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導師資訊】 

(一)班會週 

    1.提前至 12月 14日(一)至 12月 25日(五)實施，請導師蒞班主持。配合紫錐花運 

      動宣導，班會討論題綱為：請分享拒絕毒品的好方法。 

    2.請遴選下學期班級幹部，並至訊息網登錄幹部名單。(訊息網→學務資訊→下學 

      期班級幹部) 

(二)期末導師會報訂於 12月 23日(三)15:10假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舉行(14：50開始 

    簽到)。 

(三)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操行加減分線上作業： 

系統開放期間：2015.11.30(一)至 2015.12.13(日) 

a.班級幹部獎懲建議作業說明： 

＃流程：訊息網→導師班服務→班級幹部→輸入完畢→名單儲存即可。 

＃請務必輸入獎懲選項。 

b.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說明： 

＃流程：訊息網→導師班服務→學生列表→輸入完畢→儲存導師分即可。 

＃每位同學可加（減）0-3分。如有相關作業問題請洽詢黃小姐 #2781。 

(四)賃居生訪視：本學期已比照日間部建構賃居填報系統(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預警 

  通知系統/賃居填報)，並依期初各班導師協助調查之賃居學生名單完成資料庫建置 

    ，本學期將比照日間部現行作業模式，試辦班級導師實施賃居訪視，請各班導師撥 

    冗實施訪視後於系統上填報訪視情形與上傳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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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晤談情形登錄賃居填報系統(完成日期修訂為12/18日前完成，以利預算 

    申請作業)，不再使用紙本。 

二、104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減免開始申請囉! 

(一) 第一階段申請(送件)時間：自104年12月1日(二)起至104年12月11日(五)止 

     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和減免申請表至進修部學務組辦理（減免申請表由訊息網登錄 

     →左側學務資訊→學雜費減免系統填寫列印，檢附證明文件為申請表所列之證明） 

     審核無誤後將於學雜費繳費單直接扣除減免金額。剩餘款項再至臺灣中小企業銀 

     行補繳差額或至臺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只能申貸減免後差額，申貸款時間為105 

     年1月15日至2月1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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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階段申請(送件)時間：104年12月21日(一)起至105年2月29日(一)止 

   持學雜費繳費單（勿先行繳費）、相關證明文件和減免申請表至學務組辦理， 

     更改餘額再行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視同放棄減免資格 

     ，不予受理）。 

      ※為了節省個人時間，請於第一階段完成線上申請並繳齊相關證件。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有關就學費用之補助或減免(如軍公教子女教育補 

        助費、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助學金、勞委會勞工子女助學金、行政院退輔會榮民 

        子女助學金、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補助金等)，及其他與減免就學費用性質 

        相當之給付者，不得重覆申請本減免（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份者，請考量補助 

        金額擇優申請)，如經查獲不實重複申請者，依教育部各類助學措施優先順序 

        取捨，不得異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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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學務資訊導師回饋問卷) 

四、【缺曠預警】曠課每逹 10 節及操行成績不及格系統會自動傳送 mail、簡訊通知個 

    人(個人手機號碼若有異動請直接至訊息網更正，地址若有異動則需至教務組更正) 

    ；每三週學務組會寄函至缺曠異常學生家中並請導師約談輔導。學期即將結束，請 
    同學珍惜就讀機會並不定時至訊息網查看個人缺曠、獎懲記錄，若有任何 欵問，請 
    至學務組查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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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會記錄尚未繳交之班級如下：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甲、電機四丙、建築四甲、企管四乙、資管四乙、金融四甲、資工四甲、 

           觀光四甲、觀光四乙、妝彩四乙。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甲、電機三乙、國企三甲、建築三甲、企管三乙、幼保三甲、資管三丙、 

           資工三甲、妝彩三甲、妝彩三乙、數位三甲。 

    二年級:電子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工管二甲、國企二甲、企管二甲、資管二乙、金融二甲、 

           休運二甲、休運二乙、資工二甲、妝彩二乙、時尚二甲、數位二甲、創意二甲。 

    一年級:土木一甲、機械一乙、電機一甲、工管一甲、國企一甲、應外一甲、觀光一乙、妝彩一甲、 

           妝彩一乙、餐飲一甲、餐飲一乙。 

  記載詳實的班級： 

     二企管三甲、休運四丙、時尚四甲、 金融三甲、機械二甲、建築二甲、企管二乙、幼保二甲、 

     觀光一甲、、休運一乙、數位一乙 

六、學生議會已查核學聯會11月份帳目並公告於學議會網頁及學務組公佈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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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級畢業班畢冊製作，第一次編輯課時間訂於 12月 14日(一)晚上 19:20時在人 

    文大樓 11-0505電腦教室實施，請各畢業班代表準時出席。 

八、11月 27日測試班級聯絡員收信情形，獲回應班級： 

  機械一乙、電機一乙、建築一甲、資工一甲、時尚一甲、土木二甲、電機二乙、企管二乙、 

   金融二甲、觀光二甲、觀光二丙、時尚二甲、餐飲二甲、電機三甲、國企三甲、企管三甲、 

   幼保三甲、資管三乙、應外三甲、資工三甲、觀光三乙、妝彩三甲、時尚三甲、時尚三乙、 

   創意三甲、土木四甲、電機四甲、國企四甲、企管四甲、企管四丙、幼保四甲、休運四丙、 

   資工四乙、觀光四甲、妝彩四乙、時尚四甲、時尚四乙、二技企管四甲 

九、第 13週（11月 29日至 12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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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週資料統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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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一丙 1,12/2 2 3 4 資工二乙 1,11/27 2 2 4 

休運一甲 1,11/30 2 5 10 觀光二丙 1,11/30 2 7 13 

土木一甲 1,12/2 2 8 16 電機三甲 1,11/30 2 5 10 

觀光一丙 2,11/27,11/30 4 4 5 企管三乙 1,12/1 1 5 5 

企管二乙 1,12/1 2 2 4 妝彩三乙 1,11/27 2 1 2 

資工二甲 1,12/1 2 4 8 104/12/01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104學年度第 2學期停車位登記，請至總務處網頁或訊息網連結『車位登記系統』 

  進行登記，開放日期訂於 104年 12月 11日上午 08:00至 12月 20日晚上 10:00止; 

  第二階段開放日期為 105年 2月 15日上午 08:00至 2月 17日晚上 10:00止，若於 

  第一階段車位已登記額滿，將不再開放第二階段，請同學儘量於第一階段完成申 

  請。 

十一、【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12月 25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至學

務組申請（除愛校服務工作外，本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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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班長再次向同學宣導，曾受處份的同學儘速把握銷過機會。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行善銷過實施辦法」第五條：行善銷過考核區分： 

  (一)申誡：考核二星期(愛校服務一小時)。 

宣導事項 

幹部配合事項 



  (二)記過：考核一個月(心得一篇及愛校服務三小時)，違反菸害防制法者需參加菸 

       害防治講座一場或菸害防治宣導活動二次。 

十二、【法律常識】LINE群組開罵 也算公然侮辱罪 

    LINE是現代人對外聯絡、溝通利器，但要小心謹慎使 

    用，「一對一」偶爾可發牢騷，不要在「共見共聞」的 

    網頁抨擊、謾罵，或轉貼謾罵 PO 文，可能吃上公然侮 

    辱官司。法界指出，只要在街頭巷尾公眾場所謾罵、批 

    評被害人，呈不屑、輕蔑或攻擊，即構成公然侮辱罪； 

   「公然」是指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狀態， LINE 

    群組屬「共見共聞」狀態，在個人動態消息頁面張貼謾 

    罵、攻擊文句，其他人可見留言內容，也屬「共見共聞」， 

    因此也構成公然侮辱。 

十三、【交通安全】 

(一)近期本校側門正修路常發生車禍事件，歸納原因就是同學的車速過快，正修路僅兩

個車道，不適合騎快車，尤其是上放學期間，亦請走路的同學不要邊走邊滑手機，

必須靠邊走，才不會有無妄之災，如有家長親人來接送者，請不要佔用人行道，這

樣會將行人逼到車道與行車爭道的危險境地，交通安全須要大家一起努力，才不會

造成遺憾。 

(二)很遺憾 12月 3日凌晨我們有一位觀光系一年級同學於校外車禍而離開我們，在此

除表達婉惜外，更再次呼籲所有同學：務必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規則、切勿疲

勞駕駛，生命只有一次，無法重來，「行車重禮讓，安全有保障」。 

十四、【遠離愛滋】12月 1日為國際愛滋日，阿漢（化名）20多歲念專科時有了不安

全性行為，一次捐血時發現自己罹患愛滋病，他和許多感染者一樣，得知染病都說

自己接到「閻王的邀請函」，極度恐懼，今年截至 11月 30日為 止，新增愛滋感染

人數已有 2134人，以年輕族群為主，25至 34歲占 4成 2，15至 24歲占 2成 8，今

年最小感染者年僅 14歲，調查顯示，不安全性行為中不少都有使用毒品助性。國內

平均每月有 50名學生感染愛滋病毒，目前愛滋病感染年輕化趨勢，提醒同學們不要

與不明男、女有性行為，尤其是夜店或較複雜化的集會社團更要小心注意，期望同

學們要懂得自我保護，才能永保安康。 

十五、【不當紅唇族】最近天氣較為寒冷，發現有部份同學有吃檳榔的習慣，提醒這些

吃檳榔的同學，提神取暖不是只有檳榔一個選項，相反的檳榔的傷害及開銷反而更

大，諸如口腔黏膜長期的傷害可能導致口腔癌，而且檳榔長期食用會上癮外亦會傷

害牙齒，為了你的健康請遠離檳榔，如在校嚼食檳榔一經發現依校規記過處份。 

十六、【菸害防制宣導】本校校園內全面禁菸，除吸菸區外其他區域不得吸菸，本校吸

菸區 設置於幼保大樓後方長鐵椅區、電機系館右側凹地等2處，請遵重不吸菸人的

權益，勿製造二手菸，造成他人困擾。第13週取締違規吸菸人數總計27人：一年級

10人、二年級8人、三年級1人、四年級3人、延修生2人、校外人士3人，依校規記

小過乙次處分，請同學勿心存僥倖心態，教官會持續校園巡查，取締違規吸菸同學， 

 

    網路發言注意事項 

●勿涉人身攻擊 

●不要語帶侮辱、歧視語氣，

尤其涉及性別、種族等文字 

●若寄電子郵件收件者超過 3

人，要注意文字用詞，逾 3人

屬公眾 



  另請因違規吸菸要銷過同學，請至診所醫院掛戒菸門診。(開學至今已查獲454人次

違規吸菸)  

十七、【健康資訊】第一個健康是上帝給的，第二個健康是靠自己努力得來的 

(一)現代人愛滑手機，又長時間用電腦，一名 35歲工程師，因此得了老花，卻以為是

成人近視，配了新眼鏡還是看不清楚，才知道自己老花眼嚴重到白內障。醫師表示，

老花眼已經不是中老年人的問題，愛滑手機、愛打電腦，導致現代人老花年紀提早

甚至還可能因此併發青光眼或黃斑部病變，提醒同學不要過渡沈溺於電腦或 3C產

品，過渡耗損眼睛所造成的傷害可是永久性的，請務必要珍惜每個器官。 

(二) 357運動原則: 

    ◎每次 30分         

    ◎每周 5次 

    ◎運動時每分鐘心跳數應達最大心跳數的 7成 

      (220減去自己的年齡)大約是感到有點喘，但還能說話的程度。 

 

 

 
十八、104學年度「三好校園實踐-行善天使選拔」活動，參選 

      時間順延至：104年 12月 18日止。遴選 20名行善天使， 

      前三名禮券 3000元及當選証書乙幀，第 4 至 7名禮券 

      2000元及當選証書乙幀，第 8至 10名禮券 1000元及當 

      選証書乙幀。第 11 至 20名禮券 500元及當選証書乙幀。 

      請同學踴躍參加，期能藉以您的善行，帶動三好校園的 

      溫馨風氣。 詳細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瞭解: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30118&ctNode=9825&mp=209 

十九、【9號球撞球比賽】於12月8-10日(週二~四) 19：10 假體 

     育室2 樓撞球室舉行，本次參賽選手82名，請依賽程表時間，攜帶學生證提早20 

     分鐘報到檢錄參賽。（賽程表請至學務組、學聯會網頁查詢）。  

廿、【柴山淨山健行活動】為增進同學對自然生態之認識，鼓勵同學接近大自然，培養

健康休閒活動，並以實際淨山行動維護生態環境，保護家鄉自然生態資源，樂活社

及學生聯誼會特定於今(104)年 12月 20日(週日) 09：00~15：00舉辦柴山淨山健

行活動，活動對象以本部學生為主，並歡迎學校師長共同參與（含工作人員以 30

人為限），活動內容及報名表近日將發送至各班，有意參加者，請填妥報名表，於

12月 11日(星期五)前，連同保證金 100元(內含 50元保險費，活動報到當日退還

50元)，交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或學聯會辦公室(圖科大樓 15-0304)【電話：

0935-603951或校內分機 2332】。※參加活動者，主辦單位提供午餐、礦泉水及毛

巾。 

廿一、【正修有愛嗨翻聖誕】12 月25 日（五）19：00-20：30 於人文大樓前舉行，邀 

  請「ROXY  BAND」高雄知名PUB藍色狂想駐店樂團演出，歡迎以班為單位踴躍 

  參加。 

活動訊息 

http://night.csu.edu.tw/wSite/ct?xItem=130118&ctNode=9825&mp=209�


廿二、【2015 正修有愛★嗨翻耶誕】愛心發票募集活動已連續第8年匯集師生愛心，讓 

   弱勢團體感受正修人的愛，今年仍邀請大家一同共襄盛舉。（詳細辦法已放班級 

   櫃）  

   ★ 目標：20,000 張（捐贈伊甸社會福利基金會） 

   ★ 募集對象：全校師生 

   ★ 抽獎時間、地點：12 月25日(五)  20：05 假人文大樓前廣場。  

   ★ 募集方式： 

廿三、105級畢業班拍攝團體畢業照時間：104年 12月 7日至 11日，各班拍照時間如 

   下圖(時間表另公布在學務組網頁):  

 

 

 

 

 

 

 

 

 

 

 

 

 

 

 

 

      希望~~是唯一不會被別人奪走的東西！ 千萬不要自己先放棄。 

                            

項目 兌換地點 兌換日期 兌換時間 兌換方法 

摸彩劵 
學務組 12月 01-24日 16:00-22:00 

凡全校同學於活動期間捐出 11、12月發

張 20張，即可兌換摸彩券一張。(數量

有限換完為止) 正修樹下 12月 14-25日 19:00-21:00 

愛心咖啡 正修樹下 12月 16-18日 18:30-20:00 
(1)10張發票兌換飲料一杯。 

(2)25 張發票兌換飲料一杯及摸彩劵一

張。(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愛心飲品 正修樹下 12月 21-24日 18:30-21:00 

手作 DIY 學務組 12月 14日前 18:30-22:00 
活動時間：12月 22日 

捐贈 20張 11-12月發票並繳交報名表 

自由樂捐 學務組 
即日起至 

12月 31日 
18:00-22:00 不限張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