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缺曠預警及輔導】第 1-12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達 20分以上)於 12月 7日以電子 

    郵件通知導師關懷輔導並發函學生家中，請導師於 12月 16日(三)前至晤談系統填 

    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並列印紙本交回學務組。 

    ※請同學不定時至訊息網更新聯絡資訊，確認個人缺曠紀錄並依規定在十天內完成 

      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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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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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期末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操行分數加減分線上作業】 

    請導師於系統開放期間《109.11.30至 109.12.31(四)》進行線上作業，如有相關 

    問題請洽詢薛小姐(分機 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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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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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賃居生訪視】請各班導師撥冗對班上校外賃居生實地訪視(12月 18日前)，並於賃 

    居調查系統內填寫訪視表及上傳 2張照片(以橫式為佳，導師與學生請同時入鏡為 

    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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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減免】 

        第一階段申請(送件)時間：自 109年 12月 7日(一)起至 110年 1月 4日(一)止 

    完成第一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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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線填寫後頇列印並檢附證明文件才算完成申請。 

    ※如申請換部或換科系，因各部別、科系學雜費金額不同，請完成換部或換系之後 

      再申請學雜費減免，以保障同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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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7-11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成績】 

      優等：16個班級，依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予嘉獎乙次獎勵。 

      土木二甲、企管三甲、幼保三甲、建築三甲、幼保二甲、妝彩一甲、餐飲二甲、 

      金融二甲、建築一乙、資工二甲、幼保一甲、觀光二甲、建築四甲、建築二甲、 

      資管二甲、餐飲一乙。 

      乙等：29個班級，請各班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 

      一年級 6個班：機械一丙、資管一甲、視傳一甲、電機一甲、企管一甲、機械一乙。 

      二年級 11個班：企管二甲、觀光二乙、電機二乙、電機二甲、建築二乙、數位二乙、 

                     妝彩二甲、餐飲二丙、機械二甲、機械二乙、企管二乙。 

      三年級 7 個班：電機三甲、觀光三乙、機械三乙、休運三乙、電機三乙、機械三丙、 

                    機械三甲。 

      四年級 5個班：企管四甲、機械四乙、企管四乙、電機四乙、機械四丙。 

七、【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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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會記錄仍未繳交班級如下： 

     一年級：機械一乙、機械一丙、電機一乙、工管一甲、資工一甲、企管一甲、企管一乙、 

             休運一甲、休運一乙、妝彩一甲、數位一甲。 

     二年級：電子二甲、建築二甲、休運二乙、觀光二乙、數位二乙、餐飲二丙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乙、工管三甲、國企三甲、資管三乙、休運三甲、數位三甲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甲、機械四乙、機械四丙、幼保四甲、休運四甲、妝彩四甲、 

             視傳四甲、餐飲四甲 

八、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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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校外獎學金】 

    財團法人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聽障學生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12月 1日~12月 15日止 

   台北市貴州同鄉會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2月 30日止，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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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申請】(學生年齡 25歲以下) 

 1.學生本人住院有連滿 7天以上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2.父或母有重大傷病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均可提出申請。詳細內容可自行上網查   

    詢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校內外獎助學金 

https://night.csu.edu.tw/wSite/lp?ctNode=8517&mp=209&idPath=8172_8515&check_exam=null&xq_xCat=02&mp=209&idPath=8172_8515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十一、【110級畢業班團體學士服拍照】訂於109年12月7日(星期一)至1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實施，畢業班班長請提醒同學準時至人文大樓前拍照。 

十二、第十二週（11月29至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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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週資料統計期間【109/11/27-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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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四乙 1,12/1 2 5 10 觀光二乙 1,12/2 2 3 4 

機械三乙 2,12/1,12/2 4 6 12 餐飲二丙 1,12/1 2 4 8 

機械二乙 1,12/2 2 2 4 電機一甲 2,11/30,12/1 4 6 12 

電機二甲 2,11/30,12/1 4 9 10 電機一乙 1,12/3 2 3 6 

國企二甲 1,12/2 2 2 4 國企一甲 1,12/3 2 4 8 

企管二乙 1,11/27 1 13 12 企管一甲 2,11/30,12/3 2 9 9 

幼保二甲 1,11/30 2 1 2 109/12/01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三、【班級垃圾處理方式】 

請各班級幹部或值日生務必將垃圾袋套放於垃圾桶內(垃圾袋均置放於學務組班

級簽到簿旁)，不僅傾倒垃圾時較為方便(直接將垃圾袋帶走)，也較衛生、無異味，

傾倒垃圾完將垃圾桶移入教室內倒置(避免他人又丟入垃圾)，務必將垃圾送至垃

圾收集場放置。 

    ※校區內共有3處垃圾收集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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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校區教學大樓前。  

 

 

 

十四、【借用學士服流程】 

      請同學自行於週一到週五17:00下班前至總務處保管組向陳先生(分機2196)填寫 

      學士服借用登記表，押保證金及付款後借用。(表單下載至總務處→保管組→表單 

      下載→學位服借用登記表) 

十五、【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10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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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月份發票方式辦理），直接至學務組找劉教官銷過。 

宣導事項 

幹部配合事項 



十六、【防疫宣導】 

  (一)如出現發燒、感冒等症狀，請務必帶上口罩盡速就醫 

      在家休息，電話告知導師、班長並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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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後再至學務組辦理請假手續（不予扣 

      分）。 

  (二)自12月1日起，政府規定8大類場所強制戴口罩，違者 

   將開罰3000～1萬5000元，同學於室內上課時務必配戴 

   口罩，以免遭罰。 

十七、【菸害防制宣導】本週校園巡查，共取締21人吸菸，一

年級11人、二年級3人、三年級4人、四年級2人、延修

生1人，吸菸同學將依校規記過乙次處分，請大家引以

為戒，另因違規校內吸菸受懲處的同學於本學期至學務組找劉治誠教官辦理行善

銷過，避免因受懲誡影響個人操行成績。高雄市政府制定《高雄市電子煙及新興

菸品危害管制自治條例》，於今年10月5日公告施行，於禁菸場所使用電子煙或新

興菸品，可被處以2千到1萬元罰款。另外，有15歲少年抽電子菸4年，出現呼吸

喘、咳嗽、上腹痛、嘔吐等症狀經胸部X光及胸部電腦斷層，發現雙側肺炎，請

同學引以為戒。再次重申本校禁抽電子菸，違規者依校規記過處分。 

十八、【校外租屋安全注意事項】冬天期間使用瓦斯熱水器及爐具機會增加，常因通風 

   不良或使用不慎，在氧氣不足的情況下，導致燃燒不完全，產生無色無味的 

   「一氧化碳中毒」。據統計資料顯示，「一氧化碳中毒」常見於寒流來襲期間， 

   因氣溫驟降緊閉門窗，導致屋內通風不良，容易有意外發生。若發現家中(租屋 

   處所)成員有頭暈、嘔吐、臉色泛紅等疑似一氧化碳中毒跡象，首先應放輕動作、 

   緩慢的打開門窗，讓一氧化碳隨空氣流動飄散出去，再將患者移到通風處所，鬆 

   解衣物，並使中毒者下顎向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若中毒者無呼吸心跳必頇實 

   施心肺復甦術，並儘速撥打 119電話送醫急救。 

十九、【心衛宣導】愛情修練指南-情感探索團體 

      對於愛情感覺很迷茫，還在探索喜歡的類型嗎？又或者有喜歡的對象，但不知道 

      怎麼跟他相處嗎？一起來團體開啟探索的旅程吧！幫助自己準備好遇見合適的 

      他。 

      *地點：學輔中心團體諮商室（行政大樓 4樓） 

      *日期：12月 12 日 13:30-17:00 & 12月 13日 09:00-17:00 

      *報名方式：掃描 QRcode線上報名 

      *活動說明：本活動免費提供餐點及 9點學習時數 

 

 



 
 

廿、【聖誕送暖 平安YA!!公益活動】  

 (一)活動內容： 

     1.發票募集：匯集師生愛心募集發票捐贈伊甸基金會 

                 (已連續13年) 與本校至善功德會。  

     2.聖誕草地音樂會：於12月24日晚上6:30-8:30舉辦， 

                      邀 請 實 力 唱 將 閻 奕 格 、 

                      Karebcici林愷倫、Ｇ22、蔡忠穎 

                      與同學共渡聖誕，採自由入場，讓 

                      大家在聖誕節前夕共享美好祝福 

                      ，報名表已放班級櫃，名額有限， 

           請把握機會。 

 (二)發票募集時間：即日起至12月24日19:00止。  

 (三)發票募集地點：學務組(15:00-22:30)、正修樹前(12月21-23日19:00-21:00)  

 (四)發票募集方式：  

     1.凡捐出10張11-12月發票即可參加抽獎，獎項：iPhone12、Apple Watch、Airpods、 

       電影票、餐券及行動電源…等百項好禮，愛心有回饋，行善更溫馨。  

     2.自由樂捐(不兌換摸彩劵) 

廿一、【樂活社】 

 (一)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本學期最後一次活動訂於12月19日(週六)晚上18～22時 

   於本校活動中心四樓羽球場展開，全程免費(初學者有提供練習用羽球拍及塑膠羽 

     球借用)。還沒參加過的同學，要把握本學期最後一次機會！ 

     ※ 也可當日直接到活動現場向總召陳俐穎報名參加。 

 (二)「慶冬至迎聖誕」訂於12月25日晚上於圖科大樓15-0503教室舉辦。活動除可享用 

      湯圓、火鍋，以及交換聖誕禮物外，並有穿插趣味遊戲及摸彩等，凡有意參加者， 

      只要在12月21日前繳交一份價值250元以上(含)的禮物至學務組，即可免費參加 

      (當日參與者均給予公假)。 

                                  人生如行路, 

                                  一路艱辛, 

                                  一路風景。 

                                  生活怎麼樣, 

                                  自己放調料。 

 

 

活動訊息 



 進修部四技 110級畢業生學士服團體照拍攝時間表 

       日期 

時間 
12/7(一) 12/8(二) 12/9(三) 12/10(四) 12/11(五) 

16:40 
妝彩四甲 

(週一班) 
 

妝彩四乙 

(週三班) 
 

資工四甲 

(週五班) 

19:00 資管四甲 土木四甲  資管四乙 

班級幹部請邀

請系主任及老

師並提早告知

當節任課老師。 

19:15 企管四甲 建築四甲  金融四甲 

19:30 企管四乙 電機四甲  國企四甲 

19:45 視傳四甲 電機四乙  應外四甲 

20:00 幼保四甲 工管四甲  觀光四甲 

20:15 數位四甲 機械四甲  觀光四丙 

20:30 休運四甲 機械四乙  餐飲四甲 

20:45 休運四乙 機械四丙  餐飲四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