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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 月 21 日（三）至 11 月 3 日(二)為第二次班會週，請導師蒞班主持。配合交
通安全教育宣導，此次班會討 論題綱為：學校在「交通安全」作為上還有哪些需要
再加強？請說明。會後請將班會紀錄交回學務組李小姐（勿放班級櫃中）。
二、【導師回饋問卷】為瞭解同學是否受到妥善照顧以及導師們的辛 勞，請同學自即日
起至 12 月 31 日期間至訊息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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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 1-6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 逹 14 分以上）已發函至家中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導師
晤談輔導，
「輔導紀錄表」請於 10 月 28 日(三)前擲回學務組(訊息網→學務資訊
→進修部晤談系統填報送出→ 列印紙本→系主任簽章→交回學務組)。
四、請同學珍惜就讀機會按時到課，若因故未到，請依規定於十天內完成請假手續。請
到訊息網查詢關心個人缺曠、獎懲。
五、期中(末)考週請假(限病假)需檢附醫院証明送學務組、教務組辦理，經進修部主任
核准，方可依考試補考相關規定辦理補考。
六、104 學年度補助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計有 796 位同學完成申請，審查結果，俟教育
部於 11 月底通知後，學務組將以簡訊方式通知申請同學，如有同學在提出申請後
更換手機門號者，請務必到學務組更改聯絡電話，以為個人權益。
七、【教務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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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第二至六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優等計有：
電機一丙、機械四甲、幼保二甲、二技企管三甲、電機四甲、幼保一甲、妝彩二甲、資工一乙、
資管三甲、機械三乙、觀光四乙、休運三乙、妝彩一甲、資管二甲、數位一乙等 15 個班級，依

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九、第二至六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乙等計有 45 個班級，
(一)一年級 15 個班：數位一甲、資管一乙、妝彩一乙、資工一甲、電機一甲、觀光一乙、資管一甲、
電子一甲、機械一乙、企管一丙、企管一甲、餐管一乙、土木一甲、企管一乙、
國企一甲。
(二)二年級 13 個班：電機二甲、休運二甲、資工二乙、資工二甲、電機二丙、餐管二甲、電機二乙、
國企二甲、企管二甲、創意二甲、妝彩二乙、觀光二丙、機械二甲。
(三)三年級 7 個班：建築三甲、創意三甲、電機三甲、休運三甲、觀光三乙、企管三乙、電子三甲。
(四)四年級 10 個班：休運四甲、幼保四甲、創意四甲、企管四丙、金融四甲、國企四甲、電機四乙、
企管四乙、電子四甲、電機四丙。

請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為自己留一個乾淨的學習空間。
十、校外獎學金訊息：
各縣市政府獎助學金、民間社團或基金會，因來文時間不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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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十一、10 月 16 日測試班級電子郵件聯絡員收信情形，有回覆班級：
電子一甲、機械一乙、電機一乙、建築一甲、企管一甲、資工一甲、資工一乙、資工二乙、
觀光一甲、時尚一甲、土木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國企二甲、企管二乙、資管二甲、
資管二乙、金融二甲、資工二甲、觀光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時尚二甲、餐飲二甲、
電子三甲、電機三甲、工管三甲、國企三甲、建築三甲、企管三甲、企管三丙、幼保三甲、
應外三甲、資工三甲、觀光三乙、時尚三乙、時尚三甲、數位三甲、創意三甲、土木四甲、
機械四甲、工管四甲、國企四甲、企管四甲、幼保四甲、資管四甲、資管四丙、金融四甲、
休運四丙、資工四乙、觀光四甲、時尚四乙、二企四甲

以上班級聯絡員嘉獎乙次。
開學迄今測試二次均未回應班級：
工管一甲、資管一甲、金融一甲、休運一甲、休運一乙、餐飲一乙、電子二甲、建築二甲、
企管二甲、應外二甲、休運二乙、妝彩二甲、數位二甲、創意二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乙、
電機三乙、企管三乙、資管三甲、資管三丙、金融三甲、休運三甲、休運三乙、休運三丙、
資工三乙、觀光三甲、妝彩三甲、妝彩三乙、電子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丙、建築四甲、
企管四乙、企管四丙、資管四乙、應外四甲、休運四乙、資工四甲、觀光四乙、妝彩四甲、
妝彩四乙、數位四甲、創意四甲

班級電子郵件聯絡員請經常檢查信箱，將重要訊息傳逹同學知悉

十二、第七週（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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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週資料統計期間【104/10/16-10/22】
本週
班級

累計

本週
班級

次數

申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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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8

妝彩二乙

1,10/21

2

1

2

國企一甲

1,10/22

2

5

土木一甲

1,10/21

2

觀光一丙

1,10/19

時尚一甲
資管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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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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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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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6

2

2

4

電機三甲

1,10/19

2

2

4

10

企管三乙

1,10/21

1

3

3

4

8

休運三甲

1,10/21

2

4

8

1

1

1

企管四丙

1,10/22

2

3

5

1,10/19

0

1

0

妝彩四甲

1,10/19

2

1

2

1,10/19

2

1

2

104/10/20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三、教室清潔工作感謝大部分班級幹部及值日生的認真盡責，惟仍有部份班級清潔工
作仍未能落實，再次提醒下列事項：
(一) 值日生務必盡責。若輪值當日因故無法到校務必請同學協助或提前告知服務股長調
整，也請每日督導幹部務必每日宣布提醒當日及次日輪值的值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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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拍照
後透過 Line 傳送至「環保小蜜蜂 csu1153」，並至學務組填寫「日間使用教室未打
掃清潔反映單」，反映的班級若有協助清掃乾淨者，當日經本組實施放學前檢查良
好者，該班級整潔分數予以加分；若當日未反映，經本組放學前檢查有缺失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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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前面班級在離開教室時未實施打掃，
一經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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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每日至學務組「各班班級櫃」領取資料的幹部若看到務必轉知當
事人知悉)。
※ 1.因值日生未盡職責遭到處份之同學，仍可至學務組申請「行善銷過」
。
2.期中考期間仍須實施教室清潔工作，本組仍實施檢查及評比。

宣導事項
十四、
【人際關係】同學到學校是為了求學與學習與人相處之道，同學之間可以開玩笑，
但千萬不要過頭，造成他人的不舒服，亦不要與人磨擦後即以拳頭或武力來顯示自
己的能力，這是原始野獸的行為，把來學校真正的目的完全 抛在腦後，試想同學們
花很多的錢和時間，所得到的結果卻是零，真不值得，因此，請同學們遇到衝突時，
先忍住自己的火氣，務必先請師長出面協調，一方面可降低後續的傷害，一方面亦
可測試自己處理事情智慧和成熟度，另外請所有同學一起來當學校的安全小尖兵，
遇問題或可疑立即反映(校安專線 07-7312787，可將電話輸入手機中)，以降低學校
危險因素，共創優質校園。
十五、
【校園安全】近來發現校園內有校外人士到校假問卷之名，以取得個人資料之實，
提醒同學遇到此種情形，立刻向校安中心或學務組反映處理，千萬不提供個資給陌
生人，以免讓有心人士有可乘之機。維護校安人人有責。
十六、
【賃居安全】最近氣候逐漸轉涼，租屋在外的同學請注意，去年發生因熱水器裝
設不當，造成台南市四名女大學生及一名年輕女子一氧化碳中毒的集體死亡意外事
件，這五名年輕女子約好一塊參加台南市舉辦的活動，返回租屋處休息時，其中一
人洗澡時因熱水器外玻璃窗阻隔空氣流通，大量一氧化碳流入屋內，五名情同手足
的好友，同時因一氧化碳中毒，不幸共赴黃泉，提醒租屋同學們一氧化碳是無味的
隱形殺手，保持空氣暢通，就能避免一氧化碳中毒情事發生。
十七、【菸害防制】本校校園內全面禁菸，除吸菸區外其他區域不得吸菸，本校吸菸區
設置於幼保大樓後方長鐵椅區、電機系館右側凹地等2處，第7週取締違規吸菸人數
總計31人：一年級5人、二年級7人、三年級4人、四年級9人、日間部學生2人、院
校學生2人，校外人士1人，依校規，記小過乙次處分，請要銷過同學，
可參加11月份戒菸班，或至診所醫院掛戒菸門診。(開學至今已查獲317
人次違規吸菸)
十八、
【兵役資訊】
(一)大學一年級而且是83年次以後的同學請注意，如想要利用暑假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
練，必須於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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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學期一年級 85 年次以前男同學、轉復學生及延修生均已辦妥緩徵申請作業，各
縣市政府已全數回覆在案，核准文號請參考進修部網頁：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1041022_本(104-1)學期兵役緩徵暨儘後召集學生名冊及核准文號查詢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30122&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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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役政署徵兵處理程序(徵兵四部曲：兵籍調查、體格檢查、抽籤、徵集入營)，詳
細宣導資料請點閱進修部網頁/學生兵役/作業程序/役政署徵兵處理程序(徵兵四
部曲)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37004&ctNode=8498&mp=209&idPath=8172_8376。近期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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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配合依指定方式辦理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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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線上申報：於 10/15 至 12/15 期間循「兵籍調查線上申報系統」
，以線上填表申報
方式辦理（最方便的申報方式且免驗身分證明文件）。
2、填表寄回：下載並填妥「兵籍調查個人資料表」簽名或蓋章後，以電子郵件、傳
真或郵寄方式，寄回戶籍地區公所辦理。
3、親自辦理：按照通知書正面所排定之時間，攜帶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最高學
歷證件(學生證影本)到指定的地點辦理。
4、其餘要點請參閱各區公所兵役課通知函所載注意事項。
(四)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宣導資料：
為增進兵籍調查工作效率，並節省役男及家屬交通往返時間，86 年次役男可於本
(104)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前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首頁點選進入「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系統」進行網路申報。(網
址:http://www.ris.gov.tw/newlife/milisurvey.do?toMain)，相關資料已於學務
組公佈欄及進修部網頁「學生兵役/兵役宣導」(網址：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25570&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公告週知，請自行前往參閱。
(五)104年83年次以後就讀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相關作業事項
已於進修部網頁公告(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22661&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凡83

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於本(104)年就讀大學一年級或五專三年級者，自註冊取
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104年11月15日止可至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六)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男應經申請核准始得出境，明（105）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86
年次役男出境應經核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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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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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ioa.immigration.gov.tw/NIA_OnlineApply_inter/soldierApply/soldierApplyForm.action）

申請出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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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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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19&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十九、健康小叮嚀:
眼睛老化已是全球性的健康問題，隨著通訊科技的發達，過度使用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
「關燈看手機」、
「走路盯著手機不放」，尤其是眼睛必須緊盯著電腦的人，
最容易傷害眼睛。專家強調，3C 產品傷害眼睛，使用時間才是關鍵，唯有平日做好
護眼，才能避免眼睛快速老化。

活動訊息
廿、11月24日(二)吳兆南相聲劇藝社《相聲大學笑》已額滿，入場券將於11月17日發放
廿一、第50屆校慶晚會【風華青春 飛躍50】
時間：104年11月4日(三)17:00起

地點：人文大樓前廣場

入場方式：
1.自由入場(無需購票) 。
2.學聯會會員(有繳交會費者)贈送搖滾區門票乙張及摸彩券乙張。（數量有限，
每人限贈一張，贈完為止）
贈票時間：當日下午四時起
贈票地點：進修部學聯會辦公室（圖科大樓15-0304）
◎限學聯會會員本人持學生証領取
廿二、
「三好校園實踐-行善天使選拔」活動，參選時間：104 年 11 月 2 日至 104 年 12
月 4 日止。遴選 20 名行善天使，前三名禮卷 3000 元及當選証書乙幀，第 4 至 7
名禮卷 2000 元及當選証書乙幀，第 8 至 10 名禮卷 1000 元及當選証書乙幀。第
11 至 20 名禮卷 500 元及當選証書乙幀。請同學踴躍參加，期能藉以您的善行，
帶動三好 校園的溫馨風氣。詳細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瞭解: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30118&ctNode=9825&mp=209
廿三、樂活社預定於 11/18(星期日)假學校活動中心 4 樓羽球館辦理羽球比賽活動，前
二名可獲得禮劵獎金，只要是本校進修部學生不限資格均可報名參加，名額有限，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意者洽學聯會辦公室(15-0304 教室)或學務組劉教官，並付保
證金 100 元(當日參賽時退還)。
廿四、校慶 50 週年「來自正修明信片」設計比賽活動
★參賽資格：本校全體學生。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10 月 31 日截止。
★獎勵內容：
金賞(1 人)：獎金新台幣 3,000 元、獎狀乙只、
印製明信片發行
銀賞(1 人)：獎金新台幣 2,000 元、獎狀乙只
銅賞(1 人)：獎金新台幣 1,000 元、獎狀乙只
佳作若干名：獎狀乙紙
★詳細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瞭解: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25492&ctNode=9825&mp=209

廿五、
『新生盃班際拔河比賽』參賽隊伍隊長請於 11 月 3 日(二)19:30，至圖科大樓 303
教室參加規則說明及賽程抽籤(每隊一定要派一人參加)。
廿六、104 學年度『9 號球撞球比賽』將於12月8日開賽~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月30日(週五)22:00止。
※報名地點：學務組辦公室、學生 聯誼會(圖科15-0304)。
※抽籤日期、地點：11月27日(星期五)19：30 圖科15-0603 教室。
※比賽日期：12月8-10日(週二-四)。
歡迎同學踴躍參加，詳細辦法請至進修部學務組網站瞭解。
（報名表已發至班櫃，報名請洽班長）
廿七、本校環保先鋒隊訂於 11 月 17-19 日 10:00-14:00 在正修守護樹下會設立攤位執
行「校園環保愛心資源回收」-電池、光碟」
〈繳交電池及水銀電池 20 顆、光碟
20 片或發票 25 張〉擬依數量記獎勵乙次。
廿八、2015 年中華民國紅十字新高雄分會急救員訓練班報名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一)截止。
2.報名人數：50 人，依據報名順序為準，額滿為止。
3.活動地點：正修科技大學 (體育室 1 樓多媒體教室)
4.活動費用：新台幣 600 元整(教材費及證照費)。
5.聯絡方式： 正修科技大學衛保組 07-7310606#2214
6.活動日期： 12 月 19 日~ 20 日(星期六、日)
◎需全程參訓(兩日 16 小時)，並通過學術科測驗(皆通過 70 分)，方可取得「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駕駛人員急救訓練」合格證書。
什麼叫“寬容”？
小明考完試，拿考卷回家給老爸看。
老爸：數學 0 分，語文 1 分
小明點點頭，顫抖中，空氣凝結，氣氛無比恐怖，
感覺到有 一場血雨腥風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
老爸緩緩說道：＂小明啊，你這樣不行哦，太偏重文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