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期末導師會報」訂於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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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4日至 12月 30日為班會週，請導師蒞班主持。 

三、自本學期起，導師針對班上同學表現期末操行分數加(減)分作業改為線上登錄： 

（一）流程：正修訊息網→導師班服務→學生列表→輸入完畢→儲存（無需列印紙本）。 

（二）每位同學可加（減）0~3分。 

（三）系統開放時間：12/8(一)至 12/19(五)。 

（四）「班級幹部獎懲建議單」請至進修部網頁→申請書(表單)下載→導師專用表格 下 

      載，依紙本作業，請於 12/19(五)前擲交學務組。相關作業問題請洽詢黃小姐 

      #2781。 

四、【學雜費減免申請作業】 

  103 學年第 2 學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第二階段申請日期：收到註冊單日起至 104 

  年 2月 27日止 (仍以紙本作業，請收到註冊單後到校辦理改單再至銀行繳費) 

  (特殊境遇家庭、低收、中低收入戶減免身份的同學，需申請 104 年度的證明書後 

   才可辦理。） 

 ◎申請表單請至進修部學務組網站下載或至學務領取。 

 ◎如有疑問請洽學務組承辦人駱小姐(07-7358800 轉分機 2293)詢問。 

五、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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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同學所提供之銀行或郵局帳戶： 

(一)如同學所提供之帳戶非臺灣中小企業銀行帳戶，將另行扣除轉帳手續費 20 元。 

(二)未提供銀行或郵局帳戶者，請於上班時間內持學生證或相關證明文件至學務組領取 

    就學貸款溢貸金額退費支票。 

(三)欲查詢退費款項或已提供學校帳戶，可點選出納組查詢系統 

    (http://account.csu.edu.tw/csabus/index.php) (學號) 和密碼 (身分證字號) 

    / 點選付款紀錄查詢 / 即可查詢轉入銀行帳戶和金額。 

(四)對退費款項 (金額) 有疑問者可電洽 07-7358800 轉 2293承辦人詢問。 

六、103學年度弱勢助學金請領暨如何實施服務學習講習，已於 12月 2日(二)辦理完畢， 

   計 727位同學參加，請未參加的同學自行到學務組領取服務學習資料，資料第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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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服務單位申請表於 104年 1 月 2日(五)晚 21時前繳回學務組，以利後續服務學習 

   工作之進行，校內各單位需要服務人數需求表，已公布在學務組網站，請參考網址: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06934&ctNode=9825&mp=209 

   有疑問請洽 07-7358800分機 2192。 

七、導師滿意度調查：為更瞭解同學是否受到妥善照顧以及導師們的辛勞，請同學於 

    12月 31 日前針對學期以來接受導師照顧、呵護、關懷給予正面的評價，讓導師們 

    輔導得更有衝勁也獲得更多的鼓勵與掌聲。(學校首頁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 

    導師回饋問卷) 

八、第三次班會建議事項處理回覆已公告於學務組網頁→校園資訊→班會建議答覆及學  

   務組公佈欄請同學前往查看。 

九、第三次班會專題討論「擔任值日生時應如何負責任做好班上整潔工作」及「對於破 

  壞公共環境的同學要如何發揮同儕的力量予以制止、規勸」，各班討論內容已公布 

  於學務組首頁的最新消息，歡迎前往瀏覽。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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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獎助金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資料請繳交學務組黃小姐(分機2781)。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如因低收入資格取得較晚可於103年12月15 

  日前補申請。 

 *103學年度桃園縣各項獎學金，受理報名至104年1月5日止。申請對象需設籍桃園縣6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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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103學年度第2學期停車位登記，請至總務處網頁或訊息網連結「停車位登記系統」 

    進行登記，開放時間：第一階段：103年12月6日08:00-12月14日22:00 

                       第二階段：104年3月2日08:00-3月4日22:00 

    若於第一階段車位登記額滿，將不再開放第二階段。(詳細說明已發至班上或至總 

    務處網頁查詢）(未曾交過駕照影本的同學需先將駕照影本交至學務組後才會收到 

    繳費單) 

十二、本學期行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12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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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月份發票方式辦理），請同學至訊息網查看個人懲處紀錄，曾因個人誤失受處份的

同學請把握銷過機會。 

十三、依「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行善銷過實施辦法」第五條：行善銷過考核區分：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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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誡：考核二星期(愛校服務一小時)。 

 (二)記過：考核一個月(心得一篇及愛校服務三小時)，違反菸害防制法者需參加菸害

防治講座一場或菸害防治宣導活動二次。 

十四、報載：某國立大學女學生和同學上夜店，席間被灌醉，爛醉如泥後遭「撿屍」帶

   回宿舍性侵，陳嫌犯案後還拍淫照向同學炫耀，其中一位正義哥將照片傳給女大 

  生還出庭作證。高雄地院審理後，認為陳姓男大生趁同學喝醉性侵並拍淫照，依妨 

  害性自主罪判 4年 2個月徒刑，散布裸照部分處 10個月、可易科罰金。 

  同學要學會保護自己，不要予人可乘之機，更應謹言慎行不要觸犯法律。 

十五、尚未履行兵役義務之役男應經申請核准始得出境，明（104）年 1月 1日起民國

85年次役男出境應經核准。 

(一)依「兵役法施行法」第 48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尚未履行兵役義務之

役男出境應經申請核准。惟近年來經常有已經具備役齡身分者，因為出國前沒有辦

理役男出境核准手續以致於在出國當天到了機場，發生境管人員查驗具有役男身分

而無法順利出境的問題。 

(二)欲出國短期旅遊之役男，可持護照、身分證及印章向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

位提出申請，辦公時間內隨到隨辦；現就讀國內學校在學緩徵役男，也可以直接向

移民署各服務站臨櫃申請，或以網路方式（https://nas.immigration.gov.tw/）

申請出境。有關役齡男子出國（包括進修、遊學或觀光）相關事宜，請至內政部役

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業務資訊-下載服務-常備兵徵集類，下載

役男出境相關資訊。 

(三)詳細宣導資料請見進修部公布欄或進修部網站（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08833&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十六、第 14週（12月 07日至 12月 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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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資料統計期間【12/0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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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一乙 1,12/08 2 6 12 觀光二乙 1,12/05 2 4 8 

餐管一甲 1,12/11 2 9 16 休運三甲 1,12/11 2 4 7 
 

幹部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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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管一乙 2,12/10,11 4 7 14 休運三乙 1,12/10 2 6 12 

企管二甲 1,12/09 2 5 10 電子四甲 1,12/08 2 14 28 

企管二丙 1,12/11 2 4 8 電機四乙 1,12/05 2 4 8 

休運二丙 1,12/08 2 11 22 休運四丙 1,12/09 2 6 10 

資工二甲 2,12/05,11 4 11 22 國企四甲 1,12/05 2 4 8 

資工二乙 1,12/09 2 7 14 時尚四乙 1,12/10 2 5 8 

     103/12/10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七、畢聯會於 103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邀請相聲瓦舍創辦人宋少卿先生蒞校講演- 

    說話的藝術，畢業班學生 313人參加，宋少卿先生講述了：「何謂藝術」、「何 

    謂大學」、「學生時期的瘋狂往事」、「何謂說話」、「說話的應對」、「說話的 

    美學」，同時藉由人生經歷或他人故事跟大家分享，讓師生更容易瞭解本次演講 

    主題，參與的師生獲益良多。 

 

 

 

 

 

 

 十八、「2014愛在伊甸，從此無礙」捐發票公益活動已連  

      續 6年匯集師生愛心，讓弱勢團體感受正修人的 

      愛，今年仍邀請大家一同共襄盛舉。 

    ★目標：20,000 張（捐贈伊甸社會福利基金會） 

    ★募集發票時間：12 月1日(一)至12 月23日(二) 

                    19：00-21：00，於正修樹前及學 

          務組辦公室進行（自由樂捐可至 

                    12月31 日）。 

    ★凡於活動期間捐出11、12 月有效發票20 張，即 

      可兌換摸彩券一張(數量有限換完為止)，就有機 

      會抽中豐富好禮。 

    ★ 抽獎時間、地點：12 月24 日 20：10 人文大樓 

                       前廣場。 

    ★另有『甜心薑餅屋 創意DIY』公益活動，凡是學聯 

      會會員，捐出15張11-12月有效發票即可免費報名參加，報名至12月15日(一)， 

      報名表已放至班級櫃。 

 

  活動訊息 



十九、12 月24 日（三）19：00-20：30 於人文大樓前舉行「音揚聖誕樂在街頭」草地 

      音樂會 (漢光演襲人聲樂團)，登記參加班級： 

      二企三甲、資管一甲、數位一甲、機械一甲、餐飲一甲、妝彩一甲、妝彩一乙、資工一乙、 

       資管一乙、創意一甲、土木一甲、工管二甲、數位二甲、觀光二甲、企管二乙、資管二丙、 

       企管三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乙、數位三甲、電子三甲、資管四甲、創意四甲、幼保四甲、 

       機械四甲、金融四甲。 

廿、內政部辦理新住民子女築夢計畫甄選活動，自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相關資訊請 

    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參考及下載。 

 

 

 

 

 

                                 校園中的小確幸 

相聲瓦舍創辦人宋少卿先生，從電視網路聽著看著他的這號相聲人物，今日居 

然來到學校演講，令人期待。 

言寓兼於身教，這是我從中感動到的，宋先生演講當中雖以誇張動作言詞帶 

動氣氛，但在這裡頭衍生而出的卻是一篇篇的處事道理和讓學生思考的啟發。 

一句：你認為大學是什麼?!當下語塞了許多人的嘴巴。真的，大學對我們而言 

究竟是?一個逃離父母魔掌、跳板、資源、學習的地方還是一個成人教育，完成 

人格的地方。宋先生不愧為相聲達人，台下的聽眾從頭笑到尾。 

連在我一旁的同學也分享著原本的壞心情都讓他給笑開懷了。(創意四甲小幸)  

        在校園中，你的小確幸是什麼呢？歡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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