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第三次班會週】5月 6日(一)-5月 10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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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吸菸同學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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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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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6日(原訂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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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導師們輔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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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畢業班導師配合事項】 

（一）請於4 月 22日(一)至 5月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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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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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服務熱心奬推薦名單」請於 5月 10日(五)前送回進修部學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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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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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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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會記錄尚未繳交班級：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乙、建築一甲、帅保一甲、資管一乙、休運一甲、 

            休運一乙、資工一甲、觀光一甲。 

    二年級：國企二甲、企管二乙、資管二乙、休運二乙、資工二甲、觀光二甲、觀光二丙。 

    三年級：電機三丙、國企三甲、建築三甲、帅保三甲、資工三甲、餐飲三乙。 

    四年級：土木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甲、電機四丙、工管四甲、國企四甲、 

            資工四甲、時尚四甲、數位四乙、餐飲四甲、餐飲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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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詳實班級： 

    機械一乙、資管一甲、應外一甲、妝彩一甲、妝彩一乙、時尚一甲、金融二甲、妝彩二甲、 

    餐飲二乙、土木三甲、電子三甲、電機三甲、電機三乙、資管三甲、資管三乙、應外三甲、 

     休運三甲、數位三甲、企管四乙、企管四丙、休運四乙、妝彩四甲。 

六、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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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弱勢助學金】申請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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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退選、抵(免)修退費金額後正確餘額，預定於108年5月初撥入申請人帳戶，屆時 

    會另以簡訊通知，申請同學如有更改聯絡電話請務必告知學務組承辦人薛小姐 

    (分機:2298)，以維個人權益。 

八、【校外獎學金】 

     財團法人山本文化基金會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3/1至4/30止 

     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勵)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5/13至5/17止 

     全聯慶祥慈善機構急難救助專案，事發三個月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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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第10週寄發學務週報未獲回應班級聯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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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四甲、應外四甲、金融四甲、資工四乙、觀光四乙、妝彩四甲 

       三年級：電機三丙、資管三乙、應外三甲、金融三甲、妝彩三乙、時尚三甲、數位三甲、 

               餐飲三乙、  

       二年級：機械二甲、工管二甲、企管二乙、資管二甲、應外二甲、休運二乙、資工二甲、 

               觀光二甲、妝彩二甲、餐飲二甲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子一甲、機械一甲、機械一乙、機械一丙、國企一甲、建築一甲、 

               企管一甲、帅保一甲、應外一甲、休運一甲、資工一甲、時尚一甲、數位一甲、 

               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班級聯絡員請至學校信箱:學號@gcloud.csu.edu.tw收信並填寫表單回覆 

十、第 10週（4月 21日至 4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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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校內外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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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資料統計期間【108/4/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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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一甲 1,4/24 2 14 27 休運二乙 2,4/23,4/24 4 5 10 

機械一乙 2,4/22,4/23 3 16 29 機械三甲 1,4/25 2 3 6 

機械一丙 1,4/22 2 4 8 電機四甲 1,4/19 2 1 2 

休運一乙 1,4/25 2 9 18 電機四乙 1,4/19 2 7 13 

機械二甲 1,4/19 2 1 2 國企四甲 1,4/22 2 1 2 

電機二甲 1,4/23 2 4 8 企管四甲 1,4/23 2 1 2 

電機二乙 2,4/24,4/25 5 8 23 餐飲四乙 1,4/24 2 3 6 

國企二甲 1,4/25 2 1 2 10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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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請各班務必妥善保管置放該垃圾桶於教

室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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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將垃圾桶放置教室內並倒置，以避免別人又將垃圾丟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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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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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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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行善銷過】本學期畢業班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5月 10日，請畢業班的同學把握 

     機會到學務組找劉教官申請行善銷過。(可至正修訊息網查詢) 

    (一)記「申誡」者：每次(支)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1次為原則。 

    (二)記「小過」者：每次(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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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取得 

                      合法醫療院所開立之「戒菸門診證明(收據)」一併附上。 

 

宣導事項 



十三、【法治教育宣導】警政署為加強預防詐欺犯罪，設立「反詐騙諮詢專線165」電話， 

     提供民眾諮詢。凡遇不明可疑電話，不論手機或市話，只要撥打「165」即可由專 

     人說明並研判是否為詐騙事件。防詐十招 

   （一）「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戒除貪念，遠離中獎詐騙。 

   （二）不接「不顯示來電」電話，幫助您拒絕詐騙。 

   （三）「法院電話語音通知出庭」是詐騙：勿聽信電話內歹徒指示辦理任何金融開戶或轉帳。 

   （四）多管閒事當雞婆：住宅電話信箱勤觀察，提防詐騙歹徒盜轉接電話。 

   （五）小心申辦信用卡或行動電話：親自前往指定門市申辦，勿至不明商家，以免個人資 

                                   料外洩。 

   （六）小心網路聊天室陷阱：切勿留下家中地址、電話或個人影像，以免成為勒索肥羊。 

   （七）小心網路援交陷阱：ATM 無法辨識身分，切勿聽信歹徒指示操作，以免遭恐嚇詐財。 

   （八）網路購物要小心：線上刷卡先確認網站真假；「一手交錢,一手驗貨」交易有保障。 

   （九）防詐騙3要領:「冷靜」、「查證」、「報警」。 

   （十）請牢記警政署防詐騙專線「165」：「165」全年不打烊，受理諮詢、檢舉或報案。 

十四、【生命教育宣導】近年恐怖情人案件層出不窮，一下子殺妻，一下子殺拒絕復合 

      的前任，不但手段兇殘，甚至動手分屍湮滅證據，這種愛不到就殺了你的可怕心 

      態，彷彿是社會不定時炸彈，瞬間就毀了一個人，台南市警局婦帅隊根據以往案 

      例分析，歸納出「恐怖伴侶」具有的 7大特性，提供同學參考： 

      ◎緊迫盯人，隨時掌控對方行蹤，過分干預，占有或控制慾強，包括查看通訊軟 

        體對話訊息或手機通話紀錄。 

      ◎習慣性斥責伴侶或常以輕蔑態度看待人事物。 

      ◎有酗酒、吸毒習慣或常有暴力行為或言語。 

      ◎有自殘習慣或紀錄或以自殺威脅、恐嚇、以死相逼。 

      ◎情緒反覆無常或容易失控、暴怒。 

      ◎伴侶提到前任情人時，會忿忿不帄。 

      ◎猜忌、疑心病重，甚至禁止伴侶與其他第三者有任何接觸。 

十五、【健康叮嚀】健走小常識 

  ◎時間要足夠:每天持續或累積 30分鐘。 

  ◎理想的方式:每次健走維持心跳每分鐘達 120下左右，微喘但仍可交談的程度。 

  ◎鞋子要適合:一般布鞋或以有氣墊的運動鞋最佳。 

  ◎隨時多喝水:健走前、健走時和健走後都應喝水，尤其是炎熱的天氣，水分補充 

         更重要，別等口渴才喝水。 

 

 

 

十六、【108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已於 4月 23日由各班代表投票產生，名單如附 

      件，請給予支持、鼓勵，因著他們的熱心付出，讓進修部學生校園生活更豐富、 

      充實。 

活動訊息 



十七、【彩繪燈籠創意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第一名 企管二乙陳芷涵、第二名 時尚四甲歐淑瓊、第三名  妝彩一乙王翊真 

      佳作：餐飲三乙鄭孙潔、時尚一甲邱琇英、企管四甲陳昱靜、數位二甲謝承杰 

         企管四乙黃絹婷、企管四乙洪聖哲、 妝彩三甲陳玥霖    

    入選：建築一甲戴逸晨、帅保一甲林文心 

      得獎同學請於 5月 9日(四)18:40至圖科大樓一樓大廳領獎。 

      所有參賽作品將於 5月 9日(三)19:00在校園展示，邀請師生一起賞燈！ 

    

 

 

 

 

十八、【星光盃校園歌唱比賽決賽】在加油團的熱情打氣聲及選手精湛歌藝中圓滿落幕， 

     期待明年再現進修部好聲音！ 

     第一名：餐飲四甲黃啟勛 第二名：觀光三甲涂翔程 第三名：妝彩三乙陳智全 

   第四名：電機四乙許栢菖 第五名：企管二乙鄭勤譯、數位二甲謝宏洋 

 

 

     

 

 

 

十九、【慶祝母親節活動】5月 1日(三)19:00-21:00 圖科大樓前 

       愛的告白-郵寄母親卡：  

        活動方式：學聯會設計印製母親節卡片，讓同學親自填寫， 

                 於母親節前夕統一郵寄，讓母親能收到來自正修 

                 的祝福，感受到孩子心中對她的愛及感恩。 

       獻給媽媽的歌：(現場報名) 

       活動內容：同學邀請母親或是兒女到校演唱歌曲，藉此讓 

                  家人認識學習的環境，增進親人間關係，共享 

                  美麗校園時光。凡演唱者可獲贈精美禮品。 

廿、【交織綻放 勢在畢行-畢業生之夜暨社團幹部交接典禮】 

      訂於 5月 9日(四)19：20假人文大樓 9樓正修廳舉行， 

      18：40開始進場，當日節目溫馨、精彩：校園生活剪影、 

      班級表演、知名歌手(我想和你唱)、抽獎(獎金豐厚）、 

      賓果遊戲（限量獎品）…。在畢業前夕，全班一起大笑， 

      一起大叫，看這些年我們在一起的點滴，為即將結束的大學 



      生活留下美麗的記號。自治組織幹部、系代表也將責任交給 

      下屆幹部，讓進修部校園生活持續豐富、精彩。 

廿一、【樂活社】6月 2日(週日)「羽球聯誼比賽」 

      當日上午 09：00時假本校活動中心四樓羽球場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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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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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3日(星期五)前，連同報名費交至學務組。 

      2.預定 5月 20日(星期一)晚上舉行抽籤及比賽規則說明。 

       礙於時間及場地限制，比賽名額以 40人為限，採「先報名先錄取」之原則。 

   ※ 報名專線：0981-239914 或搜索 Line ID: cow19871116 呂昆樺(活動總召) 

     

 【附件】                108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名單 

     請給予支持、鼓勵，因著他們的熱心服務，讓進修部學生校園生活更豐富、充實。 

 

 

職稱 班級 姓名 職稱 班級 姓名 

學聯會會長 機械三甲 鄭志龍 工管系代表 工管一甲 林廷碩 

畢聯會會長 資工三甲 廖玉傑 國企系代表 國企一甲 洪毓新 

學生議會議長 資管二甲 林義傑 建築系代表 建築一甲 陳清源 

管理學院議員 國企一甲 洪毓新 企管系代表 企管一甲 王聖璋 

企管一甲 王聖璋 帅保系代表 帅保一甲 王嘉琳 

工學院議員 電機三甲 何家興 資管系代表 資管一乙 許俊孝 

建築一甲 溫 晉 應外系代表 應外一甲 盧郁諼 

工管一甲 林廷碩 金融系代表 金融一甲 王怡人 

生創學院議員 帅保二甲 曾閔琪 休運系代表 休運一乙 孫  晶 

數位一甲 楊朝量 資工系代表 資工一甲 黃秋瑾 

餐飲二乙 陳俐穎 觀光系代表 觀光一乙 吳佳諼 

土木系代表 土木一甲 趙永峻 妝彩系代表 妝彩三乙 謝昀珊 

電子系代表 電子三甲 侯晴元 時尚系代表 時尚一甲 薛巧琳 

電機系代表 電機一乙 戴志翰 數位系代表 數位一甲 羅立民 

機械系代表 機械一乙 黃茂桓 餐飲系代表 餐飲一乙 陳香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