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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4
一、【班會週】5 月 16 日-5 月 22 日期間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配合法治教育宣導，本
次班會討論題綱：
1.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神？
2.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治推行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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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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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增貸生活費、書籍費、校外住宿費款項已匯入
同學個人帳戶，請自行查看;未提供帳戶者請憑個人證件(身分證、健保卡等)至學務
組領取支票。
四、【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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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繳交班級如下：
一年級: 土木一甲、機械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應外一甲、數位一甲、資工一甲。
二年級: 國企二甲、企管二乙、幼保二甲、應外二甲、資工二甲、觀光二丙。
三年級: 電機三丙、國企三甲、企管三甲、休運三乙、資工三甲、餐飲三甲。
四年級: 電子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乙、電機四丙、工管四甲、國企四甲、企管四甲、資工四乙、
數位四甲、創意四甲。

五、【第二次班會建議事項處理回覆】公告於學務組網頁（校園資訊→班會建議答覆）
及學務組公佈欄請同學前往查看。專題討論內容摘要公佈於學務組的最新消息，歡
迎前往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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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新生輔導員推薦】為迎接 107 學年度新生，使他們能儘快熟悉學校環境、作息，一
年級班級請務必推派三位優秀、熱心、負責任，能於當天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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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表與說明已置於各班班級櫃內，請於 5/22 日前將推薦表送回學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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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展延,學務組受理申請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止。
全聯慶祥慈善機構--急難救助專案--學生自行報名-事發 3 個月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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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八、107 級畢業紀念冊已於 107 年 5 月 11 日晚 19:30 時開始領取，請各班畢代盡快利用
時間到圖科三樓 15-0304 教室領取後轉發各班同學，如發現畢冊有問題，請立即反
映請廠商處裡。
六、 九、第 11 週學務週報有回覆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電子四甲、機械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乙、電機四丙、國企四甲、建築四甲、
企管四甲、企管四乙、企管四丙、幼保四甲、資管四乙、資工四乙、觀光四甲、
時尚四甲、創意四、甲餐飲四甲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子三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甲、電機三丙、企管三甲、
企管三乙、企管三丙、幼保三甲、資管三甲、金融三甲、休運三甲、休運三乙、
資工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乙、妝彩三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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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甲、電機二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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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彩二甲、妝彩二乙、時尚二甲
一年級：機械一乙、電機一甲、電機一乙、建築一甲、資管一甲、應外一甲、金融一甲、
觀光一甲、觀光一丙、時尚一甲、餐飲一乙、資工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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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第 11 週（5 月 6 日至 5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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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週資料統計期間【107/05/0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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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8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一、請正、副服務股長賡續宣達督導有關教室整潔維護事項：
(一)原則上各一般教室均有唯一一個印有教室編號(與教室編號相同)的垃圾桶，請各班
務必妥善保管置放該垃圾桶於教室內(17及18棟依教室特性可置放於教室外走
廊)，若有發現無故消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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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處理後建議
將垃圾桶倒置，避免又有人隨手亂丟垃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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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宣導本校垃圾場
位置：
※ 校區內共有4處垃圾集中場，位置如下：
1、土木與空間資訊系館後方。
2、圖書科技大樓後方。
3、機械工程館後方。
4、南校區教學大樓前。
(三)各班當有收到粉紅色的缺失通知單，若有疑問或異議請儘速於三日內至學務組說
明，逾期不予受理。
(四)各班若在上課前發現教室黑板未擦拭乾淨且無法擦拭乾淨(疑誤用油性奇異筆)，
除拍照反映外，可逕至本(學務)組借用去漬油及抹布，予以處理。
(五)若因值日生未盡職責遭到處份之同學，可至學務組申請「行善銷過」。
十、

宣導事項
十二、5 月 10 日跳電事件，總務處第一時間立即派員察查處理恢復供電。上課期間遭遇
停電時安全注意事項請同學參考：
(一) 上課時若停電請靜坐教室內聽候老師招呼，等候復電，不要大聲喧嘩或任意四處
走動，以免發生危險。
(二) 如適逢搭乘電梯受困時，請勿恐慌，請取下掛在電梯內的對講機毋頇撥號即可與
校安中心通聯，由值班教官通報維護人員前往協助處理，切勿詴圖自行開啟電梯
門脫困，以免發生夾傷或墜落等危險。
(三) 在室外活動的同學請儘量遠離陰暗處所，向光線教足的空矌處移動，移動時請注
意四週環境，避免快步或奔跑，以策安全。
有電當思無電苦，請同學節能用電，養成隨手關電源的好習慣！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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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申誡」者：每次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1 次為原則。
記「小過」者：每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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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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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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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傷害健康，對生活也有極大影響。毒品危害超乎想像，千萬不要輕
易嘗詴。
十五、
【反詐騙宣導】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詐騙者利用刊登廣告以高薪、工作輕鬆求「公
主」、
「男公關」或「影、歌星」為餌，向應徵者騙取訂金、保證金、置裝費或訓
練費或車輛（替代保證金）等詐財。同學應要提高警覺，勿存貪念，貪念是造成
被騙的主因。
十六、
【菸害防制宣導】本校為無菸校園，全面禁菸，請同學勿在校園內吸菸，本週巡查，
吸菸人數共計 12 人，一年級 1 人、二年級 2 人、三年級 5 人、四年級 1 人、日間
部 2 人，學分班 1 人，依規定記過處分，請同學勿在校園內吸菸。
第二次班會專題討論，各班提供許多寶貴建議幫助最愛的另一半或家人遠離菸
害，吸菸同學請體會家人用心，珍惜自己身體，趁早戒菸！
十七、
【失物招領】進修部接受拾獲物品均暫時存放在學務組(日間拾獲則送至軍訓室)，
若有遺失物品的同學可到學務組認領或於學務組失物招領專區
(https://goo.gl/XcNvEQ)點閱查看；近日因天候不良，拾獲近 20 把的雨傘，請
有遺失的同學可上網檢視或逕至學務組認領。
十八、
【107 年替代役體位役男在學緩徵期間接受補充兵役徵集申請頇知】
(一)83-86年次且經徵兵檢查判定替代役體位役男，依規定只需接受12天補充兵役，
為減緩每年7月以後大量應屆畢業役男，等待入營服役時間。內政部經與國防部
協商規劃於107年6月25日至7月6日，在不影響年度軍事訓練役接訓流路之梯次區
間，匡列專列梯次提供給已判定替代役體位役男，於在學期間申請接受補充兵役
訓練，以利役男儘早履行兵役義務。
(二)有意願接受徵集者請詳閱下列說明：
1.申請對象：83-86年次經徵兵檢查判定替代役體位者(在學或應屆畢業皆可申
請)。
2.申請時間及方式：107年5月10日(星期四)上午8時30分至107年5月25日(星期
五)下午5時止。
請檢附役男身分證明文件逕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提出申請。
3.入營時間：107年6月25日至7月6日共計12天。
申請人數超過梯次員額時，將依役男出生年月日依序徵集入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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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N2fC)請自行下載參閱。

活動訊息
十九、
【106 學年度進修部形象大使選拔】結果出爐:第一名電子二甲 侯晴元，第二名
休運二乙 盧宛萱，第三名企管三甲 陳昱靜，最佳儀態獎:休運二乙 盧宛萱，
網路人氣獎票選活動尚在熱烈進行中，活動至 107 年 5 月 20 日晚 21 時截止，
活動網址: http://t.cn/RuHFCMk，您的一票對參選同學來說是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請進修部全體師生踴躍參與投票。

廿、
【自治組織社團幹部交接典禮】訂於5月16日(三)19：20假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舉
行，邀請每班二位代表參加，106、107學年度會長、系代表、議員請準時出席。
5月15日(二)19：30預演，107學年度會長、系代表、議員請準時參加。
廿一、
【樂活社】訂於 6 月 10 日(週日) 上午 0900 時假本校活動中心四樓羽球館舉辦「羽
球聯誼比賽」
，區分「聯誼組」、
「競賽組」二種賽制，各組冠、亞軍將頒發獎金(金
額依賽制而不同)，一律採「單打」方式。【有報名參賽者均予以至少嘉獎乙次】
有意報名者：
(一) 於下週三 (5 月 16 日)前填妥報名表,連同報名費(「聯誼組」100 元、
「競賽組」200
元)，交至學務組劉教官 。【把握最後報名機會喔！尤其歡迎畢業班學長姐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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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預定 5 月 21 日(星期一)晚上舉行抽籤及比賽規則說明。
詳細內容請上進修部學務組網頁「公告訊息」
，若有任何疑問請逕洽主辦單位負責人
黃俊雄(加入 LINE ，ID:a750125b)或學務組劉教官。
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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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我失望時 她永遠在我身旁
每當我跌倒時 她的雙手在我肩上
每當我犯錯時 她給予包容和體諒
在每當我歡笑時 妳彎著眼在微笑
每當我成功時 妳也和我分享驕傲
母親節陪陪媽媽，讓她知道你愛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