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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辦理 51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進修部停課日期如下：
11 月 9 日(星期三)校慶晚會。
11 月 11 日(星期五)校慶典禮、導師知能研習活動。
二、期中、末考試請假需持公立醫院證明、訃文或其他特殊原因之證明文件，於考試週
完成請假手續，方可依本校考試補考相關規定辦理補考，請假時須使用「正修科技
大學進修部學生期中(末)考試請假申請單」
，以利補考學生之管考，考試期間須補考
假單可至進修部網頁自行下載：首頁/申請書(表單)下載/進修部學生期中期末考請
假單(http://ppt.cc/6TJuh)
三、
【學生輔導】第 1-6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 逹 14 分以上）請導師晤談輔導並於 11
月 2 日(三)前至晤談系統填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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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平板均可填答)
五、
【居住現況調查】迄10/28日止填報率94.8％，尚有268人未上網登錄或更新資料，請
儘速上網完成學生居住現況調查填報，系統操作過程若有任何問題，請逕請學務組
劉教官協助處理。
六、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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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電子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企管一甲、幼保一甲、應外一甲、妝彩一甲、時尚一甲。
二年級:土木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電機二乙、電機二丙、國企二甲、建築二甲、企管二甲、
應外二甲、金融二甲、觀光二乙、妝彩二甲、餐飲二甲。
三年級:機械三乙、電機三丙、國企三甲、建築三甲、企管三甲、幼保三甲、金融三甲、休運三乙、
觀光三甲、妝彩三乙、創意三甲。
四年級:土木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乙、國企四甲、資管四丙、休運四甲、觀光四甲、妝彩四甲、
時尚四乙、數位四甲。

班會記錄記載詳實的班級：
二企四甲、建築四甲、企管四乙、應外四甲、金融四甲、時尚四甲、機械三甲、電機三乙、資工三乙、
觀光三乙、觀光三丙、妝彩三甲、餐飲三甲、餐飲三乙、電子二甲、企管二乙、電機一甲、電機一乙、
金融一甲、休運一甲、資工一甲、觀光一甲、觀光一乙、觀光一丙、餐飲一甲。

七、第二至六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優等班級計有：
電機一乙、電機一丙、資工二乙、資管二甲、電機一甲、休運一甲、幼保三甲、
機械四甲、資管一乙、妝彩三甲、企管一甲、觀光一甲、資管二乙、幼保二甲
等14個班級，依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八、第二至六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乙等計有28個班級，請各班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
一年級6個班：觀光一乙、妝彩一甲、休運一乙、國企一甲、機械一甲、時尚一甲。
二年級11個班：資工二甲、國企二甲、電機二丙、餐管二乙、企管二甲、
企管二丙、休運二甲、時尚二甲、企管二乙、觀光二乙、
土木二甲。
三年級 8個班：電機三乙、國企三甲、企管三甲、資管三甲、休運三甲、
休運三乙、電機三丙、機械三甲。
四年級 3個班：電子四甲、幼保四甲、休運四丙。

校內外獎助學金
九、
【校外獎學金訊息】
高雄市港都扶輪社資優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105年10月31日止
文殊文教基金會優秀清寒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105年10月31日止
國泰卓越獎助計畫,學生自行報名至105年11月9日止
行天宮急難救助,急難發生6個月內受理申請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日期不一，請同學自行至學務組網頁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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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
姐(分機2781)。
十、【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
(一)學生本人連續住院滿 7 天以上(於事發 3 個月內)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二)父或母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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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pt.cc/jdyG)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幹部配合事項
十一、期中考週(10/31-11/4)班長仍需至學務組簽到及檢查班級櫃中資 料。
十二、第七週（10月23日至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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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週資料統計期間【105/10/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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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25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三、為了提供一個舒爽的學習空間，並留給後續使用的班級一個清潔的教室，課後的
打掃工作是必要的，當然考試期間也不例外。學務組於每學期開學時均召集各班
正、副服務股長實施研習，並將年度教室整潔競賽實施辦法與實務上所遭遇的問
題逐一宣導，各項實務上所發現的情況均持續於學務週報實施宣導與要求。但開
學迄今仍經常發現教室清潔工作仍未能落實，請各班級幹部協助宣導於督促班上
同學務必做好教室的清潔工作，本學期教室整潔競賽第一次評比已告一段落，繼
續展開第二次整潔競賽，請各班努力爭取佳績。
十四、本學期「緊急聯絡網」應於9月22日（星期四）前繳交，雖屢次催繳卻仍有土木二
甲、電機三甲等 2 個班級尚未繳交，影響同學安全事件的緊急聯繫。請這二個班
級班長至學務組向劉治誠教官說明原因。
十五、第7週電子郵件聯絡員有回覆班級：
二企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乙、企管四乙、企管四丙、資管四甲、資管四乙、應外四甲、
資工四甲、國企四甲、建築四甲、觀光四乙、時尚四甲、時尚四乙、創意四甲、金融四甲、
工管三甲、企管三乙、幼保三甲、資工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觀光三丙、時尚三甲、
妝彩三甲、數位三甲、土木三甲、電子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幼保二甲、資工二甲、
建築二甲、觀光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妝彩二乙、數位二甲、數位二乙、電子一甲、
機械一甲、電機一甲、工管一甲、企管一甲、資管一甲、資管一乙、資工一甲、建築一甲、
觀光一甲、妝彩一甲、妝彩一乙、休運一甲、休運一乙、數位一甲、土木一甲

沒有回覆班級聯絡員請至信箱(k+學號@gcloud.csu.edu.tw)查看。

宣導事項
十六、
【交通安全宣導】上週實施第二次班會，討論出本校週邊危險路段排名如下：
1.學校大門前的澄清路、圓山路(松藝路)、澄清路與大埤路。
2.學校側門的正修路、正修路與公園路、濱山街、濱山街與青年路二段(85 度 C)、
青年路二段與本館路等。
3.澄清路(自強陸橋)的十字路口；再次提醒同學騎乘機車務必減速慢行，以維護行
車安全。
(各班討論內容請至進修部網頁瀏覽)

十七、
【紫錐花運動宣導】警方最近在台南的夜店臨檢，發現一名 25 歲的男子舉止怪異
又拿抱枕遮掩他的隨身包包，臨檢發現他的包包有小熊軟糖，但年輕男子看來不像
愛吃零食的人，再查這小熊軟糖竟然含有 MDMA，也就是搖頭丸，但它的外觀看來跟
超商買的小熊軟糖沒什麼兩樣；提醒同學，晚上放學早點回家，千萬不要在夜店逗
留，另外也要注意朋友提供之零食，不要勿食了毒品而不自知。
十八、
【菸害防制宣導】教官近期巡查，發現仍有同學喜歡在樓梯間，廁所門口吸菸，再
次提醒同學，本校已為無菸校園，全校禁菸，切勿在校園內吸菸，第 7 週取締違規
吸菸人數總計 31 人：一年級 7 人、二年級 12 人、三年級 7 人、四年級 3 人、延修
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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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學生團體保險有關「保險契約內容」及「保險須知」均公告於進修部網頁(校園資
訊→學生團體保險)。同學可自行上網查詢
http://night.csu.edu.tw/wSite/lp?ctNode=8530&mp=209&idPath=8172_8527

廿、內政部役政署推行105年度「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案：
(一)按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並須在19歲徵兵及齡前一年底至當年3
月間接受兵籍調查，建立兵籍資料。
(二)87年次男子明年徵兵及齡，於105年10月5日上午10時起至11月15日24時止，可由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點選進入「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
查線上申報」作業系統，登錄兵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後即可完成兵籍調查作業。
(三)相關宣導資料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goo.gl/vUbiEb)，詳情請自行前往參閱。
廿一、106年(第１次)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之對象條件及相關作業規定
(一)詳情請餐閱進修部網頁(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goo.gl/NZVMDR)或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查閱。
(二)凡70年次至82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役男，且無公告限制條件所列情形者，
得提出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本次專長資格替代役錄取名額計458名（專長資格錄取
後仍有餘額時併入一般資格名額），一般資格替代役錄取名額計3,542名。
(三)上述申請期間自105年10月17日起至11月4日止，歡迎有興趣役男踴躍申請。
廿二、105年83年次以後就讀大專校院役男申請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相關作業事項已
於進修部網頁公告(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goo.gl/JqKjKm)：
(一)受理對象：凡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於本(105)年就讀大學一年級或五專三年級
者【說明：依現行規定只能申請在大一及大二暑假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逾大學一年級當年之11月15日未提出申請者，日後不能在大二時才申請於大二、
大三或大三、大四暑假入營】。
(二)受理時間：自註冊取得大一(或專三)學籍起至105年11月15日止。

活動訊息
廿三、校園精彩活動照片請至 http://ppt.cc/93JIJ 瀏覽。
廿四、【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福的剎那」攝影比賽】
活動宗旨：為創造和諧與溫馨的氛圍，特別辦理「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
福的剎那」攝影比賽，希望透過比賽讓大家更加注意到周遭的微小幸福，進而感
受到生命的喜樂，最後在社會形成「幸福」的氛圍。在幸福的氛圍裡，人們對於
「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的三好意涵更加容易實踐到生活中，融入到生活中，
進而讓社會更加祥和，生命更加圓滿。
(一)主辦單位：進修部學生事務組
(二)協辦單位：進修部學生聯誼會
(三)主 題：內容必須與幸福的感受相關，所以作者需在所拍攝的照片下做註解，
闡述為什麼此畫面讓你感到祥和、幸福、感動、溫馨，呈現出三好意
涵，拍攝照片不限地點與時間，均可報名參加(以正修的人、事、物、
公益活動等素材展現為佳)。
(四)本校教職員工均可參加。
(五)獎項：
1.冠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叁仟元等值獎品
2.亞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貳仟元等值獎品
3.季軍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壹仟元等值獎品
4.佳作可獲獎狀一只及新台幣伍佰元等值獎品
(六)收件時間：2016 年 10 月 3 日至 11 月 25 日截止。
(七)詳細活動辦法，請上進修部學務組網站公告事項中參閱。
廿五、第 51 屆【正修伍壹 微耀初冬】校慶晚會訂於 105 年 11 月 9 日(三)17:00 假人文
大樓前廣場舉行，搖滾區、摸彩券索取方式(採登記方式)已公佈於學務組網頁及
放至各班級櫃，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廿六、畢聯會於 105 年 11 月 15 日(二)晚 19~21 時，辦理『兆我人生、
志在未來』名人演講，邀請張兆志先生蒞校演講，已有 1000 人報
名，(名額已滿，報名截止)。
廿七、
【新生盃班際拔河比賽】參賽各隊伍隊長請於 11 月 15 日(二)19:30
，至圖科大樓 15-0303 教室參加規則說明及賽程抽籤(每班務必
派一位代表參加)。
廿八、
【月光小曲-今晚我想唱一首歌！】11 月 17 日晚上 18:30-20:30 時在河西走廊小舞
台，邀請大家一起走進音樂的世界，放鬆心情唱首歌，報名表已經放至各班級櫃，
詳情請洽班長報名。
廿九、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基礎急救員訓練班報名簡章
◎活動時間：105 年 11 月 26 日~10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日)
◎報名人數：50 人，依據報名順序為準，額滿為止。
◎活動地點：正修科技大學-體育室 1 樓多媒體教室

◎活動費用：新台幣 600 元整(教材費及證照費)。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18 日(五)，欲報從速。
◎招收對象：18 歲以上，身體健康，有志從事志願服務之民眾。
◎聯絡方式： 正修科技大學衛保組 07-7310606#2214 林小姐
卅、【正修有愛 捐血活動】
日期：105 年 11 月 16～18 日（星期三至五）
時間：PM 18：30～21：00
地點：活動中心前廣場
資格：年齡 17 歲～65 歲；男性 50 公斤、女性 45 公斤以上身體健康者。
攜帶證件：具身份証字號及照片的證件。
益處：救人一命（無價）、促進血液新陳代謝、記功乙次（加操行分數 2.5 分）、當
天全日公假、精美贈品。
捐過血的同學期待再一次的「與愛心有約」(捐血:250cc 間隔 2 個月以上；500cc 間
隔 3 個月以上)：沒有捐過血的同學歡迎相約一起來體驗！
卅一、
『9 號球撞球比賽』將於12月7日開賽~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月18日(週五)22:00止。
※報名地點：學務組辦公室。
※抽籤日期、地點：11月25日(星期五)19：30 圖科15-0503 教室。
※比賽日期：12月7-9日(週三-五)。
歡迎同學踴躍參加，詳細辦法請至進修部學務組網站瞭解。
（報名表已發至班櫃，報
名請洽班長）
卅二、
【交通安全關東旗創意設計比賽】(活動辦法請參考軍訓室網站)：
(一)比賽主旨：隨辦理本活動，期引發學生對交通安全議題之重視。
(二)收件時間：105 年 11 月 18 日止。
(三)收件地點：學務組-劉治誠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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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元/每人、記功 1 次嘉獎 1 次/每人。
第 2 名：獎狀乙幀、禮劵 500 元/每人、記功 1 次/每人。
第 3 名：獎狀乙幀、禮劵 300 元/每人、嘉獎 2 次/每人。
佳 作：取 5 名、禮券 100 元/每人，嘉獎 2 次/每人。
卅三、 樂活社本學期推動「創意學習」活動，目前還有二項主要活動：
(一)「國標舞」已於上週一(24日)晚上開始正式授課，目前仍在招生中，歡迎有興趣的
同學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也歡迎有興趣之教職員報名，樂活社成員免收
費用)。期中考後預11月中旬晚上於圖書館與圖科大樓中間一樓玄關繼續授課。
(二)「氣球傳情(意)，一顆永留存」創意氣球學習，預定12月1日(週四)晚上第一、二
節將於圖科大樓15-0603舉行，仍有名額限制，屆時將再開放報名，請期待！
※ 以上活動均有名額限制，採「先登記先錄取」為原則，凡參加者均予「公假」登
記【樂活社成員免收費用】。

幸福是什麼？
有人說，幸福是得到自己想要的
有人說，幸福是珍惜眼前所有的
也有人說，幸福就是與他人共處的每一刻……
其實，幸福很簡單
就像得到一個甜甜圈
不看中間有個空洞，
而是

看到渾圓飽滿的圓圈

以及

上面繽紛可口的糖霜

咬下去的每一回，都是幸福的香甜好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