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畢業典禮】106 級畢業典禮訂於 6 月 10 日（六）17：00 假人文大樓 9 樓正修廳舉

行，畢業班負責同學請於當天 15：00至幼保大樓一樓領取學士服並於 16:30前至正

修廳就座（凡進禮堂畢業生需著學士服）。因為參加同學踴躍，樓上家長席座位有限，

屆時僅能先到先坐。當天人文大樓七、八樓視聽教室會實況同步轉播，提供家長與

親友觀賞。 

二、【期末導師會報】訂於 6月 7日（三）(原訂 5/31)15：10 假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舉 

  行(14：50開始簽到)，請導師(含畢業班)準時參加。 

三、【導師配合事項】 

    請導師(畢業班除外)於 5.26(五)至 6.16(五) 系統開放期間，進行班級幹部獎懲建議 

    與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如有相關作業問題請洽詢黃小姐#2781。 

    班級幹部獎懲建議作業： 

    訊息網→導師班服務→班級幹部(獎勵選項)→輸入完畢→儲存  

    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  

    訊息網→導師班服務→學生列表(每位同學可加（減）0-3 分)→輸入完畢→儲存 

四、【就學貸款增貸金額(書籍費、生活費) 】款項已於 5 月 19 日匯入同學提供的帳戶， 

    請自行查詢。未提供帳戶的同學，請攜帶學生證、身分證及個人帳戶影本(畢業生不 

    需提供帳戶)，至學務組領取支票，如有疑問請洽詢學務組何先生，分機 2309 

五、【教室整潔競賽成績】第八至十二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優等計有 11班： 

    妝彩三甲、土木一甲、幼保三甲、企管一乙、資管一乙、電機一乙、電機一甲、餐管一甲、 

    機械二乙、電子四甲、企管三丙，依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評比乙等計有 40個班級，請各班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 

    一年級 6個班：資管一甲、電子一甲、電機一丙、機械一甲、妝彩一乙、妝彩一甲。 

    二年級 15個班：電機二乙、資管二甲、餐管二甲、機械二甲、觀光二乙、休運二甲、數位二乙、 

                   電機二甲、企管二乙、觀光二甲、資工二甲、國企二甲、企管二甲、資工二乙、 

                   餐飲二乙。 

    三年級 10個班：機械三乙、餐飲三乙、資工三乙、觀光三丙、餐管三甲、休運三乙、電機三乙、 

                   資管三甲、資工三甲、機械三甲。 

    四年級 9個班：機械四甲、電機四甲、建築四甲、電機四乙、企管四甲、企管四丙、機械四乙、 

                  二企四甲、企管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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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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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電子一甲、國企一甲、企管一乙、幼保一甲、資工一甲、妝彩一乙、數位一甲 

二年級: 土木二甲、電機二丙、國企二甲、企管二甲、資工二甲、數位二乙、餐飲二乙 

三年級: 土木三甲、電子三甲、機械三乙、國企三甲、企管三乙、資工三乙、餐飲三甲 

四年級: 土木四甲、電機四甲、電機四乙、企管四甲、資管四甲、休運四甲、資工四乙、觀光四甲、 

        妝彩四甲、妝彩四乙、時尚四甲、數位四甲、創意四甲 

 

 

七、【校外獎學金】 
    其他資訊請至學務組網頁瀏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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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5月 22-26日畢業考期間，畢業班班長仍需至學務組簽到及檢查班級櫃中資料。 

九、學生議會訂於5月25日（星期四）查核學聯會五月帳冊，議員請準時於20：30 至學 

    聯會辦公室查帳。 

十、第 13週學務週報有回覆班級聯絡員： 

    四年級：二企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甲、電機四甲、工管四甲、國企四甲、建築四甲、幼保四甲、 

            資管四甲、應外四甲、金融四甲、資工四甲、觀光四甲、觀光四乙、時尚四乙、創意四甲、 

            數位四甲 

    三年級：土木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乙、電機三丙、工管三甲、國企三甲、幼保三甲、建築三甲、 

            企管三乙、企管三丙、資管三甲、應外三甲、金融三甲、妝彩三甲、資工三乙、觀光三甲、 

            觀光三乙、數位三甲、時尚三甲、餐飲三甲、餐飲三乙 

    二年級：電子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企管二乙、幼保二甲、資管二甲、資管二乙、 

            應外二甲、休運二乙、觀光二甲、觀光二乙、觀光二丙、妝彩二乙、國企二甲、企管二丙、 

            資工二甲、數位二甲、、餐飲二甲、餐飲二乙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子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企管一甲、 

            資管一乙、應外一甲、金融一甲、休運一甲、休運一乙、資工一甲、觀光一甲、觀光一乙、 

            觀光一丙、妝彩一甲、數位一甲、餐飲一甲 

          請至 k+學號@gcloud.csu.edu.tw 檢查信箱！！ 
十一、第十三週（5月 14日至 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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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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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週資料統計期間【106/05/1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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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一甲 1,5/16 0 2 1 觀光二乙 2,5/15,5/16 4 3 6 

觀光一甲 1,5/17 2 1 2 餐管二乙 1,5/16 2 8 16 

妝彩一乙 1,5/16 2 3 5 機械三甲 1,5/15 2 9 18 

機械二甲 1,5/17 2 2 4 機械三乙 1,5/18 2 8 16 

企管二丙 1,5/18 2 1 2 資工三甲 1,5/16 2 4 8 

休運二甲 1,5/18 2 8 15 觀光三丙 2,5/15,5/16 4 6 12 

資工二甲 1,5/16 1 4 7 機械四甲 1,5/16 0 4 4 

國企二甲 1,5/17 2 11 19 電機四甲 2,5/12,5/18 0 5 6 

          106/05/16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十二、感謝畢業班對教室整潔維護的努力和無私的付出，為學弟妹留下了美好典範，期 

      盼畢業考週仍能有始有終，每日考試後服務股長及值日生能善盡職責做好教室整 

     潔維護工作！ 

十三、本學期教室整潔競賽第二次評比(第八至十二週)已告一段落，繼續展開第三次整 

      潔競賽，請在校生各班努力爭取佳績。 

 

    

 

十四、【畢業班注意事項】 

 (一)請假最後期限為 5月 23日(二) 

（二）就貸還款須知： 

  1.畢業後應善盡責任，依規定償還貸款。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役畢後滿一年之 

    次日起開始分期攤還本息，詳細規定，請見學務組網頁-就學貸款申請須知。 

  2.畢業後繼續升學者或服役者，請至台灣銀行辦理延長還款。 

  3.如逾時償還，將被銀行列入信用不良戶，會影響同學爾後各項貸款權益。 

（三）學生平安保險： 

   畢業生於 106.07.31 前發生事故或疾病住院，可於事發二年內提出申請，須填寫

理賠申請書並檢附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及個人存摺封面影本。 

（四）學聯會對畢業班級謝師宴活動補助請款截止日期為 6月 16日。請附單據、活動成

效表、人員名冊至學務組蘇小姐處辦理，逾期將視同放棄。（相關表格請至學務

組網頁下載） 

 

宣導事項 



十五、【行善銷過】本學期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6月 16日(畢業班已截止申請)，凡於學 

      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為自己過錯予以彌補。(可至正修訊息網查詢)。 

   記「申誡」者：每次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1次為原則。 

   記「小過」者：每次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3次、並撰寫反思心得(500字)一篇為 

                 原則。若屬「違反菸害防制法(違規吸菸)」者，須取得合法醫療 

                 院所開立之「戒菸門診證明(收據)」一併附上。 

       ※ 「愛校服務工作」請洽詢學務組劉教官。 

十六、【法治教育宣導】提醒同學妥善保管自身財物、手機，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以免給他 

      人可乘之機，尤其是在圖書館，若暫時離開一定要將貴重物品隨身攜帶。 

 法律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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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打工安全宣導】打工陷阱，以「高薪、月收入數十萬」等誇大不實內容為徵才的 

     廣告，背後很多是不肖的推銷行業或類似老鼠會的吸金組織，故意針對人性貪念設 

     下的陷阱，千萬不要信以為真，很多不法的業者都是利用同學年少無知、思想單純 

   的特點去進行誘騙行為，到頭來吃虧的總是自己。 

十八、【菸害防制宣導】吸菸壞處多多，除了會導致癌症、心臟血管疾病、容易引起中風 

     外，根據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最新研究，比起不吸菸的人， 

     吸菸者不僅薪水較低，而且還更難找到工作，建議吸菸的同學，能夠趕快戒菸，遠 

     離菸害。本週校園巡查共計8人違規吸菸，三年級6人、四年級1人、校外人士1人， 

     本校學生依規定記過乙次，提醒同學切勿在校園內吸菸。 

十九、【兵役資訊】 

   (一)內政部辦理106年應屆畢業役男可申請於6月份儘早入營服役 

   1.為紓緩每年下半年待徵役男入營壅塞情形，內政部辦理106年應屆畢業（原核定

緩徵至6月30日止）確定不再繼續升學而應受常備兵徵集或替代役體位役男服替

代役，儘早履行兵役義務，自106年5月10日起至6月9日止，可利用網路或向戶籍

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請。 

   2.入營時間：依役男出生年次及所抽籤之軍種兵科籤號先後順序安排入營服役， 

     俾紓緩下半年入營壅塞，讓有意願儘早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妥善規劃生涯，尚未 

     完成學業役男得以遞延服役時間： 

 6月26日：82年次以前出生替代役體位役男。 

 6月27日：82年次以前出生常備兵役現役(陸軍、空軍)。 

 6月28日：82年次以前出生常備兵役現役(海軍艦艇兵、海軍陸戰隊)、 

          83年次以後出生常備兵役軍事訓練(陸軍、海軍陸戰隊、空軍)。 

   3.相關宣導資料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兵役宣導專區，詳情請自行前往參閱： 

 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https://goo.gl/iDn9Re 

 紙本已另公布於學務組公告欄，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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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內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出國應經申請核准後始得出境 

   1.依兵役法施行法第48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男出 

     境應經申請核准，然迭有役男規劃於暑假期間短期出國，因不諳法令，未事先 

     申請核准出境，致抵達機場或港口後無法順利出國，屢生爭議。 

  2.為避免前揭情事之發生，應屆畢業役男出國前須申請核准，始得出境。 

  3.內政部役政署業已建置「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役男可經由該署網

站主題單元進入，連結至系統(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申請短期

出境，經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將立即核准出境，列印核准通知單後，自核准

當日起1個月內可多次使用通關出境。 

  4.相關宣導資料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兵役宣導專區，詳情請自行前往參閱： 

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https://goo.gl/iyieww 

 

  

 
 

廿、【愛心捐血活動】5月 10～12日三天在全體師生的熱情響應下，參與人數 361人， 

     捐血 417袋，袋袋都是正修人的愛心，感謝師生的熱情響應。 

 

 

 

 

 

 

廿一、本學期精彩活動照片盡在：http://ppt.cc/93JIJ  

                          

                          冰淇淋哲學-企業家王永慶

                          賣冰淇淋必須從冬天開始， 

  

                          因為冬天顧客少， 

                          逼迫你降低成本和改善服務。 

                          如果能在冬天中生存， 

                          就再也不會害怕夏天的競爭； 

                          同樣只有吃過苦才知道享受生活美好。 

                          想在順境中事業能蒸蒸日上， 

                          就必須在逆境中經過一番錘鍊。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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