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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師長、同學、朋友，並且積極參與資源教室各項活動，
校園吉祥物：
一起成長，彼此分享支持，自助助人。目前恩典家族由諮商
學生會為配合學校票選吉祥物活動，於校慶前夕運用班
輔導中心徐西森主任擔任負責人，督導資源教室業務，聘有
級投票，結果台灣黑熊以 36％當選為本校吉祥物。黑熊-憨
兩
位專任輔導老師，負責輔導工作執行、活動策劃、經費管
厚可愛的形象，雄壯威武的身軀，代表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的
理
與使用、設備採購和維護等。
學生，具備南部高雄有幹勁、誠懇的特質，做事穩健、步步
恩典家族服務分為生活、課業兩大項目。在生活方面主
踏實，而且熊是少數可以手腳並用的動物，不僅強而有力，
要包含協助無障礙環境的改善、課業輔導、個案輔導、團體
身手也極為靈巧。
輔導，辦理新生家長、期初、期末座談會及聯誼、生日會等
台灣黑熊小檔案：
各項活動，提供大家彼此聯繫的機會。課業輔導方面則有師
臺灣黑熊（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是臺灣唯
生座談會、課業加強班及協助課業學友之申請等服務，包
一原產的熊類，屬於亞洲黑熊的種群之一。牠們曾廣泛的分
含：1.個案管理。2.個別輔導。3.與學校行政及科系老師聯
布於亞洲各地，悠遊在山林水澤間，然而由於人類的大量遷
繫。4.轉銜計劃。5.提供課業或生活上的協助。6.聯誼活動。
入，嚴重改變了既有的生態環境，現在也只能在深山密林中
7.成長團體活動。(近期舉辦的活動有 10 月 18 日恩典家族
才偶爾見到牠的芳蹤。長相憨傻的臺灣黑熊，披著白色Ｖ字
師生座談會，相片 3-5，及 10 月 28 日恩典家族校際-高雄文
領的黑毛大衣在森林中走來走去。
化一日遊，相片 6-8)
曾被票選為「臺灣明星動物」第一名的臺灣黑熊，為臺
灣陸上大型之動物。體毛黑色，身體壯碩約一百多公分，掌
粗大肥厚，尾巴短，唯一明顯特徵是，胸前有「Ｖ字型」的
弧狀白帶，所以又稱「白喉熊」。牠們走路時四肢貼地，只
有在覓食，或是受到威脅與攻擊時，才會採站立姿勢。

校慶系列：
為配合四十三週年校慶系列而舉辦的班級座談會，同學
在學校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及建議，都可以在此次座談會中
提出，藉由學校師長和同學們之間的互動，拉近彼此的距離。
今年另舉辦了本校吉祥物票選，希望藉此能給予校慶一
個活潑的活動，在這個日子裡有代表性的動物，並宣傳校慶
吉祥物。同時今年由機械系學會聯合十八系系學會共同策劃
啦啦隊比賽，使今年校慶系列活動更添熱鬧氣氛。
除此之外，社團也藉此機會展現他們努力成果及特色吸
引學生，為校慶注入一股新的潮流，讓同學在課餘也能有許
多機會去接觸社團活動、參與社團活動。透過校慶系列活動
可培養同學自治能力，增加同學彼此間默契及班級向心力，
以展現學生活力，並訴求年輕化、創新、創意，以共同分享
校慶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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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 獎學金：
本校 3Ｑ獎學金是全國唯一要有愛校服務獎狀才能申請
的獎學金，不只鼓勵同學會讀書，更鼓勵重視健康、身體力
行公益，愛己愛人愛校的獎學金（每學期接受申請、每人獎
學金 5000 元）
，已在本校實施第七年，獲獎同學達二百多人
次，本學期在 11 月 15 日經審核計錄取 28 人（含日夜間部
及進修學院）
。(獎學金委員及得獎同學合照，相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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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隊比賽：
由十八系系學會共同策劃，機械系學會主辦之啦啦隊比
賽，已於 10 月 27 日順利圓滿完成。各系學會均卯足全力，
展現青春活力。競爭十分激烈，榮獲第一名的是蟬聯了三屆
的模具系，與其合作夥伴觀光系，第二名的是機械、會計系，
第三名是只有自己ㄧ個科系的應外系。(相片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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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家族(身心障礙生服務)：
本校於民國 79 年向教育部申請開辦資源教室，取名為
「恩
恩典家族」，期待同學懷抱感恩惜福，感恩協助過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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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防治：
學務處衛保組依「校園登革熱防制計畫」執行，於 10
月 2 日安排各班衛生股長參加登革熱防治講座及講習外，更
加強校園環境衛生管理，督導校內各單位全面檢查並徹底清
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目前也安排各系部份班級衛生股
長，每週巡視系館周圍及學生上課場所的環境衛生，作檢查
記錄表及定期回報，方便衛保組作進一步督導。另外也感謝
環安組於 9 月中實施開學前校園全面消毒。此外，三民衛生
局於 10 月 31 日登革熱防疫小組到本校土木、機械、化材、
模具等系館及公共教室外周圍環境實施重點防疫消毒工
作。(校內登革熱防治相關相片，相片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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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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
福智青年社 10 月 19 日舉辦有機飲食義賣，所得全數均
捐給福智教育園區；椰城社服社 10 月 21 日－10 月 22 日於
婦幼館舉行社區服務；青青文服社 10 月 22 日-10 月 23 日於
民權國小舉辦育樂營；慈青社 11 月 01 日舉辦環保志工帶領
同學至社區環保站實作；魔術社 10 月 28 日於三民區舉辦社
區魔術表演；仁愛社 10 月/31 日-11 月 03 日舉辦校園捐血
活動；電子系學會聯合十個系學會獲得董氏基金會補助，舉
辦「活出青春走出憂鬱」2006 校園運動會活動，涵括各項運
動及趣味競賽，在校園中獲得熱烈迴響。(社區服務相關相
片，相片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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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輔導股長研習營：
為了能與全校各班級保持聯繫，特別將各班級遴選出來
的輔導股長，作一個有系統的訓練和研習，使輔導股長都能
知道諮商輔導中心有哪些資源可以提供，並讓輔導股長成為
班級與諮商輔導中心的橋樑，並且隨時反應班級發生的各種
狀況，使得諮商輔導中心能在第一時間就可以介入，提供必
要的協助與服務，減低學生因一時的衝動所造成的傷害，能
降到最低程度。本(95)學年輔導股長研習營已於 10 月 16 日
(星期二)順利在行政大樓地下室國際會議廳舉行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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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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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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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同仁訊息：
1.生輔組葉以仁組長調任至軍訓室教學組組長，遺缺（生輔組組長）
由蕭滌榮教官（原進修學院學務組組長）接任。
2.原諮輔中心輔導員李宗璽先生因學務處業務調整，目前直接改隸
學務處，承辦僑外生及性平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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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