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期中導師會報訂於 10 月 22日（週三）16：00 假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舉行(15：50 

開始簽到)，請導師準時參加。  

二、103學年度補助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即將於 10月 13日(一)截止，還沒有列印申請 

    表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的同學，請把握最後機會，將相關表件於 10月 13日(一)前 

    繳回進修部學務組，申請程序方算完成！逾期將不予受理！ 

    應檢附證明文件： 

    1.申請表：於線上完成申請後，將申請表以 A4列印，並於切結書處簽名蓋章。 

    2.戶口名簿正本乙份(103年 6月 1日以後申請之甲式戶口名簿方可，記事欄請 

      勿省略)：內容需含有學生本人、學生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完整資料；已婚之 

      學生加計其配偶。 

    3.若父母不同戶籍，仍請附父母雙方之戶口名簿；若父母已離婚，請附監護歸屬 

   一方之戶口名簿。 

  4.家庭應計列人口(含學生本人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者加附其配偶)之存 

   款利息所得合計超過新臺幣 2萬元，而其利息所得來自 18%優惠存款者，需另 

   繳交 102年國稅局所得清單資料、家庭應計列人口 102年存摺封面及內頁資料 

   影本、優惠存款餘額證明等資料 

     5.申請網址: http://120.118.220.19/all98/ 
     6.承辦人連絡電話:07-7358800*2192。 
三、103學年度第 1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開始辦理了！請詳細閱讀申請資訊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00736&ctNode=9825&mp=209， 

    於 103年 10月 17日前填妥申請書，併同應附文件，以掛號郵寄至「勞動部失 

    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受理小組」，信封上請註明「申請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字樣（通訊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59號 7樓），以郵戳為憑，逾 

    期不受理。 

四、大學一年級 83年次以後的同學如想要利用暑假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的同學，必

須於 103年 11月 15日前至戶籍地鄉（鎮、區、市）公所申請，申請時，請備妥學

生證（或在學證明）正反面影本、役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印章。 

五、第一次班會記錄繳交情形已經公佈於進修部學務組網站→導師相關資源位置，供導 

    師查詢。班會記錄未交回班級： 

   建築四甲、企管四丙、休運四丙、妝彩四甲、時尚四乙、幼保三甲、資工三甲、創意三甲、電機二 

    乙、資管二乙、休運二乙、妝彩二甲、土木一甲、電子一甲、國企一甲、企管一甲、應外一甲、 

    休運一甲、時尚一甲、數位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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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議會已查核學聯會九月份帳目並公告於學議會網頁及學務組公佈欄，請同學前 

    往查看(進修部→學生社團→學生議會)，若有任何疑問請至學聯會查詢。 

七、校外獎學金訊息： 

請同學隨時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減免申請→各項獎助學

金→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資料請繳交學務組黃小姐(分機2781)。 
*財團法人台北行天宮學生急難濟助,事發6個月內受理申請!! 

*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獎助學金 (收件截止日103.10.15) 

*103學年度第1學期勞動部辦理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通訊報名至103.10.17) 

*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收件截止日103.10.21) 

*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警察子女獎助學金(通訊報名至103.10.31) 

*崇她獎獎學金(通訊報名至103.11.7) 

 

 

 

八、班長每日到校後請先到學務組簽到及檢查班級櫃中資料，學校通知事項應確實轉 

逹班上同學知悉。 

九、班長若發現班級櫃中有別班同學假卡或資料，請交還學務組發還正確班級。 

十、學務週報每週五會寄給各班電子郵件聯絡員及公佈於學務組網頁，各班聯絡員要記

得按時收信並確實傳逹。也請同學隨時至學校網頁瀏覽最新資訊。 

十一、第五週（10月 5日至 10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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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週資料統計期間【103/10/3-10/8】 

班級 

本週 累計 

班級 

本週 累計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機械一乙 1,10/8 2 2 4 創意二甲 1,10/6 2 4 8 

電機一乙 1,10/3 2 1 2 電機三乙 1,10/3 2 2 4 

資管一甲 1,10/8 2 1 2 企管三乙 1,10/8 2 2 4 

資管一乙 2,10/7,8 4 4 8 資管三甲 1,10/6 2 1 2 

休運一甲 1,10/7 2 3 6 資管三乙 1,10/3 2 2 4 

國企一甲 1,10/8 2 3 6 休運三甲 1,10/8 2 2 4 

餐管一甲 1,10/7 2 4 8 建築三甲 1,10/8 2 1 2 

電機二乙 2,10/3,8 4 3 6 妝彩三甲 2,10/3,6   9 14 

資管二甲 2,10/3,8 4 3 6 創意三甲 1,10/8 2 2 4 

休運二丙 1,106 2 3 6 電子四甲 1,10/7 2 2 4 

資工二甲 1,10/3 2 2 4 電機四乙 1,10/3 2 2 4 

觀光二甲 1,10/3 2 2 4 企管四甲 1,10/6 1 2 2 

     103/10/7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幹部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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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週教室打掃狀況較已較前三週大有進步，請持續保持與精進，發現缺失以地面

垃圾未掃、桶內垃圾未倒、及冷氣、電扇、投影機或數位講桌電源未關閉最多。 

(一) 值日生輪值表雖已於開學之初向全班同學宣導週知，惟部份同學忘記的情形

時有所聞，值日生未盡責人數偏高（不理勸導提前離校、未到校沒提前告知

服務股長或自行調整值日生，敷衍未確實打掃），造成服務股長工作推展困難，

應行改進，請於每日第一節課時再次宣布當日及次日值日生（當面口頭通知、

書寫於黑板、班級網頁或以Line即時通知），以資提醒，若以不知輪到擔任值

日生為由申覆者，均不予同意。 

(二) 到校後請即刻檢查教室清潔狀況，發現日間部遺留之垃圾未整理等情形，請

拍照後至學務組填寫「日間使用教室未打掃清潔反映單」，若當日放學前檢查

已協助清掃乾淨者予以評比加分，未協助清掃者不予加扣分，當日未反映則

視為該班未打掃予以扣分。 

(三) 第1,2節課與第3,4節不同教室上課時，在離開1,2節上課教室時未實施打掃，

除黑板未擦拭乾淨外，甚至將飲料瓶雜物棄置桌面、地上或垃圾桶四週，此

種情形一經接續使用的班級反映屬實者，扣減該班的競賽評比成績及懲處值

日生。 

(四) 各班收到粉紅色的缺失通知單，若有疑問或異議應請儘速於三日內至學務組

說明，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轉復學生及一年級 84年次以前男同學已辦妥緩徵申請作業，役畢同學亦已辦妥

儘後召集申請，各縣市政府及後備指揮部審核回覆後將再行公告週知，若再有接獲

鄉鎮區公所的兵役課告知無緩徵紀錄者，請先洽學務組劉教官查詢核准文號，並據

以回復兵役課憑辦。 

十四、近期 85年次男生已陸續接到兵役課之兵籍調查通知單（俗稱身家調查）並非徵

集令，係屬正常的役政作業流程，請同學配合辦理至指定地點辦理集可，無須擔心

會受徵集入營服役，若有疑問請逕洽學務組劉教官查詢。 

十五、本週發現部份同學為貪圖一時之便，將機車違規停放於校門左側澄清路旁的人行

道上，造成過往行人不便，已陸續接獲民眾投訴及大華派出所指正，近期可能展開

拖吊作業，請將機車停放於合法之停車格或校內停車場，以免遭取締開罰。另轉達

教育部通報：請避免佔用無障礙停車位之情形發生，以落實政府照顧身心障礙者政

策。同學們在校內外停放汽機車時請勿因貪圖一時之便，造成他人不便。 

 

 

宣導事項 



十六、同學可上網至正修訊息網查詢個人缺曠、獎懲資料，若有任何疑問，請至學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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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同學如被誤登曠課(遲到)，請於10 天內直接向任課老師更正；如未能於10 天內 

      更正，請至學務組拿取學生曠缺課更正單填寫，由任課老師簽名後送回學務組銷 

   曠課。 

十八、本土型登革熱疫情持續延燒，目前南部地區的本土性登革熱疫情病例數，再創新

高，已經突破三千例，今年到八月，已經告發五件沒有配合清除積水容器者，各處

1,200元-6,000元罰鍰，甚至臺北市今年九月起，也陸續出現兩例本土性登革熱，

因此，提醒所有同學同心抗登革熱，除了自家有下雨積水、容器積水一定要清理，

發現鄰居有此情形也要提醒他們，千萬不要有「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

心態。  

十九、根據《中央社》報導，慶云生前契約公司以販售骨灰罐為由，藉此招攬會員，並

以每拉一位下線就可獲得 8000元獎金等等紅利，吸引越來越多民眾參加，形成變

相經營多層次傳銷。提醒所有同學從事任何工作一定要切記「天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

另外，近來發現有校外人士到校內從事填問卷的事，請同學們一定要小心，不要將

個人資料輕易的流出去，容易成為犯罪集團使用的工具。若有校外人士在校內推銷

產品，請立即通知校安中心處理，維護校園安全人人有責。 

廿、進修部將開設戒菸班，歡迎有心戒菸的同學們踴躍加入，除了戒菸有健康的身體外，

參與期間將核予公假，活動結束另有獎勵，至於違規抽菸遭到登記的同學，則必須

參加六次，未參加者記過乙次。 

廿一、新北市金山警分局今天表示小貨車停於路邊車內煙霧瀰漫，警察以為火燒車，趨

前查看，並拍打車窗要駕駛人趕快逃命，未料，是駕駛邱男毒癮發作，正在車內吸

食 K他命，全案訊後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法辦，提醒同學們千萬不要去碰毒品，

就如本案毒癮一犯的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路邊就必需使用毒品，這一生就被毒品

所綑綁住，而且 K他命使用後膀胱的功能會逐漸失去，一定會淪為年輕時就要包尿

布的窘境，所以，有壓力可以透過運動達到舒壓，千萬千萬不要去碰毒品。 

廿二、健康小叮嚀: 

   「肺結核七分簡易篩檢法」自我檢測方法。篩檢方法為咳嗽兩週（2分），有痰（2 

    分），胸痛（1分），沒有食慾（1分），體重減輕（1分），如果分數加總達 5分 

    以上，衛生局建議到鄰近醫療院所胸腔內科接受胸部 X 光與驗痰的檢查，以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 

 

 

廿三、參加10月14日 (二)20：30-22：00《2014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美國Breath of 

      Soul人聲樂團巡迴音樂會》班級，請於10月14日20：30前至正修廳就位。 
       觀光一乙、資管一甲、電機一甲、機械一甲、休運一乙、幼保一甲、觀光一甲、餐飲一乙、 

        資管一乙、創意一甲、工管一甲、妝彩一乙、機械一乙、應外一甲、數位一甲、資工一甲、   

        觀光二甲、數位二甲、創意二甲、企管二丙、機械二甲、應外二甲、土木三甲、機械三甲、 

        機械三乙、企管三甲、休運三甲、國企三甲、企管四乙、休運四甲、機械四甲、資工四乙、 

        資工四甲、妝彩四甲、應外三甲。 

 

  活動訊息 



廿四、為強化學生校園安全觀念，維護學生生活空間的安全，特辦理校園安全創意宣導 

   海報比賽：(比賽辦法已發至各班)  

  (一)主題：以預防校園危安事件發生、提醒同學重視安全為主。 

  (二)收件時間：103年9月15日至10月17日 

  (三)收件地點： 

        學務組-黃湧正教官 

  (四)、獎勵規定：  

     第1名：禮劵1500元/每人、記功2次/每人。 

     第2名：禮劵1200元/每人、記功1次/每人。 

     第3名：禮劵 800元/每人、嘉獎2次/每人。 

         凡參賽者，每人核予嘉獎乙次。 

廿五、為了提倡低碳交通工具及正當休閒運動，特別成立「樂活社」以提倡正當休閒活 

      動，鍛鍊強健體魄、聯絡同學情誼，本社團每週定期辦理校園健走活動1至2次， 

   每次約半小時，每學期至少辦理乙次校外踏青健行活動，凡喜愛戶外活動而贊同 

   本社宗旨與任務之進修部學生皆可參加為社員，登記報完名，即為社員，意者請 

      洽各班班長登記。 

廿六、網球社社團時間為星期二第 3-4 節課，可培養多方興趣及養成運動習慣，歡迎 

    同學踴躍加入（有無基礎均可）。有興趣同學請至學務組駱小姐處報名。上課地 

      點:校內硬地網球場。 

廿七、「Super Star 我要當歌手」校園初選會 

【初選時間】11月27日13：00 

【初選地點】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 

【報名方式】 

   1、至學生活動中心三樓學生會辦公室領取報名表填寫資 

      料。 

   2、上網至http://ppt.cc/NLpX下載報名表填寫送至學務 

      組或學聯會辦公室。 

   3、活動當天現場報名。 

   4、甄選對象沒有年齡及職業區別(校內外皆可，也可以雙 

     人組參賽) 

【徵選方式】 

  當天請攜帶証件報到，並準備三首拿手歌（副歌段落30-60秒即可），現場一律採清唱 

  方式（吉他或鋼琴伴奏可，但須自備樂器），試唱順序為先來後到的報名順序，試唱 

  後的三週內，公佈複賽名單，並由製作單位（友松娛樂）進行電話連絡，一一告知。 

廿八、103學年度迎新晚會在笑聲、尖叫聲、掌聲中結束，祝福每位新生綻放自我、美 

   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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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致詞                     新生樂團表演              副校長抽獎 

 

 

 

 

同學上台同舞                  神秘嘉賓                    小吳宗憲 

 

 

 

 

壓軸李千娜                 特奬幸運得奬同學            「Hi」翻全場 

廿五、104級畢業班個人學士照、團體照拍照時間表如【附件】 

 

 

              兩個機會  
有個年輕人，屆逢兵役年齡，抽籤的結果，正好抽中上上籤，最艱苦的兵種 

海軍陸戰隊。年輕人為此鎮日憂心忡忡，幾乎已到了茶不思、飯不想的地步。 

年輕人深具智慧的祖父，見到自己的孫子這付模樣，便尋思要好好開導他。  

    老祖父：「孩子啊，沒什麼好擔心的。當了海軍陸戰隊，到部隊中，還有兩個機會， 

             一個是內勤職務、另一個是外勤職務。如果你分發到內勤單位，也就 

             沒什麼好擔心的了！」 

    年輕人：「那，若是被分發到外勤單位呢？」  

    老祖父：「那還有兩個機會，一個是留在本島，另一個是分發外島。如果你分發 

             在本島，也不用擔心呀！」 

    年輕人：「那，若是分發到外島呢？」  

    老祖父：「那還是有兩個機會，一個是後方，另一個是分發到最前線。如果你留 

             在外島的後方單位，也是很輕鬆的！」 



    年輕人：「那，若是分發到最前線呢？」  

    老祖父：「那還是有兩個機會，一個是站站衛兵，平安退伍；另一個是會遇上意 

             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又有什麼好擔心的！」 

    年輕人：「那麼，若是遇上意外事故呢？」  

    老祖父：「那還是有兩個機會，一個是受輕傷，可能送回本島；另一個是受了重傷， 

             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輕傷，送回本島，也不用擔心呀！」 

    年輕人最恐懼的部分來了，他顫聲問：「那……若是遇上後者呢？」  

    老祖父大笑：「若是遇上那種情況，你人都死了，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倒是我要 

                 擔心，那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場面，可不是好玩的喔！」 

                           

                           人生擁有的，是不斷的抉擇， 

             端看用什麼態度，去看待這些有賴自己決定的無數機會。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