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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1 日(第 4 期)
本校錦旗予屏東教育大學總教官)
學生活動 2：學生宿舍幹部交接
爲增進本校教職員工的輔導知能，學務處特別於 1 月 26
本校學生宿舍自治幹部任期 1 年。為傳承學生宿舍優
日上午在行政大樓國際會議廳舉辦兩場專題演講，會中邀請
良傳統，並同時慰勉 95 級幹部一年來之辛勞，生輔組特地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柯慧貞常務委員主講校園中學生自殺的
準備餐點於上學期末辦理宿舍自治幹部交接。會中，學務
三級預防，另請彰化師大學務長郭麗安教授談性別平等在教
長並頒發 95 級宿舍幹部當選證書，表彰其任內為學生宿舍
育場域的實踐與反省，期盼增進全校教師、系所學習輔導教
辛勤付出。為使活動生動活發，會中除播放 95 級宿舍幹部
師及學務工作人員的輔導專業知能，了解諮商輔導的運作方
活動點滴影片外，並穿插每位幹部服務感言，使活動更臻
式，以落實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及三級預防機制，提昇教職員
感性温馨。(相片 6)
同仁心理衛生及性別平權等知能，了解人類心理行為問題及
其處理方法，以促進身心發展及生活適應。(相片 1-2)

特別報導 1：導師暨教職員工輔導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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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2：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
為維護教職員生之交通安全，本校依據「學生交通安
全教育實施計劃」編成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由校長兼任
主任委員，並納編校內各一、二級相關單位主管及業管師
長，及校外相關單位人士組成之，委員合計 33 員。
日前假行政大樓七樓第二會議室召開本（95）學年度第
1 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議。會中首先頒發高雄市交通大
隊陳瑞堂組長等七位校外委員感謝狀及 96 年度聘函，感謝
委員們平日支援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使本校榮獲 95 年
度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績優學校，藉此分享此份殊榮。同時，
會中並針對 95 年度交通意外事故學生肇事原因請相關單位
委員做歸納分析。各委員所提之寶貴建言對本校交通安全教
育推行有很大助益。(相片 3)
學生活動 1：住宿服務幹部研習
本校 96 級宿委會、校外租賃中心幹部研習活動，於
96 年 1 月 21、22 日假本校化材館禮堂、國立屏東教育大
學等地舉行，除肯定宿委會同學過去服務工作成效外，更
期許新任幹部能發揮薪火相傳精神，繼續為同學服務。
本活動主要目的為使學生幹部能更了解工作內容，並
增進服務品質，使住宿同學可將宿舍當作另一個家。研習
活動首日上午於本校化材館禮堂舉行，特邀通識中心王國
源老師到場演講，主題為「個人形象公關與人脈建立」。
王老師以「形象的塑造」、
「公關的操作」
、「人脈的建立」
等三部分，傳授如何從外表至內涵去吸引對方，成為受人
尊重的管理幹部，並且要會危機處理，才能成為一位內外
兼顧受人歡迎的好幹部。
接著就是一天半的知性之旅，包括參觀牡丹水庫、石
門古戰場、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等行程，並赴國立屏東教
育大學參訪交流，藉由參觀過程了解該校宿舍運作管理機
制，學習其優點提供爾後宿舍服務工作參考。本次研習活
動同學們均感受益良多，並互相期許在未來服務工作上能
精益求精，延續優良傳統繼續提供同學優質服務。(相片
4--研習師生於牡丹水庫合影留念，相片 5--總教官致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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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3：寒假期間服務隊
1.椰城社會服務隊 96 冬令山地服務隊於 1 月 28 至 2 月 4 日，
由葉瑞耀老師帶領前往高雄縣三民鄉民族、民權兩村落從
事家電修復、國中小育樂營及社區服務工作，期間有幾位
隊員因身體不適，經帶隊老師緊急送往義大醫院診治後，
已無大礙，並於 2 月 4 日順利完成服務工作。(相片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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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青基層文化服務隊於 1 月 28 至 2 月 5 日組成兩隊，分
別前往台中縣太平市車籠埔國小、潭子鄉新興國小展開青
少年育樂營服務工作，並於 2 月 5 日順利完成服務工作。
(相片 11-14)

防疫工作，仍希望全校教職員工生大家共同配合，依這幾年
累積的經驗，順利做好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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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牙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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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4：漾我青春才藝秀
本校管樂社於 2 月 4 日晚上在高雄市社教館舉辦之「漾
我青春才藝秀」，以「管樂狂歡」為主題首先熱鬧登場。為
了讓小朋友能親進管樂，管樂社表演時特別穿插「小叮噹」、
「小丸子」
、
「柯南」等當紅卡通曲目，同時針對青壯年觀眾
準備了 60 年代紅極一時的 Disco 曲風，引領大家輕鬆進入
管樂的世界。(相片 15-16)

學務處於 96 年 1 月 19 日（星期五）中午在行政大樓六
樓諮輔中心舉辦尾牙餐敘，邀請學務處及軍訓室教官全體同
仁共同參與，尾牙係採歐式自助餐方式辦理，學務處及軍訓
室教官等全體同仁藉由該餐敘的機會，一方面聯誼同仁間的
情感交流，另一方面也在融洽的氣氛中交換各單位間業務推
動上的意見溝通，參加的同仁均感到該尾牙餐敘相當圓滿成
功。(相片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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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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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5：僑生春節聚餐
本校為關心僑、外生在春節時湧起思鄉情愁，於 96 年 1
月 12 日在高雄市「南北樓」餐廳辦理 96 年度僑、外生春節
聚餐活動，以紓解僑、外生佳節思親之鄉愁。
本次活動，校長暨副校長因早有公務行程不克參加之
外，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三長及軍訓總教官、課外組長、
生輔組長、衛保組長等師長均出席與會，非但表達學校對
僑、外生關懷之情，也讓僑、外生紓解了思鄉之愁，使僑、
外生均能以平常心來面對這一年一度的春節。(相片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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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治組織：
學生會網址：http://www.sa.kuas.edu.tw/ (分機 2579)
學生議會網址：http://140.127.119.31/parliament/
畢業生聯合會網址：http://kuasgsa96.no-ip.org/

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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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登革熱防治特別叮嚀
有關登革熱疫情，從去（95）年入夏以來到年底，累計
本土登革熱確定案例已突破 500 人，南部登革熱疫情攀升，
根據衛生署疾管局統計，高雄市 11 個行政區，除了鹽埕區
沒有傳出疫情，其餘都有病例出現，大多集中在高雄前鎮區
與鳳山市。高雄市衛生局也加強呼籲，在登革熱流行期間，
慢性病人要提高警覺。此外，雖然疫情還在掌控中，但仍有
流行現象，所以高雄市前鎮區、三民區、苓雅區居民尤其要
加強注意。
本校非常重視防疫工作，在總務處環安組協助校園全面
消毒、各單位環境督導的全力配合，及各班衛生股長志工全
面參與之下，成功防堵本校登革熱疫情的發生。展望未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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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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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