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108、02、18
一、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2 月 18 日（星期一）開學日，當天不上課，分二梯次實施開學
典禮：
梯次
一
梯次
二

時間

班級

19：00-20：00

一、二年級

20：00-21：00

三、四年級

教室
已公佈在學務組網頁

週間班
班級

時間

妝彩一甲

2 月 19 日(二) 10:00

妝彩一乙

2 月 21 日(四) 10:00

電子一甲

2 月 16 日(六)

妝彩二甲

2 月 18 日(一)

妝彩二乙

2 月 20 日(二)

資工二甲

2 月 22 日(五)

教室

備註

08-0401

上午導師時間
下午上課

依課表正式上課

＊開學典禮為重要集會，除病假外（需附証明，開學日起十天內完成請假手續）事
假一律不准，如有特殊原因請事先告知導師及學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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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復學生座談會】於2月19日(星期二)19：00假圖科大樓3樓15-0303教室辦理轉復
學生生活適應座談會，請本學期轉學(部)、復學生準時參加(公假、備餐盒)，以利
儘快認識新環境及了解各項規定。
四、
【學雜費減免】
（一）已申請學雜費減免尚未繳件同學，請儘速將申請表及附件資料繳回學務組以免影
響個人權益。
（二）符合減免資格者，如有加選需求，請持學分加選繳費單至學務組更改減免金額後
再至臺灣企銀或本校出納組繳費。
五、【尌學貸款】
(一)尌學貸款申請截止時間為 108 年 2 月 27 日止，辦理尌學貸款同學須將對保單繳回
學務組才算完成註冊。

(二)如有增貸生活費、書籍費等需求，請提供個人帳戶以節省領取支票後仍需親至銀行
存入的時間。
(三)有增貸書籍費、生活費、租屋費者，學校提供預撥費用服務，若有需求請至進修部
網頁表單下載預撥申請書，並於 108 年 2 月 27 日前繳回學務組，逾期不受理。
(四)貸款須視同學實際繳費金額而定，學期中如有退選學分，退選金額將還款台灣銀行
六、
【居住現況調查】請所有同學於3/11前完成學生居住現況調查填報，逾期未填報者
個人訊息網將暫時無法使用，於完成後始能恢復正常，系統操作過程若有任何問
題， 請找學務組劉教官協助處理。
(一)上學期已填報者：
圖資處已將107-1學期之居住現況資料庫轉檔匯入1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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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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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弱勢助學金】申請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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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抵免修學分退費金額後的正確餘
額預定於108年5月初撥入申請人帳戶，屆時會另以簡訊通知，申請同學如有更改聯
絡電話請務必告知學務組承辦人薛小姐(分機:2298)，以維個人權益。
八、
【校內各類獎助學金】
(一)尌學助學金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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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日期：108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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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G5TN33)
九、【校外獎學金】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助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2/10至3/1止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1/14至3/5止
財團法人平安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2/11至3/6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受理報名至3/6止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友在學子女獎學金，學生自行報3/15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全聯慶祥慈善機構急難救助專案，事發三個月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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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十、【班級幹部研習】2 月 18 日（星期一）19：30 實施，各班班長於圖科大樓 15-0603
教室；服務、副服務股長於圖科大樓 10 樓至善廳，此研習屬「重要集會」
，若因故
無法參加者，務必找人代理。
十一、各班服務股長請妥善規劃值日生輪值方式，於 2 月 22 日（星期五）前完成本學
期「值日生輪值表」收繳，並要求值日生每日依規定實施打掃(本週即開始實施教
室整潔檢查)，在各班「值日生輪值表」尚未排定繳交前，請服務股長務必先行派
同學將教室打掃乾淨、關閉電源、垃圾丟至垃圾場（垃圾袋已放班級櫃）。

宣導事項
十二、
【停車位登記】108年2月18日上午08:00至108 年2月20 日晚上22:00止，請同學
把握最後機會完成登記。
十三、
【請假規定】
(一)請假時間：週一至週五17：00-22：00
(二)請假地點：圖科大樓1樓學務組。
(三)請假時間以10天內(含例假日)完成請假手續。
(四)事假(生理假)60節內，可於網路線上請假，病假請檢附證明(收據)，喪假請檢附
訃文及假卡至學務組辦理。
(五)期中(末)考週缺考者須填寫「進修部學生期中期末考請假單」並檢附醫院証明至
學務組、教務組辦理請假手續，經進修部主任核准，方可依考詴補考相關規定辦
理補考。
(六)若有特殊狀況，請告知學務組另案處理。
(七)操行基本分為82分，事假每節扣0.1分、病假每節扣0.05分，喪假、公假、分娩
假、生理假不扣分；嘉獎乙次加1分、記功乙次加2.5分。
(八)請同學隨時至個人訊息網關心缺曠紀錄並依規定於十天內（含假日）完成請假手
續。請詳閱請假卡背面「請假規則」。
十四、
【菸害防制】本校為無菸校園，校內全面禁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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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友善校園-反霸凌】新學期的開始，期勉同學珍惜尌讀機會，與同學和樂相處，
遇事不要衝動，嚴禁暴力違法行為，若與同學有嫌隙，應尋求正當管道解決，導
師、學輔中心、學務組均樂意為同學排憂解愁。針對霸凌定義提供同學參考運用：
(一)所謂「霸凌」係指一個或多個同學，對其他一個或多個同學間重複發生的負面行

為，此負面之行為可能是直接以肢體上或口語上的強力，例如：打、踢、揶揄、
嘲諷；或以間接方式，如操弄友誼，或故意使同學無法參加活動。
(二)構成所謂之「霸凌」條件如下：
1.係一重複發生之行為：亦即在某特定一段時間內，經常發生同類之行為。
2.該行為必須出於傷害或騷擾之故意。
3.該行為須屬負面且具暴力性質者。
4.力量失衡狀態(兩造勢力（地位）不對等)。
5.其他經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討論後認定者。
(三)如果自己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霸凌、恐嚇、威脅、毆打或勒索，請主動向學
校反應，學校會全力幫你們解決，可利用下列方式投訴：
1.學校投訴信箱：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校安中心收。
2.學校投訴電話：校安中心專線07-7312787（請輸入手機）、0978500795或
07-7358800轉2340、轉2335
3.教育部24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4.學校投訴電子信箱：military@gcloud.csu.edu.tw(校安中心)
十六、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因疾病(有住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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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收據或(診斷
證明、收據影印本須加蓋醫院院章)、學生存摺封面影本、到活動中心二樓衛保
組洽進修部徐小姐辦理。 (未滿 20 歲之學生，本人和家長都要簽名蓋章)
※申請書可至衛保組索取或由進修部網頁自行列印
※因車禍受傷(有報警處理)要附報案三聯單影本
十七、
【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申請】近期內(3 個月內)發生的事故
◎學生本人住院有連續滿 7 天以上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父或母有重大傷病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學生年齡 25 歲以下)均可提出申請。詳細
內容可自行上網查詢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十八、
【軍訓抵免作業】
凡符合以下免(減)修軍訓課程的同學請於108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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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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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權責單位核准尌讀或在職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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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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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預加選「全民國防課程」之同學，請先到進修部教務組領取（課程加選單），
並於108年3月1日前（開學2週內）至進修部學務組商教官處加選。
十九、
【兵役資訊】
(一)轉、復學及延修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尚未繳交或缺繳證明文件影本者，
請於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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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內政部役政署108年替代役公益大使團及多媒體文宣製作役男甄詴作業，報名日
期自108年3月4日起至同年3月11日止（依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相關訊息已
於役政署網站台(http://wwww.nca.gov.tw/最新消息)公告。詳情已公告於進修
部公告欄及網頁(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https://goo.gl/brof4L)
請自行參閱。

活動訊息
廿、
【交通安全宣導】2 月 25 日(週一)19:20 時假生創大樓 0207 教室辦理交通安全專題
宣講，歡迎同學踴躍參加(公假)。
廿一、【系際盃籃球賽】107 學年度【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3 月 18-22 日開賽，比賽辦法
已放至班級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 月 6 日（三）止，欲參賽班級請向各系代表登記報名。
※領隊會議及抽籤日期：3 月 12 日（二）19：30 於圖科大樓 15-0303 教室進行規
則說明及抽籤。
※另有『樂投高手大賽』於 3 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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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星光盃校園歌唱比賽】初賽訂於 3 月 28-29 日 19:00 於圖科 10 樓至善廳舉行，
報名表已放在班級櫃中，歡迎同學踴躍參加，一展歌喉，以歌會友。
廿三、【樂活社】進修部為了鼓勵同學多多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及提倡節能減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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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嚮往
大學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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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向各班班長登記(填寫報名表)或至學務組向劉治誠教官洽詢登
記(也可逕向黃俊雄社長報名 0929-776959)。

廿四、
【強力徵求志工】協助社團活動工作人員，參與活動不僅能豐富校園生活，也可
學習活動執行，報名表已放置各班級櫃，有意者請找班長報名，並請於 2 月 27
日(週四)前繳回學務組蘇小姐處，如實際參與服務，將予以行政獎勵。

初心
隔壁老王養的信鴿，因長途跋涉累死了，讓老王悲傷不已。
老王不想將信鴿土葬，想給牠火葬，
再將骨灰撒向大海，讓牠回到母親的懷抱。
誰知道越烤越香，後來老王就買了兩瓶啤酒……
很多事情，走著走著，就忘了初心。
加油，一定要拿到畢業証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