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03、01、06
一、本學期請假（批假卡）截止時間為元月 8 日(三），期末考週（元月 7 日至元月
13 日）請假需檢附証明送學務組、教務組辦理，經進修部主任核准，方可依考
試補考相關規定辦理補考。
二、辦理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的同學請持學雜費繳費單、相關證明文件和
減免申請表於 103 年 2 月 21 日(五)前完成補辦手續。(請務必先至進修部學務
組更改金額再行繳費) (特殊境遇家庭、低收、中低收入戶減免身份的同學需檢
附 103 年度的證明書)
三、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就學貸款辦理時間為 103 年 1 月 15 日至 2 月 21 日，請同學
至台灣銀行各分行辦理對保，2 月 21 日前將銀行已核章撥款通知書第二聯(學校
收執聯和學雜費收據)繳回學務組承辦人駱小姐（亦可將就學貸款資料投到前門警
衛室信箱，註明進修部學務組收）。
（未繳回者視同未完成註冊，申貸流程及攜帶
資料請至學務組網頁公布欄下載)。
四、同時申辦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的同學請先至學務組辦理減免手續，待承辦單位
初審減免資格並於下一學期學雜費繳費單扣除減免金額後，剩餘款項再至臺灣銀
行辦理就學貸款（申貸差額）。
五、第四次班會紀錄仍未繳回的班級：
機械三甲、企管三丙、休運三丙、觀光一甲、妝彩一乙
六、寒暑假期間尚未履行兵役義務役齡男子出國前應先辦理出國核准手續：
（一）依兵役法施行法暨役男出境處理辦法規定，在臺設有戶籍男子，年滿18歲翌年
1月1日起至屆滿36歲之年12月31日止，尚未履行兵役義務之役齡男子，出國須
經核准。如未辦理在學緩徵者，其出國核准須經由戶籍地兵役管理單位核准。
（二）為免影響役男出國行程，如屬役男身分者，於出國前應事先辦妥出國核准手續，
出國核准手續請洽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如已辦理在學緩徵者，亦
可洽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或至該署網站申請。
1、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網路申辦服務】https://nas.immigration.gov.tw/
2、詳情請見進修部網站：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79425&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七、「103年度研發替代役役男報名及用人單位甄選作業實施計畫」暨「103年度研發
替代役役男報名甄選作業說明會時間及場次規劃」相關資訊已公告於進修部網

站：學生兵役/兵役宣導，請自行上網瀏覽。
八、 內政部役政署 103 年替代役公益大使團役男甄試作業相關資訊已公告於進修部
網站：學生兵役/兵役宣導，請自行上網瀏覽，報名日期自 103 年 1 月 20 日起
至 2 月 14 日止，甄試作業規定及相關文件請同學詳閱附件。同學有任何問題請
洽詢內政部役政署管理組:049-2394914。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79433&ctNode=8510&mp=209&idPath=8172_8376

九、 第12至16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優等計有：幼保三甲、企管四甲、資管四丙、創意三甲、
數位一甲、觀光一甲、時尚一甲、企管一乙、建築一甲、機械二甲、觀光一乙、資工二乙、
數位二甲、創意二甲、二技企管四甲等15個班級，依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與嘉獎

乙次獎勵。
十、第12至16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乙等計有43個班級，請各班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
(一) 一年級10個班：休運一乙、妝彩一甲、資管一乙、國企一甲、電機一乙、休運一丙、資工
一乙、休運一甲、妝彩一乙、電機一甲。

(二) 二年級13個班：企管二甲、電子二甲、資管二乙、國企二甲、觀光二乙、休運二乙、妝彩
二乙、機械二乙、觀光二甲、電機二乙、建築二甲、妝彩二甲、電機二丙。

(三) 三年級14個班：電機三甲、機械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乙、電機三乙、企管三丙、資管
三乙、金融三甲、國企三甲、妝彩三乙、妝彩三甲、休運三乙、機械三甲、電子三甲。

(四) 四年級6個班：電子四甲、企管四丙、電機四甲、妝彩四乙、幼保四乙、妝彩四甲。

幹部配合事項
十一、期末考期間班長不需拿資料夾但仍需至學務組簽到並檢查班級櫃中資料。班級
聯絡員仍要隨時檢查信箱，保持聯繫。
十二、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班級幹部研習時間：2 月 24 日（星期一）19：30
班長：圖科大樓 0603、風紀股長：圖科大樓 0503、服務、副服務股長：活動
中心二樓演講廳。
（重要集會，因故無法參加請找人代理）
十三、第17週（102年12月29日至103年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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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第 17 週資料統計期間【102/12/27-103/1/2】
本週
班級

累計

本週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電機一甲

1,12/27

2

17

33

電機一乙

1,01/02

2

28

資管一乙

1,12/27

2

9

班級

累計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乙等
次數

申誡
人數

觀光二甲

1,12/27

2

6

12

50

電子三甲

1,01/02

1

20

27

18

機械三甲

1,01/02

2

24

48

休運一甲

1,12/31

2

22

44

機械三乙

1,12/27

2

7

10

休運一丙

1,01/02

2

8

16

企管三丙

1,12/27

2

7

14

資工一乙

1,12/27

2

8

16

資管三乙

1,12/27

2

3

6

妝彩一乙

3,12/30,31,01/02

6

20

38

休運三乙

1,12/27

2

2

4

電機二丙

2,12/30,01/02

4

38

74

妝彩三甲

2,12/30,01/02

4

18

34

國企二甲

1,12/27

2

2

4

二企管三甲

1,12/30

2

2

2

102/12/31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十四、為了瞭解同學於寒假期間參與戶外活動情形，俾利重大災害發生時，能即時聯
繫與協助處理，「寒假戶外活動調查表」已於12月16日放各班班級櫃內，請各
班調查寒假班級戶外活動情形，原訂應於102年12月24日（星期二）前將本表
繳回至圖科大樓一樓學務組劉教官，若沒有活動本表也要交回，惟迄今未繳回
班級有：
(一) 一年級13個班級：
機械一甲、電機一甲、資管一甲、資管一丙、休運一甲、休運一乙、休運一丙、資工一甲、
數位一甲、觀光一甲、觀光一乙、妝彩一乙、時尚一乙。

(二)二年級10個班級：
電機二丙、企管二甲、企管二丙、幼保二甲、資管二甲、休運二丙、資工二甲、土木二甲、
妝彩二甲、妝彩二乙。
(三) 三年級8個班級：
機械三乙、企管三丙、資管三丙、休運三乙、休運三丙、土木三甲、妝彩三甲、時尚三乙。

(四)四年級12個班級`：
電子四乙、機械四乙、電機四乙、工管四甲、企管四乙、幼保四乙、資管四甲、資管四丙、
資工四甲、資工四乙、土木四甲、觀光四乙。
（五）二技：企管三甲。

十五、環境的維護與清潔是每個人共同的責任，惟近期發現部份同學破壞校園環境清
潔，造成後續使用班級及清潔工作人員困擾，請大家發揮「己所不欲、勿施於
人」之精神，勿再製造髒亂，請各班服務股長於課後確實督請值日生做好清潔
工作，勿再有類似情形發生。僅列舉近期缺失以供參考：
（一） 圖科大樓靠近機械館方向之3F樓梯，經常遭人在樓梯、牆壁上亂吐檳榔汁，
清潔人員耗費時間清洗後，依舊重複發生，嚴重缺乏公德心。
（二）圖科大樓8F走廊於12月下旬發現大量蛋糕、奶油、衛生紙及保特瓶等垃圾，查
係某班同學生日慶祝後所遺棄現場，雖經師長要求應實施場地復原，但同學仍
未善盡打掃之責，造成使用不便及徒增打掃人員的負擔。
（三）部份班級將裝滿垃圾的垃圾桶推至走廊放置，造成別人的困擾。

宣導事項

十六、目前正處於候鳥南遷及禽流感好發季節，且入秋以來大陸地區已陸續新增 8 例
人類感染 H7N9 禽流感病例，請提高警覺，持續整備應變能量。
十七、最近由於天冷，大家習慣性門窗緊閉，自 102 年 12 月 30 日發生外籍背包客一
氧化碳中毒事件開始，103 年 1 月 2 日嘉義大學五名學生，元旦在校外的出租
房間內亦遭一氧化碳中毒，一對男女朋友到院前死亡，另外三人則昏迷送醫，
及時搶救回來，103 年 1 月 3 日台北市凌晨又發生有民眾緊閉陽台窗戶洗澡，
造成家中三姐妹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據警方調查都是洗澡時瓦斯熱水器排放的
CO 因陽台的窗戶緊閉，才會導致一氧化碳排不出去，因此專家特別提醒，如果
家中使用傳統型的熱水器，絕不能放在有加窗的陽台，如果陽台有窗戶，就要
選用排氣型的熱水器，還得定期清理陽台雜物，保持通風，才能避免意外發生。
別讓熱水器成為冬季無形殺手，提醒所有同學們務必要好好檢視家中或賃居處
所瓦斯熱水器的裝置狀況及安全事宜，如此才能過個平安年。
十八、提醒同學注意騎車安全，尤其是即將進入假期，千萬不要過度疲勞駕駛，很多
的死亡車禍都是過度疲勞駕駛所造成，建議同學將更多的活力或有意義的活動規
劃都在寒假中。另外亦提醒同學，如在校外發生意外事件，記得撥打電話告知學
校，電話：7312787，讓學校了解同學的狀況，如需要協助才能配合。
十九、漫長的假期，提醒同學們與朋友出遊時務必告知家人，甚至將出遊朋友的聯絡
方式告知家人，以利後續行踪的掌握，尤其是和網友出遊時，一定要將留給家人
的聯絡方式告知網友，如此才能多一層的防備，一定會比較安全，千萬不要認為
這是一件很麻煩或是怕洩露網友的個資，這些都是防備作為，以利如有任何狀況
時比較能夠快速著手處理及線索掌握。
廿、寒假將屆，為維護學生健康及安全，教育部頒發「各級學校103年寒假學生活動
安全預防宣導注意事項」已公布於本校網頁，請同學利用時間上網瀏覽，避免
涉足不良場所或從事無安全規劃之工作，肇生意外事件
（一）進修部學務組(http://night.csu.edu.tw/wSite/mp?mp=209)
（二）軍訓室(http://www2.csu.edu.tw/csitshow/arm/index.101.htm)
廿一、最近天氣變化較大，對於平時壓力較大或是有憂鬱傾向的同學一定要請學校師
長或心輔老師協助，不要一味的往死胡同鑽，問題一定可以解決，只有心平氣和
的想一想或是透過專家師長的一起努力，一定可以想出解決的好辦好，生命真的
是非常的寶貴，亦同學們能夠發揮同學愛，如果發現同學有不當的舉止或念頭
時，一定要提醒導師或是向教官報告，才能預憾事的發生。
廿二、寒假學校上班時間為星期一、二、四08：30-16：00；三、五08：30-12：00，
若需服務請電735-8800轉1210。
廿三、寒假期間請隨時上網瀏覽學校訊息，掌握最新資訊。
廿四、102學年度第1學期開學日期為2月24日（星期一）
，當天不上課，分二梯次實
施開學典禮：

梯次

時間

班級

教室

一

19：00-20：00

四技一、二年級

開學前一週公佈

二

20：00-21：00

四技（二技）三、四年

開學前一週公佈

＊開學典禮為重要集會，除病假外（需附証明，於開學日起十日內完成請假手
續）事假一律不准，如有特殊原因請事先告知導師及學務組。

活動訊息
廿五、2013 年『正修有愛 發票無礙』活動已於 2013 年 12 月 31 日截止，捐贈發票
的師生非常踴躍，共募得發票 26,475 張，感謝師生的愛心支持及熱情參與。
廿六、【大專校院校園風景網路人氣票選】活動，請支持「正修科技大學-咱的校園」，
請至票選活動網址：http://goo.gl/K1FgM3 (學校首頁亦可登入)在照片左下
方按讚，活動至 2014/1/13 止，校景美也要有人氣，快號召同學、親友們來按
讚！

小故事大道理
有兩個年輕鄉下人（甲、乙）一起挑水去城裡賣，一桶賣 1 元，
一天可以挑 20 桶。有一天……
甲：
「我們每天挑水，現在可以挑 20 桶，但等我們老了還可以一天挑 20
桶嗎？我們為什麼不現在挖一條水管到城裡，這樣以後就不用這麼
累了。」
乙：
「可是如果我們把時間花去挖水管，我們一天就賺不到 20 元了。」
乙不同意甲的想法，而繼續去挑水，但甲開始每天只挑 15 桶，
利用剩下的時間挖水管。五年後，乙還在挑水，但只能挑 19 桶，
而甲挖通了水管，每天只要開水龍頭就可以賺錢了。
挪出一點時間，投資在自己的未來，雖然現在看不到效果，
但學成之後就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了。

進修部學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