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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服務：賃居生股長講習座談會
為使學生幹部都能充份瞭解校外賃居中心組織架構、服
為增進校園活潑氣氛，提升活力，並塑造高應大文化與
務項目、工作成效及自身應盡的職責，以培養負責任、主動
精神，學務處於去年推動「吉祥物票選活動」，結果憨厚可
積極的服務精神。生活輔導組於 96 年 3 月 5 日上午 10-12
愛又兼具雄壯威武形象的「台灣熊」脫穎而出。吉祥物之命
時在國際會議廳召開「賃居生股長講習座談會」，由教官對
名則於寒假期間在曾文水庫的社團幹部訓練營中透過各社
本校校外賃居服務中心進行工作簡介，各班與會賃居生股長
團幹部代表為台灣熊命名。最後在眾望所歸下，以「歐趴熊」
共 107 員到場參加。
之名勝出，一公一母兩隻熊分別命名為歐熊、趴熊，音似「ALL
會中結合業務報告、Q&A、中心成員介紹、系聯絡員時
PASS」，意謂學生在求學期間除參與課外活動，也不忘顧好
間等，充分向學生幹部宣導應配合事項，為建立學生通訊正
課業，名稱趣味十足又朗朗上口，亦符合學生希望每學期都
確資料及確保個人資料隱密性，詳細說明系統登錄方式，並
能「歐趴」之期盼。3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20 分在本校藝文中
請賃居生股長通知各班同學自行上網至校務系統更新，以利
心，由校長林仁益正式公佈同學票選的校園吉祥物台灣熊命
師長後續訪視作業，打造同學居住安全網；另為使學生能儘
名結果。校長林仁益表示，同學票選台灣熊為高應大校園吉
速修正通訊資料，前 20 名繳回班級通訊錄之賃居生股長，
祥物，具有多重意義，台灣熊胸前特有的白色 V 字代表勝利
每人記 1 支嘉獎以資鼓勵。各班股長與中心成員於會中進行
（victory）、求學過程事事順利，此外熊的諧音也代表高
雙向溝通，即時反映各項租屋問題，期能迅速獲得有效處理
雄，符合在地精神的表徵。
解決，使學生住得安心、家長放心，並針對賃居生發放問卷，
為配合高應大吉祥物「歐趴熊」的誕生，同步展出專畫
實施滿意度調查，以供賃居中心未來改進參考，提升服務品
台灣熊的畫家潘祈達，三十多幅以「台灣熊」為主題的畫作。
質。另外賃居中心還發放每位賃居股長一張電話卡，期望各
潘老師目前任教於台北市古亭國中，大學時念過電機系、經
股長們做好回報工作。(相片 7-10)
濟系，最後仍回歸自己的興趣，進入師大美術系深造。潘老
師是透過媒體報導得知高應大所票選出之吉祥物為台灣
熊，與其歷年累積之作品相互呼應，潘老師主動希望分享創
作心得，因此促成這次展覽機緣，畫作不僅寫實描繪台灣熊
百態，也寓意台灣熊保育的重要性，有發人省思的意義。高
雄市立動物園組長張博宇也應邀出席，他幽默地說，壽山動
物園的台灣熊不寂寞，在高應大又找到失散的兄弟姊妹，並
稱讚同學以台灣熊為吉祥物是聰明的選擇，因為熊的習性慵
懶，意味著大家都能輕鬆畢業。不過，他也希望藉這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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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各界對台灣熊保育工作的關心與重視。(相片 1-6)

特別報導：校園吉祥物－歐趴熊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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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暉教育：
春暉專案教育宣導於 96 年 3 月 12 日（週一）上午 10-12
時「衛生股長研習」活動時間，假國際會議廳舉行，由生輔
組教官，同時也是本校春暉社指導老師周齊譜教官進行宣
教，各班與會衛生股長共計 96 員。
有鑑於毒害問題戕害國人健康甚鉅，且易因共用針頭
而感染愛滋病，造成個人、家庭及社會無法彌補之重大損
失，本次活動除向同學宣導春暉專案及相關活動內容、春
暉社成立宗旨及未來努力方向、衛生股長應配合事項等，
並特別針對政府「毒品與愛滋病減害計畫」內容加強宣導。
為提高學習興趣，以有獎徵答方式進行，反應熱烈。透過
問答方式，學生對於濫用藥物的定義、毒品之可怕及施用
（販售）者之刑責等，均能充份瞭解，並期許自己在股長
任內，以愛心及服務的精神，配合政府及學校政策，做好
各項工作，促進全校師生身心健康。 (相片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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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1：專題演講
慈青社於 3 月 12 日邀請慈濟委員甘萬成先生蒞校主講「與地
球共生息」，喚醒同學對環保議題的關心。(相片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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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舉辦登革熱防治宣導，研討會中除播放衛教宣導影片供大
家欣賞外，同時也進行登革熱宣導有獎徵答。(相片 19)
壓力舒解：師生紓壓活動
諮商輔導中心邀請伊甸基金會三位視障按摩師，於 96
年 3 月 29 日及 30 日兩天，在行政大樓六樓諮商輔導室舉辦
師生紓壓活動，本校教職員工生報名參與熱烈、場場額滿。
(相片 20)
恩典家族：美麗生涯成長團體
為協助本校身心障礙同學進行生涯規畫，諮商輔導中心
特於 96 年 3 月 29 日在行政大樓六樓輔導中心團體諮商室，
舉辦恩典家族－美麗生涯規劃系列講座(其他場次將陸續安
排於 4 月 12 日、19 日、26 日及 5 月 5 日)。(相片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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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2：電影欣賞
會計系學會於 96 年 3 月 26 日 10:10-12:00，於化材
館 1 樓會議室舉辦電影欣賞，片名是「」不願面對的真相」
，
展現青年學子對全球暖化議題更深刻之關懷。為使欣賞影
片的師生更深刻瞭解劇情的內涵，特邀請王國安老師對電
影劇情進行導讀。(相片 15-16)

輔導知能：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
諮商輔導中心為持續強化系所學習輔導教師輔導知
能，於 96 年 3 月 23 日假行政大樓第二會議室舉辦「教師輔
導知能研習會」，邀請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前校長、輔導與諮
商研究所黃正鵠教授蒞校專題演講及個案討論、意見交流，
參與各系所輔導老師約計 35 人。(相片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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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 1：95 年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衛生保健組為加強照護全校教職員工的身體健康，特由
張秋菊護理師規劃本學期教職員免費健康檢查，於 3 月 28
日圓滿辦理完成，迴響熱烈、頗受同仁好評，教職員工同仁
參與情形十分踴躍。(相片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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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金：
1.校內獎學金依規定通知符合標準同學提出申請；校外各項
獎學金請同學上課外組網頁獎學金專區或活動中心布告
欄查看可申請項目。(承辦人：課外組薛美蓉老師，校內
分機：2522)
2.減免學雜費及助學貸款相關訊息均已透過各種管道告知
學生，如需詳細資訊請師生上網查詢即可。助學金及各種
獎助學金資料均即時上網公告，歡迎查詢。(承辦人：課
外組林碧娥老師，校內分機：2524)
3.網址：http://student.kuas.edu.tw/award/award1_01.asp

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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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 2：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登革熱防治宣導
為增進登革熱防治宣導成效，衛生保健組特安排於 96
年 3 月 12 日邀請全校各班衛生股長，在行政大樓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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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 24 小時專線電話：0916-507-506 與 0917-323-632
校內緊急聯絡電話：教官室 3410 生輔組 2510.2511.2512
衛保組 2530.2531.2532 諮輔中心 2540.2541。
2.學生會申訴信箱 kuassa@cc.kuas.edu.tw，若是有時效性
的問題，可直接向學生會反應，學生會辦公室位於活動中
心二樓，將有專人替本校同學服務。
3.本校性平會專線電話（含傳真）
：（07）3834312；另僑生
業務目前亦併由學務處輔導員李宗璽先生辦理，辦公室暫
設於行政大樓二樓賃居中心內，校內分機：2550.2551。
編輯後語：全體師生有任何學生事務方面問題與經驗要與
大家分享，請不吝告知，本簡訊將不定期出版。
編輯：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網站：http://student.kuas.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