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因辦理 53週年校慶系列活動，進修部停課日期如下： 

    11月 7日(星期三)校慶晚會。  

    11月 9日(星期五)導師知能研習活動。 

二、【班會週】10月24日-11月6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會後請將班會紀錄交回學務組。 

    配合法治暨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本次班會討論題綱： 

  1.生活中常見的性騷擾行為有那些?(請舉出三種) 

  2.面對上列三種性騷擾，該怎麼做才能保護自己? 

  3.偷窺偷拍，刑責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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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 

    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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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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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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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自行至訊息網查看)，此期間申請人聯絡手機如有更換，請務 

必告知進修部學務組薛小姐(分機 2298)，以維個人權益。 

七、【校外獎學金訊息】 

      王雲五先生自學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 11/10 止 

      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所辦理之 107 年聽障學生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 12/1-12/31 止 

      行天宮急難濟助，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申請 

      全聯慶祥慈善機構急難救助專案，事發三個月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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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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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獎助學金 

http://osa.csu.edu.tw/wSite/lp?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check_exam=null&xq_xCat=02&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十、第八週學務週報未回應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甲、電機四丙、國企四甲、企管四甲、企管四丙、 

      應外四甲、金融四甲、觀光四乙、妝彩四甲、餐飲四甲 

  三年級：電子三甲、電機三乙、建築三甲、幼保三甲、休運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丙、 

       數位三甲、餐飲三甲 

    二年級  機械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國企二甲、企管二甲、資管二乙、應外二甲、 

             休運二乙、資工二甲、妝彩二甲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子一甲、機械一甲、機械一乙、機械一丙、電機一甲、建築一甲、 

             企管一甲、資管一乙、休運一甲、資工一甲、觀光一甲、時尚一甲 

    班級聯絡員請至信箱收信（學號@gcloud.csu.edu.tw），並將訊息傳逹同學週知 

十一、第八週（10月28日至1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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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週資料統計期間【107/10/2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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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一甲 1,10/30 2 1 2 電機二乙 1,10/29 0 5 11 

機械一丙 1,10/26 2 11 22 休運二乙 1,10/31 2 5 9 

電機一乙 1,10/29 2 2 2 機械三甲 2,10/26,10/29 4 3 6 

休運一乙 1,10/31 2 3 6 資管三乙 1,10/29 1 3 3 

時尚一甲 1,11/1 1 3 3 休運三乙 1,11/1 2 7 13 

餐飲一乙 1,10/26 2 5 10 妝彩三乙 1,10/26 2 5 11 

機械二乙 1,10/30 2 2 4 餐飲三乙 1,10/26 2 1 2 

機械二丙 1,10/26 1 5 9 企管四乙 1,10/26 4 4 11 

          107/10/30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十二、為了提供一個舒爽的學習空間，並留給後續使用班級一個清潔的教室，課後的打 

   掃工作是必要的，當然考詴時期也不例外，然而，上週期中考期間仍有部分班級 

   值日生卻未盡到職責，一考完詴就逕自離校，造成教室及周邊髒亂，實在不可取。 

   未盡職責的值日生學務組均依規定簽處，處分都是最不得已的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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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mailto:學號@gcloud.csu.edu.tw


十三、請幹部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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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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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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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打掃服務工作外，配合聖誕愛心活動亦可採捐贈20張9-12月 

      份發票方式辦理），直接至學務組找劉教官銷過。 

十五、【智慧財產權宣導】上週是期中考週，教官發現有的同學不買課本，而是將整本 

   教課書影印，這種行為已經構成侵害著作權法，依照著作權法第 91條第 1項及 

   同法第 88條等規定，必頇負擔民、刑事責任，提醒同學勿以身詴法。 

十六、【藥物濫用宣導】近年來販毒集團都會找缺錢的年輕人，到東南亞幫忙運毒品， 

   今年 4月有 2名男大生為了 15萬元，冒險將重 3.7公斤的安非他命運到印尼， 

   以為在當地被抓，應該可以被遣送回台灣，卻不知會被判死刑，2人悔不當初， 

   直說如果有機會，想要回來孝順父母。現已有台籍 19人遭印尼判死刑，提醒同 

   學千萬不要為了小利而誤了自已一生。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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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巡 

   查，違規吸菸人數共計 7人，二年級 2人、四年級 3人、校外人士 2人，學生依 

   規定記過處分，請同學勿在校園內吸菸。 

十八、進修部接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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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夜間各教室清潔檢查時常拾獲多本教科書及鉛筆盒，因未書寫姓名 

   或學號等資料無法送還，建議所有同學應在個人物品上註記姓名、學號，俾拾獲 

   時能及時送返當事人。 

十九、【兵役資訊】有關內政部辦理 107年就讀專科以上 83-90年次在學男子，申請分 

      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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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若符合申請條件且有意願者可於本年 10月 16日上午 10

時起至同年 11月 15日下午 5時止至該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主題單元/「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

進行申請。 

(三)「107年就讀專科以上 8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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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https://goo.gl/XcNvEQ
http://www.nca.gov.tw/%E4%B8%BB%E9%A1%8C%E5%96%AE%E5%85%83/%E3%80%8C%E7%94%B3%E8%AB%8B%E5%88%86%E9%9A%8E%E6%AE%B5%E6%8E%A5%E5%8F%97%E5%B8%B8%E5%82%99%E5%85%B5%E5%BD%B9%E8%BB%8D%E4%BA%8B%E8%A8%93%E7%B7%B4%E7%B3%BB%E7%B5%B1%E3%80%8D


開抽籤懶人包(單張、多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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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11FZ，請自行下載詳閱，以維學生個人權益。 

廿、本學期轉復學生、延修生及 88年次一年級未役學生兵役緩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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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自行登入訊息網查閱核准文號，若仍有疑義請洽學務 

    組劉教官(07-7358800#2344)查詢及確認，並據以回復兵役課憑辦（役畢同學儘後 

    召集現正由各後備指揮部審辦中，俟核覆後再行公告）。 

廿一、【健康小叮嚀】預防流感 

 ◎注射疫苗 

 ◎勤洗手 

 ◎手不碰觸口鼻 

 ◎咳嗽用手帕掩口鼻 

 ◎經常量體溫 

 ◎打招呼拱手不握手 

 

 

◎咳嗽戴口罩 

◎減少出入人潮壅擠之場所 

◎如有症狀盡速就醫並按時服藥 

◎生病多休息 

◎正常作息 

 

 

廿二、【第53屆校慶晚會-風起正修 繽紛伍參】訂於11月7日(三)17:00假人文大樓前廣 

   場舉行，一般區自由入場；搖滾區、摸彩券索取請攜帶學生證(限學聯會員)於11 

   月5~6日(一-二)18:00至20:30至學聯會(圖科0304)領取，額滿為止，活動詳情已 

   公佈於學務組網頁及放置班級櫃，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廿三、【名人演講】進修部 108級畢聯會 107年 11月 13日(二)晚 19~21:00，邀請網路 

      紅人許允樂主講『只想活的漂亮』，報名參加的同學，請準時於 18:40時前，到 

      圖科大樓十樓至善廳就座。（已額滿） 

廿四、【9 號球撞球比賽】於12月4日開賽~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月16日(週五)22:00止。 

   ※報名地點：學務組辦公室。 

   ※抽籤日期、地點：11月23日(星期五)19：30圖科0503 

   ※比賽日期：12月4-6日(週三-五)。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報名表已發至班櫃，報名請洽班長。 

廿五、【樂活社】近期主要活動為「羽球教學練習聯誼」： 

     訂於 11月 17日(週六) 18～22時假本校活動中心四樓羽球場展開活動，全程免費 

     (初學者有提供練習用羽球拍及塑膠羽球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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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訊息 

https://goo.gl/x211FZ


廿六、【108級畢業班團體學士照拍照時間】訂於107年11月19日至22日(四)實施，各班 

       拍照時間表如下。 

 

                    進修部 108級畢業班學士照團拍時間表 

 

 

 

 

 

 

 

 

 

 

 

 

 

 

一頭驢子不慎掉進了枯井，眾人設法救它， 

都沒有成功，就決定埋了它。 

驢子悲聲鳴叫，可當泥土落下的時候，它卻出乎意料地安靜了。 

它努力抖落背上的泥土，把它們踩在腳下，讓自己登高一點。 

就這樣，它隨著泥土的抖落不斷登高， 

最後竟在眾人的驚奇聲中走出了枯井。 

 ◎關鍵時刻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日期 

時間 
11/19(一) 11/20(二) 11/21(三) 11/22(四) 

19:00 幼保四甲   國企四甲 

19:15   時尚四甲 企管四甲 

19:30 休運四甲 工管四甲 金融四甲 企管四乙 

19:45 休運四乙 建築四甲 餐飲四甲 企管四丙 

20:00 觀光四甲 機械四甲 餐飲四乙 資工四甲 

20:15 觀光四乙 機械四乙 應外四甲 資工四乙 

20:30 觀光四丙 土木四甲 數位四甲 電機四甲 

20:45 妝彩四甲 資管四乙 數位四乙 電機四乙 

21:00 妝彩四乙 資管四甲  電機四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