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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會週】4 月 18 日-5 月 1 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
配合菸害防制宣導，本次班會討論題綱：
「如果你最愛的另一半或家人是菸癮者，
你會用什麼方式幫忙他們遠離菸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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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考試週請假規定】期中(末)考試請假需持公立醫院證明、訃文或其他特殊原因之
證明文件，於考試週填寫「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期中(末)考試請假申請單」方
可依本校考試補考相關規定辦理補考，補考日期請與任課教師約定。表單請至進修
部網頁下載：首頁/申請書(表單) 下載/進修部學生期中期末考請假單 http://ppt.cc/6TJuh
三、
【導師關懷滿意度】為回饋導師平時對同學的關心與付出，自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
，請同學至訊息網→學務資訊→導師滿意度調查填寫本學期問卷。同學可利用行動
載具(智慧型手機、平板)上線填寫。
四、
【賃居生訪視】請導師撥冗對班上校外賃居生實地訪視，並於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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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填報居住現況調查的同學，個人訊息網將暫時無法使用，於完成後始能恢復
正常。
五、【畢業班導師配合事項】
請於系統開放期間：107.4.30(一)至 107.5.18(五)，進行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
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如有相關作業問題請洽詢黃小姐#2781。
畢業班班級幹部獎懲建議作業：
訊息網→導師班服務→班級幹部(獎勵選項)→輸入完畢→儲存
畢業班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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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第 2-7 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成績】
優等：時尚一甲、電子二甲、土木一甲、幼保三甲、餐飲四乙、觀光二乙、電機二甲、
休運一甲、餐飲一甲、時尚二甲、土木三甲、幼保四甲、幼保一甲、金融二甲、
企管一甲等 15 個班級，依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乙等：
一年級 11 個班：企管一乙、機械一丙、電機一乙、建築一甲、國企一甲、數位一甲、
應外一甲、休運一乙、觀光一甲、機械一甲、餐飲一乙。

二年級 10 個班：休運二甲、觀光二丙、妝彩二甲、國企二甲、餐飲二乙、妝彩二乙、金融二甲、
電子二甲、數位二甲、休運二乙。
三年級 13 個班：妝彩三乙、數位三甲、國企三甲、電機三乙、企管三丙、電機三丙、土木三甲、
企管三甲、資管三乙、機械三甲、休運三甲、企管三乙、資工三甲。
四年級 8 個班：電機四乙、電機四甲、妝彩四乙、餐飲四甲、休運四乙、企管四甲、
觀光四乙、電機四丙。

◎請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為自己留下一個乾淨學習空間！

校內外獎助學金
七、
【校外獎助學金】
0206 花蓮震災家庭住屋倒塌學子教育補助金申請時間展延,學務組受理至 107 年 4 月 23 日止
中國青年救國團愛心急難扶助基金,學生自行申請。
中華開發基金會技藝職能獎學金,學生得隨時自行申請。
行天宮急難濟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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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弱勢助學金】申請 106 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的同學，助學金額扣除下學期學分學雜
費後有餘額者，俟加退選及抵免修學分退費後，扣除抵免修學分退費金額後的正確
餘額預定於 107 年 5 月初撥入申請人帳戶，屆時另以簡訊通知，申請同學如有更改
聯絡電話，務必告知學務組，以維個人權益，校內洽詢電話:2192。

幹部配合事項
九、期中考週(4/23-4/27)班長仍需至學務組簽到及檢查班級櫃中資料。
十、第 8 週（4 月 15 日至 4 月 21 日）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股
長務必督促每日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並將垃圾放置於垃圾場：
第 8 週資料統計期間【107/4/13-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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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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期中考時期也不例外，請各班級幹部賡續督促班上同學
務必做好教室的清潔工作，本學期教室整潔競賽第一次評比(第二至七週)已告一
段落，並繼續展開第二次整潔競賽，請各班努力爭取佳績。
十二、第 8 週學務週報有回覆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甲、電機四丙、建築四甲、企管四乙、
企管四丙、幼保四甲、金融四甲、資工四乙、觀光四甲、觀光四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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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三乙、企管三丙、
幼保三甲、資管三乙、休運三甲、休運三乙、觀光三乙、觀光三丙、時尚三甲、
數位三甲、餐飲三甲、餐飲三乙
二年級：機械二甲、電機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國企二甲、建築二甲、企管二甲、
幼保二甲、資管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休運二甲、休運二乙、資工二甲、
觀光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妝彩二乙、時尚二甲
一年級：機械一乙、機械一丙、電機一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企管一甲、幼保一甲、
資管一乙、金融一甲、休運一甲、觀光一甲、觀光一丙、時尚一甲、數位一甲、
餐飲一甲、餐飲一乙、資工一甲、妝彩一甲

◎學校資訊會及時傳送，請班級聯絡員每週請至信箱檢查信件並將訊息傳逹同學

宣導事項
十三、
【缺曠課誤記處理】若遭任課老師誤記，請任課老師直接於線上點名系統內更正。

十四、
【行善銷過】本學期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6 月 15 日(畢業班為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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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交通安全宣導】很多同學騎乘機車時為了貪圖方便，常會不依交通規則實施二
段式左轉，大抵有 2 種違規態樣：
1、機車左轉彎時，不依規定行駛至對向待轉區待轉，而逕行穿越快車道左轉，
易造成同向、對向直行車擦撞。
2、趁停等紅燈時，先穿過人行道，等在路口另側，等變換燈號時，再比照行人
穿越路口，易生與行人、轉彎車輛事故。所以還是請同學要依 2 段式左轉，
方能確保人身安全。
十六、
【菸害防制宣導】菸煙中有超過 7000 種化學物質，其中 93 種成分會致癌，當中
有 15 種被國際癌症研究署列為「第一級致癌物」。台灣每年約 2 萬 7000 人死於
菸害。行政院已於 2017 年通過《菸害防制法》修正：禁電子煙及公共場所將全
面禁菸。請同學勿在校園內抽「電子菸」，若遭查獲，一律依校規記過處分。本
週巡查，吸菸人數共計 51 人，一年級 18 人、二年級 9 人、三年級 7 人、四年級
15 人及校外人士 2 人，同學依規定記過處分，請同學勿在校園內吸菸。

十七、
【校園安全宣導】近期發現有同學將汽車開進校園內，並在校園內橫衝直撞，提
醒同學，汽車機車不得進入校園，若有特殊情況（如受傷行動不便）
，請持診斷
證明至學務組找教官辦理臨時通行證，方可進入校園，進入校園，時速須低於 20
公里以下，以確保行人安全。
十八、
【兵役資訊】
(一)107 年一般替代役役男申請服指定役別機關甄選作業將自本(107)年 4 月 17 日起
至 4 月 30 日止受理申請，歡迎 72 年次至 82 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有意願
服指定役別機關的役男提出申請。詳情已公告於進修部公布欄及網頁(進修部/學
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goo.gl/Q6wvdo)請自行下載參閱。
(二)本學期轉復學生及 88 年次一年級未役學生兵役緩徵、役畢學生儘後召集之核准
文號已公告於個人訊息網(熱門服務/個人資訊/緩徵與儘召核准文號)，若再有接
獲鄉鎮區公所的兵役課告知無緩徵紀錄或收到儘後召集之召集令時，除洽學務組
劉教官(07-7358800#2344)查詢及確認核准文號外，亦可自行登入訊息網查閱後
據以回復兵役課或後備指揮部憑辦。
十九、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申請】事故發生日起2年內需提出申請。
1.診斷證明書(正本)或用影印本要加蓋醫院官章
2.醫療收據(正本)或用影印本要加蓋醫院官章
3.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4.學保理賠申請書(學生須簽名蓋章)在活動中心二樓衛保組索取
備註:因車禍受傷(有報警處理)要附報案三聯單影本
承辦人：徐小姐 TEL：7358800*2295

活動訊息
廿、
【2018 進修部形象大使選拔活動】即日起受理報名至 4 月 25 日
止，歡迎進修部 1 至 3 年級同學踴躍參加，積極展現進修部學生
卓越的外在儀態與內在素養，勇於挑戰自我並願意學習成為形象
大使。報名表及詳細活動內容網址：http://ez2o.co/9q3wE
廿一、
【星光盃校園歌唱比賽決賽】5 月 1 日(星期二)19:00-21:00
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舉行，15 強爭霸賽，歡迎師生前往加油。
決賽入選名單已公布於學務組網頁
廿二、【正修有愛 捐血活動】5月10~11日(四-五)二天，每晚 18:30
至21:00，於圖科大樓前廣場辦理，當天參加的同學給予四節
公假、小功乙次獎勵(加操行成績2.5分)。邀請全體師生慷慨
挽袖，踴躍參加，發揮『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精神。

廿三、
【樂活社】特別於期中考後舉辦一項讓同學放鬆緊張情緒的戶外活動，陽光、沙
灘、美女俊男…，風光旖旎且具有環保教育意義：
(一)活動名稱：
「西子灣淨灘及沙灘排球戶外活動」
，活動地點包含了西子灣海灘會
館、柴山大自然、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等地。細節請上進修部學務
組網頁「公告訊息」查看或逕向修部學務組劉治誠教官詢問。
(二)活動日期：4 月 29 日(週日)，當日上午 0940 時於『西子灣海灘會館』門口集
合。
(三)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可至進修部學務組網頁「公告訊息」下載或向學務
組劉教官索取)，於 4 月 25 日(星期三)前,連同報名費 200 元，交
至學務組。
【報名費包含了活動費、沙灘會館門票、午餐及保險等】
。
(四)活動對象：本校進修部學生，也歡迎攜眷參加(限 1 人)。
廿四、
【職場倫理創意微電影競賽】職發中心為了讓學生體驗到職場倫理的重要，特舉
辦此活動，有優渥的獎金(6 月 1 日截止)。 相關表件與宣傳公告 ，請上網查詢
http://120.118.227.205/chinese/News_detail.aspx?n=1&p= 30212，如有疑問歡迎洽詢
聯絡窗口:劉俊聖(學校分機 2739)

深夜，有一個酒鬼猛敲路燈杆。
路人：幹嘛哪？
酒鬼：敲門，可是老婆不開門。
路人：你慢慢敲吧，你太太一定在家，上面燈還亮著。
輕鬆一下，繼續準備期中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