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班會週】3月 15日-3月 21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會後請將班會紀錄交至學務 

    組。本次班會討論議題： 

    1、「校園安全」：營造友善、溫馨及安全的校園，一直是學校努力的方向，請同學 

      具體提出校園內還有那些地方有「安全上的顧慮」需要改善。 

    2、「菸害防制」：請班上「戒菸成功」或「正在戒菸中」的同學分享戒菸心路歷程！ 

     (表格電子檔可至學務組網頁→申請書(表單) →導師專用表格下載使用) 

二、【學雜費減免】 

(一)申請學雜費減免尚未繳件同學請儘速將申請表及附件繳回學務組，逾期視同放棄。 

(二)符合減免資格有加選者，請持學分加選繳費單至學務組更改減免金額後再至臺灣企 

    銀或本校出納組繳費。 

三、【就學貸款】 

(一)電腦實習費不能列入貸款金額，如繳費單有電腦實習費款項，除繳回對保單仍須 

  繳納 1200元才算完成註冊。 

(二)如有額外申請生活費或書籍費，本學期開始與日間部同步辦理預撥，即日起至 3月 

    17日止請至進修部表單下載 105-2就學貸款預撥申請書及契約書，逾期不予受理。 

四、【弱勢助學金】申請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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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抵免修學分退費金額後的正確 

    餘額預定於 106年 5月初撥入申請人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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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居住現況調查】截至3月10日填報率僅47.4％，尚有2,614人未上網登錄或更新資 

    料，請所有同學盡速上網完成資料填報，3月18日起未完成者的個人訊息網將會暫 

    時鎖住無法使用，直到完成填寫後才能再開放使用，將對其造成影響(不能查詢 

    各項訊息亦不能線上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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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學期之居住現況資料庫轉檔匯入1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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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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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鑑於現代人通訊電話異動頻繁，而同學若一旦發生緊急事件，學校必須盡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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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屬或緊急聯絡人(也包括家屬有急事須及時聯繫到同學)，故每學期均須委由班 

    長協助調查修訂班上同學的緊急連絡電話(緊急聯絡網) 。本學期起已將緊急聯絡網 

    結合於「正修訊息網」的【居住現況調查】中，請向班上同學宣達：務必登入「正 

    修訊息網」中修訂個人資料。 

六、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二月份帳目並公告於學生議會網頁及學聯會公佈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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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校內各類獎助學金】 

 (一)申請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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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28 日22：00 止。  

 (三)申請表請由進修部學務組網頁(http://ppt.cc/B8e4s)下載或到學務組辦公室索取。 

八、【106年單親培力計畫】目的係鼓勵獨自撫養 18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再度進修 

     就學，提升專業知能，促進就業能力，增加社會競爭力，進而獨立自主，自立 

     脫貧。補助標準:大專校院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10,000元。 

     每學年（計 2學期）預計補助 320名，申請時間: 106 年 2月 23日至 106 年 3月 

     24日止。(郵戳為憑，請於申請時間內送件)，申請文件已公布在進修部學務組網 

     頁，點選各項獎助學金及可查閱，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連絡人及連絡電話：邱小姐 02-2321-2100 #133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67718&ctNode=8517&mp=209&idPath=8172_8515 

九、【校外獎學金】 

     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受理報名至106年3月17日 

      

      

周曾香魯女士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受理報名至106年3月17日 

     

紅心向日葵-受刑人子女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106年4月28日止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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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肥基金會-優秀清寒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自106年4月16日至4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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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級畢業班畢冊製作，第二校稿時間訂於 3月 16日(四)晚上 19:20時，在圖 

     科大樓 15-0303教室實施，請畢代務必準時出席，一併將貴班訂購畢冊本數及 

     頁數，一校時須修正部分等作確認，逾時即不能再做更改。 

十一、第三週學務週報有回覆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二企四甲、土木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甲、工管四甲、國企四甲、建築四甲、 

          企管四乙、企管四丙、幼保四甲、資管四乙、應外四甲、金融四甲、資工四甲、觀光四甲、 

          觀光四乙、時尚四甲、時尚四乙、數位四甲、創意四甲 

幹部配合事項 

校內外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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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甲、電機三乙、電機三丙、工管三甲、建築三甲、企管三乙、企管三丙、 

           幼保三甲、資管三甲、金融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乙、觀光三丙、妝彩三甲、 

           時尚三甲、數位三甲、餐飲三甲 

   二年級：電子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國企二甲、企管二乙、企管二丙、幼保二甲、 

           資管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休運二乙、資工二甲、資工二乙、觀光二甲、觀光二乙、 

           觀光二丙、時尚二甲、數位二甲、餐飲二乙 

   一年級：電子一甲、機械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企管一甲、幼保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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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一乙、 

           觀光一丙、妝彩一甲、數位一甲、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開學迄今未獲回應班級： 

  四年級：機械四甲、電機四乙、資管四甲、休運四甲、休運四乙、休運四丙、資工四乙、妝彩四甲、 

          妝彩四乙 

  三年級：電子三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乙、企管三甲、資管三乙、應外三甲、休運三甲、休運三乙、 

          妝彩三乙、創意三甲、餐飲三乙 

  二年級：土木二甲、電機二甲、電機二丙、建築二甲、金融二甲、休運二甲、數位二乙 

  一年級：電機一丙、企管一乙、妝彩一乙 

    請至 k+學號@gcloud.csu.edu.tw 檢查信箱！！ 

十二、第三週（3月 5日至 3月 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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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週資料統計期間【106/03/0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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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一丙 1,3/3 2 1 2 觀光三丙 1,3/7 2 1 2 

妝彩一甲 1,3/9 2 1 2 餐管三甲 1,3/3 0 1 0 

金融二甲 1,3/6 2 1 2 機械四甲 1,3/8 2 1 2 

資工二甲 1,3/7 2 1 2 電機四甲 1,3/9 2 1 2 

國企二甲 2,3/3,3/8 4 3 4 電機四乙 1,3/9 2 1 2 

機械三甲 2,3/6,3/9 4 2 4 企管四甲 1,3/7 2 1 2 

機械三乙 1,3/9 2 1 2 企管四丙 1,3/9 2 1 2 

企管三甲 1,3/8 2 1 2 金融四甲 1,3/7 3 1 3 

資管三甲 1,3/8 2 1 2 建築四甲 1,3/9 2 1 2 

金融三甲 1,3/8 2 1 2 106/03/07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三、本學期「值日生輪值表」各班級均已繳交，很感謝各班級正副服務股長的盡職， 

   凡於2月23日期限前繳交的班級，均已簽請正副服務股長獎勵，請至訊息網查看， 

   若有疑問歡迎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洽詢。 

十四、本週教室打掃狀況仍有部份待改進，有部分班級正、副服務股長未清楚教室整潔 

      競賽實施辦法及注意事項，也未告知同學。再次宣達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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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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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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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班若有發現打掃用具不見或欠缺者，請逕向本(學務)組劉治誠教官反映。 

 

 

 

十五、【菸害防制宣導】本校已是無菸校園，但仍有師長及同學反映本校有同學喜歡在  

      廁所或樓梯間吸菸，再次提醒吸菸的同學，切勿將自已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 

      上，自已吸菸卻要他人吸二手菸，這樣是不對的，教官會加強巡查取締，希望吸 

      菸的同學能自律，不要在校園內吸菸，若能夠戒菸是最好，衛福部免費戒菸專線 

      0800-636363，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十六、【禁食檳榔】近期發現有同學在校園內嚼食檳榔又亂吐檳榔汁，嚼食檳榔是口腔 

      癌主要的原因之一，研究發現口腔癌患者中半數以上有嚼檳榔的習慣，頰黏膜癌 

      患者更有八成以上嗜嚼檳榔，尤其同學又沒有公德心，檳榔汁隨地亂吐，造成環 

      境的髒亂，打掃人員的困擾，校規規定校內嚼食檳榔記過乙次，教官會加強巡查 

      取締，請同學切勿在校園內嚼食檳榔。 

十七、【交通安全宣導】機車是肉包鐵，戴妥安全帽是最基本的機車安全守則，提醒同   

      學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請確實戴好安全帽，不要因短距離或怕麻煩而輕忽。 

十八、【健康資訊】 

    預防失智最好良藥：出門運動吧！ 

   ◎「喜歡」的運動：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從中得到快樂，才有動力持續做下去。 

 

宣導事項 



   ◎「適合」的運動：應視年紀及疾病而定，例如退化性關節炎病人不適合長跑，可 

                      改騎單車或游泳。 

   ◎揪團運動：自己運動可能會懶散，可找伴集體運動、互相激勵。 

  ◎漸進式運動：先嘗試每周運動一次，再逐漸拉長運動時間及頻率。 

 

 

 

十九、【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福的剎那】攝影比賽作品展，於 3月 6日至 17 

日在圖科大樓一樓大廳展出，請同學們一起共賞，希望透過活動讓大家更加注意 

到周遭的微小幸福，進而感受到生命的喜樂，形成「幸福」的氛圍。擴大三好意 

涵的宣導與品閱，凝聚更多正面的能量。 

廿、【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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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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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3月 20日(一) 19:10開賽，參賽選手請持學生証於賽前 

       20分鐘至服務台報到及檢錄。(賽程表已發給各隊隊長並公告於學務組網頁) 

     ※『樂投高手大賽』於 3月 22-23日假籃球場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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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觀彩星光 電湧春季歌唱比賽】訂於3月13日(週一)19:10於活動中心3樓會議廳舉 

   行，賽程時間已公佈於學務組網頁，請報名同學持學生証準時參賽。 

廿三、【學生自治織會員代表大會】於3月31日(五)19:00假活動中心二樓舉行，各班班長、 

    康樂股長請準時出席。（會中將投票選出106學年度學聯會會長、畢聯會會長、學生 

    議會議員、各系代表) 

廿四、【三好校園-彩繪燈籠畫祝福比賽】 

      收件日期：106年 3月 21日至 3月 30日（星期四） 

      收件地點：學務組辦公室。  

      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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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每名獎狀乙幀、禮券 500元 

廿五、【樂活社】本學期預定辦理主要活動如下： 

（一）3月 30日(週四)「攝影及自拍學習-『卡麥拉，拍出好心情』」，特邀請攝影達人 

      邱頌唯老師教您運用簡單技巧，即使是手機也能拍出自信又美麗的照片！晚上 

      1830於圖科大樓 15-0603教室(請攜帶相機或具有拍照功能之智慧型手機)。 

（二）4月 30日(週日)「羽球比賽」，區分「單打」、「雙打」二種賽制，上午 0900時於 

  

活動訊息 



      本校活動中心四樓羽球場舉行，冠、亞軍頒發獎金，需繳交報名費 100元。 

      進修部學生有意報名者請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報名表已發至各班)，名 

      額有限，採「先登記先錄取」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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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六、【校園安全專題演講】3月15日(三)19：00時於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辦理，特別邀

請大華派出所所長對校園常見的安全問題提出精闢的見解，歡迎同學踴躍參加，凡

參加者可請公假。 

廿七、【交通安全創意宣導標語競賽】(活動辦法請參考軍訓室網站) 

(一)活動主題： 

    第一主題：「機車騎乘安全」--創意宣導標語 

    第二主題：「防制酒後騎車」--創意宣導標語 

    第三主題：「騎車中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創意宣導標語                

     ※每位參賽學生不限主題組別，皆可提送 10~16字內之交通安全創意宣導標語作品 

      參加本比賽。 

(二)收件時間：即日起至106年4月12日（星期三）下午16時止。 

(三)收件地點：進修部學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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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1000 元禮劵、獎狀乙幀、小功 1次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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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元禮劵、獎狀乙幀、嘉獎 2 次。 

     入  選：若干名，嘉獎 2次。 

     獲入選以上名次者，作品將公開陳展；未能入選者.也有『參加獎』，記嘉獎 1次。 

廿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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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3月31日止。 

(三)收件地點：進修部學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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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運」，就是 

               「萬全的準備，遇到了大顯身手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