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第三次班會週】5月 3日-5月 9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鑑於網路發言不當事件日

益增多，配合法治教育宣導，本次班會討論議題：「學生在網路空間常見的觸法問

題及其罰責有那些? 」，藉此提醒同學謹言慎行，勿觸法網。 

二、【畢業班導師配合事項】 

(一)請於系統開放期間：106.5.1(一)至 106.5.12(五) 進行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期 

    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如有相關作業問題請洽詢黃小姐#2781。 

  畢業班班級幹部獎懲建議作業：  

   訊息網→導師班服務→班級幹部(獎勵選項)→輸入完畢→儲存 

  畢業班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  

  訊息網→導師班服務→學生列表(每位同學可加（減）0-3 分)→輸入完畢→儲存 

(二)「服務熱心奬推薦名單」請於 5月 10 日(三)前送回進修部學務組。(推薦表已於 4/19 寄至 

     導師信箱) 

三、【缺曠預警及輔導】第 1-9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 逹18分以上）已發函通知並請導師

約談輔導，「輔導紀錄表」請於 5 月 3 日(三)前擲回學務組。請同學珍惜就讀機會

按時到課，若因故未到，請依規定於十天內完成請假手續(線上可請 60節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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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居住現況調查填報及賃居生訪視】 

(一)截至4月28日止填答率96.6％，尚有165人未上網登錄或更新資料，未完成者個人

訊息網將會暫時無法使用，直到完成填報方能恢復，以上同學均已以簡訊通知。 

(二)請各班導師及班長協助催請尚未填寫的同學儘速登入系統完成填寫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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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導師請持續就賃居的同學擇適當時間實施訪視，並於同一系統填寫訪視紀錄

及上傳照片，若因學生無法配合等因素無法赴賃居處所實地訪視者，亦請運用電

話訪談或學生到校時在學校晤談，就訪談情形填寫訪視紀錄，並請於第12週(5/10)

前完成。 

六、【新生輔導員推薦】為迎接 106學年度新生，使他們能儘快熟悉學校環境、作息，一 

    年級班級請務必推派二位優秀、熱心、負責任，能於開學典禮當日 18:10前到校的 

    同學擔任新生輔導員（現任系代表、班長、風紀股長或有服務熱忱、出席率高者為 

    優先人選），推薦表與說明已置於各班班級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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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一次班會專題】各班提出校園內有「安全上的顧慮」需要改善事項，相關單位回 

    覆處理已公布於學務組的最新消息，請同學前往瀏覽。 

八、【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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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電子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企管一乙、幼保一甲、資管一乙、休運一乙、資工一甲、 

       妝彩一乙、數位一甲。 

二年級:土木二甲、電機二甲、電機二乙、國企二甲、企管二甲、金融二甲、休運二甲。 

三年級:電子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乙、電機三丙、國企三甲、幼保三甲、創意三甲。 

四年級:機械四乙、電機四甲、電機四乙、國企四甲、建築四甲、企管四乙、休運四甲、資工四乙、 

       妝彩四甲、數位四甲、創意四甲。 

    班會記錄記載詳實的班級： 

九、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四月份帳目並公告於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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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校外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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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5月 1日-5月 12日教務組安排各班至電腦教室填寫「教學評量」，請班長務必提 

      醒同學尚未填寫同時要至訊息網填寫「導師關懷問卷」。 

十二、第 10週學務週報有回覆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二企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乙、工管四甲、國企四甲、建築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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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甲，電機三丙、工管三甲、建築三甲、企管三乙、企管三丙、資管三甲、 

            資工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乙、妝彩三乙、數位三甲、創意三甲 

    二年級：電子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國企二甲、建築二甲、企管二乙、企管二丙、 

            幼保二甲、資管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休運二甲、休運二乙、資工二甲、觀光二甲、 

            觀光二乙、觀光二丙、妝彩二乙、時尚二甲、數位二甲、數位二乙、餐飲二乙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子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幼保一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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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一乙、觀光一丙、 

            妝彩一甲、數位一甲、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二企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甲、應外四甲、金融四甲、時尚四甲、機械三甲、建築三甲、 

資管三甲、資工三乙、幼保二甲、應外二甲、休運二乙、觀光二甲、觀光二乙、餐飲二甲、 

電機一甲、工管一甲、應外一甲、觀光一乙、餐飲一甲。 

幹部配合事項 

校內外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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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迄今未獲回應班級： 

      四年級：電機四乙、休運四乙、妝彩四甲、妝彩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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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土木二甲、電機二甲、電機二丙、金融二甲 

      一年級：妝彩一乙 

     請至 k+學號@gcloud.csu.edu.tw 檢查信箱！！ 
十三、第十週（4月 23日至 4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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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週資料統計期間【106/04/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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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彩一甲 1,4/25 2 4 8 機械三乙 1,4/21 2 7 14 

電機二乙 1,4/24 2 3 4 休運三乙 1,4/24 2 2 4 

企管二乙 1,4/27 3 2 7 餐管三甲 1,4/21 2 2 2 

休運二甲 1,4/25 2 7 13 餐管三乙 1,4/25 2 1 2 

國企二甲 2,4/25,4/26 4 9 15 機械四乙 1,4/26 2 1 2 

觀光二甲 1,4/27 2 2 4 企管四甲 1,4/27 2 2 4 

餐管二乙 1,4/25 2 4 8 企管四丙 1,4/21 2 5 10 

機械三甲 1,4/24 2 7 14 106/04/25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四、這學期已進入第 11週，感謝絕大部分的班級在教室整潔維護方面都能盡責、盡力，

使每位使用到該教室的人都能享有較乾淨舒服的學習空間，請持續保持與精進。期

中考試期間，有不少班級未能持續保持，導致被登記懲處，再次提醒：請提供一個

舒爽的學習空間，並留給後續使用的班級一個清潔的教室。服務股長請賡續宣導及

督促值日生務必注意下列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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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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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班級若有協助清掃乾淨者，當日經本組實施放學前檢查 

     良好者，該班級整潔分數予以加分；若當日未反映，經本組放學前檢查有缺失者， 

     則視為該班未打掃，予以扣分。 

 (二) 第1,2節課與第3,4節不同教室上課時，若前面班級在離開教室時未實施打掃，一 

      經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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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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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每日至學務組「各班班級櫃」領取資料的幹部若看到務必轉 

      知當事人知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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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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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行善銷過】本學期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6月 16日(畢業班為 5月 12日)，凡於學 

      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為自己過錯予以彌補。(可至正修訊息網查詢) 

     1.記「申誡」者：每次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1次為原則。 

     2.記「小過」者：每次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3次、並撰寫反思心得(500字)一篇為 

       原則。若屬「違反菸害防制法(違規吸菸)」者，須取得合法醫療院所開立之「戒 

       菸門診證明(收據)」一併附上。 

       ※ 「愛校服務工作」請洽詢學務組劉教官。 

十六、【交通安全宣導】 

    (一)班會專題討論中有不少班級反映：校門口(尤其正修路側門)下課放學期間常有 

        同學停留在門口或將車暫停在轉角處，不但影響同學出入，也造成道路擁擠及 

        車輛通行的危險，呼籲同學「勿於校門口臨時停車或站在校門出入口，以免發 

        生危險！」；另請同學務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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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週教官於側門執勤時，發現 4位同學機車雙載而後座卻未戴安全帽之情事， 

        亦有多位同學戴了安全帽卻未扣上安全帽帶，提醒同學，騎乘機車未扣扣環， 

        發生意外時易脫落，根本無法有效保護頭部，扣環未扣，視同未戴，警察仍可 

        依規定告發。 

        案例宣導：近期發生機車擦撞意外，直行機車疑似在燈號轉換時闖了紅燈，撞 

                  上準備起步的機車，兩人都被彈飛，被撞的機車騎士安全帽疑似沒 

                  有扣，導致被撞時安全帽先彈飛，導致騎士頭部著地，傷重昏迷。 

十七、【智慧財產權宣導】同學常在不經意當中觸犯了智慧財產權而不自知，本校曾有同 

      學在雅虎拍賣賣手鍊，因用了三立電視台的一張劇照(女主角有帶這款手鍊)，遭 

      三立電視台告上法院並求償十幾萬元，提醒同學，千萬別因小失大，請尊重他人 

      之智慧財產權。 

十八、【學輔中心關心您】高雄市一名女子想跟小她 5歲的男友分手，雙方在超商談判後， 

     男友裝好心要送她回家，卻在半路突然狠揮一拳將她打昏在地，並踹了 2腳，這 

     名恐怖男友還叫來計程車要載她回家，巡邏警網剛好經過發現，才將協助她送醫， 

     並幫她申請保護令，不料男友仍繼續糾纏，甚至趁女子下班時將她打昏，幸好被路 

     人報警逮捕。大學生遇到的感情困擾很多元，恐佈情人就是一種，同學若是有感情 

     困擾，不要悶在心裡，要尋求資源，找專業的諮商老師一起整理情感經驗，有助於 

     抒發內心感受和找到情感的定位，本校學生輔導中心在行政大樓四樓，晚上有輔導 

     老師值班，同學可多加利用。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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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準備： 

     醫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影印本須加蓋醫院院章)、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申請 

     書到活動中心二樓衛保組洽徐小姐辦理。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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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戒菸班】5月2日邀請高雄榮民總醫院薛光傑醫師團隊來校辦理戒菸班，共計六週，

時間從18:00至20:00時，每次2小時，給予公假，全程完全免費，且供應晚餐，機會

難得，歡迎有戒菸意願之同學踴躍參加，另外吸菸遭教官查獲欲銷過之同學亦歡迎

參加，有意報名者請速至進修部學務組找商教官報名，以免向隅。 

廿一、【兵役資訊】 

 (一)內政部辦理 106年應屆畢業役男可申請於 6月份儘早入營服役 

1.為紓緩每年下半年待徵役男入營壅塞情形，內政部辦理106年應屆畢業（原核定緩 

  徵至6月30日止）確定不再繼續升學而應受常備兵徵集或替代役體位役男服替代役 

  ，儘早履行兵役義務，自106年5月10日起至6月9日止，可利用網路或向戶籍地鄉 

 （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請。 

2.入營時間：依役男出生年次及所抽籤之軍種兵科籤號先後順序安排入營服役，俾紓 

  緩下半年入營壅塞，讓有意願儘早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妥善規劃生涯，尚未完成學業 

  役男得以遞延服役時間： 

  6月26日：82年次以前出生替代役體位役男。 

  6月27日：82年次以前出生常備兵役現役(陸軍、空軍)。 

  6月28日：82年次以前出生常備兵役現役(海軍艦艇兵、海軍陸戰隊)、83年次以後 

           出生常備兵役軍事訓練(陸軍、海軍陸戰隊、空軍)。 

3.相關宣導資料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兵役宣導專區，詳情請自行前往參閱進修部/學 

  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https://goo.gl/iDn9Re紙本已另公布於學務組公告欄。 

(二)本學期兵役緩徵暨儘後召集學生名冊及核准文號(https://goo.gl/njukNX) 

 1.105學年度第2學期一年級87年次新生男同學、轉復學生及延修生均已辦妥緩徵申請 

   作業，各縣市政府已全數回覆在案。緩徵名冊及各縣市核准文號請參閱網頁公告， 

   若再有接獲鄉鎮區公所的兵役課告知無緩徵紀錄者，請再洽學務組劉教官 

   (07-7358800#2344)查詢及確認核准文號，並據以回復兵役課憑辦。 

 2.105學年度第2學期轉復學生及延修生均已辦妥儘後召集二款申請作業，各縣市後備 

   指揮部亦已全數核定在案，若在有接獲點閱召集者，可據以洽後備指揮部辦取消該 

   次徵集。 

廿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徵召工讀生】 

(一)依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06年04月26高市社工字第10633871100號函辦理 

(二)招募對象：設籍高雄市之年滿16歲以上、25歲以下進修部學生身份，且家戶列冊為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三)工作內容：協助社會福利行政庶務、文書資料建檔、環境清潔維護及活動支援服務工作。 

(四)相關文件：二吋照片乙張、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各區公所開立之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五)薪資福利：時薪133元，享有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六)連絡電話：社會局社工科蔡先生（07）337-3381~2  

(七)詳情請參閱進修部公布欄或網頁首頁公告https://goo.gl/hTmRhS。 

https://goo.gl/iDn9Re�
https://goo.gl/njukNX�
https://goo.gl/hTmRhS�


廿三、【健康小叮嚀】含糖飲料沒告訴你的秘密 

  1.一杯「微糖」等於 10顆方糖 

  2.會讓腎臟、腸胃、牙齒造成傷害 

  3.影響各種營養物質的正常攝取 

  4.飲料並不能解渴 

  5.增加患糖尿病的風險 

  6.容易導致肥胖 

 

 

廿四、【學生自治組織社團幹部交接典禮】訂於 5月 4日（四）19：20假活動中心二樓   

     演講廳舉行，請 105、106學年度會長、系代表、議員及每班二位代表準時參加。5 

     月 3日(三)19：30預演，請 106學年度會長、系代表、議員準時參加。 

廿五、【正修有愛捐血活動】5月 10(三)~12(五)日三天，每晚 18:30至 21:00時，在圖 

     科大樓前廣場辦理，當天參加的同學給予四節公假、小功乙次獎勵(加操行成績 2.5 

     分)。請全體師生慷慨挽袖，踴躍參加，發揮『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精神。 

廿六、【媽咪我愛妳！溫馨五月天】系列活動： 

  1.「真情告白-郵寄母親卡」：5月 9日-5月 11日 19:00-21:00於正修樹下，歡迎 

   填寫母親卡片，由學聯會免費郵寄，在母親節前夕讓媽媽收到最珍貴的祝福。 

  2.「樂來樂愛您」電話傳情+月光小曲：5月 11日 19:00-21:00於海韻門前，獻唱 

   一首歌送給媽媽，凡參加可獲得精美小禮一份。當日凡具母親身份同學憑親子 

   照贈送精美禮品一份。 

廿七、【彩繪燈籠點燈及頒獎】5月 10日(三)19:00假圖科大樓大廳舉行，邀請師生共 

      賞同學巧思設計、獨一無二的作品。 

廿八、【106級逆光翱翔展翅高飛畢業晚會】訂於 5月 10日(三) 

      下午 17:30~22:00時在活動中心 4樓大禮堂辦理，當天 

      需憑票入場，進修部同學可在當天下午 16:00起，到圖 

      科三樓的學聯會辦公室，憑學生證領取入場卷，先到先 

      領，領完截止。 

                                     

 

                               學會自我增值 

      1.每天讀一頁好文章             2.學習新的語言 

            3.戰勝你的恐懼                 4.升級你的技能 

            5.承認自己的缺點               6.向你佩服的人學習 

            7.減少在臉書微博上的時間       8.培養一個新的習慣 

            9.好好休息                    10.幫助他人 

            11.讓過去的過去                12.從現在開始。 

 

活動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