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初心萌芽 璀璨正修新鮮人之夜】10月18日(五) 19：00人文大樓9樓正修廳舉行； 

    全體新生請於18：50前準時入座。新生班級班代請於10/14(一)18:30-19:00至學聯 

    會辦公室(15-0304)領取入場券。 

二、【期中導師會報】訂於10月23日(三)15：10假活動中心二樓電競教室舉行，14：50 

    開始簽到，請導師準時參加。 

三、【居住現況調查】截至10月9日止尚有596人未上網登錄或更新資料，填報率87.42％。 

  相關資料已寄至導師信箱，請協助督促尚未填寫的同學儘速上網完成資料填報，系 

    統操作過程若有任何問題，請逕洽學務組劉教官協助處理。逾期未填報者個人訊息 

    網將暫時無法使用，於完成後始能恢復正常。 

四、【校外賃居生關懷講座】10月21日(星期一)假圖科大樓10樓至善廳辦理本學期校外 

    賃居安全座談會，請各班賃居校外的同學擇一場次出席會議（第一場19:10-20:10、 

    第二場 20:40-21:40），其他同學亦歡迎主動報名參加，出席人員由學務組統一辦 

    理公假，並給予嘉獎乙次之獎勵，請踴躍出席會議。  

 

 

 

五、【108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申請】一律線上申請(即將截止) 

   (一) 申請及收件日期： 

        1.系統登錄時間：108年 9月 16日(一)至 108年 10月 16日(三) 21:30 時止。 

        2.申請表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 108年 10月 17日(四) 21:30前(電腦線上申 

          請務必要在 10月 16日前填寫完畢) 繳回至進修部學務組，申請程序才算完 

          成，逾期將不予受理！ 

        3.弱勢學生助學金每學年僅辦理乙次，資格符合者助學金於第二學期學雜費繳 

          費單中扣除，扣除學雜費後之餘額直接匯入學生帳戶中。 

   (二) 應檢附證明文件： 

        1.申請表：線上完成申請後，將申請表以 A4列印，並於切結書簽名。 

        2.108年 6月 1日以後所申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謄本內含學生本人及其父母 

          或法定代理人，已婚學生需另附配偶資料（謄本內記事欄請勿省略）。 

        3.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超過新台幤2萬元，而利息所得來自18% 

          優惠存款者，需另繳交 107年國稅局所得清單資料、家庭應計列人口 107年 

          存摺封面及內頁資料影本、優惠存款餘額証明等資料。  

        4.申請網址：https://sandbox.csu.edu.tw/allowance_forStu/mainweb.aspx 

        5.承辦人連絡電話：07-7358800#2298 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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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庭所得之應計列人口： 

        1.學生未婚者： 

         (1)未成年：繳交學生本人與其法定代理人戶籍資料。 

         (2)已成年：繳交學生本人與其父母戶籍資料(父母離異也要交)。 

        2.已婚之學生：繳交學生本人與配偶戶籍資料。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免計配偶戶籍資料。 

六、【108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校外租金補助申請】 

    (一)補助對象： 

         1、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 

            之學生。 

         2、已於校內住宿或入住學校所承租之住宿地點者，不得提出申請。 

         3、延長修業、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行修讀同級學位，同時修讀 

            二以上同級學位者，除就讀學士後學系外，不得重複申請補貼。 

         4、已請領其他與本計畫性質相當之住宿補貼，或已在他校請領校外住宿租金 

            補貼者，不得重複申請。 

         5、學生不得向直系親屬承租住宅，該住宅所有權人亦不得為學生之直系親屬 

            (含學生或配偶之父母、養父母或祖父母)。 

    (二)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20日。 

    (三)申請資料：學生主動提出申請，應備妥申請書、租賃契約影本、建物登記第二 

                  類謄本等文件，向學校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四)補助方式：一學期補助 6個月(本學期 1081補助 5個月)，每個月補助 1450元。 

    (五)補助金發放方式與時間:當學期 12月 15日以匯款方式發放。 

       ◎相關問題請洽進修部學務組承辦人員-薛小姐電話:07-7358800#2298 

七、【校外獎學金訊息】 

     台北城東扶輪社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0/31 止 

     財團法人台東縣林坤池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0/31 止 

     屏山教育基金會身心障礙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至 10/21 止 

     財團法人波錠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0/31 止 

     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至 10/23 止 

     鴻海教育基金會「鴻海獎學鯨」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9/15~10/30 

     白曉燕文教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警察子女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10/1~10 月 23 止 

     原住民族委員會大專校院原住民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至 10/18 止 

     慈恩防癌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10/21 止 

     妙心寺佛學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0/31 止 

     行天宮急難濟助，學務組受理申請-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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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姐(分機 2298)。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246680&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245900&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229064&ctNode=9754&mp=A04000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240344&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248081&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246732&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osa.csu.edu.tw/wSite/lp?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check_exam=null&xq_xCat=02&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八、第五週（10月6日至10月12日）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股長 

  務必督促每日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第 5週資料統計期間【108/10/0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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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2 5 8 觀光一乙 1,10/7 2 1 2 

機械一乙 1,10/4 2 2 2 餐飲一乙 1,10/7 2 1 2 

機械一丙 1,10/7 2 2 4 餐飲二乙 1,10/8 2 1 2 

國企一甲 1,10/8 1 3 3 機械三甲 1,10/4 2 2 4 

企管一甲 1,10/7 2 1 2 機械三乙 1,10/4 2 4 7 

企管一乙 1,10/7 2 3 2 機械三丙 1,10/8 2 5 10 

資工一甲 1,10/8 2 2 4 餐飲三乙 1,10/7 2 3 6 

          
108/10/07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九、教室整潔維護主要缺失以:桶內垃圾未倒、黑板未擦、地面有垃圾最多。重點提醒： 

(一) 仍有部分值日生未盡職責（忘記/不知道自己輪值值日生、無法到校卻沒請同學協

助或提前告知服務股長調整值日生工作、敷衍未確實打掃，甚至有蓄意不盡責等

現象），請檢討改進，也請每日督導幹部務必每日宣布提醒當日及次日輪值的值日

生（當面口頭通知、書寫於黑板、班級網頁或以Line即時通知）；若輪值的同學確

有故意不盡責之現象，切勿姑息，逕至學務組填寫「值日生未盡職責反映表」，學

務組必依校規簽請處份，若有以「不知道自己輪到值日生」為由申覆者，均不予

同意。 

(二) 到校後請即刻檢查教室清潔狀況，發現日間部遺留之垃圾未整理等情形，請即拍 

     照後透過Line傳送至「環保小蜜蜂csu1153」，我們都會定期將資料反映給日校或 

     相關系辦公室，要求督導改善。反映的班級若有協助清掃乾淨者，當日經檢查確 

   認，該班級整潔分數予以加分；若當日未反映，放學前檢查有缺失者，則視為該 

     班未打掃，予以扣分。 

(三) 第1,2節課與第3,4節不同教室上課時，若前面班級在離開教室時未實施打掃，一 

     經後面接續使用的班級反映屬實者，扣減該班的競賽評比成績及懲處值日生。 

(四) 各班收到粉紅色的缺失通知單，若有疑問或異議應請儘速於三日內至學務組說明 

     ，逾期不予受理(請每日至學務組「班級櫃」領取資料的幹部若看到務必轉知當 

     事人知悉)。 

     ※因值日生未盡職責遭到處分之同學，可至學務組向劉教官申請「行善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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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校內嚴禁嚼食檳榔】本週校園巡查取締4位嚼食檳榔同學，依學生奬懲辦法第八 

   條十八款「吃檳榔者」記過乙次，請同學潔身自愛，不要在校園內嚼食檳榔。 

十一、【菸害防制宣導】本校為無菸校園，全校禁菸，請吸菸同學自重自愛，勿在校園 

   吸菸。本週校園巡查，查獲66人在校園內吸菸，一年級21人、二年級15人、三年 

   級10人、四年級12人、延修生4人、校外人士2人，依校規記過處分。 

十二、【交通安全懶人包】2019 交通部新條款 10/1上路！🚗    

      https://health888.pixnet.net/blog/post/119405449      

      其中與行車駕駛有關的條款內容主要有： 

      一、車輛轉彎、變換車道前，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加重罰鍰」。   

      二、街道巷弄限速30公里： 

         「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速限將從每小時40公里 

          調整為30公里。 

      三、新增電動自行車開罰項目： 

          車輛速度超過時速25公里，可處900元到1800元；未依規定戴安全帽可處  

          300元。 

。       四、未禮讓視覺功能障礙者開罰

十三、【法律常識】偷窺偷拍，小心觸法 

◎窺視、偷拍或竊錄他人裙底、廁所或浴室等等非公開之活動或身體部位，可構 

  成刑法上的妨害祕密罪。 

◎依據刑法第 315條，偷拍他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依據刑法第 235條，散布猥褻的圖片或文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 

  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十四、【兵役資訊】 

 (一)本學期的學生兵役緩徵及儘後召集辦理情形： 

1.新生、轉復學生及延修生兵役緩徵申請名冊均已送請各縣市政府審辦中，俟各

單位全數核覆後再另行將核准文號上傳當事人訊息網，以供查驗，未核覆前若

有收到徵集令者請持徵集令至學務組，俾開具「暫緩徵集用證明書」延緩徵集。 

2.90年次的一年級新生應於108-2學期造送申請名冊，但目前仍有10餘位同學未

繳交身分證影本等資料，均已經以簡訊通知當事人儘速補交。 

3.新生、轉復學生及延修生已服完兵役同學的儘後召集申請名冊，資料已繳交者

均完成名冊繕造，將於10月中旬函送各縣市後備指揮部審辦，缺繳申請表、身

分證及退伍(結訓)令影本者，均已經以簡訊通知當事人儘速補交，以利造報申

請名冊。 

4.逾期未交者將造成無法在規定期限內完成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申報作業，若因

此導致未及申辦而於在學期間接到入營徵集或教點召令，責任由當事人自負。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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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內政部辦理108年就讀專科以上83-91年次在學男子，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

役軍事訓練案： 

1.徵兵規則第26條第2項規定：「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得依其志願，於每年

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連續二年暑假，分階

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申請人數逾訓練員額時，以抽籤決定之」。 

2.為便利在學役男提出申請，內政部役政罫網站(http://www.nca.gov.tw/主題

單元/「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自108年10月16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08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5時受理申請。役男得自109年6月17

日、7月9日或7月21日三個入營日期中，擇一梯次軍種兵科申請。各梯次軍種

兵科申請人數逾錄取員額時，由內政部役政罫統一於108年11月18日(星期一)

上午10時公開抽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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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2mU5LEV)，詳情請自行前往參閱。 

(三)役政罫徵兵處理程序(徵兵四部曲)請參閱進修部首頁/學生兵役/兵役宣導的公

告資料(網址：https://goo.gl/6dulTa)： 

1.兵籍調查：目的在建立【兵籍資料】 

2.體格檢查：目的在【確定體位】 

3.抽籤：目的在【決定常備兵軍種、入營順序及替代役入營順序】 

4.徵集入營：目的在【完成國民應盡之義務】 

(四)近期90年次男生已陸續接到兵役課之兵籍調查通知單（俗稱身家調查）並非徵集

令，係屬徵兵四部曲的第一個前置作業，是正常的役政作業流程，請同學配合辦

理至指定地點辦理或填妥收到的調查表回寄兵役課即可，亦可採線上申報方式辦

理，無頇擔心會受徵集入營服役，若有疑問請逕洽學務組劉教官查詢。 

十五、【心衛宣導】保持適當人際距離 

      人際界線其實就像一個防護罩，我們不喜歡他人侵入我們的防護罩，也應該尊重 

      他人的人際界線。當別人用不好的方式侵入我們的界線時，我們有權利並且要有 

      勇氣的告訴對方及拒絕；當別人也有同樣的反應出來時，我們也要能尊重別人， 

      停止任何不受歡迎的舉動，並讓自己及他人都能維持最舒適的個人界線及良好的 

      關係，彼此若覺磁場不同，就保持最安全的社會關係人際距離(120-350cm)。期 

      許人人都能在人際關係的大海中，如魚得水悠遊自在！ 

 

  

 

十六、【新生盃暨系際盃拔河比賽】於11月13(三)至15日(五)19：00-22：00 在籃球場 

      舉行。各隊隊長請於11月4日(一)19:30到圖科大樓0303教室抽籤。 

 

活動訊息 

http://www.nca.gov.tw/主題單元/「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
http://www.nca.gov.tw/主題單元/「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
https://bit.ly/2mU5LEV
https://goo.gl/6dulTa


十七、【名人演講】畢聯會訂於 11月 20日（三）18：50邀請脫口秀演員-黃豪帄先生蒞 

     校演講，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十八、【108年公車微電影競賽】為有效推動學生搭乘公車益處，舉辦本校公車微電影競 

     賽(詳見軍訓室網站) 

     獎勵辦法：正修金獎 1組：獎金新台幣 30,000元整 

 正修銀獎 1組：獎金新台幣 20,000元整 

 正修銅獎 1組：獎金新台幣 10,000元整 

 佳作 5組：獎金新台幣 3,000元整 

十九、【樂活社】本學期迎新活動及第一次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已分別於 10月 4日、 

     10月 5日舉行，很高興有不少新社員的加入，活動在大家熱情參與下，很愉快圓

滿地告一段落，相關活動照片歡迎至進修部網站『活動花絮』觀看！接下來還有 

     更精采的活動： 

(一)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10月 26日(週六)晚上 18～22時，於本校活動中心 

    四樓羽球場舉行，全程免費(初學者有提供練習用羽球拍及塑膠羽球借用)。  

    本學期預計舉辦四次，原則上於每月第三週的星期六 18～22時，假本校活動 

    中心四樓羽球場展開活動，第一次沒參加到的同學，要把握機會來活動一下 

    筋骨(有教練免費指導喔)，認識一下同學喔！ 

     (二)11月 14日(週四)舉辦「創意學習-桌遊」活動，歡迎有興趣認識、體驗桌遊 

         的同學，無論你(妳)會不會桌遊都可報名參加，現場有校友及學長指導、教 

         授，當日 19:00於帅保大樓 22-0102『校安中心會議室』展開活動，還有獎品 

         喔！名額有限，趕快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登記。【參加者公假】 

廿、【2019樂活嘉年華系列活動】減塑救地球，無痕飲食最健康 

       活動對象：全校師生 

       活動地點：本校7-ELEVEN及學餐(集點卡請至學餐李記紅茶冰領取) 

       活動辦法：凡在本校學餐及7-ELEVEN購買餐飲時不索取餐具(如吸管、杯子、免 

                 洗筷、 紙碗等一次性餐具)可集1點，每張集點卡集滿21點，至進修 

                 部學務組進行認證蓋章後，可至本校學餐和7-ELEVEN兌換80元的餐 

                 點限量400份兌完為止。集點期限即日起至12月11日、兌換期限12月 

         15日。 

廿一、【109級畢業班個人學士照拍照】訂於 108年 10月 14至 10月 24日(四)實施，各 

   班拍照時間表如附表，請各班先行向上課老師報備，並準時至指定地點拍照。 

 

 

 



 

 

 

 

 

 

 

 

 

 

 

 

 

 

 

 

 

 

 

 

 

 

 

 

 

 

 

 

 

                      改變很難，尤其在習慣了以後， 

                        決定改變前，總說服自己太多， 

                        說服太久，都忘了還需要改變。 

                        我們都還不夠好， 

                        但是都可以更好， 

                        只要你願意改變， 

                        都能找到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