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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主任留校時間】為關懷同學學習情形，各系主任每週安排一天夜間留校為同學
解答課業等相關疑問，留校時間一覽表公告於學務組網頁，歡迎同學前往諮詢。
二、
【導師定時定點晤談】為協助同學紓解課業、職場、情緒、心理等壓力，班導師每
週會「定時、定點」與同學晤談，歡迎同學主動前往與導師晤談，導師晤談時間表
請至學務組網頁查詢。
三、【就學貸款】本學期申請時間已截止，辦理就學貸款同學須將對保單繳回學務組才
算完成註冊。
(一)家庭年所得 120 萬以下或家庭年所得超過 120 萬但有兄弟姊妹就讀高中以上學校
才可辦理就學貸款。
(二)依教育部電算中心彙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調申貸學生之家庭年收入判定資格
，若已貸款後才判定不合格，將註記不撥貸，學雜費須以現金補繳。
(三)如需增貸生活費、書籍費，學校可提供預撥服務，請至學務組網頁下載表單，於
開學第二週前繳回學務組(未申請預撥者，撥款時程大約在期中考後)。
(四)貸款須視實際繳費情形而定，故學期中有退選學分，退選金額將還款台灣銀行(學
期中可至台銀網站查詢實際貸款金額)
四、
【居住現況調查】請所有同學於 3 月 12 日前完成學生居住現況調查填報，逾期未填
報者個人訊息網將暫時無法使用，完成後始能恢復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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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學期已填報者：
圖資處已將109-1學期之居住現況資料庫轉檔匯入109-2資料庫備用，學生登入「正
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居住現況調查→查看學生資料」後，再點選「編輯資料」→
「載入前一學期資料」標籤，即可帶出上學期所輸入之資料內容，檢視無異動或修
正資料後點選「確認」標籤即可。
(二)轉學生、復學生及上學期未填寫資料者：
均須自行逐欄登錄填報，請登入「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居住現況調查→查看學
生資料」後，再點選「編輯資料」
，即可逐欄填寫。

校內外獎助學金
五、
【弱勢助學金】申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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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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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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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2 月 22 日至 110 年 3 月 19 日。
(三)申請表至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https://reurl.cc/l078KQ) 。
七、【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原住民獎助學金】
(一)系統申請時間：110 年 2 月 22 日至 110 年 3 月 19 日。
(二)申請表請上網填寫及列印(網址 https://cipgrant.fju.edu.tw/)。
(三)紙本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於110年3月24日前繳交至進修部學務組。
八、【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一)申請資格：具有低收入戶身分者。
(二)申請時間：110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12 日。
(三)申請表至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https://reurl.cc/YW8ben)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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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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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高教深耕弱勢助學金】申請資格: 1.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2.具弱勢助學資格

110 年高等教育深耕深耕計畫弱勢助學金
申請名稱

弱勢學生就業媒合輔導
(限定四年級學生申請)
詳情請點我

弱勢助學職涯規劃
與輔導
詳情請點我

逆勢高飛
詳情請點我

執行內容
1.
2.
3.
4.

進行 CPAS 測驗乙次
職涯諮詢服務 3 次以上
透過就業立即報系統尋找職缺
參加校園就業博覽會與 3 家以上
廠商進行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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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學期有科目不及格
2. 自我學習時數 48 小時
3. 期中及期末繳交 500 字心得

補助金額

申請單位

12,000 元

校友職涯發展中心
倪揚智先生/2478

12,000 元

校友職涯發展中心
張松明先生/2261

約 12,000 元

生保組
鄭淑媛小姐/3128

學業精進輔導計畫
詳情請點我

1.
2.
3.
4.
5.

每學期成績單科進步
每學期總成績進步
每學期班排名進步
期末繳交 500 字心得
擇優發放獎金

1,000~5,000
元

進修部學務組
何中文先生/2309

備註一:申請同學須符合學雜費減免或弱勢助學金資格
備註二:逆勢高飛與學業精進輔導計畫需繳交前學期成績單
備註三:以上補助計畫僅能擇一申請
詳情請洽詢各單位承辦人

十一、
【校外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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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申請-110 年 2 月 22 日至 110 年 3 月 19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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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十二、班長每日上課前請先到學務組簽到及檢查班級櫃資料。
十三、
【110 級畢業班畢業紀念冊】最後預購，每本定價$720，有意願購買同學請於 3 月
5 日前向畢代或至進修部學務組訂購。

十四、開學第一週環境整潔檢查有部分班級打掃情形不理想，主要缺失為：教室桌(地)
面有垃圾、垃圾桶垃圾未倒、黑板沒擦拭，服務股長請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做好
打掃工作，自第二週起實施評分，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值日生輪值表編排完後須影印一份自存並於教室張貼公佈，利用各種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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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請每日再次宣布當日及次日值日生（當面口頭通知、書寫於黑板、班級網頁或
以Line即時通知）
，避免同學以「不知道自己輪到值日生」為理由。輪值當日因故
無法擔任值日生者，需事先自行找人代理或對調，若當日因故臨時無法到校執行
者，應告知正/副服務股長俾協助調整，以免造成當日無人整理環境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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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有教室髒亂情形，請拍照後傳送至「1092
環保小蜜蜂」Line@，仍請協助清理，並將協助改善後的照片再回傳，將予以貴班
整潔評比加分；若當日未立即反映，經放學整潔檢查被登記缺失，則視為該班未
打掃予以扣分。
(三)第1,2節課與第3,4節在不同教室上課時，離開1,2節上課教室仍須實施打掃、倒垃
圾等，若有未善盡整潔維護之情形，一經接續使用的班級反映屬實者，除扣減該
班的評比成績外，並懲處值日生；接續使用的班級若發現有上述狀況，也請拍照
反映，並仍請協助清理〔同前(二)所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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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請各班檢查打掃用具(掃把、畚箕、印有教室編號的垃圾桶各一)是否欠缺或錯誤？
若有欠缺或錯誤，可透過「1092環保小蜜蜂」Line@ 反映，統計彙整後，會統一
撥補/調整，也請耐心等候！
十五、原訂於 2 月 25 日（星期四）應繳交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經統計已有 90 個
班如期繳交(正、副服務股長將予以獎勵)，未繳交的班級計有下列 20 個班，請盡
速完成編排繳至學務組，俾利後續整潔評比作業，未繳交期間所產生教室整潔缺失
的問題均由正、副服務股長概括承受：
一年級：電子一甲、機械一丙、電機一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金融一甲。
二年級：機械二丙、建築二甲、企管二乙、應外二甲、觀光二乙。
三年級：土木三甲、工管三甲、資工三甲、企管三乙、餐管三甲。
四年級：電機四甲、建築四甲、休運四甲、餐管四乙 。

宣導事項
十六、
【防疫須知】
(一)每日到校前請自我健康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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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復後再至學務組辦理請假手續（不予扣分）。
(二)校園出入口，設有量測體溫管制點，每日進校，請主動配合量測體溫。
(三)室內上課請配戴口罩。

十七、
【交通安全宣導】
(一) 寒假期間及剛開學已有多位同學因車禍受傷住院，不僅個人痛苦，也讓家人受累，
呼籲同學務必遵守交通規則，行車切勿搶快！
(二) 剛開學已接到幾起反映：有同學於側門正修路及校內停車場違規停放機車，呼籲
同學務必依交通規則或本校停車規定將機車停放於道路/校內停車場停車格位內
，以免被拖吊或處罰。
十八、
【就業咨詢(就業媒合帄台)】http://120.118.227.205/chinese/Career.aspx?n=2
本校就業立即報帄台網址(不定期公告)，歡迎同學前往瀏覽。
十九、
【停車位繳費】請登記同學自行至元大校務網下載繳費單進行繳費~
為配合節能省碳政策，本學期起不再發放停車位繳費單，提供下列 3 種繳費方式：
1.下載繳費單並自行列印，可至元大銀行、本校出納組或各大超商繳費。
2.下載 ATM 繳費碼，可利用信用卡、網路銀行或自動提款機轉帳繳費。
3.下載超商繳費條碼，可至各大超商進行掃碼繳費。
繳費單下載路徑：
請自行至學校首頁－下方外部連結點選元大校務網或上網搜尋元大校務網→點
選「台灣學生」→繳費單列印→選擇所屬學校「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
學」輸入「學生學號」與驗證碼，並點選「確認」→若確認個人資料無誤，請點
選「繳費單」完成下載及列印。
3 月 2 日起停車場將全部進行柵門管制，未貼 e-tag 感應貼紙者將無法進入，請
至大門警衛室黏貼。
廿、
【軍訓抵免作業】
凡符合以下免(減)修軍訓課程的同學請於110年3月5日前(開學2週內)攜證明文
件(正、影本均附)先向進修部教務組領取表格再至學務組商益民教官處辦理，逾
時喪失權利：
(一)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免修全部軍訓課程：
1.現任國軍士官以上職務，經權責單位核准就讀或在職進修。
2.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滿退伍持有退伍（役）證明或因故停
役，持有停役證明。
3.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4.年齡屆滿36歲。
5.外國學生。
6.持居留證僑生及港澳生，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二)轉學生已修畢各該學期軍訓課程成績及格者，准予抵免。自軍事學校轉入者，
其轉入年級以前各學期之軍訓成績，得以軍事學校各該學期之軍事訓練及格
成績抵免。
(三)預加選「全民國防課程」之同學，請先到進修部教務組領取（課程加選單），
並於110年3月5日前（開學2週內）至進修部學務組商教官處加選。

廿一、
【兵役資訊】
(一)轉、復學及延修生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尚未繳交或缺繳證明文件影本者，
請於3月5日（星期五）前自行繳交至學務組劉教官，俾憑辦理兵役緩徵或儘後
召集作業。
(二)文化部辦理110年文化獎項及電子競技專長類別替代役評選作業規定
1.需求員額：文化獎項類別18名、電子競技專長類別10名（包含民國82年次前出
生名額3名、民國83年次後出生名額25名）。
2.申請對象：
75至92年次出生，尚未接獲一般替代役或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徵集令之役男，且
無限制條件所列情形者，得提出服指定役別機關甄選之申請；但83年次以後出
生，經判定替代役體位或已完成第1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則不適用。
3.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0年3月10日止（依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理）。
4.評選結果：依評選標準進行綜合評選，依總成績高低從優評選需求員額；評選
結果預定於110年3月31日前公告在文化部網站，評選通過者寄發「優先服文化
部公共行政役證明書」。
5.徵集入營時間：110年10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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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s.gd/DRlzZD)請自行參閱。

活動訊息
廿二、
【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
◎110 學年度學聯會會長
◎111 級畢聯會會長
◎110 學年度系代表(每系一名)
◎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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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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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小曲-今晚我想唱一首歌】訂於 3 月 3 日(星期三)19:00 於圖科前廣場石桌
處舉行，採現場報名，歡迎愛唱歌、愛聽歌的同學踴躍參加，跟著音樂一同度過
輕鬆愉快的夜晚。
廿四、
【系際盃籃球賽】將於 3 月 22-26 日開賽，比賽辦法已放至班級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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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二）19：10 於圖科大樓 15-0303 教室進行
規則說明及抽籤。
廿五、
【星光盃校園歌唱比賽】初賽訂於 4 月 1 日 19:00 於圖科 10 樓至善廳舉行，報名
表已放在班級櫃中，歡迎同學踴躍參加，一起同樂。3 月 12 日截止報名。

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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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預定辦理主要活動有：(凡參加者均給予公
報名掃描 QR CODE

假)

(一)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3月13日、4月24日、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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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端午節吃粽及香包教學：預定6月3日(週四)晚上18：30時於餐飲視聽教室舉行。
※ 有意報名者可直接掃描『報名QR CODE』，或逕至學務組向劉治誠教官洽詢報名。
廿七、
【第四屆我的未來我作主防制毒品暨防制霸凌微電影競賽活動】
競賽主題以「防制毒品微電影及防制霸凌微電影為主」
，製作 7 分鐘以內之微電影，
獎金高達 15 萬元，相關活動說明，請參考本校軍訓暨校安中心網頁下最新消息。
廿八、
【交通安全旗海飄揚關東旗設計比賽】活動辦法請參考軍訓暨校安中心網站：
(一)比賽主題：以交通安全為主題（詳請參考網站說明）
。
(二)收件時間：收件時間：110年3月17日止。
(三)收件地點：進修部學務組-劉治誠教官。
(四)獎勵規定：取下列名次（日間部、進修及院校共同評比）
1.第一名：2000元禮劵、獎狀乙幀、小功1次嘉獎1次。
2.第二名：1200元禮劵、獎狀乙幀、小功1次。
3.第三名：800元禮劵、獎狀乙幀、嘉獎2次。

成功不是將來才有的，
而是從決定去做的那一刻起，
持續累積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