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開學日】2月 21日（星期一）當天不上課，分二梯次實施開 

    學典禮： 

  梯次   

梯次 

   時間   班級   教室 

一 19：00-20：00 一、二年級 已公佈在學務組網頁 

(週間班依課表上課) 

 
二 20：00-21：00 三、四年級 

  ◎開學典禮視同重要集會，無故未到曠課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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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定時定點晤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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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復學生座談會】2月22日(星期二)19：00於圖科大樓10樓至善廳辦理，本學期轉 

    學、復學生請準時參加，以利儘快認識新環境及了解各項規定。（公假、備餐盒， 

    原進修部轉系生不用參加） 

五、【新生健康檢查】(舊生可自由參加) 

◎檢查日期: 2月 21日至 2月 25日晚上體育課時間 

◎檢查地點:活動中心四樓大禮堂 

◎檢查費用:320元(現場繳費) 

六、【學雜費減免】截止日期：111年2月25日(五)  

 (一)學雜費減免亦包含學分加選，如有加退選需求，同學請先完成學雜費減免後再至 

     教務組辦理加退選。 

 (二)依教育部規定，需依學生實際加退選後之金額核算補助金，另有加(退)選課程會 

     審核是否符合補助規定，退選課程依學生原繳費比例退費。 

七、【尌學貸款】截止日期 111年 2月 25日(五)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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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年所得 120萬以下或家庭年所得超過 120萬但有兄弟姊妹尌讀高中以上學校 

   才可辦理尌學貸款。 

 (三)依教育部電算中心彙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調申貸學生之家庭年收入判定資格 

     ，若已貸款後才判定不合格，將註記不撥貸，學雜費須以現金補繳。 

 (四)如需增貸生活費、書籍費，學校可提供預撥服務，請至學務組網頁下載表單，於 

     開學第二週前繳回學務組，逾期不受理。(未申請預撥者，撥款時程大約在期中考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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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貸款須視實際繳費情形而定，故學期中有退選學分，退選金額將還款台灣銀行(學 

    期中可至台銀網站查詢實際貸款金額) 

 (六)電腦實習費可以貸款，如有該筆款項，請在[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欄位填寫金 

     額。 

 (七)尌讀學校請選擇[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請勿選擇正修科技大學，選錯學制將無 

     法完成對保流程。 

八、【居住現況調查】請所有同學於3月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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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逕洽學務組劉教官協助處理。 

(一)上學期已填報者： 

圖資處已將110-1學期之居住現況資料庫轉檔匯入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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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弱勢助學金】 

  (一)請領 110學年度弱勢助學金補助的同學，您的助學金額扣除下學期學分學雜費後 

      有餘額者，將俟加退選及抵、免修學分退費後，扣除已退費金額後的正確餘額， 

      預定於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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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告知學務組，以維個人權益，校內洽詢電話：2298。 

  (二)轉學生原尌讀學校已申請 110學年度弱勢助學金者，請向原學校申請轉出證明並 

      將學雜費繳費單繳交學務組辦理轉入。 

十、【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一)申請資格：具有低收入戶身分者。 

  (二)申請時間：111年 2 月 21日至 3 月 7日。 

  (三)申請表至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https://pse.is/3wrk6d)。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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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擇一申請） 

  (二)申請日期：111年3月1日至3月30日。  

  (三)申請表請至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https://pse.is/3td969 

十二、【110學年度第 2學期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校外租金補助申請】 

(一) 補助對象：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 

  (二)申請時間：111年 2月 21日至 111 年 3月 18日。 

  (三)申請表至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https://pse.is/3zbckw)。 

校內外獎助學金 

https://pse.is/3wrk6d
https://pse.is/3td969
https://pse.is/3zbckw


十三、【高教深耕-「逆勢高飛」計畫】 

（一）申請資格: 

   1.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2.具弱勢助學資格 

 (二)實施期程 

      1.申請時間:111.2.21~111.3.1 

      2.執行時間:111.3.1~111.6.10 

 (三)實施辦法 

      1.本學期至圖書館完成 48小時自學時數。 

      2.所選科目成績優於上學期，並於期中、期末繳交 500字心得報告。 

      3.所選科目出席率高於 80% 

(四)注意事項 

      1須繳交前學期成績證明 

      2.須於申請截止日前提出申請 

      3.須參加逆勢高飛說明會 

      4.若學籍系統無個人儲戶資料，須繳交個人存摺帳戶影本 
十四、【校外獎學金】 

       行天宮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 3 月 10 日止 
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獎助金，學生自行報名至 3 月 10 日止 
行天宮急難濟助，學生自行申請-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進行申請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韌世代」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 3 月 20 日止 
崇友文教基金會崇友實業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 3 月 11 日止 
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至 3 月 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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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姐(分機2298)。 

 

 

十五、【班級幹部研習】2月 21日（星期一）19：30  

      班長：圖科大樓 303視聽教室 

      學藝股長：圖科大樓 503視聽教室 

      服務、副服務股長：圖科大樓 10樓至善廳 

      ※此研習屬「重要集會」，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找人代理。 

十六、【畢聯會會議】畢業班代表請於 2月 24日（星期四）19：30至圖科大樓 3樓 0303 

      教室，有重要事情宣達(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找人代理)。 

十七、各班服務股長請妥善規劃值日生輪值方式，於 2月 24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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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請各班服務股長檢查班級/使用教室整潔工具是否有缺漏？若有缺漏，請回報學 

      務組劉教官。【教室整潔工具:掃把、畚箕、垃圾桶(印有該班級教室編號)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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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防疫須知】 

  (一)每日到校前請自我健康管理：勤洗手、測體溫，若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呼 

      吸道症狀，請戴口罩，立即尌醫，不要到校上課，電話告知導師、班長請假，康 

      復後再至學務組辦理請假手續（不予扣分）。  

  (二)校園出入口，設有量測體溫管制點，每日進校，請主動配合量測體溫。 

  (三)在校園內，請同學全程配戴口罩。 

  (四)近期高雄地區疫情較嚴重，請同學注意自身防疫措施，若有接到政府單位通知需 

      居家隔離或自主管理，請主動向學校回報，居家隔離或自主管理期間，請不要回 

      到學校，以免造成疫情破口。 

廿、【停車位登記】第二次登記開放至2月24日晚上10:00截止 

   2/22起 D棟停車場即開始進行分區管制，已登記到 D棟停車場者但未繳費者及未黏 

    貼 e-tag感應貼紙者將無法進入，請於 2/21-2/26上午 9:00-晚上 20:30至 A棟停 

    車場(2F)黏貼，假日則至大門守衛室黏貼。3/2起 A棟停車場開始進行柵門管制， 

    未貼 e-tag感應貼紙者將無法進入。 

廿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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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愛惜自己健康及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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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交通安全宣導】  

      剛開學，呼籲同學務必依規定停放車輛！若還沒完成校內停車申請，請務必將車 

      輛停放於道路停車格位內或側門正修路長庚停車場，以免遭拖吊，得不償失。鼓 

      勵同學至總務處網頁辦理「停車位登記」，經濟實惠又安心。  

廿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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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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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存入手機）、0978500795或 

                       07-7358800轉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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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四、【軍訓抵免作業】 

      凡符合以下免(減)修軍訓課程的同學請於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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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免修全部軍訓課程： 

 1.國軍在職志願役官士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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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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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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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3月 4日前（開學 2週內）至進修部學務組商教官處加選。 

廿五、【兵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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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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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六、【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 

      ◎111學年度學聯會會長 

      ◎112級畢聯會會長 

      ◎110學年度系代表(每系一名) 

      ◎第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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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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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七、【原住民期初關懷茶會】 

      日期： 3月 3日 19:00-21:00 

      地點：活動中心三樓會議室 

      QR CODE為原資中心官方 LINE， 

      請原住民同學掃描加入。 

      參加同學可請公假！ 

廿八、【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3月 28日開賽，比賽辦法已發給各班代。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月 16日（三）止，欲參賽班級請向各系代表登記報名。 

  (二)領隊會議及抽籤日期：3月 22日（二）19：10於圖科大樓 15-0303教室進行規 

                          則說明及抽籤。 

廿九、【新生盃暨系際盃拔河比賽】於5月3日(二)至5月5日(四) 19：00-22：00 在籃球 

       場舉行。  

(一)「新生盃」以〔新生班〕為單位，自行組隊男子組或女子組，每班至少1隊以上， 

     至多2隊(隊別分為男生組、女生組及混和組，一隊12位選手，出賽8位），男子組 

     取前四名，女子組、混和組取前二名，優勝隊伍給予獎盃、獎金，請各班代將報 

     名表填妥後於4月13日(三)前交至學務組辦公室。 

(二)「系際盃」〔二~四年級〕以系為單位，有意願參加班級請於4月13日(三)前找系代 

     表報名，隊伍數每系至少1隊以上，至多2隊，男子組取前四名，女子組、混和組 

     取前二名(隊別分為男生組、女生組及混和組，一隊12位選手，出賽8位），優勝隊 

     伍給予獎盃、獎金。 

卅、【樂活社】進修部為了鼓勵同學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快樂生活和提倡 

      節能減碳環保意識，特別成立「樂活社」，凡嚮往大學社團、喜愛 

      戶外活動及結交朋友而贊同本社宗旨進修部學生皆可參加為社員， 

      且免收社費。意者請利用發到各班的『樂活社招生』宣傳單上的 

      QR-Code瞭解及報名，或直接向學務組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 

卅一、【強力徵求】協助社團活動工作人員，參與活動不僅能豐富校園生活， 

      也可學習活動企畫，有意者請找班長報名，並請於 3月 11日(週五)前繳回學務 

      組蘇小姐處，如實際參與服務，將予以行政獎勵。 

                       

 

                              生命太過於短暫， 

今天放棄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