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第三次班會週】 

  5月 18日(一)～5月 22日(五)為班會週，請導師蒞班主持。 

二、【導師回饋問卷】即將於 5月 15日截止！ 

    為瞭解同學是否受到妥善照顧以及導師們的辛勞，請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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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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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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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賃居生安全座談】109年 5月 19日(星期二) 辦理二場校外賃居安全座談會，邀請 

  台南地方法院盧鳳田法官「第一次租屋就上手之租賃市場五大變革與問題探討」為 

  題實施安全宣導。第一場 19:10-20:10圖科大樓 15-0603、第二場 20:40-21:40圖 

  科大樓 15-0503教室，請各班賃居校外的同學擇一場次參加，其他同學亦歡迎主動 

  報名參加，參加同學由學務組統一辦理公假，並給予嘉獎乙次之獎勵。 

五、【新生輔導員推薦】為迎接109學年度新生，使他們能儘快熟悉學校環境、作息，一 

    年級班級請推派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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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系代表為當然人選，班長、風紀股長或有服務熱忱、出席率高者為優 

    先人選），全程參與並圓滿完成輔導工作者將核予記功乙次獎勵。推薦表與說明已 

    寄送導師信箱，紙本置於各班班級櫃內，請導師於5月22日前將推薦表紙本送回學 

    務組或寄回承辦人劉教官信箱(hsien@gcloud.csu.edu.tw)。 

六、【110級畢業班代表推薦】 

    請三年級導師推薦班上二位熱心服務，正常到課同學擔任 109 學年度(110 級) 

    畢業班代表，協助各班畢冊製作與個人學士照、畢業班團體照等事務協調與聯繫 

    工作。(推薦名單已傳送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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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弱勢助學金】申請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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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中旬撥入申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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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09 年 5 月 31 日止 

   中華開發文教基金薪傳 100 X 課輔 100 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 

   臺東縣臺灣土地銀行受託管理吳金玉、吳陳金貴教育公益信託急難事故助學金-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 

   行天宮急難濟助，學務組受理申請-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進行申請 

   衛生福利部檢送中華龍舜興慈善協會急難救助-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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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姐(分機 2298)。 

 

 

九、第 10週（5月 3日至 5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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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週資料統計期間【109/05/0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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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2 5 8 機械二丙 2,5/5,5/6 4 7 14 

機械一乙 1,5/5 2 4 8 時尚二甲 1,5/6 0 2 1 

機械一丙 2,5/4,5/6 4 9 18 機械三丙 2,5/6,5/7 4 4 8 

建築一甲 1,5/5 2 3 5 電機四乙 1,5/6 2 1 2 

休運一乙 1,5/7 2 1 2 資管四乙 1,5/5 1 4 4 

機械二乙 1,5/7 2 6 12 109/05/05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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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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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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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防疫資訊】請避免至人潮擁擠或密閉空間處，自己健康自己守護。 

 (一)如有接到政府防疫單位通知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請遵照政府規定，並向導師、 

     學務組及校安中心回報。 

 (二)每日到校前即自我健康管理：勤洗手、測體溫，若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呼 

     吸道症狀或腹瀉，請戴口罩，立即就醫，不要到校上課，電話告知導師、班長請 

     假，康復後至學務組辦理請假手續（不予扣分）。 

 (三)上課(若不能距離 1.5公尺以上)或於電梯內，請全程配戴口罩。 

  (四)同學出門前請先行自行量測體溫，如有超過37.5度，請先就醫，在家休息並登入 

      「正修科技大學體溫異常自主回報系統」【正修首頁/校務行政/肺炎疫情聯絡電 

          話及發燒通報】，完成相關問卷填答，以利學校協助。 

    

 

 

 

 

 

 

十二、【菸害防制宣導】近期教官校園巡查時常發現仍有部分同學漠視他人不吸二手菸 

      的權利，本週勸導校園內違規吸菸學生共 65人次(一年級 23 人、二年級 22人、 

      三年級 9人、四年級 3人、進修校院 4人、碩士班 1人、校外人士 3人)，吸菸 

      同學將依校規核予記過乙次處分，請大家引以為戒。 

十三、【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新興毒品盛行，提醒同學，不要隨便接受他人分享的食物， 

      尤其是有拆封痕跡，或者包裝、名稱類似市售知名產品，實則從沒聽過也沒看過 

      的「山寨版」包裝食品，都有可能已被摻入毒品。新興毒品也有可能裹上糖衣， 

      佯裝成各種造型可愛、顏色鮮艷的散裝糖果，只要抵擋不住好奇心一顆下肚，保 

      證「既溶你口，又毒你身」 

 

 

宣導事項 



十四、【法治教育宣導】一名就讀台中大學的翁姓男大生慫恿同學以身分證及學生證就 

      可以辦理無卡分期購買手機，手續辦好並將手機交給翁男後，馬上可領最高 5000 

      元，但學生之後陸續收到催繳通知單好幾萬元，他們才驚覺受騙，粗估約 80名 

      學生受騙，詐騙金額高達將近 6百萬元，提醒同學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切勿因 

      小失大。 

十五、【行善銷過】本學期畢業班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6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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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取得合法醫療院所開 

       立之「戒菸門診證明(收據)」一併附上。 

十六、【校園安全】非經核准，汽機車禁止進入校園，核准進入校園車輛，請務必減速 

   慢行。 

十七、【心衛宣導】別讓精神疾患的標籤造成遺憾 

    精神疾病患者如同常人一般擁有著情緒及對疾病的擔憂，但精神狀態便如同感冒 

      一般，無法預測它是否會隨著天氣、聲音或日常事件…等原因而轉變。身為旁人 

      的我們，當覺察到親友或同學的情緒或行為有所不同時，給予他或他的家人適時 

      的關心與提醒，或許可以增加其提早求助或就醫的契機。 

    不一樣不可怕，多一分認識、多一分尊重、多一分關懷，生命將很不一樣。 

  

 

  

十八、【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 

   已於 5月 6日順利選出 109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名單如附件)，感謝同學支 

   持，讓進修部校園生活更充實豐富。 
十九、【溫馨五月天-母親節系列活動】 

   母親節貼馨話祝福影片連結網址 https://reurl.cc/8G62DM，把愛說出口，用實 

   際行動感謝媽媽，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廿、【校園安全電子海報比賽】 

  (一)比賽主題：以防制校園安全、防制校園霸凌、防制學生參加不良組織及防制網路 

                賭博等為主題。 

  (二)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5月 12日止。 

  (三)收件地點：進修部學務組-商益民教官。 

  (四)獎勵規定：取下列名次（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院校共同評比） 

              第 1名：獎狀乙幀、禮劵 1500元/每人、記功 1次/每人。 

              第 2名：獎狀乙幀、禮劵 1200元/每人、記功 1次/每人。 

              第 3名：獎狀乙幀、禮劵 800元/每人、記功 1次/每人。 

  (五)為鼓勵同學參加學校活動，只要參賽每人核予嘉獎乙次。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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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名單 

 

 

 

 

 

 

職稱 班級 姓名 職稱 班級 姓名 

學聯會會長 觀光二甲 余亮穎 國企系代表 國企一甲 石濟榕 

畢聯會會長 工管三甲 陳亞靖 建築系代表 建築二甲 林基發 

學生議會議長 資管三甲 林義傑 企管系代表 企管一乙 賴定新 

管理學院議員 
國企二甲 洪毓新 幼保系代表 幼保一甲 黃彗緁 

金融二甲 賴佩琪 資管系代表 資管一甲 王冠傑 

工學院議員 

土木一甲 李明澤 應外系代表 應外一甲 陳品菁 

機械一甲 陳建宏 金融系代表 金融一甲 饒家禎 

工管一甲 林琬琇 休運系代表 休運一甲 林金龍 

生創學院議員 

幼保三甲 曾閔琪 資工系代表 資工一甲 林楷勝 

觀光二甲 謝雅娟 觀光系代表 觀光一乙 邱佩欣 

餐飲三乙 陳俐穎 妝彩系代表 妝彩一甲 葉惠婷 

土木系代表 土木一甲 李明澤 時尚系代表 時尚一甲 高有山 

電機系代表 電機一乙 鄭鑫龍 數位系代表 數位一甲 許芳馨 

機械系代表 機械一甲 陳建宏 餐飲系代表 餐飲一甲 黃鈺淳 

工管系代表 工管一甲 郭智誠  

設計者：資工一甲吳松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