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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辦理 56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進修部停課日期如下：
11 月 10 日（三）校慶晚會活動，進修部晚間停課。(週間班當天上課至 17 時）。
11月12日（五）校慶典禮暨導師知能研習，進修部全日停課。
二、
【正耀啟航 SHOW 出光芒 110 學年度迎新晚會】訂於 11 月 4 日(四)於人文樓 9 樓正
修廳閃耀登場，當天節目精彩，有知名歌手、新生競演、學長姐祝福，並有 switch
、POLO 包等大獎，全體新生（週間班除外）請於 19:00 前就座(對號入座)(新生班
級當天停課)。
三、【缺曠預警輔導】第 1-6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逹 14 分以上)將於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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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三)前至晤談系統填
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並列印紙本交回學務組。
四、
【學雜費減免】本學期繳完學費全額才辦學雜費減免的同學，減免金額已退至同學
提供給學校的帳戶，未提供帳戶的同學，請持證件至學務組找何先生領取支票。
五、【賃居生關懷座談】11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於圖科大樓 10 樓至善廳辦理，
講題：「校外住居用電安全增強生活防禦能量」請各班賃居校外的同學擇一場次參
加（第一場 19:10-20:10、第二場 20:40-21:40），其他同學亦歡迎主動報名參加，
出席人員由學務組統一辦理公假，並給予嘉獎乙次之獎勵。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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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會記錄仍未繳交之班級如下：
一年級：機械一甲、機械一乙、機械一丙、資工一甲
二年級：企管二甲、視傳二甲、數位二甲
三年級：機械三乙、休運三乙、妝彩三乙、數位三乙
四年級：土木四甲、國企四甲、金融四甲、幼保四甲、數位四甲

校內外獎助學金
七、【110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申請】已截止申請，教育部審核結果，將於 11 月
下旬(約 11 月 20 日左右)以簡訊方式，發送到申請人手機告知結果(同學可自行至
訊息網查看)，此期間申請人聯絡手機如有更換，請務必告知進修部學務組薛小姐
(分機 2298)，以維個人權益。

八、【校外獎學金】
公益信託卓氏教育基金會-專案「弱勢急難紓困助學金」
，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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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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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第六週（10月24日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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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週資料統計期間【10/2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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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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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企管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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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機械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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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休運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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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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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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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一甲

1,10/25

2

2

2

餐飲三丙

2,10/2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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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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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一乙

1,10/22

2

2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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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運一甲

1,10/27

2

2

2

4

2

4

電機二甲
電機二乙

3,10/25,10/27,
10/28
2,10/22,10/26

110/10/26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 開學已六週，感謝大部份班級值日生及督導幹部的負責及用心，普遍都能盡責，
使共用教室能維持一定的清潔，共享乾淨清爽的學習空間。
然而，也還是有不少人反映:「剛到校一進教室就發現教室不潔」的情形，此類問
題我們都會定期將資料反映給日校或相關業管單位，請這些單位加強要求同學教
室的打掃工作(當然也有部分係本部所屬班級)，請各班只要發現有類此狀況，請
立即拍照後透過「1101環保小蜜蜂」Line@傳送反映，或至學務組(圖科1樓)劉教
官處填寫「日/夜間使用教室未清潔反映單」。
十一、放學時段，學務組均有派員至各班教室實施環境清潔檢查，另日校也會在早上上
學前派員至各班教室實施環境清潔檢查，班級幹部請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於下課
離校前依規定實施打掃、關閉電源，並務必將垃圾丟至垃圾場。凡經檢查或被反
映有缺失之班級，將依校規簽處值日生，請正副服務股長務必經常提醒輪值的值
日生同學務必盡責，若輪值的同學確有故意不盡責之現象，切勿姑息，逕至學務
組填寫「值日生未盡職責反映表」，學務組必依校規對蓄意未盡職責的值日生簽
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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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值日生未盡職
責遭到處份之同學，仍可至學務組申請「行善銷過」
。

宣導事項
十二、
【請假規定】線上請假(事假、生理假)可請60節（10日內完成）
，超過則需持請假
卡到學務組辦理。
「疫苗接種假」請持黃卡及請假卡到學務組辦理，
「四技進修部
群組」不受理請假。
十三、
【電子菸宣導】本週教官校園巡查，發現有同學在吸電子菸，電子菸在國內為不
合法之菸品亦違反本校菸害防制管理辦法，須記過處分。美國最新研究發現電子
菸在動物實驗證實致癌且吸電子菸死亡病例最小僅 17 歲，愛惜生命，請同學勿
再吸電子菸。本週校園巡查，共取締 25 人吸菸，一年級 6 人、二年級 10 人、三
年級 5 人、四年級 2 人、校外人士 2 人，吸菸同學將依校規核予記過乙次處分。
十四、
【交通安全宣導】
(一)近期夜間放學時段部分同學改裝車輛拔除消音器，造成排氣管的聲量非常響，影
響上課班級同學的聽講。再次呼籲同學：改裝車輛已屬違法行為，遭警查獲時荷
包將失血，而且影響他人上課的觀感亦不佳，應避免這樣的行為。
(二)由正修路側門離開學校時因為行人與車輛均多，若爭相搶快容易造成事故，大家
都懂得欲速則不達的道理，請同學們應相互禮讓，才能平安返家。
(三)開學迄今又有多位同學車禍受傷，嚴重者開刀住院，甚至必須先休學療傷，真的
令人婉惜難過！呼籲同學務必遵守交通規則，切勿超速搶快，避免憾事發生！
(四)近日於校門附近有部分同學因違規停放車輛而被開罰單，甚至遭到拖吊，真的是
因小失大。呼籲同學須依交通規則將車輛停放於道路停車格位內，行車進出校園
務必減速慢行，騎乘機車務必繫戴好安全帽！
十五、
【兵役資訊】
(一)內政部辦理110年就讀專科以上83-93年次在學男子，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
事訓練
1.徵兵規則第26條第2項規定：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男子，得依其志願，於每年十
一月十五日以前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連續二年暑假，分階段接
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申請人數逾訓練員額時，以抽籤決定之」
。
2.為便利在學役男提出申請，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主題單
元/「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自110年10月18日(星期一)上午
10時至110年11月15日(星期一)下午5時受理申請。役男得自111年6月16日、7月
7日或7月21日三個入營日期中，擇一梯次申請。各梯次申請人數逾錄取員額時，
由內政部役政署統一於110年11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時公開抽籤。

3.相關宣導資料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is.gd/QioRPR)，詳情請自行前往參閱。
(二)本學期的學生兵役緩徵及儘後召集辦理情形：
1.本學期轉復學生、延修生及90年次以前的一年級未役學生兵役緩徵之核准文號
(金門縣除外)已公告於個人訊息網(熱門服務/個人資訊/緩徵與儘召核准文號)，
若再有接獲鄉鎮區公所的兵役課告知無緩徵紀錄時，可自行登入訊息網查閱核
准文號，若仍有疑義請洽學務組劉教官(07-7358800#2344)查詢及確認，並據以
回復兵役課憑辦（役畢同學儘後召集刻正由各後備指揮部審辦中，俟全數核覆
後再行公告）
。
2.另92年次的一年級新生應於110-2學期開學後方可造送申請名冊，但目前仍有數
位同學未繳交身分證影本等資料，均已經以簡訊通知當事人儘速補交。
十六、
【心衛宣導】你今天笑了嗎？
笑，到底有什麼好處呢？當我們大笑時，會降低壓力的荷爾蒙，同時增加腦內啡，
也能舒緩緊繃的肌肉。澳洲研究發現，笑在心理上，能夠幫助焦慮的調適、提升
創造力、自尊，也能促進團隊合作；而生理上，發炎類的疾病也能夠在大笑後得
到舒緩。所以，難過的時候來張迷因(meme)笑一下吧！

活動訊息
十七、【正修科技大學-原住民族文化週「原音 K 樂」歌唱比賽】
為辦理原住民族學生之文化交流，藉由原住民族樂舞活動促
進學生交流，凝聚原住民族社團情誼，強化南區原住民族學
生社團連結性，透過音樂形式活動，增強原住民族大專青年
傳統樂舞能力，厚實傳統文化意識，展現各校原住民族文化
之特色。歡迎踴躍報名。https://reurl.cc/6Dbjm5
十八、
【三好校園實踐活動-彩繪燈籠畫祝福】
報名：即日起至 11 月 5 日 22:30 止 (報名時領取燈籠)
收件：110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10 日
獎勵：第一名:獎狀乙幀、禮券 2,000 元。
第二名:獎狀乙幀、禮券 1,500 元。
第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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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給予嘉獎兩次鼓勵。
十九、
【學英文好好玩】 2 小時光速破除英語的恐懼
看到牛排的菜單，不要說是英文，連中文我們也都灰撒撒～ 不知道要怎麼點吧！
單字記不住？基礎沒打好？學不好英文？來學實用又好玩的英文吧！讓你以後
吃牛排，就知道要怎麼點了囉！英文菜單也 OK～（報名請掃下方海報 QR）

廿、
【2021 年聖誕愛心發票募集活動預告】
進修部連續 13 年募集聖誔愛心發票捐贈伊甸基金會，今年雖然有疫情，但我們愛
心不隔離，仍將邁入第 14 年。一張發票，一個希望，請同學先準備好 9-12 月份發
票，10 張發票可換摸彩券一張。
為讓同學愛心有回饋，今年的第一特獎是 iphone13(想換手機的同學再等等)，詳細
聖誕節活動 11 月初會公佈，敬請期待。
廿一、
【樂活社】本學期「迎新活動」及「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第一次)」已分別於
10 月 22 日(五)、10 月 23 日(六)舉行，當天活動在大家熱情參與下，很愉快圓滿
地告一段落，相關活動照片歡迎至進修部網站『活動花絮』觀看！接下來還有更
精采的活動將陸續展開…
(一) 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第二次)，定 11 月 27 日(週六)晚上 18～22 時，於本校活
動中心四樓羽球場舉行，全程免費(初學者不僅有專人指導並
提供練習用羽球具借用)。本學期預計舉辦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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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開活動。不管會打或不會打羽球
的同學都歡迎報名/現場參加！
(二) 「創意學習活動-桌遊」：預 11 月 26 日(週五)晚上 7 時於圖
科大樓地下室 B103「遊戲谷」舉行，歡迎有興趣認識、體驗
桌遊的同學，無論你(妳)會不會桌遊屆時都可報名參加，現
場還有校友及學長指導，敬請期待。
廿二、
【111級畢業班個人學士照拍照】訂於110年10月25(一)至11月5日(五)實施，各
班拍照時間表如附表，請各班先行向上課老師報備，並準時至指定地點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