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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會週】9 月 28 日-10 月 4 日(因颱風延至 10 月 7 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國健
署預計 10 月調整菸稅及菸捐，調整後平均每包菸將破百元，本校是無菸校園，全
面禁菸，本次班會討論議題：請已戒菸同學提供戒菸方法及不吸菸的好處，協助吸
菸同學遠離菸害。班會紀錄請詳實記載，會後請交至學務組李小姐處。
二、【系主任留校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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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導師定時定點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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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居住現況調查】學生居住現況調查迄9/30止之填報率僅49.3％，尚有2681人未上
網登錄或更新資料，請所有同學於10/7前上網完成學生居住現況調查填報，系統操
作過程若有任何問題，請逕請學務組劉教官協助處理：
(一)上學期已填報者：
圖資處已將104-2學期之居住現況資料庫轉檔匯入105-1資料庫備用，學生登入
「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居住現況調查→查看學生資料」後，再點選「編輯資
料」→「載入前一學期資料」標籤，即可帶出上學期所輸入之資料內容，檢視
無異動或修正資料後點選「確認」標籤即可。
(二)新生、轉學生、復學生及上學期未填寫資料者：
均須自行逐欄登錄填報，請登入「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居住現況調查→查看
學生資料」後，再點選「編輯資料」，即可逐欄填寫。

校內外獎助學金
五、【105 學年度補助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採線上申請方式
(一)申請及收件日期：
1.系統登錄時間 105 年 9 月 19 日(一)至 105 年 10 月 18 日(二)PM 21:30 時止。
2.申請表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 105 年 10 月 18 日(二) PM 21:30 時前（電腦線上
申請務必要在 10 月 18 日前填寫完畢）繳回至進修部學務組，申請程序方算完成！
逾期將不予受理！

3.弱勢學生助學金每學年僅辦理乙次，資格符合者助學金於第二學期學雜費繳費單中扣
除，扣除學雜費後之餘額直接匯入學生帳戶中。
(二)應檢附證明文件：
1.申請表：於線上完成申請後，將申請表以 A4 列印，並於切結書處簽名蓋章。
2. 105 年 6 月 1 日以後所申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謄本內含學生本人及其父母或法
定代理人，已婚學生需另附配偶資料，配偶死亡者請附除戶資料（謄本內記事欄
請勿省略）。
3.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超過新台 幤2 萬元，而利息所
得來自 18%優惠存款者，需另繳交 104 年國稅局所得清單資料、家
庭應計列人口 104 年存摺封面及內頁資料影本、優惠存款餘額証明
等資料。
4.申請網址: http://120.118.220.19/all98/
5.承辦人連絡電話:07-7358800*2192
(三)所謂家庭所得之應計列人口：
1.學生未婚者：A.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B.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六、
【校外獎學金訊息】
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收件至105年10月3日
周曾香魯女士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受理報名至105年10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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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受理報名至105年10月17日
行天宮急難救助,急難發生6個月內受理申請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日期不一，請同學自行至學務組網頁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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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
(一)學生本人連續住院滿 7 天以上(於事發 3 個月內)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二)父或母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均可提出申請。詳細內
容可自行上網查詢(http://ppt.cc/jdyG)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班級幹部配合事項
八、第三週（9月25日至10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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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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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7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九、自開學後連續 2次颱風造成學校環境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害，除了感謝多數班級值
日生及幹部的配合於放學前做好了基本的防颱工作-緊閉門窗、關閉電源，使班級
教室大多未造成損害，同學能正常於教室內上課，也提醒呼籲爾後有類此天災，請
最後一位離開教室的同學能發揮公德心及責任感，務必緊閉門窗、關閉電源。
十、第三週放學實施環境清潔檢查時還是有部分班級打掃情形不理想，主要缺失為：黑
板沒擦拭、垃圾桶留有垃圾未倒，另有電燈、電扇未關閉之情形，請值日生務必盡
責，也麻煩班級幹部每日確實督導做好班級整潔工作。
※【提醒】評分未達80分為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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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應於9月23日（星期五）前繳交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
，感謝大多數的班級均已
繳交，凡於期限內繳交的班級正副服務股長，已簽請獎勵。而尚未繳交的班級計
有下列10個班級，請儘速繳交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
一年級：資管一乙、應外一甲。
二年級：工管二甲、企管二甲、應外二甲、餐飲二乙。
三年級：應外三甲。
四年級：企管四丙、資工四甲、數位四甲。

十二、本學期「緊急聯絡網」應於9月23日（星期五）前繳交，已按時繳交且表格內容
正確的班級計有下列18個班級：
二年級：電子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丙、工管二甲、觀光二乙、妝彩二乙、數位二乙。
三年級：工管三甲、資工三甲、妝彩三甲、餐飲三乙。
四年級：電機四乙、企管四乙、應外四甲、觀光四乙、時尚四甲、時尚四乙、二企四甲。

感謝這些班代的協助，已簽請獎勵。請尚未繳交之班級，儘速傳送完成之電子檔
至happy38@gcloud.csu.edu.tw 學務組劉治誠教官(一年級新生暫不須繳交)，以
避免影響班上同學權益。
105-1新表格請至學務組網頁下載，需上學期電子檔的可找劉治誠教官，分機
2332。

十三、10月4日(二)19：00學生自治組織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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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十四、
【訊息網】請假須於 10 日內完成，如要知道有哪幾節曠課，同學可至「正修訊息
網」個人訊息查明個人缺曠，若有任何疑問，請至學務組查詢，病假及喪假務必檢
附證明，並親自至學務組向教官請假，另請同學們一定要重視請假問題，才不會因
為操行成績不及格而遭到退學。
十五、
【誤登曠課(遲到)更正】被誤記同學請直接找任課老師至點名系統更正。
十六、
【法律常識】在愛情中身分、年齡都不是問題，但在法律層面，請同學要特別注
意，若與國、高中生交往又與對方發生性關係，對於 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男女為
性交者，已觸犯刑法第 227 條(非告訴乃論)，最重得處 7 年以下徒刑，另外也恐面
臨民事求償。
十七、
【交通安全宣導】大學才剛開學，分別就讀於聯合大學以及育達科大的學生，各
自騎機車回家，行經苗栗市新英才路口，發生高速對撞意外，造成 1 死 1 重傷；
「騎
車騎太快，是大學生發生車禍主因。」有些學生可能睡太晚或其他事情延誤，騎車
超速趕上課，或下課趕往聚會等，
「心急就難以安全駕駛」
。另外，就是「不依兩段
式左轉」也是大學生車禍原因之一，機車不能直接左轉，但有人貪圖一時之快逕行
左轉，結果與直行或依規定左轉的車輛發生車禍，提醒同學，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十八、
【學生團體保險】因疾病(有住院)、意外、車禍受傷者，暑假期間發生可申請。
準備資料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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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洽承辦人:徐小姐-7358800*2295
※車禍如有報警處理需附報案三聯單影本
十九、未役學生兵役緩徵及役畢學生儘後召集申請
(一)一年級新生男同學迄9/30(五)尚未繳交「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或缺繳證
明文件者尚有90餘人，均已個別再以簡訊通知當事人，請儘速於10/5日(星期三)
前繳交至學務組劉教官，因未繳交資料以致無法申辦而受到徵集者須自行負責。
(二)轉、復學缺繳證明文件影本者尚有10餘人，均已以電話及簡訊催繳，請儘速於10/5
日(星期三)前繳交至學務組，俾憑辦理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作業。
廿、105年83年次以後就讀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相關作業事項已
於進修部網頁公告(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goo.gl/JqKjKm)：
(一)受理對象：凡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於本(105)年就讀大學一年級或五專三年
級者。
(二)受理時間：自註冊取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105年11月15日止。
(三)受理單位：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

(四)應備文件：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本(國外、香港澳門或大陸地區證件須
經驗證)、役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印章。
廿一、內政部役政署推行105年度「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案：
(一)按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並須在19歲徵兵及齡前一年底至當年3
月間接受兵籍調查，建立兵籍資料。
(二)87年次男子明年徵兵及齡，於105年10月5日上午10時起至11月15日24時止，可由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點選進入「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
查線上申報」作業系統，登錄兵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後即可完成兵籍調查作業。
(三)相關宣導資料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goo.gl/vUbiEb)，詳情請自行前往參閱。

活動訊息
廿二、學聯會徵求協助社團活動工作人員，可培養技能、發揮專長、培養軟實力，詳情
請洽各班班代，並請於10月7日(週五)前將報名表繳回學務組蘇小姐處，如實際
參與服務，將予以行政獎勵。
廿三、
【教師節親師小語-師情話意】歡迎同學踴躍參加，活動辦法已發至班上，交件日
期延至 10 月 7 日前，作品請寄至 lucy@gcloud.csu.edu.tw
廿四、【月光小曲-今晚我想唱一首歌！】訂於 10 月 17 日(一)18:30-20:30 在河西走廊
小舞台開唱，歡迎愛唱、會唱、高興唱的同學報名參加，不是歌唱比賽，快樂最
重要，現場燈光美、氣氛佳，機會難得。
廿五、
【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福的剎那」攝影比賽】
活動宗旨：為創造和諧與溫馨的氛圍，特別辦理「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
福的剎那」攝影比賽，希望透過比賽讓大家更加注意到周遭的微小幸福，進而感
受到生命的喜樂，最後在社會形成「幸福」的氛圍。在幸福的氛圍裡，人們對於
「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的三好意涵更加容易實踐到生活中，融入到生活中，
進而讓社會更加祥和，生命更加圓滿。
(一)主辦單位：進修部學生事務組
(二)協辦單位：進修部學生聯誼會
(三)主 題：內容必須與幸福的感受相關，所以作者需在所拍攝的照片下做註解，
闡述為什麼此畫面讓你感到祥和、幸福、感動、溫馨，呈現出三好意
涵，拍攝照片不限地點與時間，均可報名參加(以正修的人、事、物、
公益活動等素材展現為佳)。
(四)本校教職員工均可參加。
(五)獎項：
1.冠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叁仟元等值獎品
2.亞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貳仟元等值獎品
3.季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壹仟元等值獎品
4.佳作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伍佰元等值獎品

(六)收件時間：2016 年 10 月 3 日至 11 月 25 日截止。
(七)詳細活動辦法，請上進修部學務組網站公告事項中參閱。
廿六、
【校園安全專題演講】10 月 4 日 19：00 至 20：30 特邀請本校芳鄰大華派出所周
明岳所長蒞校講演，歡迎同學踴躍參加(准予公假)，會中實施有獎徵答並發放精美
禮品。
廿七、
【校園安全關東旗創意設計比賽】(活動辦法請參考軍訓室網站)：
(一)比賽主題：以防制校園安全、反霸凌、學生參加不良組織及防制網路賭博等為主題。
(二)收件時間：105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17 日止。
(三)收件地點：學務組-商益民教官。
(四)獎勵規定：取下列名次（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院校共同評比）
第 1 名：獎狀乙幀、禮劵 1500 元/每人、記功 1 次/每人。
第 2 名：獎狀乙幀、禮劵 1200 元/每人、記功 1 次/每人。
第 3 名：獎狀乙幀、禮劵 800 元/每人、記功 1 次/每人。
廿八、樂活社十月份預定辦理(或配合辦理)活動如下：
（一）10月13日(週四)「捧(盆)在手心裏，玩出花漾」，邀請花卉藝術張老師教您如何
簡單快速又經濟的完成一盆漂亮的盆栽！晚上1830於圖科大樓15-0603教室。
（二）10月17日(週一)「月光小曲」
，由知名的樂團為您免費伴奏，邀請您盡情歌唱！
晚上於河西走廊與您浪漫月光下。
（三）
「國標舞」招生報名，預10月中旬開始授課，由專業舞蹈老師教您基礎入門舞步。
目前暫定於週一晚上假圖書館與圖科大樓中間一樓玄關授課。
進修部學生有意報名者請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也歡迎有興趣之教職員報
名，名額有限，採「先登記先錄取」為原則【樂活社成員免收費用】，凡參加者均
予「公假」登記。樂活社歡迎嚮往大學社團、喜愛戶外活動進修部學生參加為社員，
意者請至學務組向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也可逕向宋俊賢副社長報名 0938-519815
廿九、
【用鏡頭看世界」攝影講座】將於10月21日(週五)假圖科大樓15-0503教室舉行，
報名至10月14日(五)止，名額有限，對攝影有興趣的同學請把握機會，報名表請
洽各班班代。

水是“長壽的第一要素”
睡覺是“天下第一大補”
走路是“最好的運動”
唱歌是最快樂的娛樂也是最好的“長壽藥”！
最重要的是～它們都是免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