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為關懷同學學習情形，各系主任每週安排一天夜間留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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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同學紓解課業、職場、情緒、心理等壓力，班導師每週會「定時、定點」與 

    同學晤談，歡迎同學主動前往與導師晤談，導師晤談時間表請至學務組網頁查詢。 

三、【期初導師晤談紀錄表】各班導師可登錄訊息網後至學務資訊之晤談系統查詢繳交 

    情況。 

四、就學貸款： 

(一)尚未將對保單交回同學請速交回學務組才算完成註冊程序。 

(二)如因學分加退選而須修改金額者，請於 3月 4日(五)前取回對保單至台灣銀行完成 

    金額修改並將修改後對保單繳至進修部學務組。 

   ◎如有學雜費減免或就學貸款相關問題請洽學務組何先生 或來電 7358800轉 2309 

五、申請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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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餘額預定於 105 年 5 月中旬撥入申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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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校內各類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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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3月 2日至 3月 28日(五)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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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99566&ctNode=8517&mp=209&idPath=8172_8515 

七、個人缺曠資料，可至正修訊息網查詢，若有任何疑問，請至學務組詢問。 

  (正修訊息網http://portal.csu.edu.tw/) 

八、【誤登曠課(遲到)更正】自本學期起，任課老師可直接至點名系統更正誤登曠課(遲

到)紀錄。 

九、基於「校外賃居安全管理及訪視」之目的，須蒐集同學的個人相關資料，請至「正

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居住現況調查」填寫個人居住現況及聯絡電話，請所有同學務

必於 3月 6日(星期日)前填寫完畢，以利導師進行賃居訪談作業。 

 

 

２

 105、02、29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99566&ctNode=8517&mp=209&idPath=8172_8515
http://portal.csu.edu.tw/


十、校外獎學金：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受理報名至 105 年 3 月 4 日 

     原住民族委員會大專校院原住民獎助學金,受理報名至 105 年 3 月 14 日 

    其他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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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級畢業班畢冊製作，第一次校稿時間訂於 3月 2日(三)晚上 19:20時，在圖 

      科大樓 15-0303教室實施，請各畢業班代表準時出席。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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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股長請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做好打掃工作。

將自第二週(本週)起實施評分，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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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至學務組填寫「日間使用教室未打

掃清潔反映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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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至

學務組填寫「夜間使用教室未打掃清潔反映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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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2月 22日開學當日已召集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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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未到事後也未到學務組說明及領取資料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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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為土木一甲，請班級幹部儘速至學務組辦理。原訂於 2月 25日（星期四）應繳

交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經統計已有 96個班如期繳交(正、副服務股長將予以

獎勵)，而仍未繳交的班級計有 33個班，請最晚於週三(3月 2日)前繳至學務組，

俾利後續整潔評比作業(未繳交期間所產生教室整潔缺失的問題均由正、副服務股

長概括承受)： 

(一) 一年級 10個班：土木一甲、機械一甲、機械一乙、建築一甲、企管一甲、金融一甲、休運一乙、 

               觀光一甲、觀光一丙、數位一乙。 

 (二) 二年級 7個班：國企二甲、企管二丙、資工二甲、觀光二丙、妝彩二乙、創意二甲、餐飲二甲。 

 (三) 三年級 4個班：機械三甲、企管三丙、資管三乙、數位三甲。 

 (四) 四年級 12個班：土木四甲、電子四甲、電機四甲、工管四甲、幼保四甲、應外四甲、金融四甲、 

                     觀光四甲、妝彩四甲、時尚四乙、創意四甲、二技企管四甲。 

十四、鑑於現代人通訊電話異動頻繁，同學若一旦發生緊急事件，學校須儘速聯繫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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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各班「緊急聯絡網」，

仍請同學配合將相關資料提供給班長，俾利班長彙整修訂後於 3月 2日(週三)前以

電子郵件寄至 happy38@gcloud.csu.edu.tw 劉治誠教官(或由班級聯絡員寄送)。 

    ※ 為考量「個資」，學校正嘗試於學期初將緊急聯絡網結合於「正修訊息網」的『居

住現況調查』中，若同學發現於登入正修訊息網時有顯示需修訂個人資料的提醒或

步驟，也請務必配合。 

 

 

 

十五、【學生團體保險】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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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料：醫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學保申請書(學 

   務組網頁下載或至活動中心二樓-衛保組索取)。車禍如有報警處理需附報案三聯 

   單影本。 

（二）休學期間仍可繼續參加學生團體保險、請在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至活動中心二 

     樓衛保組洽承辦人辦理投保及繳保險費(248元)，逾期不受理。 

十六、鑑於上學期同學車禍意外頻傳，然學校卻常常於事後辦理請假或申請平安保險理 

      賠時才知情，大多已延誤教育部之校安通報時效，呼籲同學：若不慎有意外事件 

      發生時，請盡快通知學務組(或請導師、同學轉告)，俾及時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實 

      施線上通報。 

十七、【交通安全宣導】旗山區 2月 22日上午發生一起死亡車禍，陳姓祖孫 3人共乘 

      一部機車，疑因騎車下坡未減速失控自撞路旁山壁，經送醫急救但不治。由於車 

      禍現場只發現 1頂安全帽，警方研判乘客 2人皆未戴安全帽，陳姓老翁安全帽也 

      未戴妥而彈飛出去，3人頭部都嚴重受傷，身上也有多處骨折。提醒同學騎乘機 

      車戴好安全帽。 

 

宣導事項 



十八、【紫錐花運動宣導】 

  紫錐花為我國反毒花卉，請同學支持「紫錐花運動」，不接觸毒品，並勸諫周遭的

人拒絕毒品誘惑，成為一個「勇於向毒品說不」、「規勸朋友拒絕毒品」的健康大學

生。 

十九、【校安中心】設置於幼保大樓一樓軍訓室，每日都有專責教官 24小時值勤，請同

學如發現可疑人士、鬥毆或不法、不良的情事，請立即撥打校安中心緊急專線

07-7312787、0978500795或 07-7358800轉 2340向教官反映處理。 

廿、【軍訓課程免(減)修】凡符合同學請於105年3月4日前(開學2週內)攜證明文件(正、

影本均附)先向進修部教務組領取表格再至學務組商益民教官處辦理，逾時喪失權

利自行負責： 

  (一)四技一年級學生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免修全部軍訓課程： 

（1）現任國軍士官以上職務，經權責單位核准就讀或在職進修。 

  （2）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持有退伍（役）證明或因故停役， 

       持有停役證明。 

(3）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4）年齡屆滿 36歲。 

(5）外國學生。 

(6）持居留證之僑生及港澳生，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二)大專校院轉學生，已修畢各該學期軍訓課程成績及格者，准予抵免。自軍事學校 

      轉入者，其轉入年級以前各學期之軍訓成績，得以軍事學校各該學期之軍事訓練 

      及格成績抵免。 

廿一、【菸害防制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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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館右側凹地等二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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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勸不聽者，送交衛生局裁罰。  

廿二、本學期轉、復學生、延修復學生之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尚未繳交或缺繳證 

    明文件影本者，請於 3月 4日（星期五）前自行繳交至學務組劉教官，俾憑辦理兵 

    役緩徵或儘後召集作業。 

廿三、依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05年 02月 22高市社工字第 10531627000號函提供社會服 

      務就業機會．徵召青少年服務員，詳情請參閱進修部網頁首頁/公告訊息/學務組 

      ， 網址：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36793&ctNode=9825&mp=209 

(一)招募對象：設籍且實際居住高雄市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身心障

礙者」身分優先錄用。） 

(二)服務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及附屬單位、本市各區公所社會（經）課。 

(三)工作內容：協助社會福利行政事務電腦文書處理、美工及活動支援等服務工作。 

 

http://night.csu.edu.tw/wSite/mp?mp=209
http://night.csu.edu.tw/wSite/np?ctNode=9821&mp=209&idPath=9821_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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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文件：請備妥二吋照片乙張、畢業證書、身分證及其他必要證明文件（有需要者）。 

(五)薪資福利：月薪 20,008元（勞工基本工資），並提供勞、健保及提撥勞退金。 

(六)僱用期限：本工作非寒暑假工讀，係短期就業機會，每年依考核結果簽約，僱用期限最長為 4 

              年。 

(七)求才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號 10樓） 

(八)連絡電話：（07）337-3382（社會局社工科蔡先生） 

 

 

 

廿四、『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選舉總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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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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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五、三好校園-彩繪燈籠畫祝福比賽 

      收件日期 105 年 3月 21日至 3月 30日（星期三） 

      晚 10時 30分止，收件地點：學務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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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每名獎狀乙幀、禮券 500元 

廿六、104學年度「三好校園實踐-行善天使選拔」活動，網路票選活動至 105年 3月 

       4日止。遴選 20名行善天使，前三名禮券 3000元及當選証書乙幀，第 4 至 7 

       名禮券 2000元及當選証書乙幀，第 8 至 10名禮券 1000元及當選証書乙幀。第 

       11 至 20名禮 券 500元及當選証書乙幀。請同學踴躍投票，期能藉您的善行， 

       帶動三好校園的溫馨風氣。詳細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瞭解:http://goo.gl/forms/ffpfPHLMIQ 

廿七、『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3月 21 -25日開賽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月 4日（五）止，欲參賽同學請向各系代表登記報名。 

     ※領隊會議及抽籤日期：3月 11日（五）19：30於圖科大樓 15-0503教室進行規 

                           則說明及抽籤。  

     ※另有『樂投高手大賽』於 3月 2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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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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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2016校園學生音樂演奏競賽： 

    競賽日期：2016年 5月 18日~19日 13:30~17:00。 

    報名時間：2016年 4月 11日(一)~ 5月 05日(四)17:00止。 

    競賽地點：行政大樓 9樓音樂教室(03B0903)。 

    活動網站：http://art.csu.edu.tw/act_page/look_data2.aspx?id=551 

廿九、網球社熱情招生中~無論對網球有無基礎，都歡迎你加入有運動享健康的行列， 

    報名請至進修部學務組 蘇小姐處。上課時間：星期五(3、4 節)。上課地點：校內 

    硬地網球場。 

三十、為了鼓勵同學正當休閒運動及提倡節能減碳，特別成立「樂活社」以提倡正當休

閒活動、快樂生活、聯絡同學情誼為主旨。凡喜愛戶外活動而贊同本社宗旨之進修

部學生皆可參加為社員，且免收社費，意者請至學務組向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或

E-mail至 8415926ace@gmail.com向王慈喻社長報名。 

    ※ 3月 4日(五)20：30時於圖科大樓 0603教室召開社員大會，除研討本學期預定 

       舉辦之活動外，並將研討預定社課時間及選拔社團幹部，請社員按時與會，更 

       歡迎本學期有意加入的同學一起參與 (給予公假)。 

 

 

 

回到起點 

有一個老太太用盡心思，想把一件廚房用品拼湊起來， 

她翻閱著說明書，弄了老半天，徒勞無功，她只好將這堆東西丟在一旁。 

             過了一段時間，她意外的發現家裡的女傭， 

竟然將那件複雜的東西拼裝完成，而且使用的極為順手， 

驚訝之餘，問道：「妳是如何完成的？」 

             女傭回答：「我不識字，只好盡量用腦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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