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3、03

一、

一、為關懷同學學習情形，各系主任每週晚上留校一至二日為同學解答課業等相關疑
問，留校時間一覽表公告於學務組網頁，歡迎同學前往諮詢。
二、進修部學生缺曠課預警說明如下:
(一)曠課累計達10節：
1.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曠課學生，提醒把握請假時限。
2.電子郵件通知導師，請導師與學生取得 聯繫，了解學生曠課原因。
(二)學期中學務組每三週針對操行成績扣分 逹10、14、18、20、22分學生發出晤談通
知並請導師輔導，同時寄發信函通知家長。
★請同學隨時至正修訊息網查看個人缺曠獎懲紀錄(學校首頁右下角相關連結→正
修訊息網 http://evalua.csu.edu.tw/mangoCsuSrv/auth/login.aspx)
★家長請至家長服務系統關心子弟在校學習情形(學校首頁右下角相關連結→家長
服務系統 http://parents.csu.edu.tw/)
★個人手機號碼若有異動請直接至訊息網更正
★請詳閱請假卡背面請假規則
三、同學如被誤登曠課或遲到請於 10 天內直接向任課老師更正；如未能於 10 天內更
正，需親自至學務組填寫"學生曠缺課更正單"，交由任課老師簽名後再送回學務
組更正。
四、【轉復學生生活座談會】為增進轉（復）學生對學校環境、教學設施、相關規定
的了解，3月13日(四)19:30-21:30假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舉辦轉復學生生活座談
會，本學期轉復學生請準時參加。
五、辦理就學貸款還未將對保單及註冊單繳回學務組的同學請速交回，才算完成註冊
程序。
六、申請 102 學年度弱勢助學金，助學金額扣除下學期學雜費後有餘額者，餘額預定
於 103 年 4 月中旬撥入申請人帳戶，屆時會以簡訊通知，申請同學如有更改聯絡
電話，務必告知學務組，以維為個人權益，校內洽詢電話:2192。
七、
【校內助學金資訊】

(一)就學助學金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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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26 日(三)晚九時止。
(三)申請表可由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或到學務組辦公室索取。
(四)申請資料請繳交進修部學務組金高昇先生。校內電話分機:2192
(詳細資料內容請參考進修部網頁公告)
八、
【校外獎學金資訊】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不含中低收入戶)：
申請資格：上學期學業成績60分以上且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檢附資料：申請書、全戶戶籍謄本、低收入戶證明書、存摺影本、成績單、學生
印鑑(章)。
申請期限：103年3月7日止
申請資料請繳交進修部黃小姐(分機2781)，詳細辦法與申請表格網址 連結:
(http://eca.csu.edu.tw/admin/scholarship.php)。
★其他獎學金資訊因來文時間不定，請至進修部網站查詢。
九、【內政部 103 年第 1 階段單親培力計畫】
自即日起至 103 年 3 月 17 日申請。本計畫係補助獨自撫養 18 歲以下子女的單親
父母就讀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於修業年限內因上課無
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 18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子女臨時托育費，鼓勵其取得學
位。本案如有相關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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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姐，02-2321-2100 轉 117。
十、【學生團體保險】：因疾病(需住院)、車禍、意外受傷(含急診、門診)，寒假期
間發生亦可申請。申請理賠的同學需準備：醫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學生存褶
封面影本、學保申請書(學務組網頁下載或至衛保組索取)交到活動中心二樓衛保
組。
十一、
【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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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至進修部網頁查詢或洽承辦人徐小
姐 7358800 轉 2295。

幹部配合事項
十二、本學期班級幹部研習已於 2 月 24 日實施完畢，感謝幹部踴躍出席（出席率 97%），
若在工作推動執行上有任何問題歡迎找導師、行政單位（學務組、教務組）洽
詢。無故未到幹部：服務股長-電機一乙、休運一甲請至學務組說明及領取資料。
十三、各班緊急聯絡網請務必建立班上所有同學最新電話，於 3 月 7 日前由班級聯絡
員將電子檔寄至 lucy@csu.edu.tw。
十四、學務組已於 2 月 24 日開學當日召集正、副服務股長辦 理幹部講習，各班應妥
善規劃值日生輪值方式，每日依規定實施打掃。

十五、第一週放學實施環境清潔檢查時發現各班打掃情形普遍不理想，桌地面棄置垃
圾、黑板沒擦拭、垃圾桶留有垃圾未倒，班級幹部請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做好
打掃工作。將自第二週起實施評分，原應於 2 月 27 日（星期四）繳交本學期
「值日生輪值表」
，迄截止日未繳交班級計有：
一年級：電機一乙、企管一甲、資管一乙、休運一甲、休運一乙、休運一丙、資工一甲、
建築一甲、觀光一甲、妝彩一甲、妝彩一乙。
二年級：電機二乙、資管二乙、應外二甲、國企二甲、妝彩二甲、時尚二甲。
三年級：電機三甲、金融三甲、建築三甲、數位三甲、妝彩三乙。
四年級：機械四甲、機械四乙、企管四甲、企管四乙、企管四丙、幼保四甲、資管四丙、
應外四甲、休運四乙、國企四甲、土木四甲。
二技三年級：企管三甲

宣導事項
十六、教室的清潔與維護是大家共同的責任，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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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的打掃工作是必要且重要的，鑑於通識
課程是併班上課，各班所排定的值日生輪值表難以適用，請上課老師在下課前
提醒同學不要將垃圾棄置在教室，並請指派二位同學負責課後教室打掃工作，
使接續上課班級能有一個乾淨的學習空間可以使用。
十七、申請學務組弱勢助學打掃工作的同學自第 2 週起開始執行清潔打掃，工作分配
表公布於學務組，尚未簽名確認的同學請速至劉教官處檢視。請安排於前半學
期打掃的同學於每日晚上 10 時前至學務組簽到後前往責任區打掃環境，未簽
到或打掃不乾淨者不核予服務時數。
十八、本校校園內全面禁菸，除吸菸區外其他區域不得吸菸，本校吸菸區設置於：
1.幼保大樓後方長鐵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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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同學吸菸有害身體健康，請愛惜
自已健康及金錢，同時請尊重不吸菸同學的權益，並維持校園空氣品質，教官
會加強巡查校區取締，違者依校規記小過處分。
十九、鑑於上學期同學車禍意外頻傳，學務組多於辦理請假或申請學生平安保險理賠
時方知，大多已延誤教育部之校安通報時效，若不慎有意外事件發生時，能親
自或請導師、同學轉告學務組，俾及時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實施線上通報（於申
請平安保險理賠時會實施勾稽，未通報案件仍須補報）。
廿、【交通安全宣導】
(一)鑑於正修路上下學車輛及行人往來頻繁，本校圍 牆外停放之機車已嚴重影響同
學行的安全，高雄市交通局已塗銷圍牆外自側門右側延申至學生宿舍大門對面之
機車停車格，全面改畫紅線禁止停放各式車輛，並已懸掛宣導布條。校內仍有停

車位可供同學購買使用，有需要同學請於 3 月 3 日 18：30-21：00 至學務組辦理，
以免影響行人安全及因違停遭取締、告發受罰。
(600-1200 罰鍰)
(二)鳳山區文藝街，因為路幅狹小且車流量大，造成
數件交通事故，學校接獲高巿交通局來函，轉知同
學行經該區域時務必減速慢行，目前交通警察於該
區域加強勸導及錄影取締，為了同學們的安全，請
同學們務必配合相關規定。
廿一、
【校園安全宣導】
(一)校園安全是同學們求學過程中最重要的根本，故而
不斷的提醒所有同學務必注意自身安全，最近媒體報導他校一位女同學為挽回愛
情而遭到殺害，真的令人感到難過，大學生活及學習都是各位同學人生未來發展
基礎，一定要在平安喜樂中過每一天。
(二)目前校內仍有工程在進行（如南校區大樓），經過時儘量遠離，如要行經校園黑
暗死角務必結伴同行。
(三)網路安全（網路交友、網路詐騙、網路恐嚇）
、交通安全、避免遭到霸凌、賃居
安全、衛生安全、打工安全等等都是要隨時注意，如遇困難可尋求師長教官的協
助，本校校安中心位於軍訓室，每天均有教官 24 小時值勤，守護著我們的校園
與同學，舉凡同學有任何危安事件的通報，意外事件的求救，均可撥打 7312787
電話，讓親切、友善的教官協助處理。
廿二、
【紫錐花運動宣導】
一名感染愛滋病毒的陳姓女子，在警訊時淚流滿面，一邊哭泣一邊敘述自己毒癮
難改，每天都要施打毒品解癮，因在不知情與人共用針頭施打毒品時感染愛滋病，
現懷有身孕深怕肚子中的小孩及未滿足歲幼子也會感染愛滋病，說到激動處嚎啕
大哭。陳女在警方勸導下，答應要改過向善戒掉萬惡毒癮，努力撫育幼子與即將
出世的小孩，為自己將來做最好的打算。提醒同學，所有吸毒的人一定都是遭到
他人引誘，因此交友一定要謹慎，否則一回頭已是骷髏身，甚至還會誤了下一代，
不得不慎。

活動訊息
廿三、社團招生中：
＊網球社：上課時間:星期二(3、4 節)，上課地點:校內硬地網球場不論你/妳會
不會打球，對網球有無基礎，都歡迎你/妳的加入~進修部學務組 駱小
姐 分機號碼 2293。

＊樂活社：歡迎一起追求健康快樂生活，報名地點：進修部學務組劉先生。
廿四、102 學年度『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3 月 24 日開賽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 月 13 日（星期四）止，有意願參賽班
級請先向各系代表登記報名。
※領隊會議及抽籤日期：3 月 18 日（星期二）19：30 於圖科大樓
15-0403 教室進行規則說明及抽籤。
※比賽日期：3 月 24～28 日，詳細辦法請至進修部學務組網站瞭
解。
※另有『樂投高手大賽』於 3 月 25~28 日舉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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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五、102 學年度彩繪燈籠活動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3 月 14 日止，
報名地點:進修部學生聯誼會、學務組辦公室，請同學發揮創
意踴躍參加。
（去年得獎作品展示於圖科大樓大廳，歡迎前往
欣賞）（報名表已發至班上）
廿六、藝文處辦理音樂演奏競賽(4/7-5/1 報名)，海報及報名表已
發至班上，歡迎同學踴躍加。
廿七、
「交通安全電子海報創意設計競賽」
競賽主題：
「預防交通事件發生、提醒同學重視交通安全」
報名收件時間：公告日起至 103 年 3 月 21（星期五）下午 16 時止。
第一名：1,000 元禮劵、獎狀乙幀、小功 1 次嘉獎 1 次。
第二名：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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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元禮劵、嘉獎 2 次。

參加獎：作品符合規格及製作規定，經受理評比者，個人各記嘉獎 1 次。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詳細辦法請至學務組找黃教官
廿八、行政院農委會舉辦「青年大佃農接棒，台灣農業好棒」微電影徵選活動
（3 月 11 日截止），第一名奬金 10 萬元，有興趣同學請至
https://contest.bhuntr.com/tw/lifewithfarm 瀏覽相關資訊。

堅持到底
有一個年輕藝術家，想把他所有的素描賣給幾家報社，但這些報社都拒絕了。
甚至在堪薩斯州的編輯還對他說：
「你沒有才華。」
但他沒有放棄，依然堅持自由創作。因為收入微薄，
他只能租一間小小的車庫當作工作室；那環境非常簡陋，
甚至常有老鼠出沒，他也不在意，反而開始觀察老鼠的動作。
後來，車庫中的一隻老鼠帶給他靈感，
他創造了一個卡通人物－米奇老鼠。
華特‧迪士尼就這樣開始他的動畫事業。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