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學生缺曠異常預警輔導機制】 

    第 1-6週缺曠嚴重同學(扣分達 14分以上)將於 4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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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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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同學不定時至訊息網更新聯絡資訊，確認個人缺曠紀錄並依規定在十天內完成 

      請假手續。 

二、【學雜費減免】本學期學費繳交全額後才辦理學雜費減免的同學，減免金額已匯入同 

    學繳交的銀行帳戶，若未提供銀行帳戶，請攜帶有照證件至學務組領取支票，有問 

    題請洽承辦何先生分機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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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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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導師們輔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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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賃居生訪視】請各班導師撥冗對班上校外賃居生實地訪視(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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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填報居住現況調查的同學，個人訊息網將暫時無法使用，於完成後始能恢復 

      正常。 

五、【賃居生安全關懷講座】4月11日(一) 19時在圖科大樓10F至善廳實施，將邀請台南 

    地方法院盧鳳田法官就「第一次租屋就上手之租屋契約與紛爭之法律問題探討」為 

    題實施安全宣導，屆時請賃居生踴躍參加，所有學生亦可自由報名參加，凡參加學 

    生均准予公假並核予嘉獎乙次。 

 

 

 

六、【弱勢助學金】 

    請領 110學年度弱勢助學金補助的同學，助學金額扣除下學期學分學雜費後有餘額 

    者，等加退選及抵、免修學分退費後，扣除已退費金額後的正確餘額，預定於 111 

    年 5月初撥入申請人帳戶，屆時會另以簡訊通知，申請同學如有更改聯絡電話，務 

    必告知學務組，以維個人權益，校內洽詢電話：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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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外獎學金】 
   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警察子女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4 月 13 日止 

    公益信託卓氏教育基金會，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止 

    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 

    財團法人屏山文教基金會身障獎助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4 月 21 日止 

    財團法人傳承教育基金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助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4 月 22 日止 

    財團法人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獎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4 月 22 日止 

    財團法人山本文化基金會獎學金，學生自行報名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 

    財團法人陳忠陳葉蕊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學務組受理報名即日起至 5 月 6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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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學金→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資料請繳交學務組薛小姐(分機 2298)。 

 

 

八、第六週（3月 27日至 4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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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25-03/31】 

班級 

本週 累計 

班級 

本週 累計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乙等 
次數 

申誡 
人數 

餐飲四乙 1,3/29 2 1 2 建築二乙 1,3/25 2 3 6 

企管三乙 1,3/31 1 8 5 企管二乙 3,3/25,3/28,3/30 6 8 16 

餐飲三丙 1,3/28 1 4 4 機械一乙 1,3/31 1 2 3 

電機二乙 1,3/29 2 2 4 111/03/29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料已修正 

九、各班若發現教室整潔維護事項上有下列情形，請正、副服務股長依以下指導原則處

理： 

(一) 對於班上同學不配合實施清潔打掃的狀況要怎麼處理？ 

【說明及因應】： 

  1.對於不配合打掃的同學應適時協請班長、導師協助給予勸導，屢勸不聽者請逕至學 

    務組填寫「值日生未盡職責反映表」，學務組會依規定簽處。 

 2.建議徵得導師同意後，找幾個熱心服務的同學幫忙，發現值日生未盡職時可協助教 

   室的清潔工作，於學期末時建議老師適時給予行政獎勵，未盡責的值日生仍應擇期 

   補打掃或適時建議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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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室垃圾整理、傾倒等善後問題，該怎麼做？ 

 【說明及因應】： 

  1.圾垃袋置放於學務組辦公室班長簽到處旁紙箱中，請值日生或服務股長每日以領取 

    1個為原則 (也可麻煩班長配合每日至學務組簽名時一併領取)。 

  2.各班級教室均置放唯一一個垃圾桶(噴有教室編號)，使用前請先將領取的垃圾袋套 

    入，若有發現無故消失，請先至附近(隔壁教室、樓梯、走廊、廁所…)察看是否有 

    被錯放之情形，若確認失蹤即向學務組反映，俾釐清責任。 

  3.每日下課放學前請務必將班級垃圾拿至垃圾場丟棄。切不可藏於隱密處或隨手丟至 

    走廊、廁所的垃圾筒內，更不可放到他人的教室，否則加重懲處。 

  4.完成垃圾傾倒後建議將垃圾筒移放至教室內、開口向下倒置（桶內不可留有垃圾）， 

    避免他人亂丟而造成評分錯誤。 

 (三) 值日生有異動、調整等問題，該怎麼做？ 

 【說明及因應】： 

1.因故無法執行值日生勤務時，應先自行覓妥代理人，或提前向貴幹部報告後，由貴

幹部協助其調整輪值。 

  2.當日值日生有異動時，請到學務組更改輪值表；若屬臨時，可先傳Line報備。 

  3.若因過多同學休退學造成原輪值表紊亂時，可重新修排輪值表並繳至學務組。   

 

 

十、【防疫須知】 

  (一)每日到校前請自我健康管理：勤洗手、測體溫，若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呼 

      吸道症狀，請戴口罩，立即就醫，不要到校上課，電話告知導師、班長請假，康 

      復後再至學務組辦理請假手續（不予扣分）。  

  (二)校園出入口，設有量測體溫管制點，每日進校，請主動配合量測體溫。 

  (三)在校園內，請同學全程配戴口罩。 

  (四)請同學注意自身防疫措施，若有接到政府單位通知需居家隔離或自主管理，請主 

      動向學校回報，居家隔離或自主管理期間，請不要回到學校，以免造成疫情破口。 

十一、【菸害防制宣導】本校為無菸校園，校內全面禁菸，本週校園巡查，計取締 13人  

      在校園內違規吸菸，一年級 5人、二年級 4人、三年級 2人、四年級 2人，吸菸 

      同學一律記過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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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記過同學請於本學期至進修部學務組找劉治誠教官辦理行善銷過。 

      根據衛福部資料顯示，台灣十大死因中，有六個直接跟吸菸有關，菸害在台每年 

      造成至少二‧七萬人死亡，每二十分鐘就有一人死於菸害。研究發現，吸菸也會 

      增加新冠病毒經由手向口傳播可能性，病毒更藉由傳統紙菸、電子煙及加熱菸等 

      煙霧進行氣溶膠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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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藥物濫用宣導】中央警察大學傳出有學生運毒，許姓學生上網從加拿大訂購第二 

      級毒品大麻，透過空運走私大麻花、成品等近 200 公克來台，依毒品防制危害 

      條例，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請同學勿以身詴法。 

十三、【兵役資訊】公告 111年下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規定 

     (一)申請時間：111年 4月 1至 111年 4月 30日 

     (二)申請對象：76年次至 93年次出生役男 

     (三)入營時間：111年 7月至同年 12月 

     (四)申請網址:https://www.nca.gov.tw/sugsys/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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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5uOIQf )請自行參閱。 

十四、【心衛宣導】 溝通好難，怎麼辦？ 

      用心聆聽：專注在對方說話內容，等待對方說完。避免插嘴、打斷別人的話語。 

      重點先行：交談前，先組織想講的話，先將重點說出，再逐一講解，讓對方更容 

                易進入你的想法。另外，在一次談話只要提一至兩個重點，避免對方 

                難以消化。 

      眼神交流：以友善、柔和的眼神目視對方，適時地將目光投放在對方雙眼上，讓 

                對方感覺到你在留心聆聽。 

      身體語言：運用面部表情、手部動作、點頭微笑等身體語言，能讓對方更容易明 

                白你的說話，亦表示你正聆聽。 

      開放式問題：可多提出沒有指定選擇及答案的問題，並善用六何法發問，即何事 

                 （What）、何人（Who）、何時（When）、何地（Where）、何解（Why） 

                  及如何（How）。這有助我們更容易明白對方的觀點。 
         

 

 

十五、【系際盃籃球賽】活動照片:https://reurl.cc/9Oe3YO 

      男子組：冠軍-電機系    亞軍-休運系   季軍-建築系   殿軍-土木系 

    女子組：冠軍-學聯會    亞軍-金融系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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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學生自治組織幹部四合一選舉】 

      ◎111學年度學聯會會長 

      ◎112級畢聯會會長 

      ◎111學年度系代表(每系一名) 

      ◎第 17屆學生議會議員（工學院、管理學院、生活創意學院各三名） 

      歡迎有服務熱忱、有理想、有抱負，想要培養領導、企畫軟實力的同學踴躍參選， 

      登記表請於 4月 15日(週五)前交至學務組。（選舉公告及登記表已發至班上或請 

      至學務組網頁瀏覽） 

十七、【新生盃暨系際盃拔河比賽】5月 3日(二)至 5月 5日(四) 19：00-22：00 在籃球 

      場舉行。 

  (一)「新生盃」以〔新生班〕為單位，自行組隊男子組或女子組，每班至少1隊以上， 

       至多2隊(隊別分為男生組、女生組及混和組，一隊12位選手，出賽8位），男子組 

       取前四名，女子組、混和組取前二名，優勝隊伍給予獎盃、獎金，請各班代將報 

       名表填妥後於4月13日(三)前交至學務組辦公室。 

  (二)「系際盃」〔二~四年級〕以系為單位，有意願參加班級請於4月13日(三)前找系代 

       表報名，隊伍數每系至少1隊以上，至多2隊，男子組取前四名，女子組、混和組 

       取前二名(隊別分為男生組、女生組及混和組，一隊12位選手，出賽8位），優勝 

       隊伍給予獎盃、獎金。 

十八、【樂活社】 

(一) 羽球教學練習聯誼活動(第二次)，定 4月 16日(週六) 晚上 18～22時，繼續於本

校活動中心四樓羽球場舉行，全程免費(初學者有提供練習用羽球拍及塑膠羽球借

用)。第一次沒參加到的同學，要把握機會來活動一下筋骨，認識新同學！ 

(二) 烤肉健行及漆彈戶外活動：預 4月 23日(週六)下午 14～19時 

於澄清湖實施，報名截止日期為 4月 8日(五)前。 

〔即將截止，倒數計時〕有意報名者可向班長填寫報名表 

或掃描 QR-Code。                                       

 

 

我們必須在今日種下良好行為的種子， 

待他日培養出好習慣， 

以好習慣駕馭個性， 

命運會打開一扇新的大門。 

 

        

漆彈烤肉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