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就學貸款】 

(一)本學期對保單需繳回學務組才算完成註冊程序，為保障就學權益請盡速繳回對保 

    單。 

(二)申請就學貸款同學，如因加選學分有加貸需求，請於學分加退選週完成課程加選， 

    並持加選繳費單至學務組取回對保單(學校聯)後至台灣銀行修正金額，並於修正金 

    額後將新的對保單繳回學務組。 

 ※貸款頇視同學實際繳費情形而定，故學期中同學如有退選學分，退選金額將還款台 

   灣銀行(同學可於期中至台銀網站查詢實際貸款金額) 

二、【居住現況調查】本學期進修部學生居住現況調查應於3/20(星期五)前完成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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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迄3月12日 

    填報率僅37.68％，尚有2,836人未上網登錄或更新資料，請各班導師協助督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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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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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詳實的班級： 

 電子四甲、電機四甲、企管四甲、金融四甲、休運四甲、時尚四甲、餐管四乙、國企三甲、 

 觀光三丙、妝彩三乙、電子二甲、機械二甲、電機二乙、資管二甲、土木一甲、機械一甲、 

 電機一乙、金融一甲、休運一乙、妝彩一甲、數位一乙。 

四、【第一次班會建議事項處理回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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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內容摘要(新型冠狀病毒防疫頇知)公佈 

  於學務組最新消息，歡迎前往瀏覽。 

五、【停車位登記申請通知】 

因應近日校門口周圍拖吊頻繁，目前校內尚有剩餘車位可供同學申請，故再開放一 

階段供同學登記申請，登記時間：109年 3月 13日上午 08:00至 3月 17日晚上 10:00 

止，有停車需求的同學請上網申請。 

 

 

 

六、【弱勢助學金】申請108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的同學，助學金額扣除下學期學分學雜費 

    及退選、抵（免）修退費金額後正確餘額，預定於109年5月撥入申請人帳戶，屆時 

    會另以簡訊通知，申請同學如有更改聯絡電話請務必告知學務組承辦人薛小姐(分 

    機：2298)以維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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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內各類獎助學金】 

 (一)就學助學金種類：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失業家庭 

                     子女、原住民。（僅能擇一申請） 

 (二)申請日期：109 年3月2日至3月30日。  

 (三)申請表可由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或到學務組辦公室索取。(https://goo.gl/G5TN33) 

八、【108學年度第2學期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校外租金補助申請】 

(一)補助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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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09年3月20日。 

(三)申請表可由進修部學務組網頁(https://reurl.cc/72ZoAN)下載或到學務組辦公室索取 

    相關問題請洽學務組承辦人薛小姐(分機：2298) 

九、【108學年度第2學期原住民獎助學金】 

    系統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09年3月20日。 

    申請表請上網填寫及列印(網址http://cip.fju.edu.tw/cip/index.aspx)。 

    紙本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於109年3月20日前繳交至進修部學務組 。 

十、【高教深耕－就業媒合輔導獎勵金申請】（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辦理） 

 (一)申請資格：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5.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6.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7.原住民籍學生 

 (二)檢核方式： 

      1.進行 CPAS 測驗乙次。 

      2.勞動部鳳山就服站入校駐點職涯諮詢服務諮商 3 次以上。 

      3.頇透過「就業立即報系統」找尋合適工作職缺。 

      4.參加校園就業博覽會，與 3 家以上廠商進行面對面求職面詴。 

 (三)、計畫執行： 

      1.申請日期：109年 3月 2日起額滿為止 

      2.執行時間：109年 3月 2日起至 109年 6月 5日 

      3.申請對象：日間部/進修部，四年級學生 

      4.詳情請洽：各系系辦公室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體育室 2F) 

                  倪揚智(分機 2478) 

十一、【高教深耕－職涯規劃與輔導獎勵金申請】（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辦理） 

 (一)申請資格：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5.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6.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7.原住民籍學生 

 (二)檢核方式： 

     1.每年參加學校辦理之職涯講座 10場次以上 

     2.與 10位同學討論分享職涯講座心得，並撰寫討論過程心得 

 

 

https://goo.gl/G5TN33
https://reurl.cc/72ZoAN
http://cip.fju.edu.tw/cip/index.aspx


  (三)計畫執行： 

      1.申請日期：109年 3月 2日起  額滿為止 

      2.執行時間：109年 3月 2日起至 109年 6月 10日繳交學習心得記錄本 

      3.申請對象：日間部/進修部，一~三年級學生 

      4.詳情請洽：各系系辦公室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體育室 2F) 

                  張松明(分機 1198) 

十二、【校外獎學金】 

      臺東縣臺灣土地銀行受託管理吳金玉、吳陳金貴教育公益信託急難事故助學金-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 

       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警察子女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109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10 日止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線上申請 109 年 4 月 1 日起至 4 月 20 日止 

       嘉義市千盞燈-照亮眾學生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09 年 4 月 1 日止 

       財團法人陳忠陳葉蕊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09 年 5 月 12 日止 

      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109 年 3 月 1 日至 109 年 3 月 23 止 

      行天宮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即日起至 10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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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 109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23 日止 

      財團法人台北市山西文教基金會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109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23 日止 

      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 109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20 日止 

       衛生福利部檢送中華龍舜興慈善協會急難救助-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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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第 2週（3月 8日至 3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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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週資料統計期間【109/03/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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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2 1 2 機械二甲 1,3/9 2 1 2 

機械一乙 1,3/10 2 1 2 機械二乙 1,3/12 2 1 2 

機械一丙 1,3/11 2 1 2 機械二丙 1,3/11 2 1 2 

電機一甲 1,3/12 2 1 2 休運二乙 1,3/10 0 1 0 

電機一乙 1,3/11 2 1 2 機械三甲 1,3/12 2 1 2 

企管一乙 1,3/12 1 1 1 電機三乙 1,3/12 2 1 2 

觀光一乙 1,3/10 2 1 2 休運三乙 1,3/9 2 1 2 

          
109/03/10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幹部配合事項 

https://osa.csu.edu.tw/wSite/ct?xItem=265955&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s://osa.csu.edu.tw/wSite/ct?xItem=265916&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s://osa.csu.edu.tw/wSite/ct?xItem=265920&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s://osa.csu.edu.tw/wSite/ct?xItem=265821&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s://osa.csu.edu.tw/wSite/ct?xItem=265826&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s://osa.csu.edu.tw/wSite/ct?xItem=265623&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https://osa.csu.edu.tw/wSite/ct?xItem=264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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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上週教室打掃狀況仍有部份待改進之處，請正、副服務股長賡續宣達督導下列事 

      項： 

(一) 請利用各種方式宣達「值日生輪值表」（如班級網頁、FB、LINE、傳閱簽名等），

讓每位同學都確實知道自己擔任值日生的日期，並請每日宣布提醒。若幹部已盡

到每日宣導提醒的責任，卻仍有值日生蓄意不盡職、無故未到…等，請每日督導

幹部，逕至學務組填寫『值日生未盡職責反映表』，本組將依規定簽處。 

 (二) 到校後請即刻檢查教室清潔狀況，發現有教室髒亂之情形，請拍照後透過Line傳

送至「環保小蜜蜂csu1153」，仍請協助清理，並將協助改善後的照片再回傳「環

保小蜜蜂」，將予以貴班整潔評比加分。 

 (三) 各班當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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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組已協同日校生輔組全面清查整理各班教室垃圾桶，原則上各一般教室均有唯

一一個垃圾桶，請各班務必妥善保管置放該垃圾桶於教室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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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處理後建議將垃圾桶放置教室內並

倒置，以避免別人又將垃圾丟入。 

(五) 請確實督促值日生下課離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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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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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各班若在上課前發現教室黑板未擦拭乾淨且無法擦拭乾淨(疑誤用油性奇異筆，           

      除拍照反映外，可逕至本組借用去漬油及抹布，予以處理。 

十五、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絕大部分班級均已繳交，很感謝各班級正副服務股長的

盡職，凡於3月5日期限前繳交的班級，正簽請正副服務股長獎勵，請自行查看，

若有疑問歡迎逕向本組劉治誠教官洽詢。 

 

 

 

十六、【防疫資訊】 

（一）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建議出門前應先行量測體溫，如有超過37.5度，建 

      議先行就醫，在家休息，並登入「正修科技大學體溫異常自主回報系統」【正修 

      首頁/校務行政/肺炎疫情聯絡電話及發燒通報，完成相關問卷填答，以利學校協 

   助。網址：https://reurl.cc/AqnvGd 

 

宣導事項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ctqwBzM3mml2-tOuDmO1SyzTQeCM3bqd4k_6slqB-_Y/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reurl.cc/AqnvGd


 

 

 

 

 

 

 

 

   1.同學每日到校前即自我健康管理：勤洗手、測體溫，若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

等呼吸道症狀，請戴口罩，立即就醫，不要到校上課，電話告知導師、班長請假，

康復後至學務組辦理請假手續（不予扣分）。 

   2.下週開始改在各班量測體溫，請同學主動配合班長、副班長量測體溫，如有發燒

或呼吸道症狀者，盡速回報衛生保健組(健康中心)。 

   3.請同學攜帶個人口罩，以備不時之需，到校後若感身體不適，請戴上口罩立即至  

     衛保組由護士提供專業處理。 

   4.電梯密閉空間中應僅量避免交談，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請戴上口罩並保 

     持良好衛生習慣。 

(二)【額溫施測步驟】 

    1.量測時，請受測者暫閉眼睛。 

    2.將額溫槍靠近額頭約 1公分，按測詴鈕約 1~2秒。 

    3.額溫度約 37度以上（含 37度）疑似發燒，立刻給予口罩並紀錄。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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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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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防制藥物濫用宣導】毒品對人的身心危害嚴重。吸毒會導致精神分裂、血管硬 

      化，嚴重影響生殖和免疫能力。毒癮發作時，如萬蟻嚙骨，萬針刺心，求生不及， 

      求死不能，如同人間活鬼。吸毒易感染愛滋病，世界上超過一半愛滋病患者都是 

      由注射毒品而感染的。吸毒成癮到死亡帄均只有 8年時間；吸毒上癮，心癮難除， 

      一生受折磨，勸導同學，千萬別因好奇而施用毒品。 

十九、【兵役資訊】 

 (一)一年級90年次之男同學已辦妥緩徵申請作業，各縣市政府亦均已核覆在案，請

登入個人訊息網即可查閱核覆文號，若再有接獲鄉鎮區公所的兵役課告知無緩徵

紀錄者，亦可洽學務組劉教官查詢後據以回覆兵役課憑辦。 

 (二)轉復學生及延修生緩徵、儘後召集預定於第三週完成，尚未繳交資料者請於 3 

     月17日(星期二)前補交，以利於本週內完成名冊造報申請作業。 

 

https://goo.gl/XcNvEQ


 (三)因教育學制因素，每年眾多應屆畢業役男於6月份從學校畢業，等待入營受訓；

惟國防部新兵訓練中心接訓員額有限，頇分批安排入營。為瞭解應屆畢業役男可

入營情形及配合國軍新兵訓練容量，規劃將役男入營緩急需求區分為「6月可畢

業優先入營」、「延緩入營」及「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3個入營服役時段，提

供役男按個人規劃選擇，並於申請期間至內政部役政署全球資訊網以網路方式申

請，俾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依序安排入營服役，入營時段先後順序如下： 

1.第一時段六月可畢業優先入營：網路申請期間為109年5月18日上午10時起至109

年6月15日下午5時止，預判入營期間為109年7月至109年11月。 

2.第二時段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6月可畢業優先入營」役男徵集完畢後，即接

續徵集，預判入營期間為109年11月至110年3月。 

3.第三時段延緩入營：網路申請期間為109年7月1日上午10時起至109年9月30日下

午5時止。「6月可畢業優先入營」及「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役男徵集完畢後，

即接續徵集，預判入營期間：海軍及空軍110年1月以後；陸軍110年3月以後。 

4.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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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2Q9hsTt )請自行參閱。 

(四)109年(第2次)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報名日期自109年4月1日起至109

年4月24日止，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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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xs1i15 )請自行參閱。 

廿、【讓我們陪你走一段路，學校輔導資源】 

     當心情煩悶，生活遇到瓶頸、情感遭受到挫折時，你是否想找個人聽你說話？ 

     你希望有人陪伴你、引導你成為自己生命的主宰。 

     不要猶豫，透過線上就可以直接預約諮商服務，後續會有專業的諮商心理師聯繫 

     你安排晤談時間囉！ 

    ◎請先進入「正修訊息網」，進入後就可以在「學務資訊」的下拉選單中找到「學 

      生諮商預約系統」選項，填表完成即可！ 

 

        

 

廿一、【三好校園-彩繪燈籠畫祝福】 

      收 件：109年 4月 13日至 4月 17日 22:30止，收件地點：進修部學務組公室 

             未達水準及逾時送件之作品，不列入評分。 

      獎 勵：第一名:1名，獎狀乙幀、禮券 1,500元。 

             第二名:1名，獎狀乙幀、禮券 1,200元。 

             第三名:1名，獎狀乙幀、禮券 1,000元。 

             佳  作：七名，每名獎狀乙幀、禮券 500元。 

             繳交作品參賽學生每人給予嘉獎兩次鼓勵。 

 

 

 

 

活動訊息 

https://bit.ly/2Q9hsTt
https://bit.ly/2xs1i15
https://portal.csu.edu.tw/


廿二、【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 

      ◎109學年度學聯會會長 

      ◎110級畢聯會會長 

      ◎109學年度系代表(每系一名) 

      ◎第 15屆學生議會議員（工學院、管理學院、生活創意學院各三名） 

      歡迎有服務熱忱、有理想、有抱負，想要培養領導、企畫軟實力的同學踴躍參選， 

      登記表請於 4月 10日(週五)前交至學務組。（選舉公告及登記表已發至班上或請 

      至學務組網頁瀏覽） 

廿三、【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5月 11-15日開賽，比賽辦法已放 

      至班級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月 25日（三）止，欲參賽班級 

                 請向各系代表登記報名。 

     ※領隊會議及抽籤日期：4月 16日（四）19：30於圖科 

       大樓 15-0303教室進行規則說明及抽籤。 

廿四、【星光盃校園歌唱比賽】初賽訂於 4月 7-8日 19:00於圖 

      科 10樓至善廳舉行，報名至 3月 20日(五)，報名表已 

      放在班級櫃中，歡迎同學踴躍參加，一展歌喉， 

      以歌會友。 

廿五、【樂活社】進修部為了鼓勵同學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快樂生活和提倡節能減碳環  

      保意識，特別成立「樂活社」，凡嚮往大學社團、喜愛戶外活動及 

      結交朋友而贊同本社宗旨之進修部學生皆可參加為社員，且免收社 

      費，意者請至學務組向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 (也可逕向高承暄社長 

      報名0916-648080)。本學期預定辦理主要活動有：(凡參加者均給 

      予公假)                                                報名掃描QR CODE                                                                    

    (一)迎新活動：3月23日(一)晚上7時於硬地網球場(帅保大樓後面)舉行。 

    (二)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3月28日、5月9日的星期六18～22時，於本校活動中 

        心四樓羽球場舉行，全程免費(初學者並提供練習用羽球具借用)。 

    (三)創意學習活動-桌遊：4月23日(週四)晚上7時於人文大樓前廣場及正修樹下舉 

        行。 

廿六、【強力徵求】協助社團活動工作人員，參與活動不僅能豐富校園生活，也可學習 

      活動執行，報名表已放置各班級櫃，有意者請找班長報名，並請於3月20日(週 

      五)前繳回學務組蘇小姐處，如實際參與服務，將予以行政獎勵。 

 

 

 

 



 

我問自己：怎樣面對我的生命？ 

我的房間竟然給了所有的答案。 

屋頂說：要目標夠高。 

電扇說：要保持冷靜。 

時鐘說：要珍惜光陰。 

錢包說：要量入為出。 

鏡子說：要反觀自己。 

桌燈說：要照亮別人。 

樑柱說：要扛起重擔。 

窗戶說：要拓寬視野。 

地板說：要腳踏實地。 

樓梯說：要注意腳步。 

而最鼓舞人心的則是： 

馬桶說：該放下時就要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