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4月份停課日期】 

    4月2日(星期五）兒童節補假一日 

    4月5日(星期一）清明節補假一日 

    4月6日(星期二)「 110學年甄選入學學生暨家長說明會」補假日(預訂6月6日辦理) 

    4月7日(星期三）畢業典禮補假日(預訂於6月26日辦理)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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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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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導師們輔導的更有衝勁也獲得更多的鼓勵與掌聲。(學校首頁→正修訊 

    息網→學務資訊→導師回饋問卷) 

三、【居住現況調查】全體同學應於3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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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始能恢復正常。迄上週(3月19日)填報率僅68.23％ 

    ，尚有1,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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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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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會記錄尚未繳交班級： 

  一年級：電子一甲、機械一甲、機械一丙、國企一甲、企管一甲、企管一乙、應外一甲、休運一甲、 

          觀光一甲、妝彩一甲、妝彩一乙、視傳一甲、數位一甲、餐飲一甲 

  二年級：工管二甲、建築二乙、資工二甲、休運二甲、休運二乙、觀光二乙、妝彩二乙、視傳二甲、 

          數位二乙、餐飲二丙 

  三年級：土木三甲、機械三乙、機械三丙、電機三乙、國企三甲、資管三乙、金融三甲、休運三乙、 

          數位三甲、餐飲三甲、餐飲三乙 

  四年級：土木四甲、機械四甲、機械四丙、電機四甲、電機四乙、資管四甲、資管四乙、金融四甲、 

          幼保四甲、休運四甲、休運四乙、觀光四甲、妝彩四甲、妝彩四乙 

 記載詳實班級： 

  一年級：電機一乙、建築一甲、建築一乙、金融一甲、幼保一甲 

  二年級：電子二甲、機械二甲、企管二甲、金融二甲、妝彩二甲、數位二甲、餐飲二乙 

  三年級：電子三甲、機械三甲、資工三甲、資管三甲、觀光三乙 

  四年級：建築四甲、應外四甲、數位四甲、餐飲四甲、餐飲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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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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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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校外獎學金】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 年單親培力計畫，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3/25 日止 

    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警察子女獎助學金，課外組受理報名-110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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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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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3月 14日至 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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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週資料統計期間【110/03/1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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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四乙 2,3/15,3/16 4 2 4 電機二甲 1,3/16 2 4 8 

幼保四甲 1,3/17 2 1 2 國企二甲 1,3/12 2 2 4 

休運四乙 1,3/18 1 3 5 休運二甲 1,3/18 2 1 2 

餐飲四甲 1,3/18 2 1 2 觀光二乙 2,3/17,3/18 4 3 5 

餐飲四乙 1,3/16 2 2 4 餐飲二丙 2,3/12,3/17 4 2 4 

休運三乙 1,3/17 1 4 4 機械一乙 1,3/15 1 3 3 

機械二甲 1,3/17 2 3 6 企管一甲 3,3/12,3/15,3/18 6 7 10 

機械二丙 1,3/16 2 5 10 
110/03/16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幹部配合事項 

校內外獎助學金 

https://goo.gl/G5TN33
https://goo.gl/G5T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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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室整潔維護工作，仍請正、副服務股長賡續宣達督導下列事項： 

(一) 請利用各種方式（如班級網頁、FB、LINE、傳閱簽名等），讓同學都確實知道自

己擔任值日生的日期，並經常提醒。若確有值日生蓄意不盡職、無故未到…等，

請督導幹部，直接至學務組填寫『值日生未盡職責反映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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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環保小蜜蜂」Line@傳送反映，仍請協助清理，並將協助改善後的照片再回傳「1092

環保小蜜蜂」，將給予貴班整潔評比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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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班再檢視一下教室打掃用具 (掃把、畚箕、印有教室編號的垃圾桶各一)是

否仍有欠缺或錯誤？並請各班務必妥善保管，尤其強力建議將垃圾桶置放於教室

內。若有發現打掃用具無故消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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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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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校區教學大樓前。 

 (六) 各班若在上課前發現教室無法擦拭乾淨(疑誤用油性奇異筆)，除拍照反映外，可 

      至學務組借用去漬油及抹布處理。 

十、【畢聯會徵才】你是否想要給自己的大學生活增添不同的色彩嗎？歡迎大三同學 

      加入畢聯會，發揮潛能，實現理想，有意願者請至進修部學務組找商教官或薛 

   小姐報名。 

 

 

 

十一、【品德教育】近期教官校園安全巡查及菸害防制時，常發現有同學違規在校園內 

      吸菸或嚼食檳榔，更甚者是隨意亂丟菸蒂、隨地亂吐檳榔汁，不僅妨礙到同學不 

      吸二手菸的權利，更造成環境髒亂、增加清潔人員的負擔，提醒同學們要發揮「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精神，把學校環境當成是自己的家裡來維護。切勿覺得自 

      己方便就好，在校園內吸菸與嚼檳榔，隨地丟菸蒂垃圾、吐檳榔汁......，總是 

      只有想到自己，或許你覺得只是一件小事，但戒掉這些壞習慣，可以讓你成為一 

      個更好的人，讓世界因你而更美好，你願不願意呢？ 

十二、【交通安全宣導】 

 (一)上週五晚上一台深色轎車從澄清湖方向高速違規左轉要進入學校，險些與出校門 

      已經行駛道路中間的師長車輛碰撞。 

 

宣導事項 



 (二)陳同學開學初騎機車高速行駛至某路口，因前方有障礙物而緊急剎車，遭後方機 

     車追撞而摔倒，造成頭頸部鈍挫傷及四肢多處受傷，並有腦震盪現象。 

     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 1項第 2款『車輛路口停讓』規定： 

    「汽車行駛至交叉路口，…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 

     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行經設有彎道、坡路…學校、醫院…均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3.行車需保持『安全距離』，並減速慢行： 

    小型車安全距離＝速度/2 (公尺)，大型車安全距離＝速度-20 (公尺) 

十三、【菸害防制宣導】本週校園巡查，計取締 11人在校園內違規吸菸，一年級 3人、 

      二年級 3人、三年級 2人、四年級 1人、延修生 1人、校外人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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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朋友來校，請告誡 

      本校全面禁菸，勿在本校吸菸，凡遭記過同學請於本學期至進修部學務組找劉治 

      誠教官辦理行善銷過。 

十四、【校園安全宣導】學校在校園廁所及偏僻地方均有設置緊急求助鈴或互動式求救 

      系統，同學在校園內遇危急事件可多加利用，值班教官會儘速協助同學，請同學 

      可熟記相關設施地點。 

 

 

 

 

 

 

 

 

 

 

 

 

 

 

 

 

 

 

 

 

 

 



十五、【兵役資訊】「戶役政管家App」訊息主動通知服務自109年3月2日上線啟用 

  (一)「戶役政管家App」線上訊息主動通知服務於109年3月2日上線啟用，並持續新增 

       訊息通知項目。該系統推播項目，包括：役男兵籍調查、短期出境申請、徵兵 

       檢查預告、徵兵檢查安排日期、徵兵檢查複檢日期、徵兵檢查體位判定結果、 

       替代役核定結果、核定家庭因素補充兵、常備役抽籤結果、役男個別因素延期 

       入營、徵集入營及歸鄉報到等多項通知。 

  (二)手機下載「戶役政管家App」，登入身分證字號、帳號及密碼，即可完成帳號建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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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7KKE)請自行參閱。 

十六、【心衛宣導】如何與思覺失調相處 

      思覺失調症是一種精神疾病，會影響腦部從四週接收訊息、表達訊息的模式。使 

      患者思緒組織困難，造成社會相處的困境。 

      常見症狀：幻覺、妄想、不想活動、社交疏離、注意力無法集中、不易清楚表達 

                自己的感受等 

     如果身邊親友有這類病症，我們可以：  

對彼此保持尊重，避免嘲諷的態度。  

談話時使用簡短、確實、清楚的句子。  

放慢語速且一次一個問題（或話題）。  

對妄想內容可和緩的表明不相信，但不用爭辯對錯。  

  無論是否生病，每個人都可能犯錯，寬容錯誤，但也要提醒責任。

        對於疾病不要擔憂，思覺失調可經由就醫改善的！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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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系際盃籃球賽】 
      賽程表已公佈於學務組網頁及學聯會粉絲團，請參賽選手攜帶學生證，按照賽程 

      時間提前 20分鐘進行檢錄。 

 

 

活動訊息 

https://is.gd/JT7KKE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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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 

      賽選手攜帶學生證於 18:50前就位完畢，比賽順序及歌曲 3月 24日公告於學務 

      組網頁。 

廿、【樂活社】本學期第一次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已於 3月 13日舉行，活動順利愉 

      快，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相關活動照片歡迎至進修部網站『活動花絮』觀看！ 

      接下來還有精采的活動陸續展開… 

(一) 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第二次)：4月 17日(週六) 晚上 18～22時，繼續於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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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沒參加到的同學，要把握機會來活動一下筋骨，認識新球友！ 

(二) 端午節吃棕及香包教學：預定 6月 2日(週三)晚上 18：30時於餐飲教室舉行。     

   ※ 有意參加者，可至學務組向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  

 

 

 

 

 

 

「當事與願違時，請相信～老天一定另有安排！」 

  而且，抱怨沒有用，一切靠自己！ 

  只有壯大自己， 

 才能揚眉吐氣、讓人看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