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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末導師會報】訂於 6月 13日（三）15：10 假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舉行(14：50 

開始簽到)，請導師(含畢業班)準時參加。 

二、【期末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操行分數加減分線上作業】 

    請導師於系統開放期間：107.5.28(一)至 107.6.15(五)，進行線上作業，如有相關 

    問題請洽詢黃小姐#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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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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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減免】第一階段申請(送件)：  

    自 107年 6月 4日(一)起至 107年 7月 13日(五)止，完成線上申請的同學請備齊相 

    關證明文件(檢附證明文件為申請表所列之證明）和減免申請表(線上填寫學雜費申 

    請表後下載列印)至進修部學務組辦理，審核無誤後將於學雜費繳費單直接扣除減免

金額，剩餘款項再至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補繳差額或至臺灣銀行辦理尌學貸款(只能申

貸減免後差額）。線上填寫後須列印並檢附證明文件才算完成申請。 

  ※因各部別、科系學雜費金額不同，如有換部(日間部、進修院校等)或換科系的需 

   求，請完成換部或換系之後再申請學雜費減免，以維護個人權益。 

四、【新生輔導員推薦】為迎接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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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位優秀、熱心、負責任，能於當天六點十分前到校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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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表原訂應於 5/22 日前將推薦表送回學務組，迄今仍有機械一乙、電機一

甲、休運一乙、土木一甲、建築一甲、觀光一甲、餐飲一甲等 7個班尚未繳回，請儘速將推

薦表送至學務組憑辦。 

五、【第三次班會繳交情形】已經公佈於進修部學務組網站→導師相關資源位置，導  

     師查詢。班會記錄尚未繳交之班級如下： 

     一年級:土木一甲、機械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 

      二年級:國企二甲、企管二乙、帅保二甲、資工二甲、觀光二丙、餐飲二乙。 

      三年級:機械三乙、工管三甲、國企三甲、建築三甲、企管三甲、資工三甲、餐飲三甲、 

             餐飲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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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外獎助學金】 

慈恩防癌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 107年 10月 20日止。 

全聯慶祥慈善機構--急難救助專案--學生自行報名-事發 3個月內申請。 

中國青年救國團愛心急難扶助基金,學生自行申請。 

中華開發基金會技藝職能獎學金,學生得隨時自行申請。 

中國青年救國團愛心急難扶助基金,學生自行申請。 

    行天宮急難濟助,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申請。  

  其他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學務組→獎助學金及尌貸減免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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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了瞭解同學於暑假期間參與戶外活動情形，俾利重大災害發生時，能即時聯繫與 

    協助處理，請一、二、三年級各班調查暑假期間 2日（含）以上的班級團體戶外活 

    動，班長請於 107年 6月 14日（星期四）前將本表繳回至圖科大樓一樓學務組劉教 

    官（空白表格已放置於各班班級櫃內）。 

八、第 14週學務週報有回覆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土木四甲、電機四甲、電機四丙、工管四甲、建築四甲、企管四乙、企管四丙、 

           帅保四甲、資管四甲、休運四乙、觀光四甲、觀光四乙、數位四甲、餐飲四甲、 

             餐飲四乙 

     三年級：電子三甲、機械三甲、電機三甲、電機三乙、工管三甲、企管三乙、企管三丙、 

           帅保三甲、資管三甲、資管三乙、休運三甲、休運三乙、資工三甲、資工三乙、 

             觀光三甲、觀光三乙、觀光三丙、妝彩三乙、數位三甲、數位三乙、餐飲三甲、 

             餐飲三乙 

     二年級：土木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國企二甲、建築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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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妝彩二甲、時尚二甲、數位二甲、餐飲二甲、 

             餐飲二乙 

     一年級：機械一乙、機械一丙、電機一乙、工管一甲、建築一甲、企管一甲、資管一乙、 

        金融一甲、休運一甲、觀光一甲、時尚一甲、數位一甲、餐飲一甲、妝彩一甲、 

             妝彩一乙 

  學校資訊會及時傳送，請班級聯絡員每週請至信箱檢查信件並將訊息傳逹同學。 

九、第十四週（5月 27日至 6月 2日）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股

長務必督促每日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第 14週資料統計期間【107/05/2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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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一乙 1,5/28 2 4 8 企管三乙 1,5/29 4 11 39 

機械二甲 1,5/31 2 5 9 企管三丙 2,5/25,5/29 4 3 6 

國企二甲 2,5/25,5/31 4 12 24 妝彩三甲 1,5/30 2 2 4 

應外二甲 1,5/25 2 1 2 妝彩三乙 1,5/30 2 2 4 

觀光二乙 1,5/31 2 3 6 餐飲三乙 1,5/31 2 6 12 

餐飲二乙 1,5/30 2 2 4 電機四丙 2,5/29,5/31 0 8 5 

國企三甲 3,5/29,5/30,5/31 6 4 8 觀光四乙 1,5/31 0 7 10 

企管三甲 1,5/30 2 8 16 107/05/29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十、感謝大部份班級值日生及督導幹部的負責及用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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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仍須提醒各班下列事項： 

(一)各班幹部或值日生一進教室先檢查教室是否清潔，只要發現教室有不潔狀況，請先

立即拍照，然後透過 Line傳送至「環保小蜜蜂 csu1153」，或逕向學務組劉教官反

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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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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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每日整潔評分未達80分者為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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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行善銷過】本學期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6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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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申誡」者：每次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1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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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十二、【性別帄等教育】 

  性騷擾的定義：一切不受到歡迎，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言行舉止， 

                 讓被行為者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覺得被冒犯， 

                 被侮辱。 

1. 言語：猥褻的話、開黃腔、話中不當隱喻。  

    2.行動上：毛手毛腳、胡亂吹口哨、色眼亂瞄、故意親（貼）近、糾纏不清。  

    3.視覺上：不堪入目的影片、色情海報、衣著暴露、暴露性器官。 

   性別騷擾：指帶有性意涵、性別歧視或偏見的言論，過度強調女性的性徵或性吸引力，   

            以侮辱貶抑或敵視女性的言詞或態度。例如： 

   1.誰教你穿得這麼涼快？被摸活該！沒有被強暴尌算你好運了。  

   2.男生聚集在一起公然對女生品頭論足「那個女的長得很安全」，或是吹口哨、大叫、 

     投以不友善的注視。 

   3.明知在不受歡迎的情況下仍一再邀約、打電話等行為。 

   同學相處應互相尊重，不要因無知、衝動而讓美麗人生變調！  

十三、【生命教育宣導】近日情殺事件頻傳，有健身教練將女友分屍的，也有將直播女友 

   直接砍殺至死的，提醒同學遇到感情的問題，千萬不要鑽牛角尖，可以求助學輔 

   中心尋求心理的諮商，更要學會冷靜處理問題，尊重生命。 

十四、【菸害防制宣導】班會反映事項，多人反映校園內有人吸菸，造成困擾，教官會持 

   續巡查校園，吸菸同學不要將自已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上週校園巡查， 

   查獲 13人於校園內吸菸，一年級 5人、二年級 3人、三年級 4人及校外人士 1 

   人，依校規記過處分。 

十五、【兵役資訊】 

(一)近期許多四年級男同學至學務組要求辦理兵役緩徵之延長修業年限，說明如下： 

  1.四年級同學的兵役緩徵於在學期間均已核准緩徵至預定畢業日期止(107/06/30)，當 

    前若接獲兵役抽籤通知均屬正常作業流程，應請配合辦理。 

  2.若未能準時於本學期結束前取得畢業證書，亦未自行登入役政署網站提出延緩入營 

    申請，以致於暑修期間接獲入營通知者，請持通知書影本及暑修繳費證明洽劉教官 

    開具「暫緩徵集用證明書」，再洽鄉鎮區公所辦理註銷徵集。 

  3.若暑修後仍未能取得畢業證書者，俟 107-1學期開學並完成註冊後，將統一辦理延 

    修生之兵役緩徵延長修業年限申請，未完成註冊者不能再辦理緩徵申請。 

  4.請短期內有個人生涯規劃無法入營、預判無法依限完成學業或繼續升學役男，可參 

    考「役政署有關 83年次以後常備役體位應屆畢業役男延緩入營宣導案」辦理，於 

    107年 6月 1日(星期五)上午 8時 30分起至 6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5時的期限內  

    自行登入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首頁「延緩入營申請系統」 

    提出延緩入營申請，相關宣導資料已依役政署函公告在案。 

http://www.nca.gov.tw/


  5.歷次公告彙整如下： 

    四年級男同學要求辦理兵役緩徵之延長修業年限說明：https://goo.gl/Ra9wZh    

役政署有關83年次以後常備役體位應屆畢業役男延緩入營宣導案：https://goo.gl/xzXmsu 

    應屆畢業役男得於 6月份申請延緩接受軍事訓練新聞稿：https://goo.gl/1F5s8r 

 (二)大二學生於暑期入營接受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者，請於入營前申請中文歷年成 

    績總表二份後至學務組辦理役期折抵簽證，入營後方能據以折抵役期。俟 107-1學 

    期開學時再將身分證、退伍令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黏貼於「儘後召集申請表」指定 

    位置，繳交至學務組劉教官，俾憑辦理儘後召集申請作業。 

十六、【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徵召工讀生】 

(一)依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07年5月24日高市社工字第1073457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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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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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元，享有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六)連絡電話：社會局社工科謝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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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Kw93。 

十七、【健康小叮嚀】炎炎夏日，請同學加強預防熱傷害，熱傷害包括熱痙攣、熱衰竭 

     及熱中暑，其中熱中暑最為嚴重。 

     預防三要訣：保持涼爽、多喝白開水、選對活動時間及地點。 

     急救五步驟：蔭涼、脫衣、散熱、喝水、送醫 

   

 

 

十八、【防制藥物濫用講座】6月 5日(星期二)19：00於活動中心 2樓演講廳辦理，歡迎 

      同學踴躍參與，參加者給予公假。 

十九、【樂活社】訂於 6 月 10 日(週日) 上午 0900 時假本校活動中心四樓羽球館舉辦 

   「羽球聯誼比賽」，區分「聯誼組」、「競賽組」二種賽制，各組冠、亞軍將頒發獎金 

    (金額依賽制而不同)，一律採「單打」方式。請已報名者屆時請準時至活動中心四 

    樓羽球館檢錄報到。詳細內容請上進修部學務組網頁「公告訊息」，若有任何疑問請 

    逕洽主辦單位負責人黃俊雄(加入 LINE ，ID:a750125b)或學務組劉教官。 

廿、本學期活動照片請至 https://goo.gl/2sjNfb瀏覽 

 

 

活動訊息 

https://goo.gl/Ra9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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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逢誰手 

棋藝之海浩瀚精深，雙方對弈時，從棋路的風格到出棋的節奏， 

甚至棋手的神情舉止，都反映出棋士的心境，功力深淺也立見分明。 

一般人下棋，易被當前的處境左右於方寸之間，心情也易隨著輸贏而起伏； 

而頂尖的棋士，則不困於當下處境，不僅能預測好幾步的棋路， 

遇到險阻時仍能沉心靜氣，找到優解突破重圍。 

人生如賽局，步步都有機會，不到最後沒人可斷言。 

無論局勢優處劣，皆要沉著以對、堅持到底。 

賽局終會結束，存留下來的則是智慧的結晶、棋手的風範。 

轉眼又到年中，無論上半場的分數如何， 

調整心境、全力以赴，迎接精采的下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