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缺曠預警及輔導】第 1-9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逹 18 分以上）於  11月   11日以電子 

     郵件通知導師並發函學生家中，請導師關懷輔導並於 11月20日(三)前至晤談系統填 

     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 

二、【學生缺曠異常預警輔導機制】 

 (一)曠課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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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系統每三週發函通知缺曠嚴重同學並請導師約談輔導。  

    ※請同學不定時至個人訊息網查個人缺曠紀錄並依規定在十天內完成請假手續。 

     ※如被誤登曠課(遲到)，請直接向任課老師更正。 

     ※請珍惜就讀機會，不要任意缺課、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三、【第三次班會週】11月 18日-11月 22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會後請將班會紀錄 

    交至學務組。配合防制濫用藥物宣導，本次班會討論題綱：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 

    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表格電子檔可至學務組網頁→申請書(表單) → 

    導師專用表格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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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 

    學習→導師回饋問卷)(智慧型手機、平板均可填答)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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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會記錄尚未繳交班級： 

   一年級：土木一甲、機械一乙、電機一乙、工管一甲、觀光一乙、妝彩一乙、時尚一甲、餐飲一甲、 

          餐飲一乙、餐飲一丙 

   二年級：土木二甲、電子二甲、機械二丙、電機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企管二甲、幼保二甲、 

           應外二甲、休運二甲、休運二乙、資工二甲、觀光二甲、妝彩二甲、妝彩二乙、數位二甲、 

           餐飲二甲、餐飲二乙 

   三年級：土木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甲、幼保三甲、資管三乙、金融三甲、休運三甲、休運三乙、 

           妝彩三甲、妝彩三乙、餐飲三甲、餐飲三乙                                                     

   四年級：土木四甲、國企四甲、建築四甲、幼保四甲、金融四甲、休運四乙、餐飲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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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詳實班級：  

   一年級：電子一甲、國企一甲、企管一乙、休運一甲、妝彩一甲 

   二年級：機械二乙、資管二甲、觀光二乙、時尚二甲 

   三年級：國企三甲、數位三甲 

  四年級：電機四甲、資管四甲、應外四甲、數位四甲、餐飲四甲 

 

 

 

六、【108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申請】教育部審核結果將於 11月下旬(約 11月 20 

    日左右)以簡訊方式發送到申請人手機 (同學可自行至訊息網查看)，此期間申請人 

    手機號碼如有更換，請務必告知學務組薛小姐(分機 2298)，以維護個人權益。 

七、【校外獎學金訊息】 

     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金，學生自行報名-12 月 2 日至 12 月 26 日止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11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以郵戳為憑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所提供之福清青年獎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2 月 18 日止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感恩與傳承」獎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2 月 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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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第九週（11月3日至1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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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週資料統計期間【108/11/0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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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一甲 2,11/5,11/7 4 2 4 電機二乙 1,11/1 2 7 11 

機械一乙 1,11/1 2 5 8 機械三乙 1,11/5 2 7 12 

國企一甲 1,11/7 2 7 11 電機三乙 1,11/5 2 3 6 

建築一乙 1,11/4 2 1 2 資管三甲 1,11/5 2 1 2 

企管一甲 1,11/4 2 3 6 休運三乙 1,11/7 2 7 14 

企管一乙 2,11/4,11/7 4 7 10 餐飲三乙 1,11/4 2 5 10 

餐飲一甲 1,11/5 2 2 2 應外四甲 1,11/1 2 1 2 

機械二丙 1,11/4 2 1 2 108/11/05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校內外獎助學金 

幹部配合事項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256187&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osa.csu.edu.tw/wSite/ct?xItem=255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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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開學迄今各班到校時仍有發現教室不潔的情形，感謝大部份班級都能協助清理，已 

協請日校生輔組加強要求日間部同學教室的打掃工作。有幾位幹部頗生氣的向學

務組抱怨及質疑：「日校班級有在維護教室整潔嗎？為何已反映多次一到校時就發

現教室不潔、垃圾未倒…，怎麼日校承辦單位似乎都沒改善作為？還是學務組根

本沒有向有關單位反映處理？…」，在此澄清說明： 

 (一)各班級有關整潔的反映，學務組均很重視，且均會適時地向相關負責單位反映。 

 (二)日校業管單位也很用心處理教室整潔問題，惟日校一天有9堂課，班級數較多，每

間教室整潔維護通常會經過3～4個班級(非固定某一班)，故作法及維護方式與進

修部並不相同，且有些教室甚至還有其他單位(例：推教中心、通識中心、進修院

校…等)業管的班級一起共用教室，故管理及究責困難度也較高。 

     在此也懇請大家多一份耐心及體諒。若一進教室發現有不潔的情形(以垃圾未倒、

黑板未擦為主)請立即拍照後以Line群組向學務組劉教官反映，以釐清責任及有利

本組洽日校承辦單位協處，若能協助善後，將改善後情形拍照回傳，該班級會給

予整潔加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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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再次提醒：各一般教室均有一個印有教室編號的垃圾桶，請各班務必妥善保管置 

     放於教室內，若有發現無故消失，請先至附近(隔壁教室、樓梯、走廊、廁所…) 

     察看是否有被錯放之情形，若確認失蹤，請即向學務組反映，俾釐清責任；另請 

     幹部或值日生務必將垃圾袋套放於垃圾桶內(垃圾袋均置放於學務組班級簽到簿 

     旁)，不僅傾倒垃圾時較為方便(直接將垃圾袋帶走)，也較衛生、無異味，並建議 

     傾倒垃圾完將垃圾桶倒置(避免他人又丟入垃圾)。請幹部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務 

     必將垃圾丟至垃圾場，並宣導本校垃圾場位置： 

     ※ 校區內共有4處垃圾集中場： 

    1.土木與空間資訊系館後方。 

    2.圖書科技大樓後方。 

    3.機械工程館後方。 

    4.南校區教學大樓前。 

 

 

十、【菸害防制宣導】本週校園巡查，計取締 66人在校園內吸菸，一年級 21人、二年 

    級 16人、三年級 13人、四年級 13人、延修生 1人、校外人士 2人，吸菸同學一 

    律記過處分，請同學勿心存僥倖，教官會持續落實校園巡查，吸菸同學請自愛重， 

    尤其在走廊吸菸，造成不吸菸同學二手菸傷害。(開學至今因違反菸害防治法遭記  

    過同學共計 313人次) 

十一、【藥物濫用宣導】新興毒品盛行，2019年 1到 8月就有 36件新興毒品致死案例， 

      死者平均年紀只有 29.7歲，面對毒品危害生命，同學要時時提高警覺，勇敢向 

      毒品說不，勿因一時好奇或受同儕影響而輕易嚐毒，誤入毒海深淵將造成身體極 

      大的傷害並毀了一生。 

宣導事項 



十二、【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2月27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為自己 

      過錯予以彌補（除打掃服務工作外，配合聖誕愛心活動亦可採捐贈20張9-12月 

      份發票方式辦理），請直接至學務組找劉教官銷過。 

十三、【心衛宣導】季節變換，情緒起伏大，怎麼辦？  

      最近正逢季節交替，氣溫濕度的改變幅度較大，對人的身心狀態或多或少都會有 

      影響，可從兩方面著手： 

(一)覺察情緒，當不想再做本來感興趣的事、什麼事都提不起勁、悲傷沮喪、無故想 

    哭、負面思考加劇，甚至是不想存在…，出現這些症狀時，就需求助專業。 

(二)讓身體產生有正向作用的激素，安排戶外運動，或規律的日常生活、休息及飲食， 

    都是預防之道。 

十四、【失物招領】進修部接受拾獲物品均暫時存放在學務組(日間拾獲則送至軍訓室)， 

     遺失物品的同學可到學務組認領或於學務組失物招領專區 (https://goo.gl/XcNvEQ) 

      點閱查看，另夜間各教室清潔檢查時常拾獲保溫杯、冷水壺、教科書及鉛筆盒，  

     因未書寫姓名或學號等資料無法送還，建議所有同學應在個人物品上註記姓名、 

     學號，俾拾獲時能及時送返當事人。 

十五、【兵役資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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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役政署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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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政部役政署統一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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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8年度「90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

申報作業」 

1.按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並頇在19

歲徵兵及齡前一年底至當年2月間接受兵籍調查，

建立兵籍資料。90年次男子明年屆徵兵及齡，於今

（108）年10月9日上午10時至11月15日下午5時，

可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點選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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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內政部公文暨「108年度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宣導資料」已公告於 

         進修部公告欄及網頁(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is.gd/Ka5EWt) 

         請自行參閱，請本校在學 90年次男生可利用電腦、手機、平板等裝置上網申 

         報，該年次即將畢業之男子如無升學意願，儘早申報可儘快安排徵兵檢查。 

 

https://goo.gl/XcNv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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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gd/Ka5E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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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員請記得帶學生證依賽程表提前20分鐘至服務台檢錄。賽程表請至 

      學務組網頁查詢(已放至班級櫃)。 

十七、【名人講座-黃豪平先生-不做你就會後悔】參加班級請於11月20日(星期三)19:00 

     前至人文大樓9樓正修廳就座。(為維護廳內清潔，請勿攜帶飲料、食物入內) 

十八、【9號球撞球比賽】於12月11日開賽~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月22日(週五)22:00止。 

      ※報名地點：學務組辦公室。 

      ※抽籤日期、地點：11月28日(星期四)19：30圖科大樓0303 

      ※比賽日期：12月11-13日(週三-五)。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報名表已發至班櫃，報名請洽班長。 

十九、【樂活社】 

(一) 11月14日(週四)舉辦「創意學習-桌遊」活動，感謝同學們的支持及踴躍報名，

人數已滿，不再受理報名！凡已報名者請準時當日晚上19：00時前至幼保大樓

22-0102『校安中心會議室』簽到！【參加者公假】。 

(二) 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本學期第三次活動訂 11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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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參加過的同學，要把握機會來活動一下筋骨，認識新朋友！(有

教練免費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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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基礎急救員訓練班報名】 

  (一)活動時間：108年 12月 7日~108年 12月 8日(星期六、日) 

  (二)報名人數：50人，依據報名順序為準，額滿為止。 

  (三)活動地點：正修科技大學-體育室一樓多媒體教室  

  (四)活動費用：新台幣 600元整(教材費及證照費)。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11月 15日(五)，欲報從速。 

  (六)招收對象：18歲以上，身體健康，有志從事志願服務之民眾。 

  (七)聯絡方式：正修科技大學衛保組 07-7310606#2214 林小姐 

 

活動訊息 



  【活動相關事項】 

(一)參訓者請著長褲，勿穿著低領上衣、拖鞋及短褲。 

(二)上課時，請攜帶文具用品。 

(三)需全程參訓(兩日 16 小時)，並通過學術科測驗(皆通過 70 分)，方可取得「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駕駛人員急救訓練」合格證書。 

 

 

 

                    進修部109級畢業班學士照團拍時間表 
       日期 

時間 
11月 26日(二) 11月 27日(三) 11月 28日(四) 11月 29日(五) 

19:00 工管四甲 妝彩四甲 數位四甲 電子四甲 

19:15 土木四甲 妝彩四乙 幼保四甲 資工四甲 

19:30 機械四甲 時尚四甲 應外四甲 

班級幹部請邀請 

系主任及老師並 

提早告知當日任課

老師。 

19:45 建築四甲 金融四甲 觀光四甲 

20:00 電機四甲 國企四甲 觀光四乙 

20:15 電機四乙 企管四甲 觀光四丙 

20:30 電機四丙 企管四乙 休運四乙 

20:45 

 

資管四甲 休運四甲 

21:00 資管四乙 餐飲四甲 

21:15  餐飲四乙 

 

 

 

 

 

                       人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要什麼； 

                       人最可惜的是知道自己要什麼， 

                       卻沒有勇氣走向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