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11月 4日(星期二)17時配合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到校消毒作業，當日排訂「圖科大 

  樓」進修部課程停課乙次，未於圖科大樓實施課程班級仍需正常上課。進修部行政 

  單位當晚暫移至人文大樓 1樓語言學習中心辦理各項業務。 

二、11月 5日(三)校慶晚會當日晚上停課；11月 7日(五)校慶典禮、導師研習停課一 

  天。 

三、10月 22日（三）至 11月 4日(二)為第二次班會週(因逢期中考順延一週)，請導師 

    蒞班主持，此次班會討論題綱為：請提供學校附近易肇事路段？行經此路段該如何 

    確保行車安全？會後請將班會紀錄交回學務組蔡小姐處（勿放班級櫃中）。  

    第一次班會記錄詳實的班級：國企四甲、資管四乙、休運四甲、觀光四乙、數位四 

    甲、電子三甲、電機三甲、資管三丙、時尚三甲、企管二乙、應外二甲、金融二甲 

    、機械一甲、建築一甲、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四、導師滿意度調查：為更瞭解同學是否受到妥善照顧以及導師們的辛勞，請同學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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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至學校首頁 正修訊息網線上學習導師問卷 

  調查填寫，截止日為 103年 12月底。 

五、103學年度補助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已於103年10月 17日(五)截止，申請審查結果 

    於11月底學務組會以簡訊方式通知申請人，此期間申請人聯絡電話如有更換，請務 

    必告知承辦單位，以利訊息能正確傳達，所有申請助弱勢助學金的同學，請於12月 

     2日(二)晚19時到人大樓九樓正修廳參加服務學習說明會。 

六、個人缺曠資料，同學可上網至正修訊息網查詢，若有任何疑問，請至學務組詢問。 

    (正修訊息網 http://portal.csu.edu.tw/)(個人電話如有異動，請直接至訊息網

更正，地址異動，請至教務組更改) 

七、同學如被誤登曠課(遲到)，請於10 天內直接向任課老師更正；如未能於10 天內更 

   正，請至學務組拿取學生曠缺課更正單填寫，並由任課老師簽名後再送回學務組銷 

   曠課。 

八、【同學，請小心】10月 27日一位女同學到學務組反映，在學校附近被一部速度佷

快機車違規超車擦碰，還好她緊握手把，一陣搖晃後沒有摔下來，看著那輛車進入

校園，驚魂未定的她希望能透過週報，再次提醒同學，小心騎車、遵守交通安全、

不要超速、不要搶快；她希望正修的同學都能平平安安。開學迄今，每隔二三天就

有同學因車禍請病假，期中考週有二位同學還在加護病房與死神搏鬥，生命來自父

母，人生操之在己，好好珍惜自己，不要因自己的疏忽改變一生，也破碎一整個家

庭所有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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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外獎學金訊息： 

   請同學隨時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減免申請→各項獎助

學金→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資料請繳交學務組黃小姐(分機2781)。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學生急難濟助,事發6個月內受理申請!! 

    *崇她獎獎學金(通訊報名至103.11.7) 

 

 

 

十、第八週（10月 26日至 1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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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週資料統計期間【103/1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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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4 2 1 2 資工二甲 1,10/29 2 5 10 

休運一甲 1,10/28 2 4 8 觀光二乙 1,10/27 2 2 4 

國企一甲 1,10/30 2 4 8 創意二甲 1,10/24 2 6 12 

時尚一甲 1,10/29 2 2 4 電機三乙 1,10/24 2 3 6 

餐管一乙 1,10/28 2 2 4 休運三乙 1,10/28 2 3 6 

電子二甲 1,10/27 2 1 2 妝彩三甲 2,10/27,30 4 15 26 

電機二乙 2,10/24,29 4 6 12 電子四甲 2,10/27,28 4 5 10 

企管二甲 1,10/27 2 2 4 建築四甲 1,10/24 2 3 5 

休運二乙 1,10/24 2 5 10 103/10/29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一、學生團體保險：因疾病(有住院)、車禍、意外受傷(含急診、門診)。申請理賠需 

          準備：醫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學生本人存褶封面影本、學保申請書(學務組 

          網頁下載或至衛保組索取)交到活動中心二樓-衛保組。 

      如有學保問題或繳交理賠資料，可於每週四 20：00-22：00至衛保組由保險公司 

          專人服務。 

十二、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申請：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近期內(3個月內)學生本人或父、母家庭發生重大事故或重大傷病可提出申請。詳 

  細內容可自行上網查看。 

 

宣導事項 

幹部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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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法律常識】 

    公然侮辱罪 (刑法第 309條) 

  公然侮辱，是指在「公開、公然」的場合下，也就是在眾人可以共同見聞的情況下， 

  以非「事實」的不雅言語或是圖片、文字對受害者進行「精神上的損害與汙辱」， 

  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百元以下罰金。 

  毀謗罪 (刑法第 310)  

  I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毀謗罪，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II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恐嚇危害安全罪（刑法第 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網路的發洩言論最可能觸犯的是公然侮辱罪或毀謗罪，因為網路也算是"公開場合" 

  ，網友並不能因為匿名發言而免責，同學在網路上留言時應該三思而後行，不要以 

  為網路是匿名的，就可以暢所欲言，或以為只是開玩笑，無傷大雅，一時的疏忽會 

  付出慘痛的代價。 

十四、網路的互動，對同學來講使用相當的頻繁，但是網路安全卻常被大家所忽略，提

醒同學一定要好好保護個人資料，不要輕易的將個人相關資料隨意散布，包括自己

的同學都要謹慎，才不會受到詐騙集團的利用，免去受到網路朋友的威脅，萬一真

的遭到威脅一定要向師長們反映，不要自己去面對、處置，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遺

憾，另外，如要和網友外出亦請同學們告知同學、家人，對方相關的資料，以利後

續狀況的處置，「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十五、【交通安全】近來一則令人傷感的新聞：「金牌國手夢碎！19歲運動員王子銘去年

剛奪下全中運（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1萬公尺金牌，今年入選亞青盃田徑國手，

前途大好；未料日前他坐機車後座時遭拋飛，因穿夾腳拖鞋，無保護作用，右腳摩

擦地面竟造成 3趾被扯裂，傷口支離破碎，醫生無法接回，形同宣告田徑生涯終止，

王子銘不堪打擊，淒厲哭聲迴盪診間。」此肇事原因係為未保持安全距離，提醒大

家務必注意行車安全，不要穿拖鞋騎車，造成的傷害會抱憾終身。 

十六、【不吃檳榔，你＂口＂以很健康】 

  在校園中看見缺乏公德心的同學將檳榔汁吐在地上，此舉嚴重破壞校園的清潔，提 

    醒同學校園內嚴禁嚼食檳榔，嚼食檳榔有下列害處： 

（一）口腔癌的危機： 

      嚼食檳榔，因嚼食動作頻繁，超出正常負荷，造成牙齒磨損以及牙床動搖，除了 

  使牙齒變黑、牙齦萎縮造成牙周病，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及口腔黏膜白斑症外，還 

 會導致口腔癌。據調查，百分之八十八的口腔癌患者有嚼食檳榔的習慣。而嚼食 

 檳榔的人，罹患口腔癌的機率比一般人高 20 倍。 

 



（二）社交的危害：吃久了，牙齒變黑、嘴巴變紅，外觀相當不雅。 

（三）環境的污染：隨地吐檳榔汁，不但污染環境有礙觀瞻，吐出檳榔汁中的細菌會隨 

       風飄散，吸入大眾的肺裏。  

（四）校規：學生獎懲要點八條21款：「吃檳榔者」、八條12款：「妨害團體整潔或公共

衛生者」記過乙次。 

十七、【菸害防制】 

(一)良好的品格來自良好習慣的養成，有人抽菸抽到菸不離手，但是習慣很差，菸頭未

熄火即亂丟，結果引燃棉被而喪命(這是真實案例)，為何要不斷提醒同學們養成好

的習慣?當然是希望同學們既已有抽菸的壞習慣，就更要養成不隨意亂丟菸蒂的好習

慣，好習慣不僅可以救自己一命，也可確保別人免於喪命的可能。 

(二)過去 30年來，癌症持續名列國人死亡原因之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主要的

致癌原因包括吸菸、喝酒、蔬菜水果攝取少、肥胖、缺乏運動、不安全的性行為（HPV 

感染）、都市空氣污染、室內燃燒煤炭及注射針筒污染等。已經有 30%的癌症，被證

實與吸菸有關，台灣每年有 2萬多人，死於吸菸或二手菸。吸菸不只會造成肺癌，

其他包括直接接觸菸的口腔、鼻腔、鼻咽、下咽、鼻、鼻竇、食道、胃、肺、大腸

直腸等，都可能造成癌症，而子宮頸癌、卵巢癌和骨髓癌等，也可能和吸菸有關。

除了癌症，吸菸也可能引發血管和呼吸道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腦中風、心肌

梗塞、氣喘和小兒氣喘等，為了自己及家人的幸福，請下定決心戒菸吧！ 

十八、登革熱疫情燒不停，目前確診病列 7,425起，因登革熱疾病死亡計有 7人。提醒

同學要注意清除住家內、外環境積水容器積水，避免病媒蚊孳生，才能有安心安穩

健康的生活品質。 

 

 

十九、鑑於進修部學生平日白天上班、夜間上課，休閒運動時間較少，樂活社利用假日 

      就近至澄清湖風景區實施健行活動，以培養健康生活習慣及調劑身心。請同學踴 

      躍報名參加，名額有限，意者請洽學務組劉教官報名。 

   時間：103年11月15日（星期六）09：30至15：00。 

   內容：以本校學生為主要對象，開放樂於從事戶外健身運動的學生（含工作人員 

      以30人為限）主動報名，健行運動後於澄清湖烤肉區辦理烤肉活動。 

廿、新生盃班際拔河比賽於 11 月 18(二)至 21 日(五) 19：00-22：00 在活動中心前 

    籃球場舉行，請各隊伍之隊長於11月6日(星期四)20:30至圖科大樓0503教室進行規 

    則說明及抽籤(每隊一定要派一人參加)。 

廿一、第 49屆校慶晚會【豔展青春,耀正修】 

      時間：103年 11月 5日(三)17:15-21:00 

      地點：人文大樓前廣場  

      入場方式：1、自由入場(無需購票) 

                2、學聯會會員(有繳交會費者)贈送搖滾區門票乙張或摸彩券乙張（數 

                   量有限，每人限贈一張，贈完為止） 

      贈票時間：當日下午四時起 

  活動訊息 



      贈票地點：進修部學聯會辦公室（學生餐廳內） 

      ◎請持學生証(本人)領取 

廿二、103學年度第 1學期正修有愛-捐血活動訂於 11月 25(二)~27(四)日連續三天，

每晚 18:30至 21:30時，在圖科大樓前廣場辦理，當天參加的同學給予四節公假，

小功乙次獎勵(加操行成績 2.5分)請師生發揮『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精神，

踴躍參加捐血活動。 

廿三、系徽創意設計競賽：在新世代中用年輕世代語言傳逹出各院、系所敎學的本質與 

      精神，參賽辦法及報名表已發至各班，鼓勵同學踴躍參加。 

    競賽活動網址查詢：http://art.csu.edu.tw  

廿四、104級畢業班班級團體照拍照時間自 11月 10至 11月 14日，請各畢業班同學在 

      排定拍照時間前廿分鐘準時到人文大樓前集合著裝，各班拍照時間表如下。 

 

 

 

 

 

 

 

 

 

 

  

 

 

 

 

                               把自己的線畫長 

運動員請問教練打敗對手的秘訣； 

教練只是安靜的在地上畫一條線， 

並回問：「如何在不動到線的狀況下讓線變短？」 

運動員百思不得其解。 

教練又在線的下方畫了一條更長的線， 

運動員終放了解──要贏球的唯一方法， 

不是把對手變弱，而是讓自己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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