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缺曠預警及輔導】第 1-12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逹 20 分以上）於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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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三)前至 

    晤談系統填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 

二、【期末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操行分數加減分線上作業】 

    請導師於系統開放期間《即日起至 108.12.27(五)》進行線上作業，如有相關問題 

    請洽詢薛小姐#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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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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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賃居生訪視】請導師撥冗對班上校外賃居生實地訪視，並於 12月 13日前登入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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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填報居住現況調查的同學，個人訊息網將暫時無法使用，完成填報後始能恢 

     復正常。 

五、【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減免】第一階段申請(送件)時間延長至 108年 12月 15 

  日，減免平台於 12月 15日晚上 12點關閉，審核收件至 12月 20日止。 

    完成線上申請的同學請備齊相關證明文件(檢附證明文件為申請表所列之證明）和 

    減免申請表(線上填寫學雜費申請表後下載列印)至進修部學務組辦理，審核無誤後 

    將於學雜費繳費單直接扣除減免金額。剩餘款項再至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補繳差額或 

    至臺灣銀行辦理就學貸款(只能申貸減免後差額）。 

    ※上線填寫後須列印並檢附證明文件才算完成申請。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等身分減免同學，請附 109年度證明文件 

     ，尚未取得新年度證明者，請於第二階段申請減免。 

    ※如申請換系或換部(日間部、進修院校等)同學，因各部別、科系學雜費金額不同， 

      請完成換部或換系後再辦理學雜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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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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會紀錄仍未交回班級： 

    一年級：電子一甲、機械一乙、妝彩一乙、餐飲一甲、餐飲一丙 

   二年級：電子二甲、電機二甲、企管二甲、企管二乙、幼保二甲、應外二甲、休運二乙、 

           資工二甲、妝彩二甲、數位二甲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甲、國企三甲、幼保三甲、資工三甲、觀光三甲 

   四年級：土木四甲、國企四甲、建築四甲、金融四甲、資工四甲、觀光四甲 

七、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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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校外獎學金訊息】 

     財團法人樂山文教基金會林華鄂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2 月 20 日 

     丹麥商務辦事處-離岸風電開發商沃旭能源「綠能獎學金申請簡章」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 

     日起至 1 月 17 日止 

     福澤慈善事業基金會「困學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2 月 5 日止 

     財團法人雄獅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2 月 13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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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申請】(學生年齡 25歲以下) 

 1.學生本人住院有連滿 7天以上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2.父或母有重大傷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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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十、第十二週（11月 24日至 1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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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週資料統計期間【108/11/2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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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2,11/26 4 9 16 資管二乙 1,11/27 2 3 3 

機械一乙 1,11/28 1 6 9 休運二乙 1,11/25 2 4 5 

企管一甲 1,11/25 2 7 14 時尚二甲 1,11/25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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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餐飲一丙 1,11/27 2 2 4 機械三甲 1,11/28 2 4 8 

機械二乙 1,11/22 2 1 2 機械三乙 3,11/22,11/26,11/28 6 11 20 

企管二甲 2,11/25,11/27 2 3 4 國企四甲 1,11/28 2 2 4 

企管二乙 1,11/26 2 2 4 108/11/26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一、【第 7-11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成績】   

    優等：16個班級，依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電子四甲、餐飲三甲、電機四甲、餐飲四乙、金融一甲、餐飲一乙、休運一甲、 

      幼保一甲、資工一甲、餐飲一丙、企管四甲、建築三甲、機械四甲、休運一乙、 

      企管三甲、企管三乙 

      乙等：29 個班級，請各班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 

    一年級 12個班:機械一丙、觀光一甲、機械一乙、觀光一乙、建築一乙、機械一甲、 

                    應外一甲、國企一甲、土木一甲、企管一甲、餐飲一甲、企管一乙。 

      二年級 6 個班：電機二甲、機械二乙、機械二丙、休運二乙、資工二甲、電機二乙。 

      三年級 7 個班: 機械三甲、機械三丙、電機三乙、資管三甲、機械三乙、休運三乙、 

                    餐飲三乙。 

      四年級 4 個班：應外四甲、妝彩四甲、電機四丙、國企四甲。 

十二、【班級垃圾處理方式】 

 請各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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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傾倒垃圾完將垃圾桶倒置(避免他人又丟入垃圾)，垃圾務必送至垃圾收集場 

 放置。 

     ※ 校區內共有4處垃圾收集場，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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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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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月 

      份發票方式辦理），請直接至學務組找劉教官銷過。 

十四、【借用學位服流程】 

      請自行於週一到週五17:00下班前至總務處保管組向陳先生(分機2196)填寫學位 

      服借用登記表，押保證金及付款後借用。(表單下載至總務處→保管組→表單下載 

       →學位服借用登記表) 

十五、【菸害防制宣導】本週校園巡查，計取締 18人在校園內吸菸，一年級 2人、二年 

      級 5人、三年級 4人、四年級 1人、日間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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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會加強巡查。 

 

宣導事項 



十六、【藥物濫用宣導】俗稱「喵喵」的新興毒品「合成卡西酮」，因外觀多呈現晶體樣 

      態與市售沐浴鹽類相似，也被稱為「浴鹽」，其化學結構很容易被改變，多數的 

      醫院不具有檢驗能力，造成多數年輕人終身洗腎，請同學千萬要注意，切不可因 

      好奇或受同儕影響而接觸毒品。 

十七、【法治教育宣導】近期有同學遺失錢財及貴重物品，提醒同學貴重物品要自已保 

      管好，勿讓有心人士有機可趁。竊盜行為乃是公訴罪，常有人因財物損失不大而 

      不想提告，多會被警察以一句：「竊盜罪是公訴罪！」仍被製作筆錄，移送法辦， 

      同學千萬不要因小失大，留下前科記錄。 

十八、【校外賃居安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因為一時的疏忽而造成難以挽回的後 

      果，因此，居家的生活安全，是每個人必備的常識。冬季因為氣候相對乾燥，同 

      時又是取暖器等電器大量使用的時期，火災隱患等不安全因素就容易出現，需要 

      引起大家的重視。每天就寢前和外出前，應該檢查家裡的電器、煤氣瓦斯是否關 

      閉，明火是否熄滅，仔細閱讀家庭內所有電器的使用說明書，並按照說明書指導 

      使用(特別是電熱取暖器、電熱水器等功率大的電器)，以確保居住安全。 

十九、【失物招領】進修部接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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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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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心衛宣導】自我覺察，是促成自我成長的第一步 

  你有沒有類似的情況：碰到某種情況就理智線斷裂，但回嘴後又 

  後悔不已。這時候，自我覺察具備幾個重要的功能： 

      1.按下暫停鍵 

        自我覺察無法直接幫助你改變、改變這個環境。但自我覺察像是一顆按鈕， 幫 

        助你將原本已經像是自動化的反應暫緩下來。 

        例如：過往的你一看到、聽到某件事就會立刻產生某個情緒，自我覺察就會告 

          訴你：停停停，你又要破口大罵了，上次這樣做之後你很後悔。 

   2.提醒自己改變策略 

    我們傾向使用熟悉的策略行事，雖然結果不如預期，卻難以跳脫重複的遊戲。 

    自我覺察會提醒你：你上次回嘴後反而被誤會，你有其他表達方式嗎？ 

    覺察是改變的重要前提，可以幫助大家邁向更好的自己。 

 

 

 

廿一、【月光小曲】於12月4日(三) 19:00-21:00時在圖科前廣場歡樂 

      開唱，邀請大家來唱(聽)一首歌，裝滿好心情，快樂上課去。 

廿二、【9號球撞球比賽】訂於12月11-13日於本校撞球室開賽，48位 

      參賽選手請持學生證提前20分鐘檢錄，賽程表已公佈於學務組 

      網頁。 

活動訊息 

https://goo.gl/XcNvEQ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7%AA%E6%88%91%E8%A6%BA%E5%AF%9F%E5%83%8F%E6%98%AF%E4%B8%80%E9%A1%86%E6%8C%89%E9%88%95?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WfO49M_GYUM8_2hfKKyDKPbTNn9HUep14SqrDMM1VKnFCxDhfHs5DzBVHXIQyje2DNCiitYrqE29uhhuU64wELASIiQChPAT_2evQv7uA4P7KZAEXd6d0ODlOeWSbxtGcTRPBA4Icgt9W1Qz4o9rZHMdqzVQ4p5Ha8KmQ5VzUsyKmJmuVr393PyUeUcFFp9usTHZibiBJjKmj5JvcsCNAGPvLYbbkleaG0m6FBHRxsq1s6s61sW17rqz6agy8e_LkwyhwhhTfGMc8z0ZZUYRlq7WvDSphQ4aP5sSDr7f3m1heM9xDN0T9al0kuttADSh_2RtVeQChDuWa_0RYkKFk4Q&__tn__=%2ANK-R


廿三、【溫馨聖誕 愛在正修公益活動】 

1. 與伊甸基金會合作募捐發票公益活動，為讓愛心有回饋， 

搭配發票換摸彩券抽大獎。 

      2.會當天邀請幸福歌姬梁文音演唱，採自由入場，讓大家 

在聖誕節前夕共享美好祝福。 

         活動日期：12月18日(三)19:10~20:30  

         活動地點：人文大樓前廣場 

         活動方式：自由入場 

         募集時間、地點：正修樹前：12月12日-12月13日 

                         19：00-21：00。 

         學務組辦公室：即日起至12月31日， 

                       週一至週五15:00-22:30 

                       (摸彩劵兌換至12月18日19:00前) 

      3.募集方式： 

       (1)凡捐出10張11-12月發票，即可參加抽獎，獎項如下：iPhone11、Nintendo 

          Switch、Airpods2、電影票、7-11禮劵及行動電源……等多項好禮。 

       (2)自由樂捐(不兌換摸彩劵)  

廿四、【樂活社】期末主要活動： 

 (一)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本學期最後一次活動訂12月21日(週六)晚上18～22時展

開，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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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本學期最後一次機會！ 

 (二)、冬至搓湯圓暨聖誕節交換禮物活動。預12月20日(週五)晚 

       上19時起於圖科大樓15-0503教室舉行，凡有意參加者，只 

       要在12月13日前繳交一份價值 200元以上(含)的禮物至學 

       務組，即可免費參加。(當日參與者均給予公假)。 

廿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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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