、妝彩四甲。 

    記載詳實班級： 

    時尚四甲、時尚四乙、企管四甲、企管四乙、資工三乙、妝彩三甲、觀光三乙、觀光三丙、 

    數位三甲、電機二乙、金融二甲、妝彩一乙、觀光一乙、餐飲一甲、資管一乙、金融一甲 

七、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九月份帳目並公告於學議會網頁及學務組公佈 欄，請同學前 

    往查看(進修部→學生社團→學生議會)，若有任何疑問請至學聯會查詢。 

 

 

 

八、【105學年度補助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採線上申請方式 

  (一)申請及收件日期： 

    1.系統登錄時間 105年 9月 19日(一)至 105年 10月 18日(二)PM  21:30時止。 

    2.申請表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 105年 10月 18日(二) PM 21:30時前（電腦線上 

      申請務必要在 10月 18日前填寫完畢）繳回至進修部學務組，申請程序方算完成！ 

      逾期將不予受理！ 

    3.弱勢學生助學金每學年僅辦理乙次，資格符合者助學金於第二學期學雜費繳費單中扣 

       除，扣除學雜費後之餘額直接匯入學生帳戶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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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6 月 1 日以後所申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謄本內含學生本人及其父母或法 
      定代理人，已婚學生需另附配偶資料，配偶死亡者請附除戶資料（謄本內記事欄 
      請勿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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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國稅局所得清單資料、家 

      庭應計列人口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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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家庭所得之應計列人口： 
    1.學生未婚者：A.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B.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九、【校外獎學金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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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受理報名至105年10月17日 

    行天宮急難救助,急難發生6個月內受理申請 

校內外獎助學金 

http://120.118.220.19/all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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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日期不一，請同學自行至學務組網頁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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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 

 (一)學生本人連續住院滿 7天以上(於事發 3個月內)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二)父或母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均可提出申請。詳細內 

     容可自行上網查詢(http://ppt.cc/jdyG)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十一、第四週（10月2日至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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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週資料統計期間【105/09/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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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一甲 1,10/5 2 1 2 時尚二甲 1,10/5 2 1 2 

妝彩一甲 1,10/3 2 1 2 餐管二乙 1,10/5 2 1 2 

時尚一甲 1,10/5 2 1 2 機械三甲 1,10/6 2 2 2 

企管二甲 1,10/6 2 1 2 電機三丙 1,10/5 1 2 2 

企管二丙 1,10/3 2 1 2 資管三甲 1,10/3 2 1 2 

休運二甲 1,10/6 2 1 2 休運三乙 2,10/4,10/5 4 2 4 

資工二甲 1,10/5 2 1 2 國企三甲 1,10/3 2 1 2 

國企二甲 1,10/4 2 1 2 幼保四甲 1,10/3 2 1 2 

土木二甲 1,10/5 2 1 2 105/10/4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二、開學迄今已進入第五週，各班教室清潔維護及打掃情形，無論是本部或日校都已 

      較進入狀況，感謝大部份班級值日生及督導幹部的負責及用心，普遍都能盡責， 

      使共用教室能維持一定的清潔，減少彼此間的爭議及不快，共享乾淨清爽的學習 

      空間。然而，也還是有不少人反映:「剛到校一進教室就發現教室不潔」的情形， 

      此類問題我們都會定期將資料反映給日校或相關系辦公室，請這些單位加強要求 

      日間部同學教室的打掃工作(當然也有部分係本部所屬班級)，請各班只要發現有 

      類此狀況，請立即拍照後透過Line傳送至「環保小蜜蜂csu1153」，並至學務組(圖 

      科1樓)劉教官處填寫「日/夜間使用教室未清潔反映單」。 

 

班級幹部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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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放學時段，學務組均有派員至各班教室實施環境清潔檢查，另日校也會在早上上 

      學前派員至各班教室實施環境清潔檢查，班級幹部請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於下課 

      離校前依規定實施打掃、關閉電源，並務必將垃圾丟至垃圾場。凡經檢查或被反 

      映有缺失之班級，將依校規簽處值日生，請正副服務股長務必經常提醒輪值的值 

      日生同學務必盡責，若輪值的同學確有故意不盡責之現象，切勿姑息，逕至學務 

      組填寫「值日生未盡職責反映表」，學務組必依校規對蓄意未盡職責的值日生簽 

      請處份。 

※【提醒】評分未達80分為乙等，會在第二天將紅色通知單放至該班點名板放置櫃，請 

     務必通知當日值日生知悉，若有任何疑問，請於三日內至圖科大樓學務組申訴處 

     理，逾期未完成申覆，值日生將予申誡乙次處份。另因值日生未盡職責遭到處份 

     之同學，仍可至學務組申請「行善銷過」。 

十四、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應於9月23日（星期五）前繳交，惟迄今仍有企管二甲、 

應外二甲等 2個班尚未繳交，請正副服務股長盡速完成編排後繳至學務組劉治誠

教官。 

十五、本學期「緊急聯絡網」應於9月24日（星期四）前繳交，惟迄今仍有下列班級尚 

      未繳交，恐影響同學安全事件的緊急聯繫(一年級新生暫不須繳交): 

   二年級：土木二甲、電機二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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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運二乙、資工二甲、資工二乙、觀光二丙、數位二甲、餐飲二甲。 

   三年級：電子三甲、機械三甲、電機三甲、電機三丙、國企三甲、建築三甲、企管三丙、應外三甲、 

           金融三甲、休運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時尚三甲、數位三甲、創意三甲、餐飲三甲。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甲、企管四丙、幼保四甲、資管四甲、休運四乙、資工四乙、觀光四甲、 

           妝彩四甲、數位四甲。 

     請負責之幹部儘速傳送完成之電子檔至 happy38@gcloud.csu.edu.tw 學務組劉 

     教官需上學期電子檔的也可找劉治誠教官，分機2332。 

十六、新生班班長請於10月11日(二)18:30-19:30至圖科大樓304學聯會辦公室領取迎新 

      入場券。 

十七、各班班級聯絡員負責傳遞學校即時訊息，上週五測試僅下列班級有回應，請常常 

   檢查信箱，使學校與同學之間訊息傳遞橋樑暢通(k+學號@gcloud.csu.edu.tw)， 

    二企四甲、企管四乙、工管四甲、企管四丙、幼保四甲、應外四甲、資工四甲、國企四甲、 

    建築四甲、觀光四甲、觀光四乙、時尚四甲、時尚四乙、創意四甲、數位四甲、金融四甲、 

    幼保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丙、妝彩三甲、餐飲三乙、電子二甲、電機二乙、 

    工管二甲、幼保二甲、資工二甲、資工二乙、建築二甲、數位二甲、數位二乙、電子一甲、 

    工管一甲、資管一甲、資管一乙、資工一甲、建築一甲、觀光一甲、觀光一乙、妝彩一乙、 

    數位一甲、土木一甲（各記嘉奬乙次）。 

 

 

 

十八、【安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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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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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品德教育】「品德教育從打招呼開始」，這是一位新聞媒體人發出的重要提醒，

他發現現在的學生從國小到大學、研究所的學生，隨著學生年齡的增加，對師長的

「問好」逐年遞減，而且愈來愈嚴重，對師長的尊重及問好最好的年紀是幼稚園的

階段，尊師之道逐漸勢微，師生的互動不是只有課堂的授業關係，如何加深師生情

誼，鼓勵同學從打招呼開始，這也是品德教育最基礎的一環。 

廿、【交通安全宣導】本校開學至今已發生好幾起重大車禍事件，學務組要特別提醒同

學，騎車的危險性本來就高，請同學一定要多加注意，尤其是十字路口，一定要減

速，確認無車後，再通行，車速按速限是最安全，另外騎乘機車一定要配戴安全帽，

祝福大家行車都能平平安安、永保安康。 

廿一、【菸害防制宣導】行政院已經決議，菸稅調漲 20元，挹注長照財源，未來每包香

菸將破百元，且本校為無菸校園，香菸亦是引發多種癌症的主因，建議有抽菸的同

學能儘快戒菸。第 4週取締違規吸菸人數總計 15人：一年級 5人、二年級 8人、

四年級 1人、校外人士 1人，一年級學生口頭警告乙次，其餘依校規記小過乙次處

分，請同學勿心存僥倖心態，教官會持續校園巡查，取締違規吸菸同學。 

廿二、【兵役資訊】 

(一)本學年未役學生兵役緩徵及役畢學生儘後召集申請作業，部分同學對於個人兵役緩 

    徵或儘後召集之權益置若罔顧，經過 3次簡訊催繳並另外再以電話個別通知後，仍 

    有 10餘位同學未將「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及證明文件繳交至學務組憑辦， 

    本校申報資料將於 10/12之陳報期限前函送業管單位核定，因未繳交資料以致無法 

    申辦而受到入營徵集或點閱召集者須自行負責。 

(二)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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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JqKjKm)： 

1.受理對象：凡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於本(105)年就讀大學一年級或五專三年級 

  者【說明：依現行規定只能申請在大一及大二暑假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逾大學一年級當年之11月15日未提出申請者，日後不能在大二時才申請於大二、大 

  三或大三、大四暑假入營】。 

2.受理時間：自註冊取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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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內政部役政署推行105年度「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案： 

1.按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並須在19歲徵兵及齡前一年底至當年3月

間接受兵籍調查，建立兵籍資料。 

2.87年次男子明年徵兵及齡，於105年10月5日上午10時起至11月15日24時止，可由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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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gl/JqKjKm�


  上申報」作業系統，登錄兵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後即可完成兵籍調查作業。 

3.相關宣導資料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goo.gl/vUbiEb)，詳情請自行前往參閱。 

廿三、【健康資訊】起來動一動！久坐不動10大負擔 

   ◎傷害運動器官，使其畸形化發展。 

   ◎導致身材粗短、肥胖。 

   ◎頸肩腰背持續保持固定姿勢，導致僵硬、酸脹、疼痛。 

   ◎使心肌得不到良好的鍛鍊而收縮無力，影響心臟健康。 

   ◎影響血液循環系統的正常運行，易患動脈硬化等疾病。 

   ◎增加患靜脈血栓、猝死的風險。 

   ◎使肺部得不到充分鍛鍊，易患各種呼吸道疾病。 

   ◎使腸胃蠕動減慢，影響消化系統的健康。 

   ◎久坐的女性更容易患痛經、內分泌失調等婦科疾病。 

   ◎使人變得更加懈怠、懶散，大腦退化。 

廿四、【學生團體保險申請】因疾病(有住院)、意外、車禍受傷者，暑假期間發生可申 

      請。準備資料有：醫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學保申請 

      書(學務組網頁下載或至活動中心二樓-衛保組索取)。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車禍如有報警處理需附報案三聯單影本 

 
 
 
 

廿五、【月光小曲-今晚我想唱一首歌！】訂於 10月 17日(一)18:30-20:30在河西走廊 

      小舞台開唱，歡迎愛唱、會唱、喜歡唱的同學報名參加。 

廿六、【校外賃居安全座談會】訂於 105年 10月 18日(星期二)假學生活動中心二樓演 

      講廳辦理，請各班賃居校外的同學擇一場次出習會議（第一場 19:10-20:10、第 

      二場 20:40-21:40），出席人員由學務組統一辦理公假，並給予嘉獎乙次之獎勵， 

      請踴躍出席會議。 

廿七、【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福的剎那」攝影比賽】 

      活動宗旨：為創造和諧與溫馨的氛圍，特別辦理「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 

      福的剎那」攝影比賽，希望透過比賽讓大家更加注意到周遭的微小幸福，進而感 

      受到生命的喜樂，最後在社會形成「幸福」的氛圍。在幸福的氛圍裡，人們對於 

     「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的三好意涵更加容易實踐到生活中，融入到生活中， 

      進而讓社會更加祥和，生命更加圓滿。 

    (一)主辦單位：進修部學生事務組 

    (二)協辦單位：進修部學生聯誼會 

 

 

活動訊息 

https://goo.gl/vUbiEb�


    (三)主 題：內容必須與幸福的感受相關，所以作者需在所拍攝的照片下做註解， 

               闡述為什麼此畫面讓你感到祥和、幸福、感動、溫馨，呈現出三好意 

               涵，拍攝照片不限地點與時間，均可報名參加(以正修的人、事、物、 

               公益活動等素材展現為佳)。 

    (四)本校教職員工均可參加。 

    (五)獎項： 

        1.冠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叁仟元等值獎品 

        2.亞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貳仟元等值獎品 

        3.季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壹仟元等值獎品 

        4.佳作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伍佰元等值獎品 

    (六)收件時間：2016年 10月 3日至 11 月 25日截止。 

    (七)詳細活動辦法，請上進修部學務組網站公告事項中參閱。 

廿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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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賽主題：以防制校園安全、反霸凌、學生參加不良組織及防制網路賭博等為主題。 

(二)收件時間：105年 9月 14日至 10月 17日止。 

(三)收件地點：學務組-商益民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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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九、【用鏡頭看世界」攝影講座】將於10月21日(週五)假圖科大樓15-0503教室舉行， 

     報名至10月14日(五)止，名額有限，對攝影有興趣的同學請把握機會，報名表請 

     洽各班班代。 

卅、【新生盃班際拔河比賽】於11月23(三)至25日(五)19：00-22：00 在活動中心前 

      籃球場舉行。新生班級以班為單位，自行組隊男子組或女子組（每班至少一隊， 

      男生1隊或女生1隊或者男女各一隊，一隊12位選手），男、女子組各取前四名， 

      優勝隊伍給與獎盃、獎金。請各班代將報名表填妥後於10月21日(五)前，交至學 

      務組辦公室。 

卅一、12月 22日(四)19:00-21:30假正修廳辦理《幸福の味》舞 

    台劇演出，憑 20張發票（11-12月份）換入場券乙次，歡迎師生 

    踴躍參加，看好戲、做愛心、中大獎。（報名表已發至班上） 

卅二、樂活社十月份辦理(或配合辦理)活動如下： 

（一）10月13日(週四)「捧(盆)在手心裏，玩出花漾」，邀請花卉藝術 

      張老師教您如何簡單快速又經濟的完成一盆漂亮的盆栽！晚上 

      1830於圖科大樓15-0603教室。 

（二）10月17日(週一)「月光小曲」，由知名的樂團為您免費伴奏，邀請您盡情歌唱！ 

      晚上於河西走廊與您浪漫月光下。 

 



（三）「國標舞」已開始招生報名， 10月17日開始授課，由專業舞蹈老師教您基礎入 

      門舞步。【目前暫定於週一晚上假圖書館與圖科大樓中間一樓玄關授課】。 

      進修部學生有意報名者請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也歡迎有興趣之教職員 

      報名，名額有限，採「先登記先錄取」為原則【樂活社成員免收費用】，凡參加 

      者均予「公假」登記。 

      樂活社歡迎嚮往大學社團、喜愛戶外活動之進修部學生參加為社員，意者請至學 

      務組向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也可逕向宋俊賢副社長報名 0938-519815)。 

卅三、106級畢業班個人學士照拍照時程表，公告時間為開拍時間，請各班同學提早十 

      分鐘到拍照地點整理服儀，才能準時拍照。【如附表】 

 

 

 

 鷹， 

 不需鼓掌，也在飛翔。 

 小草， 

 沒人心疼，也在成長。 

 深山的野花， 

 沒人欣賞，自放芬芳。 

 做事不需人人都理解， 

 只需盡心盡力， 

 做人不需人人都喜歡， 

 只需坦坦蕩蕩。 

 堅持， 

 註定有孤獨彷徨， 

 質疑嘲笑，也都無妨。 

 就算遍體鱗傷， 

 也要撐起堅強， 

 其實一世並不長， 

 既然來了，就要活得漂亮！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