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各系主任留校時間一覽表已公告於學務組網頁，學習上若需協助，歡迎至辦公室
與主任約談。
二、為協助同學紓解課業、職場、情緒、心理等壓力，各班導師每週將「定時、定點」
與同學晤談，歡迎同學主動前往，導師晤談時間表請至學務組網頁查詢。
三、9 月 25 日（三）至 10 月 1 日(二)為第一次班會週，請導師排定時間至班上主持。
此次班會討論題綱為：1、校園內容易遭詐騙方式有哪些？防範及處理方法為何？
2、針對班上違反菸害防制法同學（在非吸菸區吸菸、亂丟菸蒂）該如何使其改
善，共同建立清新健康校園？會後請將班會紀錄交回學務組田小姐處（勿放班級
櫃中）（班會紀錄表星期一會放在班級櫃中）
四、本學期實施線上點名，由任課老師於課程結束三天內登錄，同學請務必至訊息網
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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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週學務組會將缺曠異常同學篩
選之後寄函通知家長及導師。請不要任意缺課並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請詳閱
請假卡背面請假規則）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學雜費減免自即日起至 9 月 25 日止申辦，符合資格同學
請檢具三個月內戶籍謄本、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
區）公所開具在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至進修部學務組辦理減
免。
（減免申請表請至進修部學務組領取）
六、102 學年度補助弱勢學生助學金申請說明如下：
（一）申請方式：採線上申請方式，申請日期：102 年 9 月 16 日(一)至 102 年 10 月
11 日(五)止，線上完成申請後，請列印申請表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最晚於
102 年 10 月 14 日(一)前將相關表件繳回進修部學務組，申請程序方算完成！
逾期將不予受理！
（二）應檢附證明文件：
1、申請表：申請學生應於線上完成申請後，將申請表列印並簽名。
2、全戶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102 年 6 月 1 日以後申請之謄本方可，謄本內記事
欄請勿省略) ：含學生本人、學生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學生加計其
配偶。
（三）申請網址: http://120.118.220.19/all98/
（四）承辦人連絡電話:07-7358800*2192。

七、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金申請：近期內(3 個月內)學生本人或父、母家庭發生重大
事故或重大傷病可提出申請。詳細內容可自行上網查看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八、校外獎學金訊息
（一）教育部學產基金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
1、申請資格：學生(不包括重讀生、延畢生、研究所學生)持有102 年度低收入
證明(不包括中低收入戶身份)，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60分以上
(新生免附成績單)且德行評量無小過以上之處份。
2、應備資料：申請書、低收入戶證明、上學期成績證明、印章。
3、截止日期：102年10月08日止。
（二）原住民學生獎助學金
1、申請資格：教育部核准立案之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者（含五專後二年），但
不包括研究所學生；本要點獎助學金包括：獎學金、一般工讀助
學金、低收入戶工讀助學金(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達七十五分)。
2、應備資料：申請書乙份（上網填寫列印）、戶口名簿、成績單、印章
3、截止日期：102年10月18日止。
＊其他校外各項獎學金因來文時間不定，請同學隨時至學務組網頁瀏覽申請資料請
繳交進修部學務組黃小姐(校內電話分機:2781)。

班級幹部配合事項
九、緊急聯絡網尚未交回的班級請班級聯絡員以電子郵件寄至 lucy@csu.edu.tw（請
務必建立班上所有同學最新電話，以利聯繫），表格請至學務組網頁下載。
（已交回班級：土一甲、國企一甲、幼一甲、企管一乙、資管一甲、應外一甲、觀光一甲、
時尚一乙、數位一甲、土二甲、機械二乙、工管二甲、國企二甲、企二甲、觀光二甲、數位
二甲、土三甲、電機三乙、工管三甲、企三乙、幼三甲、資管三甲、資管三乙、應外三甲、
休運三甲、觀光三甲、國企四甲、企四乙、休運四甲、休運四乙、資工四乙、二企四甲）

十、103 級畢業班各班學士服個人照、班級團體照，拍照時間表，請各班畢代於 102
年 9 月 18 日 21:00 時前繳回學務組，廠商遴選投票會議訂於 102 年 9 月 25 日(三)
19:30 時在圖科 15-0403 教室辦理，請各畢業班代表準時參加。
十一、開學第1-2週教室打掃狀況較不理想，部份教室白天未完成清潔，感謝多數班
級仍能適時協助打掃，造成各班負擔情形已向日間部反映處理。
十二、班級幹部每日督須促輪值同學於下課離校前依規定實施打掃、關閉電源及垃圾
丟至垃圾場，垃圾袋置於學務組影印機旁的會議桌上，請班長至學務組簽到時
一併領回。自本週起開始實施教室清潔檢查，請值日生於下課離校前完成清潔
工作，迄9月18日(星期三)尚未繳交值日生輪值表的的班級如后，請儘速繳交

至學務組劉教官：
(一)
(二)
(三)
(四)

一年級：機械一乙、工管一甲、建築一甲。
二年級：時尚二甲。
三年級：企管三丙、金融三甲、數位三甲、觀光三乙、妝彩三甲。
四年級：資管四丙、應外四甲、休運四乙、資工四乙。

宣導事項
十三、為了服務及便利學生購書，校園僅有三民書局提供到校進行階段性駐點服務，
日期：102 年 9 月 2 日到 102 年 9 月 27 日。
地點：綜合大樓地下室 B1 停車場處。
＊三民書局並不會到各班班級教室或校園內進行推銷。若發現有其他書局進行
推銷時，請通知總務處或校安中心，避免因購書糾紛造成學校困擾。
十四、每個月的最後一週週五為進修部的戒菸宣導日，煩請有菸癮的同學配合，9 月
27 日克制抽菸的慾望，不要在校園內吸菸，學務組將結合志工，到各樓層舉牌
宣導及取締。再次提醒同學，校園內全面禁菸，非吸菸區不得吸菸，本校吸菸區
設置於：1.營造測試場地後方小木屋外空地、2.機械系館左側空地、3.電機系館
右側凹地等 3 處，未依規定經舉發可處 2 仟至 1 萬元罰鍰，教官也將於本週開始
開立取締勸導單。
十五、最近發現本校側門(正修路)同學機車未依序停放於機車格內，卻停在汽車格內
，警方已加強違規停放的拖吊與開罰，請同學務必按規定停車。部份同學機車停
妥後遭人移出橫放於車道上，造成行經此路段用路人的危險，請同學自重及尊重
他人。
十六、近來發現進修部部份同學上、放學時未戴安全帽，請珍惜生命、疼惜家人，一
定要戴安全帽，由於學生未戴安全帽的情形有日益增加，交通警察近期亦在學校
附近加強察查，為了自身安全，請同學們務必戴安全帽。
十七、為保障用路人的權益，日前高雄巿交通局會同本校相關業務人員實施正修路人
行道規劃事宜，目前擬先試行取銷側門右側機車停車格，等到預算到位後建置相
關阻絕設施，提醒將機車停放於該處的同學提早規劃停車地方。
（校內仍有停車
位，要購買的同學請至學務組辦理）
十八、同學應做好情緒管理，學習良好的人際互動方法，互相尊重：
（一）因細故發生口角、互毆時，在場人員應設法勸解，不可存有看熱鬧心理。
（二）發生問題，不宜有報復心理；遭人欺侮，不可私下解決，應即時向學校反應尋
求協助。
十九、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金：近 3 個月內學生本人或父、母家庭發生重大事故或重
大傷病可提出申請。詳細內容可自行上網查看。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新生（轉復學生）配合事項
廿、一年級新生男同學請儘速填妥「兵役調查表」
（新生手冊第37頁）
，並將身分證、
退伍令、現役、免役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黏貼於指定位置，原各班班代應於9月
13日（星期五）前統一收齊後繳交至學務組劉教官，31個新生班男生應繳957件，
迄9月17日仍有175位新生缺件未繳，已嚴重影響本學期兵役緩徵與儘召二款造報
時效，未繳名單已分別送交各班催繳，請各部班長持續協助稽催：
班級

男生人數 缺繳人數

班級

男生人數 缺繳人數

班級

男生人數 缺繳人數

觀光一甲

18

2

資管一丙

38

11

企管一乙

27

13

觀光一乙

21

1

資工一甲

53

16

休運一甲

26

5

應外一甲

17

1

資工一乙

49

10

休運一乙

30

10

機械一甲

53

6

創意一甲

26

7

休運一丙

28

4

機械一乙

50

10

國企一甲

23

0

妝彩一甲

2

0

數位一甲

28

5

金融一甲

23

3

妝彩一乙

5

0

電機一甲

53

3

時尚一甲

12

2

幼保一甲

5

0

電機一乙

55

8

時尚一乙

12

3

工管一甲

29

6

電子一甲

47

5

建築一甲

31

3

土木一甲

24

1

資管一甲

38

1

企管一甲

33

11

二企三甲

32

10

資管一乙

35

15

企管一丙

34

3

廿一、本學期轉、復學學生兵役調查表之資佐證文件缺繳名單如后，已於9月11日第
二次通知個人，請缺件同學儘速於週二（9/18）前繳交至學務組劉教官處，俾
憑辦理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作業：
(一)轉學生：電子二甲 90103153 (未繳驗退伍令影本)、 金融三甲 90013170、時尚
二乙 90127267、資管三丙 90011366 (以上均未繳驗身分證影本)。
(二)復學生：企管四甲 80009132、建築二甲 99913149 (以上均未繳驗退伍令影本)
。

活動訊息
廿二、各班報名參加 102 學年度進修部班級社群網站競賽活動的同學，請準時於 102
年 9 月 24 或 26 日(星期二、四)晚上 19：00~20：00 時至人文大樓 4 樓 11-04
07 電腦教室參加說明會。
廿三、103 級畢業班各班學士服個人照、班級團體照，畢業紀念冊製作廠商等遴選會
議，訂於 102 年 9 月 25 日(三) PM19:30 時在圖科 15-0403 教室辦理，請各畢
業班代表準時參加。
廿四、
「汽球 DIY 創意活動」參加同學請準時於 9 月 26 日(週四) 18：30 至圖科大樓
0509 參加活動。
廿五、「親師小語」活動：為慶祝教師節，請同學提供與班導合照相片並以文字表逹
對導師的祝福，詳細活動說明請至學務組網頁查詢。

廿六、學聯會會員代表大會訂於 10 月 1 日（星期二）19：10 假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
舉行，請各班班長、康樂股長代表參加。
廿七、校園安全創意宣導海報比賽：
(一)主題：以預防校園危安事件發生、提醒同學重視安全為主。
(二)收件時間：102年9月16日至10月18日
（三）製作方式：以電腦繪圖為主，不限制工具及軟體。
（四）作品規格：符合活動主題之創意宣導海報，版面大小為 A4 ，電子檔格式
JPG 檔，並將作品電子檔燒錄成光碟，於作品光碟封套上黏貼參賽報名表。
（五）第1名：禮劵1200元/每人、記功2次/每人。
第2名：禮劵1000元/每人、記功1次/每人。
第3名：禮劵 600元/每人、嘉獎2次/每人。
有興趣參加同學請找黃教官領取報名表及參賽辦法。
廿八、10月23日(星期三) 18時40分至20時25分假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敦聘相關專家、
學者實施校園安全專題講座，歡迎同學自由參加(准予公假)，欲參加人員請至
學務組找黃教官報名。會中有獎徵答並發放精美禮品乙份以資鼓勵。
廿九、網球社社團時間為星期二第 3-4 節課，可培養多方興趣及養成運動習慣，歡迎
同學踴躍加入（有無基礎均可）
。「樂活社」-歡迎同學參加，一起追求健康快
樂生活。

進修部學務組102、09、23

連續四天假期，外出旅遊安全第一，騎乘機車請遵守交通規則。
校外賃居同學有空回家陪陪家人或電話問候表逹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