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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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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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三)前至晤談系統填寫「缺 

     曠異常晤談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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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導師會報】5月 4日(三)15：10假行政大樓 12樓國際會議廳舉行，14：50開 

    始簽到，請導師準時參加。 

三、【第二次班會週】4月 20日(三)-4月 29日(五) 實施，請導師蒞班主持。配合法治 

    教育宣導，本次班會討論題綱：1.如果同學利用班上群組發佈不正確消息或攻擊辱 

    罵他人，會有什麼法律責任？2.使用群組、社交網站，應注意那些使用規範？ (表 

    格電子檔可至學務組網頁→申請書(表單)下載→學務組→進修部四技班會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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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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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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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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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賃居生安全關懷講座】5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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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賃居生踴躍參加，所有學生亦可自由報名參加，為鼓勵學生踴躍 

    參加，凡參加同學均予以公假並核予嘉獎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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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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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校外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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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學生議會訂於4月25日（星期一）查核學聯會4月帳冊，議員請準時於20：30 至學聯 

    會辦公室查帳。 

十、【學生自治組織會員代表大會】配合防疫改為4月28日(四)19:20線上舉行，會議代 

   碼於會議前30分鐘傳送班長群組。會中將選出111學年度學生聯誼會、畢業生聯誼 

     會、學生議會、系代表，採線上投票請各班班長準時參加 (無法參加請找人代理)。 

十一、【111級畢業班畢冊製作】第三次校稿時間為 4月 25日(一)-4月 27日(三)，請畢 

     代至進修部學務組找薛小姐進行第三次畢冊校對。 

十二、第 9週（4月 17日至 4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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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垃圾放置於垃圾場： 

第 9週資料統計期間【111/04/15-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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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三乙 1,4/19 1 11 8 機械一甲 2,4/18,4/21 2 6 6 

企管二乙 1,4/20 2 9 18 111/04/19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三、請正、副服務股長賡續宣達督導有關教室整潔維護事項： 

(一) 原則上各一般教室均有唯一一個垃圾桶，請各班務必妥善保管置放該垃圾桶於教

室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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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向學務組反映，俾釐清責任。垃圾處理後

建議將垃圾桶放置教室內並倒置，以避免別人又將垃圾丟入。 

 

幹部配合事項 

校內外獎助學金 

http://osa.csu.edu.tw/wSite/lp?ctNode=13016&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check_exam=null&xq_xCat=02&mp=A04000&idPath=9742_9981_9987


(二) 各班當有收到粉紅色的缺失通知單，若有疑問或異議請儘速於三日內至學務組說

明，逾期不予受理。 

 (三) 各班若在上課前發現教室黑板未擦拭乾淨且無法擦拭乾淨(疑誤用油性奇異筆)， 

     除拍照反映外，可逕至本(學務)組借用去漬油及抹布，予以處理。 

 (四) 若因值日生未盡職責遭到處份之同學，可至學務組申請「行善銷過」。 

 

 

 

十四、【防疫頇知】 

 (一)若有乾咳、發燒、肌肉痠痛，喉嚨沙啞，失去味、嗅覺等狀況，建議立即就醫或實 

     施快篩檢測，請不要到校上課，電話告知導師、班長請假，待PCR檢測或快篩陰性 

     後再至學務組辦理請假。  

 (二)在校園內，請同學全程配戴口罩，在電梯內請勿交談。 

 (三)近期疫情嚴重，請同學在上課期間勿吃東西或喝飲料，下課期間，可於教室用餐， 

     但請維持梅花座。 

 (四)近期疫情又起，建議尚未接種疫苗或還沒接種 2、3劑的同學趕快預約接種疫苗。 

 (五)若有接到政府單位通知頇居家隔離或自主管理，請主動向導師或校安中心回報，居 

     家離隔及自主管理期間，請不要回到學校，以免造成疫情破口。 

 (六)同學若確診(PCR陽性)，請主動向導師或校安中心回報，依衛生單位指示隔離或就 

     醫，切勿亂跑，以免受罰，待隔離結束後，方可返校。 

 (七)有同學反映因疫情嚴重，是否改為線上上課，在此說明，本校停課標準依教育部經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意發布校園停課標準辦理相關停課、線上上課事宜。 

 十五、【交通安全】4月20日傍晚，學校於澄清路大門及正修路側門實施「交通宣導及違 

       規輔導登記」，主要登記違規項目為：是否依規定配戴安全帽、是否有左、右兩 

       側後照鏡、是否依規定停放於停車格位內。違規原因以「未依規定停放於停車格 

       位內」違規最多，其次是「未配戴安全帽」。提醒同學： 

 (一)行車進出校門及周邊道路務必減速慢行，騎乘機車前先檢查機車安全狀況(例：剎

車、輪胎、後照鏡等)，行車中請務必配戴好安全帽！ 

 (二)本校側門口及正修路不僅交通流量大且路面寬度狹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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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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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嚴禁停放於行人專用道上及『身障專用車位』；另大門澄 

     清路均為「紅線-禁止(暫)停車」，兩旁人行道也嚴禁行駛及停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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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事項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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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人 

      在校園內違規吸菸，一年級 6人、四年級 5人、延修生 3人、校外人士 2人，吸 

      菸同學一律記過處分，另外請不要帶朋友(校外人士)在校園內吸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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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品格教育】近期教官校園安全巡查時仍會在各大樓的走廊或樓梯間的地板發現同 

      學隨意丟棄的菸頭、飲料杯、鋁箔包裝飲料空盒等，甚至在圖科大樓六樓還有一 

      些珍珠板、保麗龍碎片及組裝失敗的半成品藝品，除了有礙觀瞻外，並造成清潔 

      人員許多的困擾，再次呼籲同學們要發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勇氣，把學 

      校的公共空間當成自家的住居環境來維護，共同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 

十八、【檳榔危害宣導】據研究顯示，口腔癌患者有 9成有嚼檳榔的習慣，嚼檳榔罹患口 

      腔癌的機率為一般人的 28倍；而同時有檳榔、菸、酒習慣的人，罹患口腔癌機率 

      更是多出 123倍，提醒同學不要嚼檳榔，有百害而無一利。 

十九、【行善銷過】本學期畢業班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 5月 13日，請畢業班的同學把握 

      機會到學務組找劉教官申請行善銷過。(可至正修訊息網查詢) 

 (一)記「申誡」者：每次(支)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1次為原則。 

 (二)記「小過」者：每次(支)以執行愛校服務工作 3次、並撰寫反思心得(500字)一篇 

     為 原則。若屬「違反菸害防制法(違規吸菸)」者，頇取得合法醫療院所開立之「戒 

     菸門診證明(收據)」一併附上。 

廿、【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申請】近期內(3個月內)發生的事故 

(一)學生本人住院有連續滿 7天以上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二)父或母有重大傷病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學生年齡 25歲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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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一、【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因車禍、意外受傷、疾病(要有住院)可提出申請。檢附文 

      件：醫生診斷證明、醫療收據(影印本頇加蓋醫院院章)、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身 

      份證正反面影本、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書可至衛保組索取或由進修部網頁自行列印 

        地點:活動中心二樓-衛保組洽進修部徐小姐#2295。 

廿二、【心衛宣導】吵架不好嗎?怎麼好好吵架呢? 

      不要因為怕起爭執就避開對話。如果眼看著兩個人就要吵起來，就好好面對，盡 

      可能吵出好結果。有幾個簡單的做法： 

      1.先問自己：希望從這場對話中得到什麼？希望對話有什麼結果？希望離開時帶 

                  著什麼情緒？ 

 

http://edufund.cyut.edu.tw/HomePage/Rule.aspx


      2.對事不對人：不要為了爽快而攻擊對方的缺點，或說「你每次都這樣！」或「你 

                    知道你的問題是什麼嗎？」 

      3.想想怎麼解決問題：先說清楚彼此生氣的點，讓雙方的資訊維持在同一水平上， 

                         再來和對方討論，而不只是抱怨。 

      4.願意讓對方吵贏：以對事情或對雙方有益的解決方法為討論重點，而非吵架的 

                         勝負。 

       

 

 

廿三、【新生盃暨系際盃拔河比賽】各隊領隊請於 4月 26日(二)19:30至圖科大樓 303視聽 

      教室出席領隊會議及抽籤。 

廿四、【溫馨五月天-母親節系列活動】活動詳情請瀏覽https://is.gd/fZ8wuP 

  (一)母親卡設計徵選至4月27日(三)  

      1.參加對象：全校學生。 

      2.獎勵辦法：優選2名：獎金500元，凡參加同學嘉獎兩次獎勵。 

      3.優選作品由承辦單位製作成母親節賀卡，免費提供師生寄送。 

  (二)真情告白-郵寄母親卡(免費郵寄) 

      1.活動時間: 5月3日- 5月4日，晚上7-9點。 

      2.活動地點:正修樹下 

廿五、【樂活社】 

      烤肉健行及漆彈戶外活動，請已完成報名繳費的同學，4月 23日(週六)14:00 

      攜帶身分證直接到「劉教官漆彈場」(澄清湖後門-文前路附近)集合，且務必配 

      戴口罩。緊接下來還有精彩活動： 

 (一)母親節創意學習活動-手編繩 DIY 

1. 活動內容：由主辦單位提供手編繩材料，邀請寶登珠飾公司 

          王老師親自指導，同學現場自選素材，自行發揮 

2. 活動時間：預 5月 5日(週四)晚上 19:00～21:30 

3. 活動地點：圖科大樓 15-0503教室 

4. 報名(材料)費：50元 

5. 名額：預定 25名，採「先報名先錄取，額滿即止」。 

6. 報名方式：4月 28日前至學務組辦公室向劉教官報名。 

〔參加同學當日予以公假〕 

 (二)羽球教學練習聯誼+詴打會活動：5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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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及場地關係，本次報名人數限 30名，採「先登記先錄取，額滿即止」的方 

     式，並且本次有加碼詴打會，請有意參加的同學要趕快把握機會，盡快報名。 

活動訊息 

https://is.gd/fZ8wuP


廿六、【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基礎急救員訓練班報名簡章】 

  (一)活動時間：111年5月14日~111年5月15日(星期六、日) 

  (二)課程內容：急救概述、中毒、休克、燒燙傷等、心肺復甦術、傷患運送，學術科 

                測驗。 

  (三)報名人數：45人，依據報名順序為準，額滿為止。 

  (四)活動地點：本校體育室一樓多媒體教室 

  (五)活動費用：新台幣700元整(教材費及證照費)。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1年5月3日(二)，欲報從速。 

  (七)招收對象：全校師生。 

  (八)聯絡方式：正修科技大學生活輔導暨保健組 07-7358800#2214 林小姐 

  【活動相關事項】 

  (一)參訓者請著長褲，勿穿著低領上衣、拖鞋及短褲。 

  (二)上課時，請攜帶文具用品。 

  (三)需全程參訓(兩日16小時)，並通過學術科測驗(皆通過70分)，方可取得「中華民

國紅十字會基礎急救員」合格證書。 

     

 

 

我們的一生中， 

會遇到很多岔路口。 

而決定最終命運的， 

不僅靠運氣， 

有時更要靠脾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