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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缺曠預警及輔導】第 1-9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逹 18 分以上）於 11 月 13 日以
電子郵件通知導師並發函學生家中，請導師關懷輔導並於 11 月 22 日前至晤談系
統填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
二、【班會週】11 月 22 日-11 月 28 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配合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本次班會討論題綱：預防毒品靠近自己的方法有那些? (表格電子檔可至學務組網
頁→申請書(表單)→導師專用表格下載使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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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平板均可填答)
四、【賃居生訪視作業】請導師撥冗對班上校外賃居生實地訪視，並請於 12 月 15 日前
登入賃居調查系統上填報訪視情形與上傳合拍照片。若因學生時間未能配合等因素
無法實地訪視者，亦請利用電話訪視或學生到校上課時機，瞭解賃居處所與校外生
活情形，並將晤談情形登錄於賃居調查系統。
五、 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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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外獎助學金
六、
【106 學年度補助弱勢學生助學金】教育部審核結果，將於 11 月下旬(約 11 月 20 日
左右)以簡訊方式，發送到申請人手機告知結果，此期間申請人聯絡手機如有更換，
請務必告知承辦單位，進修部學務組，以維護個人權益。
七、
【校外獎學金訊息】
台肥基金會獎學金學生自行申請至 106 年 11 月 15 日止
高雄市體育會清寒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自 106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行天宮急難濟助,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申請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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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八、107級畢業班個人學士照毛片第一次校稿時間自11月13日起至17日止，請各畢業班
代表於11月13日(一)晚18:30時起到學務組辦公室，領回照片並轉發同學校稿，需
修片者請於11月20(一)21:30時前，以班為單位，將照片交回學務組，逾時不再受
理修片。
九、第九週（11月5日至11月11）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股長務
必督促每日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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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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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休運三乙

1,11/3

1

2

2

觀光一甲

2,11/3,11/6

4

4

8

資工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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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觀光一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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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餐飲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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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二甲

1,11/9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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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觀光二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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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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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妝彩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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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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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數位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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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觀光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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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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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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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4

休運三甲

1,11/3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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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7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十、開學迄今各班到校時仍有發現教室不潔的情形，感謝大部份班級都能協助清理，已
協請生輔組加強要求日間部同學教室的打掃工作，惟日校一天有9堂課，班級數較
多，每間教室整潔維護通常會經過3～4個班級(非某一班)，故作法及維護方式與我
們進修部並不相同，且有些教室甚至還有其他單位 (例：推教中心、通識中心、進
修院校…等) 業管的班級一起共用教室，故管理及究責困難度也較高，生輔組承諾
一定會加強改善，學務組在此也懇請大家多一份耐心及體諒。若一進教室發現有不
潔的情形(以垃圾未倒、黑板未擦為主)請立即拍照後以Line群組向學務組劉教官反
映，以釐清責任及有利本組洽日校承辦單位協處，若能協助善後，將改善後情形拍
照回傳，該班級會給予整潔加分，期盼每個班級都能因為10分鐘的簡單整理，使大
家都有舒爽的學習空間，共享開心的校園生活！

十一、再次提醒：各一般教室均有一個印有教室編號(與教室編號相同)的垃圾桶，請各
班務必妥善保管置放於教室內(17及18棟依教室特性可置放於教室外走廊)，若發
現無故消失，請先至附近(隔壁教室、樓梯、走廊、廁所…)察看是否有被錯放之
情形，若確認失蹤，請即向學務組反映，俾釐清責任。另也發現有部分班級未依
規定傾倒垃圾，蓄意將班級垃圾直接丟置廁所外的公共垃圾桶或他人班級的垃圾
桶內(上)，不僅嚴重造成環境髒亂，更損及他人的權益，本組將加強查察，一經
發現則當事人必依校規重處，並扣減該班級整潔團體成績。請幹部每日確實督促
值日生下課離校前務必將垃圾丟至垃圾場。
十二、第八週學務週報有回應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甲、電機四甲、電機四乙、電機四丙、工管四甲、建築四甲、
企管四乙、企管四丙、幼保四甲、資管四甲、金融四甲、資工四甲、觀光四甲、
觀光四丙、妝彩四甲、數位四甲、餐飲四甲
三年級：電子三甲、機械三甲、電機三甲、電機三乙、工管三甲、國企三甲、建築三甲、
企管三甲、企管三丙、幼保三甲、資管三甲、資管三乙、休運三甲、休運三乙、
資工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乙、觀光三丙、妝彩三乙、時尚三甲、
數位三甲、數位三乙、餐飲三甲、餐飲三乙
二年級：土木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甲、工管二甲、建築二甲、企管二甲、企管二乙、
資管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金融二甲、休運二甲、休運二乙、觀光二甲、
觀光二丙、妝彩二甲、數位二甲、餐飲二乙
一年級：機械一乙、機械一丙、工管一甲、企管一甲、資管一乙、應外一甲、金融一甲、
休運一甲、休運一乙、觀光一甲、時尚一甲、數位一甲、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資工一甲、妝彩一甲

開學迄今從未回應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電子四甲、資管四乙、應外四甲、休運四乙、妝彩四乙、創意四甲
三年級：土木三甲、金融三甲、妝彩三甲
二年級：電機二丙、觀光二乙、妝彩二乙、時尚二甲
一年級：土木一甲、機械一甲、電機一甲、建築一甲、幼保一甲、妝彩一乙

班級聯絡員每週請至信箱檢查信件並將訊息傳逹同學， 信箱設定為
K+學號@gcloud.csu.edu.tw (新生為學號@gcloud.csu.edu.tw)，如需更改，請寄
郵件至9029@gcloud.csu.edu.tw告知。

宣導事項
十三、
【校園安全】
（一) 未經校方同意不可以在校園內從事任何形式傳銷工作，同學若在校園內遇到類
似情事（補教、保險、推銷書籍等）
，請予以拒絕並立即向校安中心、學務組反
映，以純淨校園學習環境。
(二)請同學妥善保管自身財物、手機。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以免給他人可乘之機，尤
其是在圖書館唸書，離開座位一定要將貴重物品隨身攜帶。
法律小常識：
依刑法第320條（普通竊盜罪、竊佔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
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十四、
【防制藥物濫用宣導】嘉義一名就讀國小高年級的男童染毒，校方追查才知，有
同學多次拿了一名陌生男子給的「小熊軟糖」請客，請客的同學沒吃，沒有警覺
的男童反成了受害者。
「新興毒品包裝像零嘴」
，研究發現首次接觸毒品，都是和
同儕出門遊玩時，接受招待毒飲料、毒糖果，因外觀看不出來沒拒絕，幾次覺得
沒事，對毒品沒了戒心而染上，提醒同學交友要謹慎，對新興毒品的危害要提高
警覺，勿讓毒毀一生。
十五、
【菸害防制宣導】本週巡查共計11人違規吸菸，一年級5人、二年級4人、四年級2
人，大一新生口頭警告乙次，其餘學生依規定記過乙次，期中考後大一學生若吸
菸遭教官糾舉，依規定記過，請同學勿在校園內吸菸。
十六、
【校園意外病緊急處理流程】
◎重傷病者請立即通報119及校護（7310606轉1124或2295）
、校安中心（07-7312787）
◎狀況輕微者請到衛保組就診，由護理人員處理。
十七、
【兵役資訊】
(一)本學期學生兵役緩徵暨儘後召集辦理情形：
1. 106學年度第1學期一年級新生87年次(含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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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學生兵役緩徵核准文號請登
入個人訊息網(熱門服務/個人資訊/緩徵與儘召核准文號)即可查閱，若再有接獲鄉
鎮區公所的兵役課告知無緩徵紀錄者，請再洽學務組劉教官(07-7358800#2344)查
詢及確認核准文號，並據以回復兵役課憑辦。
2.本學期轉復學生及延修生均已辦妥儘後召集二款申請作業，各縣市後備指揮部刻正
審辦中，俟全數核覆後再行公告週知。
3. 二至四年級舊生之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核准文號均已上傳，請自行點閱參考。
(二)有關辦理內政部役政署 106 年度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
1.按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並頇在 19 歲徵兵及齡前一年底至當年 3
月間接受兵籍調查，建立兵籍資料。88 年次男子明年徵兵及齡，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1 月 15 日下午 5 時止，可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內政部
役政署網站點選進入「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系統，登錄兵籍表
所需之個人資料後即可完成兵籍調查作業。
2.相關宣導資料已公告於學務組公佈欄及進修部網頁兵役宣導專區，詳情請自行前往
參閱：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goo.gl/uQUmQK
(三)有關內政部辦理 106 年就讀專科以上 83-89 年次在學男子，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
兵役軍事訓練案。
1.徵兵規則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得依其志願，於每年十
一月十五日以前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連續二年暑假，分階段接受
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申請人數逾訓練員額時，以抽籤決定之」。
2.國防部匡定 107 年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錄取員額為 4,250 員。

3.「106 年就讀專科以上 83-89 年次在學男子，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之
對象條件及相關作業規定」公告及「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線上申請公
開抽籤懶人包等相關宣導資料已公告於學務組公佈欄及進修部網頁兵役宣導專區，
詳情請自行前往參閱：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goo.gl/ZV3vKV，請自行下載詳閱，以維學生個人權益。

活動訊息
十八、
【名人演講】107 級畢聯會 106 年 11 月 14 日(二)晚 19:00~21:00 時，辦理『人生
可以不魯蛇』名人演講，邀請食尚玩家 OS 桑阿松先生主講，報名參加的 616 位
同學，活動當天請準時於 19:00 時前，到人文大樓九樓正修廳就坐完畢，演講準
時開始。
十九、
【新生盃暨系際盃拔河比賽】於 11 月 15-17 日(週三至週五) 於籃球場舉行，歡
迎老師、同學到場加油打氣。賽程表請至學務組網頁查詢(已放至班級櫃)，參賽
隊伍請記得帶學生證提前 20 分鐘至服務台檢錄。
廿、【正修有愛 捐血活動】
日期：106 年 11 月 30～12 月 1 日（四~五）
時間：18：30～21：00
地點：活動中心前廣場
資格：年齡 17 歲～65 歲；男性 50 公斤、女性 45 公斤以上身
體健康者。
攜帶證件：身份証
益處：救人一命（無價）
、促進血液新陳代謝、記功乙次
（加操行分數 2.5 分）、當天全日公假。
捐過血的同學期待再一次的「與愛心有約」(捐血:250cc 間隔 2 個月以
上；500cc 間隔 3 個月以上)：沒有捐過血的同學歡迎相約一起來體驗！
廿一、
『9 號球撞球比賽』將於 12 月 6 日開賽~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 月 17 日(週五)22:00 止。
※報名地點：學務組辦公室。
※抽籤日期、地點：11 月 24 日(星期五)19：30 圖科 0503 教室
※比賽日期：12 月 6-8 日(週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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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三好正修 i 募捐～『嗨 LOVE 正修 暖聖誕』公益活動(個人報名開始)
活動內容：邀請戴愛玲及陳斯亞(糖果)等知名藝人演出，並為讓同學愛心有回
饋，鼓勵行善更溫馨，搭配捐發票送愛心抽獎活動。
活動日期：12 月 22 日(五)18:30~20:30
活動地點：正修廳
活動方式：憑票入場

募集時間、地點：
正修樹前：12 月 18 日至 21 日，19:00-21:00
學務組辦公室：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週一至週五
16:00-22:30(摸彩劵及入場劵兌換至
12 月 21 日)
索票方式：
(一)凡捐出 20 張 11-12 月發票，即可獲得下列三種好
康：
1.扭蛋乙次，有機會抽中限量三好公仔。
2.摸彩券一張(需於 12 月 22 日 19:00 前投入摸彩箱)
3.聖誕晚會入場券一張
(二)自由樂捐(不限張數)
廿三、
【樂活社】本學期還在辦理的主要活動為：
羽球教學暨聯誼對賽活動，本學期預計舉辦四次(已舉辦二次)，原則上於每月
第三週的星期六18～22時，假本校活動中心四樓羽球館展開活動，採「分級分
組」實施教學或聯誼對賽，全程免費(初學者有提供練習用羽球拍及塑膠羽球借
用)。下次活動訂於11月18日舉行，歡迎上次錯過機會的，不要再錯過了喔！
※有意參加者請至學務組向劉教官洽詢登記(或逕向黃俊雄社長報名0929-776959)
廿四、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基礎急救員訓練班報名】
活動時間：106年12月9日~106年12月10日(星期六、日)
報名人數：50人，依據報名順序為準，額滿為止。
活動地點：正修科技大學-活動中心2樓演講廳
活動費用：新台幣600元整(教材費及證照費)。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6年12月1日(五)，欲報從速。
招收對象：18歲以上，身體健康，有志從事志願服務之民眾。
聯絡方式： 正修科技大學衛保組07-7310606#2214 林小姐

【活動相關事項】
1.參訓者請著長褲，勿穿著低領上衣、拖鞋及短褲。
2.上課時，請攜帶文具用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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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五、
【107級畢業班團體學士照拍照時間】訂於106年11月20日至24日(五)實施，各班
拍照時間表如附表。
人生最遺憾的事，莫過於~
輕易放棄了不該放棄的，
固執地堅持不該堅持的。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