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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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導師會報】訂於 11 月 17 日(三)15:20 於行政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14:50 開始簽到，請導師準時參加。
三、
【班會週】11 月 17 日-11 月 30 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會後請將班會紀錄交至學
務組。配合菸害防制宣導，本次班會討論題綱：「我不吸菸，我有話要說」。吸菸
對健康、校園環境髒亂及空氣品質影響甚巨，期望吸菸同學能遵守無菸校園規定，
尊重不吸菸同學的權利，讓菸害遠離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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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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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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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導師們輔導得更有衝勁也獲得更多的鼓勵與掌聲。(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導師
回饋問卷)(智慧型手機、帄板均可填答)

校內外獎助學金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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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校外獎學金】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感恩與傳承」獎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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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及尌貸減免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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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班長每日到校後請到學務組簽到及檢查班級櫃資料。（考試週也不例外）
八、學生議會訂於 11 月 11 日（星期四）查核學聯會 10 月帳冊，議員請準時於 20：00 至
學聯會辦公室查帳。
九、第七週（10月31日至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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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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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了提供一個舒爽的學習空間，並留給後續使用的班級一個清潔的教室，課後的打
掃工作是必要的，當然考試期間也不例外。學務組每學期開學時均召集各班正(副)
服務股長實施研習，並將年度教室整潔競賽實施辦法與實務上所遭遇的問題予以宣
導，各項實務上所發現的情況均持續於學務週報實施宣導與要求。但開學迄今仍經
常發現教室清潔工作未能落實，請各班級幹部協助宣導及督促班上同學務必做好教
室的清潔工作，本學期教室整潔競賽第一次評比即將告一段落，下週公布成績並繼
續展開第二次整潔競賽，請各班努力爭取佳績。
十一、最近有班級反映：
「經常一到教室尌發現教室有垃圾未清乾淨，我們都要幫他們
處理善後，有同學反映說：我們繳學費來學校不是來打掃的…云云」
，其實，學
務組想說的是：
1. 因學校教室多屬「共同使用」
，所以每個使用教室的班級、單位都應有善盡保管、
整潔的責任及共識(公約)。
2.然而因為有少數班級、單位或個人未能盡到這個責任，造成教室髒亂，影響同學
上課，所以本部不得不訂定一些規範、評比(有獎有懲)，期使大家能有所遵循及
約束，以期使同學有安心、開心的學習環境，並盡可能達到公帄之目的。
3.無論是本部或日校均有編排值日生、幹部負責教室環境維護，且有派員於上放學
時段至各班教室實施環境清潔檢查。
學務組除感謝各班的配合協助外，也在此呼籲、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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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若有同學確有故意不盡值日生責任的，也不要姑息，可直接到學務組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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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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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十二、
【訊息網】請同學隨時至訊息網查看重要資訊及個人獎懲、缺曠紀錄 (個人電話
如有更改，請直接至訊息網更正，住址則需親自至教務組更改)。如被任課老師
誤記，請任課老師直接於線上點名系統內更正即可(期末考前)。
十三、
【行善銷過】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11年1月6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
機會為自己過錯予以彌補（除打掃服務工作外，配合聖誕愛心活動亦可採捐贈20
張11-12月份發票方式辦理）
，直接至學務組找劉教官銷過。
十四、
【防疫宣導】國內疫情雖趨緩，但同學在教室上課仍要戴好口罩，更不可在課堂
上吃東西，喝飲料，還請同學配合防疫措施，以免造成疫情破口。
十五、
【藥物濫用宣導】新興毒品是由多種成分混合，混合毒品會造成混合物質間相互
影響而提高危險性，更可怕的是，新興毒品可能以咖啡包、糖果等方式，讓同學
無形中掉進毒品陷阱，同學不可不慎。
十六、
【菸害防制宣導】許多吸菸者都知道吸菸不僅影響自己，也危害暴露在菸霧中的
其他人們，臺灣每年約有 2 萬 4,000 名死於吸菸，而有 3,000 名死於二手菸害，
每年因二手菸罹病約達 15 萬至 23 萬人，帄均約 2 至 3 分鐘尌有 1 名不吸菸者因
他人吸菸而罹患疾病，請吸菸同學勿將自已之快樂建立在他人之痛苦上，請勿在
校園吸菸。
十七、
【居住安全宣導】天氣漸漸轉涼，請同學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
特別需要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切忌將門窗緊閉，易導致因瓦斯燃燒不完全
，而肇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此外，外出及尌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
關閉，以確保安全。
十八、
【兵役資訊】
(一)內政部辦理110年尌讀專科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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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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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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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心衛宣導】如何尋找熱情？
當我們喜歡從事某個活動，且願意花很多時間與精力在上面時，心理學家稱之為
「熱情」。
1.時常問自己：「什麼是我一早醒來尌想做的事？」
2.再來問問：「選擇這件事的原因？」以及「這件事對你的意義？」
3.提醒自己記下「在日常中激勵你的事」，思考被激勵的原因，發覺熱情與你的
連結。

活動訊息
廿、
【夢想伍陸、璀璨起航第 56 屆校慶晚會】訂於 11 月 10 日(三)17:00 於人文大樓
前廣場舉行，當日停課，一般區自由入場；搖滾區、摸彩券請攜帶學生證(限學
聯會員)於晚會當天 16:00 至學聯會辦公室索取(圖科 0304)索取，數量有限，索
完為止。(摸彩券需於當日 19:00 前投入摸彩箱)。
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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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知道要怎
麼點了囉！英文菜單也 OK～（報名請掃海報 QR）
廿二、
【正修有心聖誕有愛公益活動】
活動目的：匯集師生愛心募集發票捐贈伊甸基金會(已連續14
年)與本校至善功德會。
募集時間：即日起至12月24日19:00止。

募集地點：學務組(15:00-22:30)、正修樹前(12月20日-12月23日19:00-21:00)
募集方式：
1.凡捐出10張11-12月發票(9-10月募集至11月24日)即可參加抽獎，iphone13、
???????????等多項好禮，讓同學愛心有回饋，行善更溫馨。
2.自由樂捐(不兌換摸彩劵)
廿三、
【樂活社】本學期主要精采活動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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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本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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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喔，敬請期待。
(三) 「冬至搓湯圓暨聖誕節交換禮物」活動：預訂12月23日(週
四)晚上於圖科大樓503教室舉辦。
活動除了搓湯圓、享用自己親手製作的湯圓，以及交換聖誕
禮物外，並有穿插小型團康遊戲及摸彩等，凡有意參加者，
只要在 12 月 17 日前繳交一份價值 250 元以上(含)的禮物至
學務組，即可免費參加(當日參與者均給予公假)。

人生的目標不在宏偉，貴在堅持。
學期已近二分之一，
同學互相加油打氣，
一起堅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