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4月份停課日期及說明】 

    4月 1日、2日(星期一、二) 辦理導師知能研習，停止上班上課。 

    4月 3日（星期三）畢業典禮補假日，停止上班上課。 

    4月 4日、5日(星期四、五)兒童節、民族掃墓節，停止上班上課。 

二、【賃居生訪視】請導師撥冗對班上校外賃居生實地訪視，並於 4月 30日前登入賃居 

    調查系統上填報訪視情形與上傳合拍照片。若因學生時間未能配合等因素無法實地 

    訪視者，亦請利用電話訪視或學生到校上課時機，瞭解賃居處所與校外生活情形， 

    並將晤談情形登錄於賃居調查系統。 

  ◎沒有填報居住現況調查的同學，個人訊息網將暫時無法使用，於完成後始能恢復 

      正常。 

三、【校外賃居生安全座談會】108年 3月 26日(星期二)假圖科大樓十樓至善廳辦理， 

    邀請台南地方法院盧鳳田法官主講:「第一次租屋尌上手之租賃市場五大變革與問 

    題探討」，請各班賃居校外的同學擇一場次出席會議（第一場 19:10-20:10、第二場 

    20:40-21:40），其他同學亦歡迎主動報名參加，出席人員由學務組統一辦理公假， 

    並給予嘉獎乙次獎勵，請踴躍出席會議。 

四、【第一次班會記錄繳交情形】已經公佈於進修部學務組網站→導師相關資源位置，   

    供導師查詢。 

    班會記錄尚未繳交班級：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乙、建築一甲、企管一甲、企管一乙、帅保一甲、 

            資管一乙、金融一甲、休運一甲、休運一乙、資工一甲、觀光一甲。 

     二年級:機械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電機二乙、國企二甲、企管二乙、休運二乙。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丙、國企三甲、建築三甲、帅保三甲、應外三甲、資工三甲、 

            觀光三甲。 

     四年級:土木四甲、電機四甲、電機四丙、國企四甲、建築四甲、企管四甲、資管四甲、 

            資工四甲、觀光四丙、餐飲四甲。 

     記載詳實班級： 

     資管一甲、妝彩一甲、休運二甲、時尚二甲、數位二甲、餐飲二乙、電子三甲、電機三甲、 

     電機三乙、資管三乙、妝彩三甲、時尚三甲、數位三甲、餐飲三甲、企管四丙、休運四甲、 

     休運四乙、觀光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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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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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退選、抵(免)修退費金額後正確餘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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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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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高教深耕－尌業媒合輔導獎勵金申請】（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辦理） 

   (一)檢核方式: 

        1.進行職涯適性診斷測驗(CPAS 測驗)乙次。 

        2.勞動部鳳山尌服站入校駐點職涯諮詢服務諮商3 次以上。 

        3.須透過「尌業立即報系統」找尋合適工作職缺。 

        4.參加校園尌業博覽會，與3 家以上廠商進行面對面求職面詴。 

   (二)計畫執行: 

        1.申請日期 : 即日起~108年3月29日止 

        2.執行時間 : 108年6月中止 

        3.申請對象 : 日間部/進修部/進修部院校，四年級學生 

        4.詳情請洽 : 各系系辦公室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體育室2F) 

                     劉俊聖(分機2739)、倪揚智(分機2478) 

八、【108年第1階段單親培力計畫】補助獨自撫養18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尌讀大專院 

    校學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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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以下身心障礙子女臨時托育費，鼓勵其取得學位。 

    補助標準:大專校院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0元。每學年（計 

    2學期）預計補助240名，申請時間: 108年2月22日至108年3月23日止。(郵戳為憑， 

    請於申請時間內送件)，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洽詢電話：02-2321-2100 #133，趙小姐。https://ppt.cc/fAa12x 

九、【校外獎學金】 
     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尌學補助，學生自行報名，2/18至3/20止 

     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即日起至3/22止 

     高雄市港都扶輪社資優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3/25止 

     財團法人東光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3/1至3/31止 

     臺灣漁業經濟發展協會「傑出博、碩士論文獎學金」、「漁村優秀原住民學生獎學金」,學生自 

     行報名至3/31止 

 

校內外獎助學金 

https://goo.gl/G5TN33


     白曉燕文教基金會【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警察子女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3/15-4/12止 

     財團法人山本文化基金會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3/1至4/30止 

     全聯慶祥慈善機構急難救助專案，事發三個月內申請 

     行天宮急難濟助,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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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108級畢業班畢冊製作】108級畢業記念冊第一校稿時間訂於3月22日(五)19:20， 

  於圖科大樓15-0303教室實施，請畢代務必準時出席，協助校對同學姓名與照片正 

  確與否及資料是否齊全。 

十一、第四週寄發學務週報未獲回應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丙、國企四甲、企管四甲、企管四乙、資管四甲、 

                應外四甲、金融四甲、觀光四乙、妝彩四甲、數位四乙 

        三年級：電機三甲、電機三丙、觀光三乙、數位三甲 

        二年級：機械二甲、機械二丙、企管二乙、休運二乙、觀光二甲、妝彩二甲、時尚二甲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子一甲、機械一甲、機械一乙、機械一丙、建築一甲、企管一甲、 

                休運一甲、資工一甲、觀光一甲、妝彩一乙、數位一甲、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班級聯絡員請至學校信箱:學號@gcloud.csu.edu.tw收信並填寫表單回覆 

十二、第四週（3月 10日至 3月 16日）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 

      股長務必督促每日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第 4週資料統計期間【108/03/08-03/14】 

班級 

本週 累計 

班級 

本週 累計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機械一甲 1,3/13 2 3 6 時尚二甲 1,3/11 2 1 2 

機械一乙 3,3/8,3/12,3/13 5 5 9 機械三甲 1,3/14 2 2 4 

休運一乙 2,3/12,3/14 4 4 8 電機三丙 1,3/13 2 1 2 

資管二甲 1,3/8 2 1 2 機械四甲 1,3/13 1 1 1 

應外二甲 1,3/12 2 1 2 電機四乙 1,3/12 2 1 2 

休運二乙 1,3/12 2 1 2 餐飲四乙 1,3/13 2 1 2 

          108/03/12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十三、請正、副服務股長賡續宣達督導有關教室整潔維護事項： 

(一)原則上各一般教室均有唯一一個垃圾桶，請各班務必妥善保管置放該垃圾桶於教

室內，若有發現無故消失，請先至附近(隔壁教室、樓梯、走廊、廁所…)察看是

否有被錯放之情形，若確認失蹤，請即向學務組反映，俾釐清責任。垃圾處理後

幹部配合事項 

http://osa.csu.edu.tw/wSite/lp?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check_exam=null&xq_xCat=02&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mailto:班級聯絡員請至學校信箱:學號@gcloud.csu.edu.tw


建議將垃圾桶放置教室內並倒置，以避免別人又將垃圾丟入。 

 (二)請確實督促值日生下課離校前務必將垃圾丟至垃圾場，並宣導本校垃圾場位置： 

  ※ 校區內共有4處垃圾集中場，位置如下： 

   1、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館後方。 

   2、 圖書科技大樓後方。 

   3、 機械工程館後方。 

   4、 南校區教學大樓前。 

 (三)各班當有收到粉紅色的缺失通知單，若有疑問或異議請儘速於三日內至學務組說

明，逾期不予受理。 

 (四)各班若在上課前發現教室黑板未擦拭乾淨且無法擦拭乾淨(疑誤用油性奇異筆)， 

     除拍照反映外，可逕至本(學務)組借用去漬油及抹布，予以處理。 

 (五) 若因值日生未盡職責遭到處份之同學，可至學務組申請「行善銷過」。  

 

 

 

十四、【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同學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未經授權，勿擅自掃 

      描、影印、下載或上傳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一)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尌其著作專有重製及公開傳輸之權利，掃描、影印、下 

     載或上傳他人著作，涉及重製、公開傳輸等著作利用行為，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 

     44條至第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應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 

     始符合著作權法的規定。 

 (二)大專校院學生掃描、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化整為零之 

     掃描、影印，或任意下載、上傳他人論文等，此等利用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 

     圍，將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行為，如遭著作財產權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 

     事之法律責任。 

 (三)校園著作權宣導資料請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http://www.tipo.gov.tw/） 

十五、【交通安全宣導】中天新聞最近一則報導，標題為：大學生危「機」，並引述交通 

      部統計數據： 

      1.台灣每年約有170名大學生死於車禍。 

      2.這些死亡車禍，「機車」事故佔了85%。 

     也尌是說：帄均每週尌有3.5名大學生因騎機車而喪命。根據統計分析顯示，大學 

     生機車事故的主要原因： 

      1.騎快車(騎車速度過快) 

      2.疲勞駕駛：熬夜、夜遊… 

      3.經驗不足：多係新手上路 

      4.路況不熟 

     呼籲提醒同學：盡可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嚴禁騎快車(害己害人)、切勿疲勞駕 

                    駛，以避免憾事發生。 

十六、【藥物濫用宣導】泰國女演員Tai Manusanan Pandee外型甜美亮麗，曾拍攝《傻 

      瓜拳擊手》等電影，星途原本一片光明，卻染上毒癮，大好星途急轉彎，淪落街 

宣導事項 



      頭變討飯乞丐，落魄潦倒地坐在路邊雜草前，哀求演藝圈前輩再給她一次機會。 

      提醒同學毒品千萬不能碰，小心造成，一輩子遺憾。 

十七、【菸害防制宣導】教官校園巡查，發現仍有不少同學在校園內吸菸，再次提醒同 

      學，本校為「無菸校園」，校園內全面禁菸，請吸菸同學勿校園內吸菸，不但造 

      成環境髒亂，亦製造二手菸，造成他人困擾。本週校園巡查，查獲15人吸菸， 

      二年級5人，三年級4人，四年級6人，吸菸同學依校規記過乙次，同學勿心存僥 

      倖，教官會持續巡查。 

十八、【兵役資訊】108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指定役別機關甄選作業 

(一)申請期間：108年4月17日(星期三)08:00起至108年4月30日(星期二)17:00。 

(二)申請對象：凡73年次至89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役男，且無限制條所列之

情形者，得提出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指定役別機關；另83年次以後出生經判定替代

役體位或曾服第1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則不適用。 

(三)申請程序及受理機關：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指定役別機關之役男，須先至內政部役

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指定役別機關甄選作

業資訊系統」，登錄個人基本資料及選服役別、機關。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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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mG8v)請自行參閱。 

 

 

 

十九、【系際盃籃球賽】3月19日(二) 19:10開賽。參賽選手請持學生證於賽前20分鐘 

       至服務台報到及檢錄。(賽程表已發給各隊隊長並公告於學務組網頁) 

       ※『樂投高手大賽』於3月20-21日，19:00-21:00假籃球場舉行，三人一組(不 

          限男女)，採現場報名，隨到隨投，歡迎同學揪伴參加。 

廿、【彩繪燈籠畫祝福比賽】 

    收件日期：108年 3月 25日至 4月 8日 

    收件地點：學務組辦公室。  

    獎勵：第一名:獎狀乙幀、禮券 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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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每名獎狀乙幀、禮券 500元 

廿一、【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 

      ◎108學年度學聯會會長 

      ◎109級畢聯會會長 

      ◎108學年度系代表(每系一名) 

      ◎第14屆學生議會議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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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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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http://www.nca.gov.tw/
https://goo.gl/QxmG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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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日截止報名)，歡迎同學踴躍參加，一展歌喉，以 

      歌會友。 

廿三、【樂活社】本學期預定辦理主要活動如下： 

 (一) 4月 27日(週六) 15～20時「旗津淨灘暨人文之旅」，活動地點包含了旗津海灘、

旗後砲台、星空隧道、旗津老街等地，當日下午 15時於旗津渡船口出口(7-11超

商門口)集合，有意報名者請於 4月 22日(週一)前連同報名費 150元交至學務組

劉治誠教官，也歡迎攜眷參加(需繳全額報名費 250元/人)。     

      ※ 活動總召 盧昱豪 手機：0922-662123 

 (二) 持續舉辦「羽球教學練習暨聯誼比賽」活動，假本校活動中心四樓羽球場實施，   

只要是本校進修部學生可免費參加，並歡迎教職員及眷屬報名；另針對初學者還

有提供練習用羽球拍及塑膠羽球借用： 

       1、3月 30日(週六) 18～22時 

       2、4月 20日(週六) 18～22時 

       3、6月 2日(週日) 09～17時 有獎(金)比賽(需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 

   ※ 報名專線：0981-239914 或搜索 Line ID: cow19871116 呂昆樺(活動總召) 

 樂活社歡迎嚮往大學社團、喜愛戶外活動之進修部學生報名加入社員，意者請至學

務組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也可逕向黃俊雄社長報名 0929-776959)。  

廿四、【校園安全電子海報比賽】(活動辦法請參考軍訓室網站)： 

      1.比賽主題：以防制校園安全、反霸凌、學生參加不良組織為主題。 

      2.收件時間：108年 2月 18日至 4月 8日止。 

      3.收件地點：進修部學務組-商益民教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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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為鼓勵同學參加學校活動，只要參賽每人核予嘉獎乙次。 

廿五、【2019樂活嘉年華系列活動】減塑救地球，無痕飲食最健康 

     凡在學餐各櫃位購買餐飲時不拿取一次性餐具(如吸管、免洗筷、湯匙、碗等)或 

   者自備環保餐具、內用餐點並使用學餐餐具，即可獲得 1個活動章。每張集點卡 

      單次交易僅可獲得 1個活動章，每張集點卡集滿 30點，至進修部學務組進行認 

      證蓋章後，可至學生餐廳櫃位兌換 80元的餐點，限量 200份兌完為止。(集點 

      日期即日起至 6月 9日，兌換期限 6/16)。 

        這世上有三樣東西是別人搶不走的： 

                          一是吃進胃裡的食物， 

                          二是藏在心中的夢想， 

                          三是讀進大腦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