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期末導師會報】於12月21日(三)15:10 假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舉行，14：50開始簽 

    到，請導師準時參加。 

二、【班會週】12月 21日-12月 27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本次班會討論議題：「這學 

    期，在全班共同努力之下，值得嘉許的具體成果有哪些？還要改進的部份有哪些？」 

    班會紀錄請詳實記載，會後請交至學務組李小姐處。 

三、【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操行加減分線上作業】 

    系統開放期間：12月 5日(一)至 12月 30日(五) 

   請導師於系統開放時間進行[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 

   說明如下： 

   班級幹部獎懲建議作業：  

   ＃流程:訊息網→導師班服務→班級幹部(獎勵選項)→輸入完畢→名單儲存。  

   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  

   ＃流程：訊息網→導師班服務→學生列表(每位同學可加（減）0-3 分)→輸入完畢→儲存 

四、【學生缺曠異常輔導】第 1-12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逹20分以上）已於 12月 5日 

    以電子郵件通知導師關懷輔導，請導師於 12 月 14 日(三)前至晤談系統填寫「缺曠 

    異常晤談紀錄表」列印經系主任核閱後送回學務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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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首頁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導師回饋問卷 

    (智慧型手機、平板均可填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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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5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減免開始申請】  

(一) 第一階段申請(送件)時間：自105年12月5日(一)起至105年12月14日(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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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月16日至2月17日止)。上線填寫後須列印並 

     檢附證明文件才算完成申請。 

(二) 第二階段申請(送件)時間105年12月21日(三)起至106年2月19日(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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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更改 

     餘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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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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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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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證明文件後再與申請表一同繳交。 

者，需檢附106年申請之 

    ※依教育部規定，需依學生實際加退選後之金額核算補助金。故另有加/退選課程會 

      審核是否符合補助規定，退選課程依學生原繳費比例退費，加選課程則須持單更 

      改金額後繳費。 

七、【105學年度第2學期就學貸款】申請時間為106年1月16日起至106年2月17止，辦理 

     就學貸款同學須將對保單繳回學務組才算完成註冊。（詳細資訊請至進修部網頁瀏 

   覽） 

     ※同學如有增貸生活費、書籍費等需求，請提供個人帳戶節省領取支票後仍需親至 

       銀行存入的時間。 

     ※貸款須視同學實際繳費情形而定，故學期中同學如有退選學分，退選金額將還款 

       台灣銀行(同學可於期中至台銀網站查詢實際貸款金額) 

     ※電腦實習費不可貸款，如有該筆款項，請先至學務組修改註冊單再至銀行貸款。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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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子一甲、電機一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幼保一甲、 

              金融一甲、資工一甲、妝彩一甲、妝彩一乙、時尚一甲、數位一甲。 

     二年級：土木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電機二乙、電機二丙、國企二甲、企管二甲、 

             金融二甲、休運二甲、資工二甲、妝彩二甲、餐飲二乙。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子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乙、電機三丙、國企三甲、企管三甲、 

             資管三乙、金融三甲、休運三甲、觀光三甲、妝彩三乙。 

     四年級：土木四甲、電機四甲、工管四甲、國企四甲、幼保四甲、資管四丙、休運四甲、 

             觀光四甲、時尚四乙、數位四甲。 

    記載詳實的班級： 

     二企四甲、企管四乙、應外四甲、金融四甲、資工四乙、時尚四甲、機械三甲、幼保三甲、 

    資管三甲、資工三乙、妝彩三甲、餐飲三乙、企管二乙、觀光二乙、電機一乙、企管一甲、 

    企管一乙、資管一甲、應外一甲、休運一乙、觀光一乙。 

九、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十一月份帳目並公告於學生議會網頁及學聯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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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校外獎學金訊息】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日期不一，請同學自行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學務組→獎助 

行天宮急難救助,急難發生6個月內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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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 

 (一)學生本人連續住院滿 7天以上(於事發 3個月內)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二)父或母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均可提出申請。詳細內 

     容可自行上網查詢(http://ppt.cc/jdyG)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校內外獎助學金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138013&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ppt.cc/jdyG�


 

 

十二、106級畢業班個人學士照片 32張暨光碟，預定於 12月 19日(一)晚上 19:20時送 

      達學校，請各畢業班代表或班級幹部到學務組領取後，轉發同學。 

十三、有回應第13週學務週報班級電子郵件聯絡員： 

     一年級：電子一甲、機械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資管一乙、 

       幼保一甲、休運一甲、資工一甲、觀光一甲、觀光一乙、妝彩一甲、時尚一甲、數位一甲、 

              餐飲一甲 

      二年級：電子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建築二甲、企管二乙、幼保二甲、資管二甲、 

              資管二乙、資工二甲、觀光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數位二甲、數位二乙、餐飲二甲、 

       餐飲二乙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丙、工管三甲、企管三乙、幼保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丙、 

       金融三甲、資工三甲、數位三甲 

      四年級：電子四甲、國企四甲、建築四甲、企管四甲、企管四丙、資管四乙、應外四甲、工管四甲、 

       資工四甲、觀光四甲、觀光四乙、妝彩四甲、時尚四甲、時尚四乙、數位四甲、創意四甲、 

       二企四甲 

十四、第十三週（12月4日至1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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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02-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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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一甲 1,12/6 2 2 4 機械三甲 1,12/7 1 12 21 

企管一乙 1,12/5 2 6 12 電機三丙 1,12/7 1 9 9 

休運一乙 2,12/2,12/7 4 3 6 企管三乙 1,12/5 0 1 0 

觀光一乙 3,12/2,12/7,12/8 6 5 10 觀光三甲 1,12/7 2 1 2 

餐管一乙 1,12/8 2 1 2 觀光三乙 1,12/2 2 2 4 

企管二甲 1,12/7 2 6 12 觀光三丙 1,12/6 2 4 8 

資管二甲 1,12/8 1 2 2 餐管三乙 1,12/2 2 1 2 

休運二甲 2,12/7,12/8 4 5 10 機械四乙 1,12/7 4 1 4 

國企二甲 2,12/6,12/8 4 9 17 電機四乙 1,12/6 2 4 6 

餐管二乙 1,12/6 2 4 8 幼保四甲 2,12/5,12/7 3 3 5 

          105/12/06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五、近期教室打掃狀況有所退步，主要缺失以:桶內垃圾未倒、黑板未擦、地面垃圾未 

     掃最多。再次提醒： 

(一) 值日生輪值表雖已於開學之初向全班同學宣導週知，惟仍有部分值日生未盡教室打 

掃職責，請檢討改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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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生；若輪值的同學確有故意不盡責之現象，切勿姑息，逕至學務組填寫「值日生未

盡職責反映表」，學務組必依校規簽請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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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學務組填寫「日間使用教室未打掃 

清潔反映單」，學務組都會定期將資料反映給日校或相關系辦公室，要求日間部同 

學加強教室的打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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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教室若有變動或更換，於更換教室前先至教務組向郭守博先生填寫「教室異動申請 

     書」，受理申請核准後知會學務組。若屬臨時性更換請於當日放學前知會學務組。 

    (未經申請及報備，私下更換教室時原排定的教室若有缺失責任由該班概括承受)。 

 

 

 

十六、【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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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登記系統』 

   登記開放日期：105年 12月 9日上午 08:00至 12月 18日晚上 10:00止 

   ◎本次僅開放一階段供登記，請同學務必於此階段上網登記。 

   ◎停車場管理系統匯入之資料是以同學本人登記並繳費完成而轉出之資料，請同學勿 

     自行私下轉賣車位，否則將依規定取消登記車位之資格。 

十七、【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2月30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至學務組 

     申請（除打掃服務工作外，配合聖誕愛心活動亦可採捐贈20張11-12月份發票方式 

     辦理），請班長再次向同學宣導，曾因個人誤失受處份的同學請把握銷過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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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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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講座或菸害防治宣導活動。 

十八、【學輔中心關心您】少年維特果然很煩惱！主計總處公布青少年狀況調查，我國

15~29歲青少年 55%以上有生活上的困擾，他們最大煩惱是感情和人際問題，其次才

是工作問題。同學若有感情上的困擾或是人際問題，都可以至學輔中心求助，本校

學輔中心在行政大樓四樓，晚上都有輔導老師值班，同學可多加利用。 

十九、【不違規停車】本校側門正修路違停狀況嚴重，現在因長庚醫院正在施工，原長庚

停車場已無法提供更多的車位給同學停放，以致於同學將機車隨意停放，造成用路

宣導事項 



人的困擾，大華派出所已多次舉發甚至拖吊，請同學將機車停放在機車格內或至總

務處購買停車位，以免得不償失。 

廿、【網路安全】網路的互動，對同學來講使用相當的頻繁，但是網路安全卻常被大家所

忽略，提醒同學一定要好好保護個人資料，不要輕易的將個人相關資料隨意散布，

包括自己的同學都要謹慎，才不會受到詐騙集團的利用，免去受到網路朋友的威脅，

萬一真的遭到威脅一定要向師長們反映，不要自己去面對、處置，以免造成不可挽

回的遺憾，另外，如要和網友外出亦請同學們告知同學、家人，對方相關的資料，

以利後續狀況的處置，「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廿一、【菸害防制】本學期第 3次班會，同學反映本校已為「無菸校園」，但仍有人在地

下室停車場抽菸，對不抽菸的人而言，聞二手菸是很痛苦的，請吸菸的同學，勿將

自已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不要校園內吸菸，第 14週取締違規吸菸人數總計

21人：一年級 2人、二年級 9人、三年級 6人、四年級 4人，凡吸菸者均依校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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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紫錐花運動宣導】近年來新興毒品偽裝成咖啡包、果凍、口香糖、糖果的樣式，

在青少年間流竄的新聞層出不窮，顯示學生藥物濫用越來越嚴重。根據警政署的統

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台灣毒品向下氾濫情況嚴重，十年來吸食三級毒品 K他命的人

口暴增了 15倍，警方表示，很多學生以為吸毒只要不成癮就沒事，卻忘了只要是毒

品就會成癮，所謂「一日吸毒、終身戒毒」，教官要提醒同學不要在朋友的慫恿下而

接觸毒品，你將一輩子活在毒品的陰影之下。 

廿三、【健康資訊】 

    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固 

  健走是生活中最簡易，且不受外在環境限制的體能運動。比慢跑安全，比散步有效， 

    比游泳方便，老少皆宜且隨時隨地都能做。 

 

 

 

廿四、賀進修部 9號球逹人： 

      冠軍：資工二乙王韋隆 

      亞軍：機械二乙陳柏璋 

      季軍：企管四丙韋穎村 

      殿軍：觀光一甲涂翔程 

廿五、「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福的剎那」攝影

比賽網路票選開始， 至 105年 12月 30日截止。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大家更加注意到

週遭的 微小幸福，進而感受到生命的喜樂，形成「幸福」的氛圍。投票位置: 進修

部學務組網頁或直接連接: http://120.118.165.132/voting/， 凡本校教職員、學

生都可投票，請大家踴躍參與。 

 

 

活動訊息 

http://120.118.165.132/voting/�


廿六、【月光小曲】訂於 12 月 19 日(一)19:00-21:00 假人文大樓前開唱，為歡慶聖誕節及 
      迎接新的一年，請挑選應景歌曲，預約報名自即日起至 12 月 9 日止，報名表已放 
      班級櫃。 
廿七、【聖誕送愛心】 

     (一)幸福の味+愛心發票 

      1、時間：即日起至 12月 31日 

      2、內容： 

      (1)滙集學生關懷弱勢的熱心，培養同學隨手行善，預計 

         募集 20,000張愛心發票，協助「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的「弱勢兒童服務計畫」讓偏鄉部落 

     慢飛天使勇敢學飛。 

      (2)藝文處邀請表演家合作社劇團演出「幸福の味」舞台 

         劇，憑 20發票可兌換入場券一張並可參加抽獎，讓 

         同學在溫馨季節能欣賞一齣暖心舞台劇，留下動人 

         回憶。 

      (3)凡於活動期間捐出 20張 11-12月發票，即可兌換摸彩 

         券一張，讓同學的愛心有回饋、行善更溫馨。 

     (二)愛心發票+咖啡 

      1.時間：12月 19-20日 18:30-21:00 

      2.地點：海韻之門前 

      3.內容：請日間部咖啡藝術與創新飲調社調製咖啡，憑 

              11月-12月 20張發票兌換咖啡一杯。25張發票兌 

              換咖啡一杯、摸彩券乙張。 

廿八、本學活動精彩照片請至 http://ppt.cc/93JIJ瀏覽。 

 

 

                          重來，重來？ 

            玩遊戲時，最喜歡的一句話是： 

            「啊！又死了！重來，重來！」 

            從好處想，我們懂得經由錯誤學習； 

            但虛擬的遊戲可以不斷重來， 

            真實世界的許多機會往往只有一次！ 

            學期接近尾聲，請珍惜就讀機會， 

            不輕言放棄，因為～時間不等人， 

            機會稍縱即逝！             

http://ppt.cc/93JI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