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畢業典禮】105 級畢業典禮訂於 6 月 4 日（六）17：00 假人文大樓 9 樓正修廳舉

行，畢業班負責同學請於當天 15：00 至幼保大樓一樓領取學士服並於 16:30 前至

正修廳就坐（凡進禮堂同學一律需著學士服）。因為參加同學踴躍，樓上家長席座

位有限，屆時僅能先到先坐。當天人文大樓七、八樓視聽教室會實況同步轉播，提

供家長與親友觀賞。 

二、【賃居生訪視】各班導師請就賃居的同學擇適當時間實施訪視，並於居住現況調查(賃 

   居調查系統)填寫訪視紀錄及上傳照片，若因學生無法配合等因素無法赴賃居處所實 

   地訪視者，亦請運用電話訪談或學生到校時在學校晤談，就訪談情形填寫訪視紀錄， 

   並請於第 15週(5/31)前完成。 

三、【就學貸款】104學年度第 2學期增貸書籍費、生活費及校外住宿費同學，金額已撥 

    入同學提供之帳戶，如未提供帳戶者，請帶身份證及學生證至學務組找何先生簽領 

    支票。 

四、【105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減免即將開始申請】 

    第一階段申請(送件)日期:6 月 13 日(一)至 7 月 13 日(三)24:00 分 

        完成線上申請的同學請備齊相關證明文件(檢附證明文件為申請表所列之證明） 

         和減免申請表(線上填寫學雜費申請表後下載列印)至進修部學務組辦理，審 

        核無誤後將於學雜費繳費單直接扣除減免金額。剩餘款項再至臺灣中小企業銀 

        行補繳差額或至臺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只能申貸減免後差額，申請貸款時間 

        為105年8月1日至8月31日止)。 

      第二階段申請(送件)日期:7月27日(三)至9月9日(五)24:00分

       持學雜費繳費單（勿先行繳費）、相關證明文件和減免申請表至學務組改單， 

     

       餘額再自行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視同放棄減免資格， 

       不予受理）。  

       ※減免申請表由訊息網登錄→左側學務資訊→學雜費減免系統填寫列印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有關就學費用之補助或減免(如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 

          費、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助學金、勞委會勞工子女助學金、行政院退輔會榮民子女助 

          學金、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補助金等)，及其他與減免就學費用性質相當之給付 

          者，不得重覆申請本減免（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份者，請考量補助金額擇優申請)， 

          如經查獲不實重複申請者，依教育部各類助學措施優先順序取捨，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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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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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會記錄尚未繳交之班級如下：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甲、國企三甲、企管三乙、幼保三甲、資管三甲、休運三甲、妝彩三甲、 

          時尚三甲、數位三甲 

   二年級:電機二甲、電機二乙、電機二丙、國企二甲、建築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金融二甲、 

          休運二乙、觀光二甲、妝彩二乙、時尚二甲、數位二甲、創意二甲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乙、國企一甲、企管一乙、金融一甲、休運一乙、資工一甲、 

          資工一乙、觀光一丙、妝彩一甲、餐飲一甲 

   班會記錄記載詳實的班級： 

   機械三甲、應外三甲、金融三甲、休運三乙、機械二甲、幼保二甲、資管二甲、資工二乙、 

   觀光二乙、餐飲二甲、機械一乙、建築一甲、餐飲一乙 

六、第八至十二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 

    優等班級：  

    數位三甲、企管四丙、二技企管三甲、資管三乙、企管二丙、幼保一甲、餐飲一乙、幼保三甲、

電機二丙、妝彩三乙、幼保二甲、機械一甲、企管四甲、電機一丙、電機一乙等 15個班級，

依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乙等計有 40個班級，請各班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 

   一年級 11個班：資工一甲、國企一甲、觀光一乙、企管一丙、企管一乙、觀光一甲、休運一甲、 

           妝彩一乙、觀光一丙、企管一甲、時尚一甲。 

   二年級 12個班：餐飲二甲、電機二甲、國企二甲、機械二乙、企管二乙、金融二甲、休運二甲、 

           建築二甲、資管二乙、土木二甲、企管二甲、時尚二甲。 

      三年級 10個班：休運三甲、資工三乙、休運三丙、電子三甲、機械三甲、企管三丙、企管三乙、 

                    電機三甲、建築三甲、觀光三乙。 

 四年級 7個班：電機四甲、電機四乙、企管四乙、電機四丙、妝彩四乙、二企四甲、 觀光四甲。 

七、【校外獎學金】 

其他獎學金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學務組→獎助學金及就貸減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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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鼓勵．愛的希望–癌症家庭子女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 105 年 6 月 10 日止 

    財團法人行天宮急難救助,急難發生 6 個月內 
 

 

 

八、【新生輔導員推薦】為迎接 105學年度新生，使他們能儘快熟悉學校環境、作息， 

    一年級各班務必推派二位優秀、熱心、負責任，能於當天六點十分前到校的同學擔 

    任新生輔導員（現任系代表、班長、風紀股長或有服務熱忱、出席率高者為優先人 

    選）。推薦表請於 5月 24日前交回學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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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訂於5月26日（星期四）學生議會查核學聯會五月帳冊，議員請準時於20：30至學 

    聯會辦公室查帳。 

十、第十三週（5月 15日至 5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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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週資料統計期間【105/05/1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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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一甲 2,5/16,5/17 4 2 4 機械二甲 1,5/17 2 4 8 

企管一甲 2,5/16,5/19 4 14 28 機械二乙 1,5/16 2 3 6 

資工一甲 1,5/13 2 1 2 幼保三甲 1,5/18 2 1 2 

觀光一甲 1,5/18 2 5 10 休運三丙 1,5/18 1 5 9 

觀光一乙 2,5/13,5/18 4 2 4 電機四甲 
2,5/13,5/1

8 
4 2 4 

觀光一丙 1,5/16 2 6 12 105/05/17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十一、為了提供一個舒爽的學習空間，並留給後續使用的班級一個清潔的教室，課後的

打掃工作是必要的，當然考試期間也不例外。本學期教室整潔競賽第二次評比(第

八至十二週)已告一段落，並繼續展開第三次整潔競賽，請各班努力爭取佳績。 

 

 

 

十二、【行善銷過】本學期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6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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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正修訊息網查詢) 

 ◎記「申誡」者：每次(支)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1次為原則。 

 ◎記「小過」者：每次(支)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3次、並撰寫反思心得(500字)一 

   篇為原則。若屬「違反菸害防制法(違規吸菸)」者，須取得合法醫療院所開立之 

  「戒菸門診證明(收據)」一併附上。 

     ※ 「愛校服務工作」請洽詢學務組劉教官。 

十三、【紫錐花運動宣導】「當時的我，真是見了棺材還不掉淚。」這是 56歲的張建智

的內心話，曾是彰化角頭，染上毒癮，六親不認，替亡父守靈時，倚著棺木施打海

洛因，就連母親過世火化，也顧不得骨灰罈還在懷裡，拿起針頭就往手裡扎。10年

來他進出監獄、診所戒毒無效，40歲那年他進入苗栗戒毒村，每天跟著「資深」毒

蟲上神學課、念聖經，每天規律作息，1年半後他成功戒毒，為怕毒癮再犯，連菸

都不抽了，各位親愛的同學，一個有毒癮的人，都可以完全戒治甚至連菸都可不抽，

相信没有一位同學的菸癮有如此的嚴重，菸和毒品都是傷害身體至深的物品，千萬

不要和它打交道，它對你好絕對是要你的命，從 没有例外的，希望大家能警惕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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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校園安全宣導】近期本校又發生暴力衝突事件，同學到學校是為了求學問與學

習做人處事的道理，請同學們遇到衝突時，先忍住自的火氣，不可動粗，更不應該

找校外人士幫忙出頭，這些都是嚴重違反校規的事情，大家已經是大學生了，什麼

事情都應該用理性溝通方式解決，若還是無法解決，務必請師長出面協調，如此可

降低後續的傷害，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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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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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重不吸菸人

的權益，勿製造二手菸，造成他人困擾。第 13週取締違規吸菸人數總計 18人：一

年級 3人、二年級 7人、三年級 5人、四年級 1人、延修生 1人、日間部 1人，依

校規記小過乙次處分，請同學勿心存僥倖心態，教官會持續校園巡查，取締違規吸

菸同學。 

十六、【反詐騙】內政部警政署 105年 5月份反詐騙宣導資料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首頁

/公告訊息(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46269&ctNode=9825&mp=209)，請參

考運用，本月份反詐騙宣導宣導主題為： 

   (一)比特幣交易所假藉駭客入侵，詐騙客戶比特幣案 

   (二)偵破陳○○為首之比特幣洗錢中心案 

   (三)偵破利用網路銀行 APP「假轉帳，真詐騙」案 

   (四)補教吸金詐騙術，1 魚 2吃，詐出 6千多萬 偵破「點○、京○」等公司重大吸金詐欺 

       集團案 

   (五)偵破臺南「富蘭克林」假檢警詐騙集團話務機房案 

   (六)號召全民抓車手 警祭萬元檢舉獎金 

   (七)「輸入『破解密碼』可解除扣款設定」 名嘴遭詐 5 萬元 

   (八)故意輸入錯誤密碼 3 次可救回自己的錢?-這是網路謠言，請勿相信 

   (九)高風險網路賣場 

   (十)竄改來電號碼排名 

十七、【學生團體保險】畢業生於 105.07.31前發生事故或因疾病住院者，可在事發二 

     年內提出申請，須填寫理賠申請書並檢附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及個人存摺 

     封面影本，如有疑問請洽承辦人徐小姐分機 2295 

十八、【健康資訊】 

    夏天到了，運動的人也跟著多了，但許多人在跑完步、爬完山或踩完自行車後，出 

    現「鐵腿」的現象。 

    一般來說，「鐵腿」症狀會在 1個星期之內逐漸好轉，但超過 1個星期，則要小心 

    可能有肌肉拉傷或其他疾病，應盡快就醫治療。 

    ◎告別鐵腿 4方法：休息、伸展、按摩、熱敷； 

    ◎預防鐵腿：規律運動+做足暖身運動；每次運動前做足暖身運動（身體感覺微微 

      冒汗），讓血液流到肌肉，也能降低運動傷害和鐵腿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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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105級【青春不悔、無所畏懼】畢業晚會定於 105年 

       5月 25日(星期三)下午在活動中心四樓辦理，畢業 

       班同學當天停課，進修部各畢業班報名參加晚會的同 

       學，當天 PM15:00時開始，請各班派代表，憑學生證 

       到圖科一樓進修部學務組辦公室，統一領取入場券， 

       17:30時開始入場。 

廿、【彩繪燈籠點燈及頒獎】5月 25日(三)19:00假圖科 

     大樓大廳舉行，邀請師生共賞星空下最美的祝福。 

廿一、樂活社及學生聯誼會預於 5月 28日(週六) 10：00~17：

00舉辦「每到夏天我要去海邊」之旗津戶外活動，活動對象以本部學生為主，含工

作人員以 30人為限，活動內容及報名表請上進修部學務組網頁『公告訊息/最新消

息』，有意參加者，請填妥報名表，於 5 月 24日(星期二)前,連同保證金 100元(內

含 50元保險費，活動報到當日退還 50元)，交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電話：

0935-603951或校內分機 2332】。 

 

 

 

                               鐵塊與鐵鎚的對話 

   

         從前從前，有一個小鐵塊，他原本一直過著快樂安逸的日子， 

         這天他的主人突然把他給丟到火裡去，他熱得好難過， 

         於是便向火燄說：「火燄大哥，可不可以稍微降低一點您的溫度呢？」 

         火燄經不起鐵塊的聲聲喊痛，最後只好答應降低溫度。 

         不久後，鐵塊被人由火堆裏取出放在鋼板上，開始被鐵鎚給一下一下地重 

         重敲打，他又受不了了，於是便再度開口：「可否將您搥打的速度再放慢 

         一點，擊打的力量再輕一點，讓我少受點苦吧！」鐵鎚也經不住鐵塊的苦 

         苦哀求，也答應照做。 

         最後，鐵塊在經過沒多少鍛鍊的情況下出了工廠，可是沒經過多久他就滿 

         身是鐵鏽地回到原廠。當他再次看到工廠一角的火燄與鐵鎚時，他不禁感 

         慨：「我現在才瞭解，生命中有某些過程是不容逃避的，逃避了它們，生 

         命也將隨之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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