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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3-15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 逹22 分以上）已發函通知家長並請導師約談輔導，
「輔導紀錄表」請於 6 月 23 日(二)前擲回學務組。
二、學期將近尾聲，請同學至訊息網查看個人缺曠、獎懲紀錄，若有疑問請於 6 月 26
日前至學務組查詢更正。
三、103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服務學習時數表繳回截止時間說明：
(一)服務學習時數紀錄表繳回時間：
1～3 年級同學請於 104 年 6 月 26 日(五)前完成服務時數，並將時數記錄表繳回。
(二)服務學習紀錄表繳交地點:需服務 35 小時，時數表繳回圖科大樓 1 樓學務組。
※請務必按時將數表繳回，否則將影響下學年度申請資格。
※有疑問請洽:進修部校內分機:2192。
四、104 學年度線上申辦就學減免流程: 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學雜費減免申請表
單填寫後列印→申請表/相關證明文件→學務組
申請系統開放時間及截止時間
 第一階段申請日期:6 月 8 日(一)至 7 月 15 日(三)24:00 分
線上申請後持申請表、相關證明資料於 7/16 日中午 12:00 前繳至學務組承辦人員才
算申請完成。(註冊單已扣除減免金額) (第一階段申請結束，須等第二階段系統開放才
申請)
 第二階段申請日期:7 月 27 日(一)至 9 月 6 日(日)24:00 分
線上申請後持註冊單、申請表、相關證明資料於 7 日內繳至學務組承辦人員才算申請
完成，逾期不受理。(收到註冊單後，須到校改減免金額再進行繳費)
＊學雜費減免線上系統 http://evalua.csu.edu.tw/steach/login.aspx (帳號為學號，密碼同訊息網密碼)
＊進修部學雜費減免相關資訊 http://bit.ly/1dRpGum

五、校外獎學金訊息：
＊若瑟醫院補助大專院校學生獎助金(受理報名至104.10.20)
＊林玉山先生美術研究獎金(學生自行報名至104.10.31)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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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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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會記錄尚未繳交班級如下：
電機三丙、建築三甲、企管三乙、資管三丙、應外三甲、資工三甲、妝彩三乙、時尚三乙、
數位三甲、土木二甲、建築二甲、幼保二甲、休運二甲、資工二甲、觀光二甲、妝彩二甲、

妝彩二乙、電機一甲、國企一甲、幼保一甲、資管一乙、休運一甲、休運一乙、資工一甲、
觀光一乙、創意一甲、餐飲一乙

班會記錄記錄詳實的班級:
企管三丙、資管三乙、觀光三甲、妝彩三甲、創意三甲、機械二甲、國企二甲、企管二乙、
應外二甲、金融二甲、創意二甲、電子一甲、機械一甲、金融一甲、資工一乙。

七、學生議會已查核學聯會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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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八、為維護學生假期安全，並鼓勵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以增進學生健全身心發展，降低
意外事件發生機率。教育部1040616臺教學(五)字第1040077259號函發「各級學校
104年暑假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已公布於進修部網頁/訊息公告/學務組，請
自行點閱參考。(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20687&ctNode=9825&mp=209)
九、本校進修部並未開放課程旁聽制度：
(一)為確保修課同學權益與教師教學掌握，非課程修課同學或校外人士，請勿入班打
擾。
(二)任課教師或班代遇有不明人士進入班級，請即刻通知教官或行政單位協助處理。
(三)請共同維護本校教學環境與品質，上課時間勿於走廊或教室周邊喧嘩。
(四)校園中若發現可疑人物或影響校園安寧事件，請立即通知校安中心處理。
十、【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停車位登記】
第 1 梯次登記車位繳費單已放在班級櫃中，請於 8 月 24 日前完成繳費(未收到者表
示駕照影本未交視同未登記)；第 2 梯次登記開放日期為 8 月 30 日上午 08:00 至 9
月 6 日晚上 10:00 止。(不開放第 3 次)請同學把握登記時間請至總務處網頁或訊息
網連結『車位登記系統』購買車位。
十一、【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6月26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違規吸菸、擔任值
日生未盡責）
，請把握機會為自己過錯予以彌補，相關紀錄請至正修訊息網查詢。
十二、【騎車抽菸罰 600】自 104 年 7 月 1 日施行騎機車、開車時抽菸影響他人安全，
可處以 600 元罰鍰。此外，併排違規停車現行條文規定處 600 元以上、1200 元以
下，但 7 月以後，罰鍰將加倍至 2400 元。而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輪
胎皮、車輪、或車輛機件脫落，罰款也將提高為 3000 到 6000 元。另外，使用他
車牌照行駛，使用吊銷、註銷牌照或牌照借供他車使用，將處以汽車所有人 3600
元以上、1 萬 8000 元以下，並禁止其駕駛。

十三、本校校園內全面禁菸，除吸菸區外其他區域不得吸菸：
(一)提醒同學吸菸有害身體健康，請愛惜自己健康及金錢，同時請尊重不吸菸同學的權
益，並維持校園空氣品質。
(二)本校吸菸區設置於幼保大樓後方長鐵椅區及電機系館右側凹地等二處，原機械系館
旁空地已撤除，未依規定經舉發可處 2 仟至 1 萬元罰鍰。近期發現圖科大樓、人文
大樓及南校區二棟教學大樓等教學區域的教室走廊、樓梯、廁所前遭棄置許多菸蒂、
菸盒及飲料罐等垃圾，顯見仍有許多同學缺乏公德心，不僅違規於非吸菸區吸菸，
有礙觀瞻，更甚者於吸菸後隨手丟棄，嚴重破壞環境整潔，此等行逕實非現代國民
應有之素養，請渠等同學本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精神，勿再恣意妄為。
(三)教官會加強巡查校區取締，違者依校規記小過處分，本學期迄第 16 週止因在非吸
菸區吸菸而受小過處分的同學已達 210 餘人，其中有數人為累犯，請引以為誡。
(四)感謝國企二甲同學，看見體育室前菸蒂滿地，主動清掃並拒絕獎勵，亂丟菸蒂的同
學請發揮公德心，將心比心，維護美麗清潔的校園是正修每一份子的責任。
(五)因吸菸記過的銷過規定：考核一個月(心得一篇及愛校服務三小時)並參加菸害防治
講座一場(可用醫療機構的戒菸門診代替，高雄榮民總醫院免掛號費，掛號後可逕
赴診療室，毋需排隊等候)或菸害防治宣導活動二次。
十四、104 級畢業典禮已圓滿落幕，當日活動照片無浮水印檔案連結
http://120.118.225.67:8098/fbsharing/XxKaZepe

※連結後可點選左上角"下載資料夾"全部下載,該連結一個月後自動移除。
線上相簿：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rchiwu945/sets/72157654092348089
※內容若有不妥,請告知移除。

幹部配合事項
十五、第 16 週（6 月 14 日至 6 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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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週資料統計期間【104/06/12-06/17)】
本週
班級

累計

本週

累計

班級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2

5

10

創意二甲

3,6/15,16,17

6

14

28

1,6/12

2

24

48

妝彩三乙

1,,6/16

2

4

8

1,6/17

2

1

2

創意三甲

1,,6/16

2

4

8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電機一乙

1,6/12

電機二乙
資管二甲

104/06/16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六、6 月 12 日班級電子郵件聯絡員有按時收信並傳逹同學知悉班級：
二企三甲、土木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乙、企管一乙、幼保一甲、資管一甲、資管一乙、
應外一甲、金融一甲、資工一甲、資工一乙、觀光一甲、觀光一丙、妝彩一甲、時尚一甲、
餐飲一甲、餐飲一乙、電子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工管二甲、國企二甲、企管二甲、
幼保二甲、資管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金融二甲、休運二甲、資工二甲、妝彩二乙、
時尚二乙、數位二甲、創意二甲、土木三甲、電機三乙、電機三丙、工管三甲、國企三甲、
企管三丙、幼保三甲、資管三甲、資管三乙、資管三丙、應外三甲、金融三甲、休運三丙、
資工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乙、妝彩三甲、妝彩三乙、時尚三甲、時尚三乙、數位三甲、
創意三甲。

班級聯絡員嘉獎乙次。暑假期間，有重要訊息會寄至聯絡員信箱，請常常檢視信箱，
保持通訊暢通。
十七、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幹部名單尚未交回班級：
電機三丙、資管三丙、金融三甲、資工三甲、妝彩三甲、妝彩三乙、時尚三乙、數位三甲、
機械二乙、建築二甲、觀光二甲、電子一甲、電機一甲、國企一甲、企管一甲、企管一丙、
幼保一甲、休運一乙、觀光一乙、觀光一丙、妝彩一甲、妝彩一乙、時尚一甲、創意一甲

十八、
【快樂 FUN 暑假】簽名單未交回班級:
電機三丙、建築三甲、資管三丙、資工三甲、妝彩三甲、妝彩三乙、時尚三乙、數位三甲、
建築二甲、觀光二甲、電機一甲、金融一甲、休運一乙、觀光一乙、觀光一丙、妝彩一甲、
創意一甲

十七、暑假期間2日（含）以上的班級團體戶外活動調查表尚未交回班級：
一年級：觀光一乙、電機一甲、電機一乙、電機一丙、電子一甲、資工一甲、創意一甲、
國企一甲、金融一甲、建築一甲、企管一甲、休運一甲、妝彩一甲、妝彩一乙、
工管一甲、餐飲一甲。
二年級：觀光二甲、電機二乙、電子二甲、資管二乙、資工二甲、建築二甲、企管二乙、
休運二甲、休運二乙、休運二丙。
三年級：觀光三乙、機械三乙、數位三甲、電機三丙、電子三甲、資管三甲、資管三丙、
金融三甲、時尚三乙、建築三甲、企管三乙、休運三甲、休運三丙、妝彩三甲、
妝彩三乙、工管三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