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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1
一、
【第一次班會週】10 月 18 日(一)-10 月 22 日(五)實施，請導師蒞班主持。配合交
通安全教育宣導，本次班會討論題綱：請分享個人如何遵守行車安全，防止交通事
故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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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缺曠預警輔導】第 1-3 週缺曠嚴重同學(操行扣分達 10 分以上)於 10 月 11 日以電
子郵件通知導師關懷輔導並發函學生家中，請導師於 10 月 20 日(三)前至晤談系統
填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
(一)曠課每達 10 節、全學期 1/5 節數或操行成績不及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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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每三週寄通知至缺曠異常同學家中並請導師約談輔導。
※請同學不定時至個人訊息網查個人缺曠紀錄，依規定在十天內完成請假手續。
三、【請假規定】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線上請假
(一)每學期可線上請事假 60 節，超過則需持假卡至學務組辦理。(女生生理假不需証
明可線上請假，每月一天)，其餘假別請持請假卡及相關証明至學務組辦理 (病
假需醫院証明或收據；喪假-訃文)
(二)期中（末）考週缺考者，需持公立醫院證明、或其他特殊原因之證明文件，於考
試週完成請假手續，方可依本校考試補考相關規定辦理補考，請假時不使用黃色
假卡，頇使用「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期中(末)考試請假申請單」
，假單可至
進修部網頁自行下載：https://is.gd/4PghjG
(三)請於缺課 10 日內(含假日)辦理。(例:10 月 1 日請假則頇於 10 月 11 日前完成)
(四)疫苗接種假於接種日(含)起可請三日，持黃卡和請假卡到學務組辦理。
四、
【停車位登記及管制】
停車費尚未繳納的同學請於 10 月 12 日前至元大校務網下載繳費，停車場 D 棟柵門
已放下管制，A 棟 10 月 18 日柵門也會開始管制，沒貼感應貼紙將無法進入，尚未
黏貼的同學請儘速於 10 月 4 日 09:00-10 月 15 日 20:30 至 A 棟停車場 2 樓黏貼 (例
假日請至警衛室)。
五、【居住現況調查】所有同學請於 10 月 15 日前完成學生居住現況調查填報，系統操
作過程若有任何問題，請逕請學務組劉教官協助處理：
(一)上學期已填報者：
圖資處已將 109-2 學期之居住現況資料庫轉檔匯入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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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轉學生、復學生及上學期未填寫資料者：
均頇自行逐欄登錄填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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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10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一律線上申請
(一) 申請及收件日期：
1.系統登錄時間：110 年 9 月 15 日(三)至 110 年 10 月 15 日(五) 21:30 時止。
2.申請表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 110 年 10 月 18 日(一) 21:30 前(電腦線上申請務
必要在 10 月 15 日前填寫完畢) 繳回至進修部學務組，申請程序方算完成！逾
期將不予受理！
3.弱勢學生助學金每學年僅辦理乙次，資格符合者助學金於第二學期學雜費繳費
單中扣除，扣除學雜費後餘額直接匯入學生帳戶中。
(二)應檢附證明文件：
1.申請表：於線上完成申請後，將申請表以 A4 列印，並於切結書處簽名。
2.110 年 6 月 1 日以後所申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謄本內含學生本人及其父母或法
定監護人，已婚學生需附配偶資料（謄本內記事欄請勿省略）。
3.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超過新台幤 2 萬元，而利息所得來自 18%
優惠存款者，需另繳交 109 年國稅局所得清單資料、家庭應計列人口 109 年存
摺封面及內頁資料影本、優惠存款餘額証明等資料。
4.申請網址：https://reurl.cc/LdbmoX
5. 承辦人連絡電話：07-7358800#2298 薛小姐。
(三)所謂家庭所得之應計列人口：
1. 學生未婚者：
(1) 未成年：繳交學生本人與其法定監護人戶籍資料。
(2) 已成年：繳交學生本人與其父母戶籍資料(父母離異也要交)。
2.已婚之學生：繳交學生本人與配偶戶籍資料。
3. 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免附配偶戶籍資料。
七、【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原住民獎助學金】
(一) 系統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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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前繳交至進修部學務組

八、【110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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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0 月 20 日。
(三)申請表至進修部學務組網頁下載(https://reurl.cc/l078KQ)。
(四) 紙本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前繳交至進修部學務組
九、【校外獎學金】
中華電信方賢齊先生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1 月 5 日止
高雄市堅山慈善會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文殊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110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
財團法人傳承教育基金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助金，學務組受理報名-10 月 1 日至 10 月 21 日止
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行天宮急難濟助，課外組受理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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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配合事項
十、【學生自治組織會員代表大會】10月26日(二)19:00於圖科大樓10樓至善廳舉行，
請各班班長代表參加(無法參加請找人代理)。會中邀請行政單位師長列席，各班
對學校有建議事項或疑問歡迎現場提出。
十一、學務週報每週五會寄給班長並於進修部網頁公告，請班長務必於班群傳達同學，
也請同學瀏覽，掌握學務重要資訊。
十二、10月4日(一)已召集各班正/副服務股長辦理幹部講習，仍有部分班級未派員參加
講習，事後亦未到學務組瞭解作業，請下列班級的正/副服務股長務必於10月12
日（星期二）至學務組領取相關說明資料。
土木四甲、機械四乙、土木三甲、建築二甲、休運二甲、機械一乙、機械一丙、
建築一乙、資管一甲、休運一甲、休運一乙等。
※ 一年級新生班級若還沒有選出正副服務股長，請班長先代理
十三、本學期「值日生輪值表」應於10月7日(週四)前完成填寫繳交，請尚未繳交的班
級，儘速交至學務組劉治誠教官(可影印一份自存)，以避免影響班上教室清潔及
評分。各班若發現班級教室(專業教室除外)有缺漏打掃用具，請正、副服務股長
可透過『1101環保小蜜蜂』的Line@群組反映，每日督促輪值同學於下課離校前
依規定實施打掃、關閉電源，並將垃圾丟至垃圾場，(垃圾袋置於學務組進門班
級櫃旁桌上，可委請班長至學務組簽到時一併領回)。
自本週起開始實施教室清潔檢查評分，請值日生於下課離校前完成清潔工作。
※【提醒】評分未達 80 分為乙等，會在第二天將紅色通知單放至該班點名板放
置櫃，請務必通知當日值日生知悉，若有任何疑問，請於三日內至圖科大樓
學務組申訴處理，逾期未完成申覆，值日生將予申誡乙次處分。

宣導事項
十四、
【防疫宣導】疫情開始緩和及微解封，提醒同學國慶連假外出遊玩，仍要戴好口
罩，做好自我防護措施。返校上課前，記得測量體溫，如有超過 37.5 度，請先
就醫，在家休息，電話告知導師、班長，康復後再至學務組辦理請假手續（不予
扣分）
。
十五、
【誤登曠課(遲到)更正】被誤記同學請直接找任課老師確認後至點名系統更正。
十六、
【交通安全宣導】高雄市交通隊大力拖吊正修路上違規亂停的機車，沒有拖吊的
也被警方拍照開罰單，提醒同學不要將機車停在汽車格內或停放在紅線上以免遭
到拖吊，學校尚有機車停車位可以購買，同學遭拖吊一次之金額，就可以買整學
期的車位，請同學切勿因小失大。
十七、
【校園安全宣導】有學生家長向校安中心反映側門有書商在推銷賣書，提醒同學
側門書商非本校合作之廠商，曾有同學遭推銷購買快10萬元書籍，想要退費，卻
無法退費之情事，同學如要購買書籍，請三思而後行並自行負責。
十八、
【無菸校園】本校為無菸校園，校內全面禁菸，未依規定經舉發可處 2 仟至 1 萬
元罰鍰，提醒同學吸菸有害身體健康，請愛惜自已健康及金錢，同時請尊重不吸
菸同學的權益，並維持校園空氣品質，教官會加強巡查校區取締，違者依校規記
過處分。
十九、
【失物招領】進修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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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
【兵役資訊】
(一)役政署徵兵處理程序(徵兵四部曲)請參閱進修部首頁/學生兵役/兵役宣導的公告
資料(網址：https://goo.gl/6dulTa)：
1.兵籍調查：目的在建立【兵籍資料】
2.體格檢查：目的在【確定體位】
3.抽籤：目的在【決定常備兵軍種、入營順序及替代役入營順序】
4.徵集入營：目的在【完成國民應盡之義務】
(二)近期92年次男生已陸續接到兵役課之兵籍調查通知單（俗稱身家調查）並非徵集
令，係屬徵兵四部曲的第一個前置作業，是正常的役政作業流程，請同學配合至
指定地點辦理或填妥收到的調查表回寄兵役課即可，亦可採線上申報方式辦理，
無頇擔心會受徵集入營服役，若有疑問請逕洽學務組劉教官查詢。
廿一、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男、女同學均可報名，凡錄取同學就學期間學雜費
補助，每學期書籍文具費 5 千元，每月生活費 1 萬 2 千元，畢業後以少尉任官，機
會難得歡迎有志青年踴躍參加，有意願者，可至進修部學務組商教官處洽詢。

廿二、
【進修部輔導小棧】位於圖科大樓 B-104（麗文書局對面）
，輔導老師每週一、二、
四、五 15:00-22:30 定點服務，與導師共同輔導缺曠異常、有休退學意願學生及
協助學生初步生涯探索、心理健康晤談與評估，歡迎同學前往諮商。
廿三、
【心衛宣導】
你喜歡自己嗎？或許我們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文化中，為他人著想是一
種傳統美德，但卻很少有人教我們在愛人的同時也要愛自己。要如何好好重視自
己的感受？
1.自我友善：遇到挫折時不立刻批評自己，先體察自己的情緒，照顧自己受傷
的心。
2.普遍性：知道現在遇到的挫折是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不必因此感到灰心。
3.覺察情緒：在遭遇挫折或想關注自己時，思緒可回到當下的感受，好好感受
自己的身心狀態。
廿四、

活動訊息
廿五、
【繪本與思辨之旅】參加第一場次(黑象與白象)的同學請於 10 月 13 日(星期
三)19:00 到幼保大樓 5 樓故事屋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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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利用發到各班的『樂活社招生』
宣傳單上的 QR-Code 瞭解及報名，或直接向學務組
劉治誠教官洽詢登記。
◎本學期預定辦理主要活動有：(凡參加者均給予公假)
(一) 迎新活動：10 月 22 日(週五)晚上 7 時於硬地網球場(幼保大樓後面)舉行。
（二）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10 月 23 日起原則上於每月第三週的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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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6 日(週五)晚上 7 時於圖科大樓地下室 B103「遊
戲谷」舉行。

人生的光彩在哪裡？
早上醒來，光彩在臉上，充滿笑容的迎接未來。
到了中午，光彩在腰上，挺直腰桿的活在當下。
到了晚上，光彩在腳上，腳踏實地的做好自己。
原來人生也很簡單，只要能懂得「珍惜、知足、感恩」
你就擁有了生命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