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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3
一、
【缺曠預警及輔導】第 1-12 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逹 20 分以上）於 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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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三)前至
晤談系統填寫「缺曠異常晤談紀錄表」
。
二、【期末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操行分數加減分線上作業】
請導師於系統開放期間《即日起至 111 年元月 6 日》進行線上作業，如有相關問題
請洽詢薛小姐#2298。
班級幹部獎懲建議作業：
訊息網→導師班服務→班級幹部(獎勵選項)→輸入完畢→儲存
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
訊息網→導師班服務→學生列表(每位同學可加（減）0-3 分)→輸入完畢→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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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學貸款】
溢貸款項已撥入同學提供的帳戶，若同學未提供帳戶給學校，請攜帶有照證件至學
務組找承辦何先生領取支票。
五、
【賃居生訪視】請各班導師撥冗對班上校外賃居生實地訪視(12 月 24 日前)，並於賃居
調查系統內填寫訪視表及上傳 2 張照片(以橫式為佳，導師與學生請同時入鏡為宜)，
若因學生時間未能配合等因素無法實地訪視者，亦請利用電話訪視或學生到校上課時
機，瞭解賃居處所與校外生活情形，並將晤談情形登錄於賃居調查系統。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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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缺課 10 日內(含假日)辦理。(例:12 月 1 日請假則須於 12 月 11 日前完成)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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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特殊原因，請到學務組找教官說明處理。

七、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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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會記錄仍未繳交班級如下：
一年級：機械一甲、機械一丙、工管一甲、餐飲一乙
二年級：機械二乙、資工二甲、企管二甲、幼保二甲、妝彩二甲、妝彩二乙、視傳二甲、
數位二甲
三年級：機械三甲、機械三丙、資工三甲、企管三乙、視傳三甲、數位三乙
四年級：土木四甲、電子四甲、機械四丙、電機四乙、國企四甲、金融四甲、幼保四甲、
視傳四甲、數位四甲、餐飲四乙

八、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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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會記錄尚未繳交之班級：
一年級：土木一甲、機械一甲、機械一乙、機械一丙、工管一甲、建築一乙、企管一甲、
企管一乙、資管一甲、休運一甲、休運一乙、妝彩一甲、妝彩一乙、視傳一甲、
數位一甲、餐飲一乙
二年級：土木二甲、機械二乙、機械二丙、電機二甲、建築二甲、資工二甲、國企二甲、
企管二甲、企管二乙、休運二甲、休運二乙、觀光二甲、妝彩二乙、視傳二甲、
數位二甲、餐飲二甲、餐飲二乙
三年級：建築三乙、資工三甲、國企三甲、資管三甲、休運三乙、妝彩三乙、視傳三甲、
數位三甲、數位三乙
四年級：土木四甲、機械四乙、電機四甲、電機四乙、國企四甲、企管四甲、資管四乙、
幼保四甲、應外四甲、妝彩四甲、視傳四甲、數位四甲、餐飲四乙

記載詳實的班級：
一年級：建築一甲、資工一甲
二年級：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妝彩二甲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子三甲、企管三甲、觀光三甲、妝彩三甲、餐飲三甲、餐飲三乙、
餐飲三丙
四年級：電子四甲、建築四甲、資管四甲、休運四甲、觀光四乙

九、
【第 8-11 週教室整潔競賽評比成績】
優等：12 個班級，依實施辦法全班同學各核予嘉獎乙次獎勵。
休運三乙、企管四甲、幼保三甲、國企二甲、妝彩二甲、餐飲三甲、企管一甲、餐飲二乙、
幼保四甲、觀光一甲、機械一丙、妝彩一甲。

乙等：22 個班級，請各班加強教室清潔維護工作。
一年級 6 個班：電機一甲、休運一乙、電子一甲、機械一甲、機械一乙、餐飲一乙。
二年級 5 個班：休運二甲、電機二乙、建築二乙、應外二甲、電機二甲。
三年級 9 個班：機械三乙、電機三甲、機械三甲、機械三丙、休運三甲、餐飲三丙、
觀光三乙、餐飲三乙、企管三乙。
四年級2個班：餐飲四甲、電機四乙。

校內外獎助學金
十、【110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
補助金額於下學期學分學雜費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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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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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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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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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111 級畢業班畢業紀念冊預購中，每本定價$720，有意願購買同學請於 12 月 31
日前向各班畢代登記(訂金 300 元)。

111 級畢冊封面

111 級畢冊封面展開圖

十三、第十二週（12月5至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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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週資料統計期間【110/12/03-12/09】
本週
班級

累計

本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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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10/12/07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四、
【班級垃圾處理方式】
請各班級幹部或值日生務必將垃圾袋套放於垃圾桶內(垃圾袋均置放於學務組班
級簽到簿旁)，不僅傾倒垃圾時較為方便(直接將垃圾袋帶走)，也較衛生、無異
味，並建議傾倒垃圾完將垃圾桶移入教室內倒置(避免他人又丟入垃圾)，務必將
垃圾送至垃圾收集場放置。
※校區內共有3處垃圾收集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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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法律常識】偷窺偷拍，小心觸法
◎窺視、偷拍或竊錄他人裙底、廁所或浴室等等非公開之活動或身體部位，可構
成刑法上的妨害祕密罪。
◎依據刑法第 315 條，偷拍他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依據刑法第 235 條，散布猥褻的圖片或文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
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十六、
【菸害防制宣導】本週教官執行校園安全巡查，共取締違規吸菸 17 人次，一年級
4 人次、二年級 9 人、三年級 2 人、延修生 1 人、校外人士 1 人次，吸菸同學將
依校規核予記過乙次處分。同時再次呼籲千萬不要在校園內違規吸菸，避免造成
不吸菸同學的困擾。
十七、
【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申請】(學生年齡 25 歲以下)
1.學生本人住院有連滿 7 天以上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2.父或母有重大傷病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均可提出申請。詳細內容可自行上網查
詢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十八、
【兵役資訊】明(111)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92 年次役男出境應經核准：
(一)「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4 條規定，役齡男子尚未
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境應經核准。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92 年次出生男子已
達法定兵役年齡，具役男身分，如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國應經核准。不過，
若於役齡前的 18 歲之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境，出國並不需申請核准。
(二)內政部役政署業建置「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受理役男線上申

請短期出境，欲出國之役男，請儘早於出國日 3 天前完成出境之申請，經查核無
兵役管制情形者，將立即核准出境，列印核准通知單後，自核准當日起 1 個月內
可多次使用通關出境。
(三)另有關役齡男子出國（包括就學及觀光）的相關事宜，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業務資訊- 下載服務-常備兵徵集類，可供下載役
男出境相關資訊，請大家多加利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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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rl.cc/2on9An)請自行參閱。
十九、本學期轉復學生、延修生及新生的儘後召集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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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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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
【心衛宣導】生活苦，運動就放過自己吧!
身心醫學研究指出，在運動的過程中，會增加血清素濃度，還會
刺激「腦內啡」分泌，使人感到快樂、放鬆。另外，運動還會消
耗掉身體內讓人感到壓力的物質，例如腎上腺素，並且身體會動
員肌肉，使全身緊張，到一定程度後，大腦會命令全身放鬆，達
到舒坦效果。生活很苦，覺得運動也很苦嗎？來試試看懶人瑜珈
吧！學輔中心有實體書喔！

活動訊息
廿一、
【正修有

聖誕有愛公益活動】

(一)發票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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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地點：學務組(15:00-22:30)、正修樹前
(12月21-23日19:00-21:00，12月24日晚上
18:50凡捐出10張11-12月發票即可參加抽
獎，iphone13、WATCH等多項好禮，讓同
學愛心有回饋，行善更溫馨。
(二)聖誕草地音樂會：12月24日晚上7:00-8:25人文大樓前。
邀請R&B女神吳卓源、國民姐姐曾沛慈
及主持人何美與同學共渡聖誕，
報名表已放班級櫃，名額有限，請把握
機會。

(三)名人訪談：(限本校師生，憑票入場)
1.藝人曾沛慈與高屏廣播電台DJ童童訪談。
2.時間/地點：12月24日(五) 16:30-17:30，圖科10
樓至善廳
3.入場方式：20發票兌換入場券一張，憑票入場。
4.兌換地點：進修部學務組(圖科大樓一樓/週一至五
15:00-22:30)
5.兌換日期：即日起至12月17日止。
廿二、
【樂活社】期末主要活動：
(一) 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本學期最後一次活動定
12月11日(週六)晚上18～22時展開，仍於本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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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參加過的同學，要把握本學期最後一次機
會！
(二) 「冬至搓湯圓暨聖誕節交換禮物」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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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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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那些你做不到的事，
去妨礙你能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