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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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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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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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現況調查】迄11/3日填報率96.4％，尚未上網登錄或更新資料的名單已分送
三、
各班導師及班長，請協助催請其盡速上網完成填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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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規定】
四、
(一) 10 天內(含例假日)完成請假手續。
(二)病假請檢附證明(收據)，喪假請檢附訃文。(事假、例假可至訊息網線上請)
(三)請假卡請使用原子筆填寫，勿使用鉛筆填寫或塗改，若寫錯請換一行。
(四)若有特殊狀況，請告知學務組另案處理。
(五)操行基本分為 82 分，事假每節扣 0.1、病假每節扣 0.05，喪假、公假、分娩假
不扣分；嘉獎乙次加 1 分、記功乙次加 2.5 分。
五、
【家長服務系統】提供學生在校學習（缺曠、獎懲、成績）等
相關資訊。
六、
【賃居生訪視作業】應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請各班導師撥冗
對班上校外賃居生實地訪視，並於賃居調查系統上填報訪視
情形與上傳合拍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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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將晤談情形登錄於賃居調查系統。
七、第二次班會建議事項處 理回覆已公告於學務組網頁→校園資訊→班會建議答覆及學
務組公佈欄請同學前往查看。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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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會記錄未交回班級如下：
一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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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二甲、電機二乙、電機二丙、企管二甲、觀光二乙、妝彩二甲。
三年級：機械三乙、電機三丙、企管三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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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四丙、休運四甲、妝彩四甲、數位四甲。

九、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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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外獎助學金
十、
【校外獎學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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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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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第8週電子郵件聯絡員有回覆班級：
一年級：電子一甲、工管一甲、資管一甲、資管一乙、資工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觀光一甲、
休運一甲、休運一乙
二年級：電子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幼保二甲、資管二乙、資工二甲、觀光二甲、觀光二乙、
觀光二丙、數位二甲、數位二乙、
三年級：工管三甲、企管三乙、幼保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時尚三甲、數位三甲、土木三甲
四年級：二企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乙、企管四乙、企管四丙、幼保四甲、資管四甲、資管四乙、
應外四甲、資工四甲、國企四甲、建築四甲、觀光四甲、觀光四乙、時尚四甲、創意四甲、
數位四甲

開學迄今失聯(未獲回應)班級：
一年級：電機一丙、企管一乙、幼保一甲、應外一甲、金融一甲、休運一乙、
觀光一丙、 時尚一甲、餐飲一乙
二年級：土木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國企二甲、企管二甲、企管二乙、企管二丙、資管二甲、
應外二甲、金融二甲、休運二甲、休運二乙、妝彩二甲、時尚二甲、餐飲二甲、餐飲二乙、
三年級：電子三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甲、電機三乙、國企三甲、建築三甲、企管三甲、
企管三丙、資管三甲、資管三乙、應外三甲、金融三甲、休運三甲、休運三乙、觀光三乙、
妝彩三乙、創意三甲、餐飲三甲、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甲、電機四甲、電機四乙、企管四甲、資管四丙、休運四甲、休運四乙、
資工四乙、妝彩四乙

請班級聯絡員至信箱(k+學號@gcloud.csu.edu.tw)收信並回函告知。
十三、第八週（10月30日至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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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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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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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考試時期也不例外，然而，上週期中考期間仍有部分班
級值日生卻未盡到職責，一考完試就逕自離校，甚至幹部已提醒，仍只想到自己
方便，造成教室及周邊髒亂，實在不可取。未盡職責的值日生學務組均依規定簽
處，惟處份都只是最不得已的手段，期盼每個班級都能因為10分鐘的簡單整理，
使大家都有舒爽的學習空間，共享開心的校園生活，謝謝每位認真付出的同學！

宣導事項
十五、
【反霸凌】近來接獲反映，有同學在班級LINE群組裡對其它同學實施言語攻擊，學
務組要提醒同學，在LINE群組攻擊同學，已構成霸凌之行為，若再有侮辱之言詞
，亦已經屬於在「不特定多數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
，符合刑法第
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的「公然」要件。同學如遇衝突，請冷靜委由老師、教官
家長、一同商量處理，一定可以和平而令雙方滿意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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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反詐騙】近來接獲警方通知，本校有學生在校園內收購同學之金融存摺，價錢約
8 千元左右，相信同學都知道收購的存摺將成為詐騙集團的人頭帳戶，請同學切勿
因為貪圖小利而讓自已成為詐騙集團的同伙，詐欺罪是一罪一罰，最高可判刑 5 年，
且會累加刑期，最重可判到 20 年，還請同學多加注意。
十七、
【菸害防制宣導】教官近期接獲女同學反映，有同學喜歡在圖科大樓之廁所門口吸
菸，女同學要上廁所都必須聞二手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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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週取締違規吸菸人數總計 25 人：一年級 13 人、二年
級 4 人、三年級 5 人、、延修生 1 人，校外人士 2 人，一年級學生口頭警告乙次，
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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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安全法治教育】個人財物請妥善保管，上室外課、離開教室或圖書館內暫時離開
時，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或委請可信任的同學保管，千萬不要任意放置，易引誘
他人貪念，同學若發現可疑人事物，請立即向學務組或值勤教官（07-7312787）
反映
法律常識：
竊盜罪本身屬於非告訴乃論，亦即俗稱的「公訴罪」，檢警必須主動偵辦。依刑法
第 320 條（普通竊盜罪、竊佔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
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十九、
【甩秋鬱】許多人一到秋天，容易陷入憂鬱感覺，主要是秋天日照時間相對較短，
會影響心情，中醫認為秋天與悲傷情緒同屬金，有肅殺氣息，容易讓人陷入陰鬱心
情，建議可以從飲食少吃辛辣、多做有氧運動和作息正常這 3 招，幫助順利甩掉憂
鬱情緒。

活動訊息
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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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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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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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三、
【新生盃班際拔河比賽】抽籤地點時間異動：參賽各隊伍隊長請
於 11 月 10 日(四)19:30(原訂 11 月 15 日)，至圖科大樓 15-0603
教室參加規則說明及賽程抽籤(每班務必至少派一位參加)。
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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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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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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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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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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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樂活社本學期
特推動「創意學習」活動，目前還有二項主要活動：
(一)「國標舞」已於10月24日開始正式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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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訂於11月14日(週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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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12月1日(週四)晚上第一、二
節將於圖科大樓15-0603舉行，名額僅20名，現在開始報名，預11月25日截止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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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九、106級畢業班正式學士服團體照時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