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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1：高雄應用科技大吉祥物--台灣熊(Taiwan Bear) 的。高應大綠頭鴨家族，今年 5、6 月交配後，3 隻母鴨各自
在花圃隱密處築巢，共生了 40 多顆蛋，可惜大部分都成了
正示亮相 並徵求命名
死蛋，幸好人工孵化五隻，目前校園看到成鴨為第二代。
本校校園吉祥物票選活動結果出爐，台灣熊以 36%的得票
為了怕母鴨生蛋受到打擾，原先學校特地為牠們蓋了舒
率輕鬆勝出，台灣熊憨厚可愛的形象和雄壯威武的身軀，最
適的窩。可惜母鴨不領情，寧可自己另覓地築巢。由於綠頭
能代表高應科大學生特色及學校精神，未來有校內外活動將
鴨毛色漂亮、走路的樣子相當可愛，不是在水池裡游來游
派出兩隻吉祥物助陣，並考慮製作一系列相關紀念品，接下
去、整理羽毛，就是在校園悠閒散步，吸引學生和附近小孩
來還將舉辦公開徵求命名活動。
買飼料來餵牠們，社區婦女還會準備天然食物讓牠們大飽口
95 級學生會會長周志洋去年 10 月發起校園吉祥物票選
福，成為校園特殊景觀。
活動，以班級為單位發出意見調查表，共列出恐龍、獼猴、
第三代綠頭鴨於去年 12 月中由母鴨自行孵出，請各位
台灣熊、鸚鵡及長頸鹿等五種動物供選擇，其中恐龍代表霸
愛鴨人士有空至大門水池觀賞，並請勿打擾到她們活動。(相
氣、獼猴代表活潑聰明、台灣熊代表憨厚可愛及雄壯威武、
片 3-6)
鸚鵡代表朝氣、長頸鹿代表能屈能伸。最後台灣熊眾望所
歸，以最高得票率脫穎而出，其次是長頸鹿的 22%、恐龍的
13%及鸚鵡的 9%，學校特別請人設計製作一公一母、可由真
人穿戴的台灣熊大玩偶，超卡哇伊的造型人見人愛，同時還
為兩隻吉祥物加上金框眼鏡，更凸顯高應科大學生的書巻
氣，去年 12 月 23 日參加高雄縣婦幼館的聖誕節晚會，即受
到現場小朋友熱烈歡迎，校內的社團評鑑晚會也引起騒動，
許多學生爭相拍照，整個校園更添青春活力。
台灣熊兼具憨厚可愛的形象和雄壯威武的身軀，代表高
應科大學生擁有南部高雄人有幹勁、誠懇的特質，做事穩
健、步步踏實，而且熊是少數可以手腳並用的動物，既強而
有力，動作也極為靈巧。美國大學學生活潑、充滿活力，校
園幾乎都有代表學校的吉祥物，如馬里蘭大學的吉祥物就是
烏龜，這次票選出的台灣熊，是台灣唯一原產的熊類，活動
於全島海拔一千至三千五百公尺森林帶，胸前的白字 V 字是
最大特徵，曾被票選為「台灣明星動物」第一名，而「熊」
的諧音也與高「雄」工專改制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不謀
而合，未來也將以這次選出的台灣熊吉祥物型為本，設計一
系列紀念品。(相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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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2：KUAS 綠頭鴨家族
要看冬季候鳥綠頭鴨不必等到冬天，也不必到野外了。
校園中綠頭鴨家族於 12 月中旬由母鴨成功孵育出第三代小
綠頭鴨，在校門入口水池就可以見到牠們（五隻）自在悠游，
學校表示將來大量繁殖成功後，擬『移民』至燕巢新校區，
讓牠們更接近大自然的生長環境。
綠頭鴨屬雁形目雁鴨科，從北半球到南半球皆有蹤跡，
以水生動植物為食，主要以水邊、河口、沼澤、淺灘為棲息
地，大部分皆在地面築巢，現今的家鴨是由綠頭鴨育種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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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1：學生社團評鑑
本（95）年度學生社團評鑑於十二月八、九日舉行完畢。
本次評鑑共有五十一個社團參加評比，並邀請校內外十二位
師長擔任評鑑委員，評鑑結果於 12 月 22 日評鑑晚會中揭
曉，績優社團師生均榮獲頒獎鼓勵。(相片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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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2：告別 2006 系列活動
1.蒙娜麗莎的狂嘯演唱會，時間:12 月 5 日(二) 18:00，地
點:中正堂，堅強陣容：吳克群、TANK、范瑋琪、楊培安、
櫻桃幫、林冠吟、楊孝君，告別微笑、盡情狂嘯。
2.社團評鑑展示--校園中的奇蹟，時間：12 月 9 日(六)
18:00，地點:中正堂，讓你發出驚訝的感嘆。
3.三合一選舉--引爆高應大，時間：12 月 12 日(二) 10:00，
地點:各系投票所，高應大由你來做主。
4.天下雜誌演講--讓你視野更廣闊，時間：12 月 13 日(三)
14:00，地點:國際會議廳，天下就在你手中。

5.社團評鑑晚會--有如星光大道的光彩，時間：12 月 22 日
(五) 18:00，地點:中正堂，錯過這次就要再等一年。
6.電影同樂會--免費的吃喝玩樂，時間：12 月 28 日(四)
17:00，地點:中正堂、咖啡廣場，各大廠商有好康的讓你
拿到手軟。
學生活動 3：WS 學園祭（漫研社舉辦）
本校漫研社號召鄰近十數所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對動漫
畫極有熱忱之青年學子組成 Wing School ACG 社團聯盟舉辦
「動漫祭」活動（11 月 25-26 兩日），設攤次達三百攤，參
觀入場人次高達 4000 人次，成功發揮推廣動漫畫與社區服
務之功能。(相片 9-10)

心靈講座，由本校諮商輔導中心魏金桃心理諮商師與學子、
民眾分享憂鬱症的不同面向，瞭解憂鬱症的原因，讓聽眾認
識憂鬱症以及自助或助人的方法。(相片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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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交通安全評鑑

衛生保健：口腔衛生教育

本校榮獲教育部 95 年度「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績優獎，
生輔組葉以仁組長、張薰之教官、學生宿舍輔導老師張澎平
先生等 3 員，代表本校赴台南市社教館出席「金安獎頒獎典
禮」。95 年 12 月 27 日本校第四次行政會議時，恭請校長頒
發獎狀、獎盃予總教官及學務長，並致贈張教官感謝狀，以
茲鼓勵並慰勉 (相片 11) 。另康輔社同學於 95 年 11 月 4
日代表本校參加教育部與中華民國汽車安全協會合辦之交
通安全隊呼比賽，榮獲大專組佳作獎(第 1 至 3 名從缺，僅
發佈佳作乙名)，學務長特於 12 月 11 日頒給康輔社獎狀及
獎金，由社長王亭淨同學代表授獎，以表彰該社為本校爭光
(相片 12)。

本校為加強建立師生正確口腔衛生常識，特安排於 95
年 11 月 30 日(星期四)，在教學區東 002 教室舉辦口腔衛生
講習，講習對象為進修推廣部師生。(相片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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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 1：學習輔導教師
本校爲落實本校輔導工作三級機制，依本校「系所學習
輔導教師設置要點」
，於 12 月 1 日辦理系所學習輔導教師專
業訓練工作坊，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演講及實務演練，以提升
其輔導專業知能，協助其了解各系所學生實際狀況、需求，
提供學生各類學習問題之輔導或諮詢服務。(相片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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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 2：憂鬱症防治與宣導
諮商輔導中心與高雄市衛生局社區心理衛生中心、本校
通識教育中心合作，於 12 月 18-22 日假本校藝文中心舉辦
憂鬱症防治與宣導海報展覽及專題演講。本次展覽以正向角
度來呈現憂鬱症，讓一般民眾及莘莘學子也能對憂鬱症有正
確、正向的認識，並鼓勵患者能走出憂鬱的心靈角落。展覽
方式除了許多創意海報的呈現之外，另有「遠離藍色風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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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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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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緊急聯絡電話：高雄市少年隊 395-4648 高雄女警隊
271-6658 三民二分局 390-7882 莊敬派出所 381-4093 民生醫院
751-1131 婦幼醫院 312-2565 高雄醫學院 312-1101 榮民總醫院
34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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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同仁訊息：
1.諮商輔導中心主任徐西森老師，日前（95 年 12 月 28 日）甫獲
教育部審定通知，榮升等為教授。
2.課外組陳秀金老師即將自元月 15 日屆齡退休，原承辦之減免學
雜費及助學貸款等業務由林碧娥老師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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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