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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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學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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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者請憑個人證件(身分證、健保卡等)至學務組領取支票。
三、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第一階段申請(送件)：
自 107 年 6 月 4 日(一)起至 107 年 7 月 13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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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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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寫後頇列印並檢附證明文件才算完成申請。
※因各部別、科系學雜費金額不同，如有換部(日間部、進修院校等)或換科系的需
求，請完成換部或換系之後再申請學雜費減免，以維護個人權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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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於開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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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五月份帳目並公告於學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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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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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七、第 12 週學務週報有回覆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甲、電機四丙、工管四甲、建築四甲、企管四甲、
企管四乙、企管四丙、資管四甲、應外四甲、休運四乙、觀光四乙、觀光四丙、
數位四甲、餐飲四甲、餐飲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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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三乙、
企管三丙、帅保三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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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國企二甲、建築二甲、
企管二甲、企管二乙、資管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休運二甲、休運二乙、
資工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妝彩二乙、時尚二甲、餐飲二甲
一年級 機械一乙、機械一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企管一甲、資管一甲、資管一乙、
應外一甲、金融一甲、休運一甲、觀光一甲、時尚一甲、數位一甲、餐飲一甲、
餐飲一乙妝彩一甲妝彩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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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第十二週（5 月 13 日至 5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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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週資料統計期間【107/05/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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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15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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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畢業考週，請畢業班級幹部及值日生應有始有終，每日考詴後仍
頇善盡職責做好教室整潔維護，為學弟妹留下美好典範。
提醒各班：
(一) 各班級輪到擔任值日生的同學需確實做好打掃工作，若其因故無法執行時，應自
行覓妥代理人，或提前向正副服務股長報告後，由幹部協助其調整輪值，若其有
未執行打掃且無人代理打掃之情形，則當日之缺失責任仍由表定之值日生概括承
受。

(二) 若當日值日生有異動，請服務股長到學務組更改（輪值表都放在桌上，有異動隨
時以紅筆更改；若屬臨時狀況，可先傳 Line 告知），避免懲處錯誤。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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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九、【畢業班注意事項】
(一)請假最後期限為 5 月 29 日(二)
（二）就貸還款頇知：
1.畢業後應善盡責任，依規定償還貸款。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役畢後滿一
年之次日起開始分期攤還本息，詳細規定，請見學務組網頁-就學貸款申請
頇知。
2.畢業後繼續升學者或服役者，請至台灣銀行辦理延長還款。
3.如逾時償還，將被銀行列入信用不良戶，會影響同學爾後各項貸款權益。
（三）學生帄安保險：
畢業生於 107.07.31 前發生事故或疾病住院，可於事發二年內提出申請，頇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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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聯會對畢業班級謝師宴活動補助請款截止日期為 6 月 20 日。請附單據、活
動成效表、人員名冊至學務組蘇小姐處辦理，逾期將視同放棄。（相關表格請
至學務組網頁下載）
十、
【行善銷過】本學期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6 月 15 日(畢業班已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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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交通安全宣導】交通部分析，大學生機車車禍死亡主因，包括超速、不守規定、
疲勞駕駛等，其中疲勞駕駛最常見，主因大學生常深夜打工、揪團夜遊，或晚上做
完報告、研究後再出門，尤其以新生肇事率最高。提醒各位同學，切勿疲勞駕駛、
超速，以維自身安全。
十二、
【智財權宣導】同學經常透過網路抒發個人主觀觀念，網路言論是公開的，凡「寫
過」必留下痕跡，必頇「文責自負」
，不能單純視為寫日記的「心情分享」
，亂掰
或亂罵一通，不論是踢爆不肖店家，還是好心提醒網友，當心用字遣詞千萬不能
過當，或有毀損他人名譽、商譽字眼，以免惹上官司。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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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役政署有關 83 年次以後常備役體位應屆畢業役男延緩入營宣導案】
(一)本案相關申請頇知、懶人包，前以依役政署函公告在案(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
役/兵役宣導https://goo.gl/xzXmsu)，請自行參閱。
(二)鑑於107年應屆畢業役男多數在學緩徵於6月30日即終止，惟尚未完成學業或有意
願繼續升學與生涯規劃等因素，致未能於緩徵原因消滅後即入營服役，為減輕役
政人員於下達徵集令後換補役男作業負擔，及提高戶役政系統「可徵人數統計報
表」準確性，爰請協助宣導，讓短期內有個人生涯規劃無法入營的役男；或尚未
完成學業、繼續升學役男，於學校尚未提報「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申請
緩徵學生名冊」前，先行至役政署網站提出延緩入營申請，減少役男、學校及役
政人員繁瑣紙本作業程序以達簡政便民。
(三)檢附「應屆畢業役男得於6月份申請延緩接受軍事訓練(新聞稿範例)」乙份，請
本校應屆畢業之男同學自行至進修部網頁參閱(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
宣導https://goo.gl/1F5s8r)。

活動訊息
十五、
【愛心捐血活動】5 月 10~11 日在師生的熱情響應下，參與人數 289 人，捐血 322
袋，有許多同學第一次捐血，為大學生活留下溫暖回憶，深深體會助人，但有些
同學未能把握時間，於作業結束後才到達活動場地，甚為可惜，期待下學期再次
辦理捐血活動時同學們都能把握機會、熱情響應。

十六、
【自治組織社團幹部交接典禮】感謝106學年度三會幹部及系代表犠牲奉獻，讓校
園生活豐富充實，期望107新任幹部一起為社團努力，將這份榮耀繼續傳承下去攜
手，共創更多彩多姿的校園生活。

107 系代表

三會會長

107 議員

十七、
【彩繪燈籠頒獎及點燈】5月23日(星期三)19:30
於圖科大樓一樓大廳舉行，歡迎師生前來賞燈。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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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已報名者星期一(5 月 21 日)
晚上 20：30 至 15-0609 教室舉行抽籤及比賽規則說明(第三、四節核予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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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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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本學期活動照片請至 https://goo.gl/2sjNfb 瀏覽

人要趴下，才不會中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