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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缺曠預警及輔導】第1-9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達 18 分以上）於 11 月 22 日以電子
郵件通知導師並發函學生家中，請導師關懷輔導並於 12 月1 日(三)前至晤談系統填
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
二、【學生缺曠異常預警輔導機制】
(一)曠課每達 10 節及操行成績不及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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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每三週發函通知缺曠嚴重同學並請導師約談輔導。
※請同學不定時至個人訊息網查個人缺曠紀錄並依規定在十天內完成請假手續。
※如被誤登曠課(遲到)，請直接向任課老師更正。
※請珍惜就讀機會，不要任意缺課、按規定完成請假手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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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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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均可填答)
四、學生議會已查核學聯會十月份帳目並公告於學生議會網頁及學聯會公佈欄，請同學
前往查看(進修部→學生社團→學生議會)，若有任何疑問請至學聯會查詢。

校內外獎助學金
五、【110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申請】教育部審核結果已於 11 月 9 日以簡訊方式
發送到申請人手機，對審核結果有疑義者，請務必於 11 月 26 日前，備齊學生本人
及法定監護人(已婚者+配偶)財稅證明文件(「109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送學務組薛小姐(分機 2298)辦理複
查，逾時不予受理。

六、
【逆勢高飛】
請本學期申請逆勢高飛自主學習計畫同學，於 11 月 30 日前繳回期中 500 字心得報
告及期中成績核定單，有問題請洽學務組承辦何先生或來電 7358800 分機 2309。
七、【校外獎學金】
財團法人台北市九如禪林基金會清寒弱勢優秀學生獎助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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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第九週（11月14日至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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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週資料統計期間【110/11/1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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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三丙

1,11/17

2

3

6

機械一甲

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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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6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九、為了提供一個舒爽的學習空間，並留給後續使用班級一個清潔的教室，課後的打掃
工作是必要的，當然考試時期也不例外，然而，上週期中考期間仍有部分班級值日
生卻未盡到職責，一考完試就逕自離校，造成教室及周邊髒亂，實在不可取。未盡
職責的值日生學務組均依規定簽處，惟處分都只是最不得已的手段，期盼每個班級
都能因為 10 分鐘的簡單整理，使大家都有舒爽的學習空間，共享開心的校園生活！
十、請幹部每日確實督促值日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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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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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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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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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菸害防制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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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校園巡查，共取
締21人吸菸，一年級8人、二年級7人、三年級2人、四年級4人，吸菸同學將依校
規核予記過乙次處分。
十四、
【校園安全】校園是一個開放的空間，目前雖然因為防疫措施少了許多校外人士
進出，但仍難以阻卻一些心懷不軌的宵小，近期接獲通報發現有些行為鬼祟人士
蠢動，提醒同學要妥善保管個人財物，不要將裝有錢、證件、手機等貴重物品的
衣服、提袋或背包等隨意放置，脫離個人視線，勿給這些人可趁之機。
十五、
【交通安全】根據本校校安中心及轄區派出所統計，本校學生於校園周邊最常發
生的交通違規事項為：
(一)車輛未依規定停放於道路停車格位內。尤其是大門違停於兩側步道區，以及側
門未停放於周邊劃設停車格位內。
(二)車速過快。
(三)隨意迴轉及超車。
提醒同學：
1、本校側門口及正修路不僅交通流量大、大部分路段兩邊均規劃有汽機車停車
格位，且有長庚醫院停車場，然而路面寬度仍屬狹窄，請同學若要將機車停
放於校園周邊，務必依規定停放於停車格位內，尤其嚴禁停放於右側行人專
用道上及『身障專用車位』
，以免阻礙交通及影響用路人權益，造成危險。
鼓勵同學申請校內停車，經濟實惠又安心。
※ 校內停車：可直接到本(學務)組登記或逕向總務處(綜合大樓一樓)謝小
姐申請電話：(07)7310606轉2553 (週一至週五 08-17時)
2、行車進出校門及周邊道路務必減速慢行，切勿超車及迴轉，以免造成車禍！
十六、
【校外租屋安全注意事項】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因為一時的疏忽而造成難以
挽回的後果，因此，居家的生活安全，是每個人必備的常識。冬季因為氣候相對
乾燥，同時又是取暖器等電器大量使用的時期，火災隱患等不安全因素就容易出
現，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視。每天就寢前和外出前，應該檢查家裡的電器、煤氣瓦
斯是否關閉，明火是否熄滅，仔細閱讀家庭內所有電器的使用說明書，並按照說
明書指導使用(特別是電熱取暖器、電熱水器等功率大的電器)，以確保居住安全。

活動訊息
十七、
【英文好好玩－破除英語的恐懼】參加同學請於11月25日(星期四)到圖科大樓
0303教室就座。(第1-2節公假)
十八、
【強力徵求協助社團活動工作人員】參與活動不僅能豐富校園生活，也可學習活
動執行，報名表已放置各班級櫃，有意者請找班長報名，並請於11月26日(週五)
前繳回學務組蘇小姐處，如實際參與服務，將予以行政獎勵。
十九、
【名人演講】「小小追星族 變成活跳跳主持人」~心之所向 實現夢想
主講人：
「Hit FM 90.1 高屏廣播電台 元氣 DJ FIFI 菲菲」
時 間：12月9日（星期四）19：00-21：00(當日4節公假)
地 點：圖科大樓10樓至善廳
主辦單位：四技進修部111級畢聯會
報名表已放班級櫃，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廿、【正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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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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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watch等多項好禮，讓同學愛心有回饋，行善更溫馨。
◎聖誕晚會活動表演徵選，報名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歡迎有才藝同學踴躍報
名。報名專線 https://reurl.cc/L7LMoe
廿一、
【樂活社】本學期主要精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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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11 月 26 日(週五)晚上 7 時於圖科大樓地下室 B103
「遊戲谷」舉行，名額有限，採「先登記先錄取」
，額滿即停止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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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已
放置各班班級櫃，也可直接到學務組向劉教官報名！(當日參與者均給予公假)
(三) 「冬至搓湯圓暨聖誕節交換禮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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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二、
【防制藥物濫用創意口號競賽】
一、實施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 中午 12 點止
二、競賽規定：
1、每件作品參賽者以不超過 3 人為限。
2、凡參加人員，每人給予嘉獎乙次獎勵。
三、作品規格：
1、作品直接書寫於 https://reurl.cc/Zjoe8Q 主題欄內，並簡述創作構想
（100 字內）
，且內容不得違反善良風俗。
2、內容不符主旨及未依指定時間繳交作品者，不予列計比賽成績。
四、競賽主題：以『反毒』為競賽主題，反毒作品以推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運動
」為主要內容。
五、錄取名額及獎勵：
1、第一名：禮券 2000 元(團體)，個人各頒發獎狀乙幀。
2、第二名：禮券 1800 元(團體)，個人各頒發獎狀乙幀。
3、第三名：禮券 1600 元(團體)，個人各頒發獎狀乙幀。
4、佳 作：禮券 600 元(團體) ，各頒發獎狀乙幀 (六組）
。
六、參賽作品請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 22:30 點前繳交至學務組劉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