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一、進修部網頁目前正在更新，各項資訊尚未完整呈現，同學若需任何資訊可利用上

課時間至教務組、學務組或電 7358800 轉 1202、1210 查詢。 

二、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第一階段申請日期自 102 年 12 月 2 日起至 12 

月 16 日開始辦理。此一階段完成減免手續者將於下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先行扣除

減免金額，無法於此階段完成減免手續者，請持學校所核發下學期學雜費繳費單 

、相關證明文件和減免申請表於 103 年 2 月 21 日(五)前完成補辦手續。如有疑

問請洽承辦人張先生。 

三、102 學年度第 1學期就學貸款溢貸金額 (包含書籍費、校外住宿費、生活費等) 已

匯入同學所提供之帳戶，同學所提供之帳戶如非臺灣中小企業銀行帳戶，將另行

扣除轉帳手續費 20 元。如有退費問題請電 7358800-2784 張先生。 

四、102 學年度弱勢學生助學金審查合格的 963 位同學請於 12 月 10 日(二)PM19:20 

時到人文大樓九樓正修廳參加服務學習說明會，瞭解服務學習實施方式及期程， 

服務學習實施結果將影響下一學年助學金申請的權益，請務必準時參加，全程參 

加者當天給與 4節公假。 

五、 第7至11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 

優等計有15個班級： 

妝彩二乙、數位一甲、機械二甲、資工三甲、企管四甲、幼保四甲、金融四甲、電機三甲、

電機二甲、資工二乙、國企二甲、幼保三甲、幼保一甲、創意三甲、電子四甲，依實施辦

法全班同學各核與嘉獎乙次獎勵。 

乙等計有53個班級： 

一年級16個班：企管一丙、創意一甲、電子一甲、資工一甲、機械一乙、資管一乙、妝彩一

甲、企管一乙、休運一丙、妝彩一乙、資管一丙、休運一甲、電機一甲、資

工一乙、電機一乙、時尚一乙。 

二年級16個班：企管二乙、資管二乙、資工二甲、電子二甲、電機二乙、觀光二乙、創意二

甲、時尚二甲、資管二甲、機械二乙、休運二丙、數位二甲、觀光二甲、時

尚二乙、妝彩二甲、電機二丙。 

三年級12個班：資管三乙、金融三甲、妝彩三乙、機械三乙、企管三乙、建築三甲、企管三

丙、應外三甲、妝彩三甲、電機三乙、機械三甲、觀光三乙。 

四年級9個班：電子四乙、資管四丙、機械四甲、資管四乙、電機四甲、幼保四乙、妝彩四

甲、妝彩四乙、電子三甲。 

＊請各班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留給自己一個清潔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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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第三次班會紀錄表未繳班級名單 

二企三甲、幼保四乙、金融四甲、資工四甲、電子三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乙、企管三丙、

資管三丙、休運三乙、休運三丙、休運三乙、資工三乙、觀光三乙、妝彩三甲、時尚三乙、

國企二甲、建築二甲、資管二丙、金融二甲、資工二甲、妝彩二甲、妝彩二乙、土木一甲、

工管一甲、企管一甲、資管一丙、應外一甲、時尚一乙、數位一甲。 

 

 

 

七、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汔、機車車位公開抽籤於 12 月 6 日 19：00 假圖科大樓 0503

教室實施，登記購買班級請派代表參加。（12 月 11 日於總務處網站公告班級車

位預估停放位置。） 

八、103 級畢業班個人學士照修片後第二次校對照片檔資料，廠商於 11 月 29 日下午 

下班前以 Email 方式寄發各需要修片同學校對，另以簡訊通知本人，請各班畢代 

提醒同學，校對結果須於 12 月 30 日前以 Email 方式回覆廠商，以利後續全校照 

片交件工作能如期完成。 

九、12月4日（星期三）學生議會查核學聯會11月份帳冊，各系議員請準時於20：00 至

學聯會辦公室查帳。 

十、 第12週（11月24日至11月30）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股長

務必督促每日導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第 12 週資料統計期間【102/11/22-11/28】 

本週 累計 本週 累計 

班級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班級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電機一甲 3,11/22,26,28 6 13 26 建築二甲 1,11/26 2 1 2 

電機一乙 2,11/22,25 4 24 44 觀光二甲 1,11/22 2 5 10 

資管一乙 1,11/25 2 7 14 電子三甲 1,11/28 1 12 15 

休運一甲 2,11/22,27 4 17 34 機械三甲 2,11/22,28 4 16 32 

休運一丙 1,11/25 2 4 8 電機三甲 1,11/28 2 3 6 

建築一甲 1,11/26 2 6 10 企管三丙 1,11/26 2 6 12 

觀光一乙 1,11/26 2 3 4 幼保三甲 1,11/28 2 1 2 

妝彩一甲 1,11/28 2 5 10 資管三乙 1,11/26 2 2 4 

妝彩一乙 2,11/25,26 4 9 16 休運三甲 1,11/27 2 3 4 

機械二乙 1,11/25 2 6 12 國企三甲 1,11/26 2 4 6 

電機二乙 1,11/28 2 9 16 觀光三甲 1,11/28 2 1 2 

電機二丙 2,11/25,28 4 24 46 妝彩三甲 2,11/22,28 4 13 24 

資管二乙 1,11/22 2 3 6 幼保四乙 1,11/27 2 4 8 

     102/11/27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幹部配合事項



十一、11 月 22 日測試班級電子郵件聯絡員有回覆並轉逹同學週知班級如下： 

二企三甲、二企四甲、電子一甲、機械一甲、企管一甲、幼保一甲、資管一乙、資工一甲、

妝彩一乙、創意一甲、土木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國企二甲、

企管二丙、幼保二甲、觀光二甲、土木三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甲、工管三甲、

企管三乙、幼保三甲、資管三甲、資管三乙、應外三甲、金融三甲、休運三甲、休運三乙、

觀光三甲、電子四甲、國企四甲、企管四甲、企管四丙、幼保四甲、幼保四乙、休運四甲、

休運四乙、資工四甲、觀光四甲、觀光四乙、妝彩四甲、時尚四甲。以上班級電子郵件聯

絡員嘉獎乙次，未回覆的班級聯絡員請記得要按時收學校訊息並轉逹同學週知。 

 

 

十二、本學期行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2月27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為

自己過錯予以彌補（除打掃服務工作外配合聖誕愛心活動亦可採捐贈30張發票

方式辦理），各班曾受懲處名單已於11月27日送交各班，請班長利用時間逐一

通知該同學知悉。 

十三、學生缺曠異常預警輔導機制如下： 

（一）曠課每逹 10 節及操行成績不及格，系統會自動傳送 mail、簡訊通知個人（個 

人手機號碼若有異動請直接至訊息網更正）。 

（二）學務組每三週發函通知缺曠嚴重同學家長並請導師約談輔導。  

   ※請同學不定時至個人訊息網查個人缺曠紀錄並依規定在十天內完成請假手

續。（正修訊息網 http://cswbd.csu.edu.tw/login/cswbd.htm） 

   ※有何任問題請主動至學務組找教官諮詢。 

※請珍惜就讀機會，不要任意缺課並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十四、近來有住戶反映正修路上的機車違規亂停的情形很嚴重並向警察告發，尤其是

將機車停於汽車格內，更是造成汽車駕駛人的困擾，被拖吊的可能就更高了，本

月警方實施取締的頻率已有增加，雖未拖吊但開了不少的罰單，雖然部份同學將

罰單丟在地上，但罰款記錄仍然存在，建議同學依法繳納罰款，以免造成更多的

損失，提醒同學務必將機車停於停車格內或向校內相關單位購買停車證，不要因

小失大。 

十五、【戒菸真實案例】一句「沒志氣」讓菸齡 46 年漁民戒菸成功！ 

吳姓漁民因漁業工作沉重，在船上只能靠著菸品紓解工作及生活壓力，1天最少

40 根，最多 80 根，「從來沒有戒菸的念頭」。10 年前心臟開始不舒服，老漁民還

是沒有戒菸念頭，直到去年 12 月，心臟病復發，醫師強烈建議他戒菸，結果他

告訴醫生「我可能無法戒菸」。醫生隨後冷冷的說一句話「那麼沒志氣喔」，就這

樣激起了老漁民的戒菸鬥志。他說，「我是漁民，大風大浪都頂過了，戒菸有什

麼了不起」，說戒就戒，就這樣戒掉 46 年菸癮。抽菸的同學們，没有戒不掉的東

西，只在於毅力和決心，這位老漁夫的經歷值得成為大家的戒鏡，祝大家身體健

康，戒菸成功。 

宣導事項 



十五、近來天氣變化較大，而且因著寒流一波一波的發佈，對於一些有潛在病症的同

學，諸如憂鬱症等病症都是好發期，建議曾有相關疾症的同學一定要適時就醫或

向家人反映、求救，儘量不讓自己落入孤單的情境，才不會發生令人遺憾的情事，

亦請每位同學能發揮同學關懷的情誼，透過協助、反映、陪伴的機制，讓這些有

疾患的同學可以安全渡過每一次的難關。 

十六、【賃居安全】天氣逐漸變冷，提醒賃居在外的同學們務必注意賃居安全，留意

週遭環境有無陌生人出入等。近來媒體報導陌生男子闖入民宅行搶，雖已遭到警

方逮獲，但難保無其他企圖不良人士，故提醒賃居在外一定要注意有陌生人士在

賃居處出入時一定要加以詢問，以確保安全，另一方面亦要注意空氣流通，才不

會造成一氧化碳中毒，賃居處如有使用瓦斯氣水器及瓦斯桶一定要注意通風才可

免去中毒的可能。 

十七、【前車之鑑】喧騰一時的高雄「葉少爺」酒駕致死案件， 27 日最高法院判決

有期徒刑 6 年定讞後， 29 日在母親的陪同下前往高雄地檢署執行科報到展開他

為期 6年的牢獄生活，臨別前母子兩人相擁而泣。提醒所有同學如食用含酒精食

物或借酒取暖後，記得不要騎、開車以免遭到警察攔檢酒測及肇事，造成終身遺

憾。 

 

 

十八、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正修有愛-捐血活動於 11 月 28 日順利完成，本次捐血活

動恰巧遇冬季第一波寒流來襲，夜晚溫差下探 10 度，進修部同學，似乎不畏寒

冬，在捐血車前大排長龍，天氣冷，但是正修人熱血澎湃，三個晚上共 600 人

參加，計捐血 785 袋，謝謝所有同學的踴躍參與，相信這股捐血救人的熱情與

執著，會在正修科大持續發燒下去。 

        

 

 

  

 

廿、『9號球撞球比賽』於 12 月 4-6 日(週三~五)19：00 假體育室 2 樓撞球室舉行，

本次參賽選手 64 名，請依賽程表時間，攜帶學生證提早 20 分鐘報到檢錄參賽。

（賽程表請至學務組、學聯會網頁查詢）。 

廿一、現代人生活的節奏越來越快，要如何在這樣多元又競爭激烈的世界下充實自己 

      ，是每個人必須學習的生存之道。103 級畢聯會邀您一起來談論自我成長及正 

向思考的方法與態度，期望能達到終生學習、樂活人生的目標。請踴躍報名參 

加於 102 年 12 月 3 日(二)晚 19:00~20:30 時，在活動中心 2樓演講廳辦理的 

生生涯規畫講座，依簽到記錄給與當天 1~2 節公假。 

廿二、本校妝彩系同學參加南台灣校園美少女合組「按讚小天使團」活動，正修人支

持正修人，請給小天使們按一個讚!(12 月 18 日前) 

 

活動訊息 



活動網址：http://wowfans.digwow.com/index.php?eventsn=35436 

廿三、「22001133 溫溫馨馨聖聖誕誕樂樂飛飛揚揚」捐捐發發票票公公益益活活動動，，邀邀請請大大家家一一起起共共襄襄盛盛舉舉。。  

★★目目標標：：2200,,000000 張張（（捐捐贈贈伊伊甸甸社社會會福福利利基基金金會會））  

★★募募集集發發票票時時間間：：1122 月月 22 日日至至 1122 月月 2244 日日  

  1199：：0000--2211：：0000，，於於正正修修樹樹前前及及  

學學務務組組辦辦公公室室進進行行（（自自由由樂樂捐捐可可  

至至 1122 月月 3311 日日））。。凡凡於於活活動動期期間間  

捐捐出出 1111、、1122 月月發發票票 2200 張張，，即即可可    

兌兌換換摸摸彩彩券券一一張張((數數量量有有限限換換完完  

為為止止))，，就就有有機機會會抽抽中中豐豐富富好好禮禮。。  

★★  抽抽獎獎時時間間、、地地點點：：1122 月月 2244 日日  2200：：1100 人人文文大大樓樓  

                                前前廣廣場場。。  

廿五、12 月 24 日（二）18：30-20：00 於人文大樓舉行 

「音揚聖誕•樂在街頭」星光草地音樂會（海風 

樂團、奇蹟樂團），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進修部學務組 

 

                                還完債再走 

小和尚救回一個輕生者。 

那人悠悠醒轉，對方丈說:“謝謝大師。 

但不必費力氣救我，我已下定決心不再活了。 

今天不死，明天也還是要去了結的。 

方丈嘆了口氣說: 

我確實制止不了你。可是我想問問，你的債都還了嗎？＂ 

那人感到很奇怪：“我雖然家境貧寒，但溫飽尚可，並不曾借債。＂ 

方丈緩緩開口： 

 “你的生命借自父母，你便欠下父母的債； 

  你的吃、穿、用借自天地山川，便欠下天地的債； 

    你的知識和智慧借自先生，便欠下先生的債。 

    人這一輩子欠下的諸如此類的債真是太多了，你都償還了嗎？＂ 

那人惶然說： 

  “如此說來， 我確實欠下了債。可我並不知道如何才能償還？＂ 

方丈笑笑說：“這有何難？只兩字就足夠了。＂ 

那人迷惑了，口裏說：“請大師指點。＂ 

方丈又是輕輕一笑：“「珍惜」二字而已。＂ 

那人沈思了一會兒，朝方丈拜了幾拜， 

轉身出了寺門，精神抖擻地走了。 

    ~珍惜！珍惜生命 珍惜當下，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朋友、家人 

、親情、友情、愛情！珍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