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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簡訊(SA-News)

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8 日(創刊號)
為了加強全校師生對學務處的瞭解，自本學期起，學務
多位新生參加，並由高雄市建工路，以徒步方式，步行到救
處將不定期出版學務簡訊，內容將包括全校師生互動、學生
國團澄清青年活動中心忠孝營區，全程路長約五公里。藉以
活動、及各項學務相關資訊，歡迎大家指教。
學務處
磨練新生的耐力。林仁益校長及方俊雄副校長分別勉勵同學
做個青春洋溢的新世代，在活動中展現團結合作的精神，方
太陽能拉力賽：2006 World Solar Rally in Taiwan
俊雄副校長也曾參與過學校第 4 屆的新生大露營，很高興這
台灣 400 年來第一次國際性太陽能車大賽在林仁益校
麼具有傳統的活動已經堂堂邁入第 32 屆，綜觀全國大學中
長、方俊雄副校長、及模具系艾和昌教授精心策劃下，於 9
只有本校學生自治會有能力辦 2 千人大規模的新生大露營，
月 15-21 日在本校隆重登場，世界各國共 7 個國家 10 支頂
是所有高應大人最值得回憶之一。
尖車隊 120 位外國選手，國內茂迪、益通兩家公司(上市公
第一天下午的活力寶寶是由各系表演動唱，在烈日下展
司的股王)全力相挺贊助，台灣首次、全球矚目。這是本校
現高應大學生的活力。晚會則是新大的重頭戲，除了支援社
成立以來首次的國際性比賽，全台灣很少有大學能夠舉辦這
團外，各系也輪番呈現精心籌備的節目，將兩天一夜的氣氛
樣的國際性比賽，這是我們可以大聲說出的光榮與驕傲，展
推至最高點。大地遊戲為第二天的首要活動，藉由分組競賽
現高應大師生的熱情。本校阿波羅五號車隊獲得場地耐久賽
的方式讓新生體會團結合作的重要。最後壓軸的是生活官卸
及道路拉力賽雙料亞軍，創台灣太陽能車在國際比賽中最佳
任，在兩天活動中扮演黑臉的生活官們，此時將拋開嚴肅的
成績。(相片 1-8)
一面與新生互動，也代表活動的尾聲。(相片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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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營：95 級快樂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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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迎新：青春蕩 Young--32 屆新生大露營
9 月 23、24 兩天，全國獨一無二的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第三十二屆新生大露營於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新生
大露營是本校送給新生的第一份禮物，透過兩天一夜的活動
讓新生彼此認識，並歡迎新生的加入。全校各系一年級 2 千

95 級快樂成長營於 9 月 3-4 日在校園舉辦，活動宗旨為
增進學生自治會與社團負責人間的連繫，學生會特地設計相
關訓練課程，研習社團實務，期盼能夠改善社團營運難點與
活動上的迷思，儲備迎接下學期的能量。課程內容為張志成
老師的團體激勵、謝東宏老師的社團經營與傳承，以及陳宇
嘉教授的社團與社區服務課程，配合校方和實際需求做多方
面的嘗試，期待社團夥伴能從中獲益，調整好身心再出發前

往下半級。除此之外，並配合課程內容，邀請學長姊分享社
團經驗，讓好的概念能延續，也為落實幹部服務學習之精
神，本次成長營特地安排參觀環保站，加強社團幹部此方面
的觀念。(相片 17-20)

相片 23.95/5/15 賃居博覽會中方副校長頒發鼎山派出所感謝狀
相片 24.95/5/15 賃居博覽會「一元競標」得標者與教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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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25.95/4/3 房東座談會中致贈鼎山派出所感謝狀
相片 26.95/4/3 房東座談會中房東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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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暉專案：
為擴大春暉專案教育成效，本校春暉社在生輔組周齊譜
教官帶領下，與育英護專春暉社（劉文成指導老師）合辦「健
康快樂反五毒」活動，於 10/29 日校慶運動會當天，假雙科
館天地之間以「量血壓」
、
「海報展示」等方式，進行反制「藥
物濫用」
、
「菸害」
、
「愛滋病」
、
「嚼食檳榔」
、
「酗酒」等五害
的各項宣導活動，期能提醒大家重視身心健康，養成運動的
好習慣，保持良好的飲食及生活作息，當身體出現異常狀況
時要提高警覺，不能掉以輕心，並且戒除不良嗜好（如吸菸、
酗酒等）。所有參與活動的同學均對「五害」對健康的危害
及宣導教育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體認。(相片 21-22)

相片 21.10/29「健康快樂反五毒」活動致贈育英春暉社感謝狀相片
相片 22.本校與育英春暉社合辦「健康快樂反五毒」活動

相片 27.9/25 陸總教官親臨會場致詞勗勉各班賃居生股長
相片 28.9/25 生輔組葉組長歡迎各班賃居生股長參加座談

新生始業式：
本校於 9 月 8 日起，舉辦兩天的新生始業輔導活動，以
歡迎加入這個大家庭的新生們，今年的活動特色是「知性與
感性」
，除了介紹學校行政單位、校園環境及安全宣導外，
並由學長們為學弟妹設計了別開生面的歡迎儀式---「西瓜
新樂園」，以活潑有趣的笑聲，消除「新生訓練」的刻板印
象。同學們表示，高應科大每年會以一種吉祥物，帶進活動
主題，今年選擇西瓜為吉祥物，是勉勵高應大新鮮人，能以
４C 為學習依歸，因此以西瓜的台語諧音為口訣，讓同學既
好記又有趣之下能有所悟。所謂 4C 指的是品格 Character、
競爭力 Competence、社區關懷 Community、自信心 Confidence，
期許每位同學在學校師長的愛護教導下，將來能是一位學以
致用健康快樂並受社會歡迎的「高應大」人。(相片 29-32)

賃居服務：
為加強對賃居同學的關懷與照顧，有效輔導同學校外居
住環境品質。校長林仁益博士特別指示：落實校外賃居生輔
導工作，以提昇學生居住品質。並責由學務處編組賃居服務
義工成立「校外賃居服務中心」，專責服務同學各項賃居事
宜。本校校外賃居服務中心自 92 年成立迄今，一直秉持各
級師長之指導，以主動積極、熱忱有效的服務精神，提供同
學安全、可靠的租屋資訊，並適時接受同學相關問題諮詢與
協處各項賃居服務工作。
為溝通對校外賃居生生活照顧及安全維護作法，由生輔
組及校外賃居服務中心主辦、軍訓室協辦，於 95 年 9 月 25
日（週一）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假國際會議廳舉行「賃
居生股長講習座談會」，陸總教官親臨致詞，系輔導教官均
到場指導，各班與會賃居生股長共 111 員。會中結合業務報
告、Q&A、中心成員介紹、系聯絡員時間等，充分向學生幹
部宣導應配合事項，為建立學生通訊正確資料及確保個人資
料隱密性，詳細說明系統登錄方式，並請賃居生股長通知各
班同學自行上網至校務系統更新，以利師長後續訪視作業，
打造同學居住安全網；另為使學生能儘速修正通訊資料，前
10 名繳回班級通訊錄之賃居生股長，每人記 1 支嘉獎以資鼓
勵。(相片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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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
為推廣拒菸反菸理念，維護師生健康、營造清新乾淨的
學習環境，本校向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積極爭取補助款
辦理「校園菸害防制系列活動」，計有菸害防制專題講演、
才藝設計競賽等，以提昇菸害知能、建立反菸共識。並於 95
年 10 月 25-26 日假咖啡廣場舉行
「菸害防制週活動成果展」
。

10 月 25 日 12-13 時開幕典禮由校長、副校長、學務長共同
剪綵，生輔組長及所有教官均到場觀禮，現場有菸害防制才
藝設計競賽優勝作品頒獎及展覽、反菸熱舞表演、成果展巡
禮、菸害防制闖關遊戲及摸彩、菸害防制簽名連署、學生自
製菸害防制宣導短片播放等。春暉社及進修推廣部慈暉社學
生幹部精心設計之各項活動，使現場氣氛熱絡，參加人潮川
流不息，而才藝競賽得獎同學對於能在開幕式中公開接受表
揚、及作品裱框陳列展示，均感到無比榮耀。由參與活動師
生絡繹不絕之盛況顯見已達到預期效果。(相片 33-36)

相片 33.10/25「菸害防制週成果展」開幕式剪綵
相片 34.10/25「菸害防制週成果展」師生踴躍支持反菸簽名活動

國企系夏豔文老師、李威龍老師、應外系張蘭心老師、文化
系洪素香老師等八位。優良輔導教官部份當選名單如下：張
薰之教官、石子建教官等二位。

公告事項：
1.自九十五年九月一日起開始實施，學校單位之餐廳於內用
飲食部分不得提供免洗餐具（包含杯、碗、盤、碟、餐盒
及餐盒內盛裝食物之內盤、筷、湯匙、刀、叉、攪拌棒等）
。
違反本公告之處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敬請各位
同仁幫忙宣導，感謝總務處事務組近期內在玄關文字跑馬
燈顯示禁煙之標語，配合宣導。
2.今年 7 月份交通安全法規已作部分變更，請多加注意法規
之變動，可參閱學生事務處交通安全教育連結網頁。
3.法治教育南區對口窗為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為民服
務中心，該中心電話：2161467、地址：高雄市前金區河
東路 188 號，各單位為辦理法治相關活動時可逕洽。另請
加強宣導：避免教師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於採購軟體時
需注意使用軟體版權數不能超過採購版權實數，詳細內容
可至學務處教育網站查閱點選連結網站。

獎助學金：

相片 35.10/25「菸害防制週成果展」參與開幕式師長合影
相片 36.10/25「菸害防制週成果展」周教官和參與活動學生合影

新生註冊：
95 學年度新生註冊於 9 月 12-13 日舉行，今年由於本校
舉辦 2006 太陽能拉力賽，來自各國太陽能車置於中正堂，
故註冊地點改於育賢樓辦理，體檢處則於雙科館辦理，由學
生組成的各種服務隊、賃居服務中心、及各系迎新服務提供
新生賓至如歸的服務，則讓新生受寵若驚，深深體會南台灣
學府的熱情。(相片 37-42)

相片 37

相片 38

相片 39

相片 40

相片 41

相片 42

優良導師：
本校 94 學年度優良導師當選名單如下：土木系王和源
老師、林明昭老師、機械系郝思屏老師、財稅系張淑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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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組陳秀金老師，校內分機：2524)
3.網址：http://student.kuas.edu.tw/award/award1_01.asp

社團活動：
1.本校學生社團除學生會、學生議會畢聯會等綜合性社團，
以及 18 個系(中心)學會，其他一般社團依性質分屬「學
術性委員會」
、
「康樂性委員會」
、
「體育性委員會」及「服
務性委員會」
，總計目前總數為 57 個社團。
2.學生會已於 9 月 3 至 4 日召集所有社團負責人，舉行暑期
研習營，審核本學期之活動與預算，協商活動場地與相關
事項。有關學生會會費之支出，均由學生議會審核三讀確
認後，依制度動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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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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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喜訊：
1.恭喜生輔組組長葉以仁教官榮升上校。
2.恭賀課外活動組組長黃天受老師榮升副教授。
3.諮輔中心魏金桃老師榮獲教育部「94 年度輔導工作優秀人員」肯定，訂
於 11 月 16 日在台北接受頒獎。
編輯後語：全體師生有任何學生事務方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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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