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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教室編號？ 如：27 -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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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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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暨保健組(生活輔導)業務介紹 

一、 請假、缺曠課相關規定 

(一) 於缺課當日起 10 天之內（含假日）完成請假手續，逾期不受理，病假

須檢附收據或相關證明。 

(二) 依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要點規定：基本分為 82 分，事假每節扣 0.1 分，

病假每節扣 0.05 分，曠課每節扣 0.5 分，全勤加 6 分。 

(三) 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應予退學。 

(四) 操行成績不及格，應予退學。 

(五) 缺曠課日數達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令休學。 

(六) 聯絡洽詢：鄭功詔老師 分機 2255 

二、 勞作教育相關規定 

(一) 實施方式: 每位學生每學期依分配須完成 10 次勞掃作業。 

(二) 勞掃時段： 

1.普通教室：下午 5:00~5:30(教室無人上課,可提前至 4:00 時打掃) 

2.各系館：依各系辦需求時段 

3.公共區域：活動中心_早上 7:50~8:10 、 正修路_沒課就可掃 

(三) 每日勞掃結束需上傳佐證照片(要有自己入鏡 2 至 5 張) 

(四) 更多資訊請至 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勞作教育系統 查詢(需登錄) 

(五) 聯絡洽詢：龔智琴老師 分機 6232 

三、 校外賃居輔導相關事項 

(一) 依據教育部 110.6.17 臺教學(五)字第 1100076636 號修訂「教育部推

動大專校院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注意事項」及本校現況辦理。 

(二) 每學期建立校外賃居學生名冊，分發各班導師瞭解學生狀況，並前往關

懷訪視，以瞭解學生校外租屋狀況。 

(三) 符合教育部安全評核 7+1 賃居處所將建檔，列為本校雲端租屋網資

料，提供學生租屋參考資訊，加強與房東之聯繫，以爭取房東對學生關

懷和照顧。 

(四) 辦理賃居安全教育及租屋博覽會等系列活動。 

(五) 聯絡洽詢：賴依青老師 分機 2729 

四、 完善弱勢關懷輔導相關事項 

(一) 目的：為使經濟不利學生不因打工荒廢課業，專注於課業的學習，依學

生學習概況，藉課業輔導小老師及學生自習等方式協助，過程中提供助

學金，提升學生安心就學與學習最佳幫助。 

(二) 報名時間：9 月 12 日(一)起 

(三) 計畫說明會：9 月 21 日(三)；PM15:30 

(四) 執行計畫期間：9 月 26 日(一)至 12 月 2 日 

(五) 聯絡洽詢：鄭淑媛老師 分機 3128 

預警系統 

更多相關資訊 

更多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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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中遇見愛的力量】何妨親自走一遭  龔瑞璋 校長 

服務學習是學習的一環，同時又可作為其他學習領域的檢驗、體悟、深化與統合的

重要工具。從單純、系統的書本知識吸取，到班級及社團的活動，人際自治的學習，以

及相對熟悉的家庭、學校情境的面對，走向較為陌生且複雜的真實社會。 

服務學習的重要意義是「切身體驗」，親自走一遭可以讓學習獲得印證，或者強化，

或者修正，又或者是另一種體悟。這樣的學習，不再是單向的吸納成長，而是兼具吸納

與回饋的雙向互動流轉。 

學生時期能及早體認社會，可以讓知識的學習，生活的體驗，更深，更廣，更切。

服務學習讓同學從一個社會資源的享用者，變成同時也是資源的挹注者，這正是學習的

最終目的──服務人群。成果展現，當有一份欣喜，一份實在感；值得慶賀，也感謝各位

的付出；至於還沒進場的同學，何妨也親自走一遭。 

********************************************************************************************************** 

服務學習課程評量與通過標準 

本課程為一年級必修課程(上、下學期均有開設)，需依本校服務學習辦法與細

則實行課程內容，藉由社會參與實踐服務學習之精神。學生須登入訊息網【學務資

訊-服務學習平台】填報各項參與紀錄，並由授課教師進行評核，如有任一項目未

實行者，本課程將評以不通過，未來仍需重修。 

本課程安排於六日課程時段，因是實作體驗課程，不用到校上課。若授課教師

有需要，再由教師通知學生。授課教師請見訊息網課表或見本組網站公告。 

服 務 學 習 課 程 評 量 項 目 
評量 

項目 

說明 
(一) 

志工服務 

(二) 

社團體驗 

(三) 

專業學習 

(四) 

反思學習記事 

(五) 

教師審核 

每學期 

需執行 

10 小時 

每日核准上限 

1.平日 4 小時 

2.假日 8 小時 

6 小時 

參與本校核准設

立之學生社團且

為正式社員 

4 小時 

校內行政單位或

教學單位辦理之

研習活動 

依左列施作內容 

撰寫心得 200 字

以上加 4 張照片 

前四項填寫

內容不符者

可予以退件 

通過 
標準 

完成上述各項目內容，取得時數證明正本，並拍下參與照片 

並在時間內至服務學習系統登錄並上傳佐證資料( jpg 檔) 

備  註 

系統登錄【志工服務、社團體驗、專業學習】時，需符合： 

1. 每筆紀錄需確實填寫，若與證明不符，將被退件重填。 

2. 時數證明是實名制，需載明學生姓名+學號(或班級)、參與時間、時數並有主

辦單位核章方為有效證明。 註：若是手寫姓名學號，需加蓋承辦人職章。 

志工單位需事先申請且教師審查通過，開學三週內上傳。詳見志工申請表說明。 

製作【反思學習記事】時，需符合： 

1. 於服務學習系統填寫反思記事，心得字數 200 字以上，並附上參與過程照片

至少 4 張(志工 2 張、社團 1 張、專業 1 張)。 

2. 將電子檔案上傳至平台由任課教師評核。不可有抄襲、重複繕寫、照片不符之

嫌。若違反規定或無法證實正當性，則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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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暨保健組  聯絡方式：07-7358800*2729 幼保館一樓 

六、 相關網路資源 

刷最新活動快訊-facebook 粉絲

頁 

 

刷最新活動快訊- instagram  

留存最美的活動快照-Flickr 相簿  

看最感人影片-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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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備的服務學習 

 

七、 其他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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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介紹暨細說正修 
一、 2022 通識手冊 

內容含校長叮嚀話語、正修精神、串起「知識珍珠」的通識教育、校與

通識核心能力、通識教育目標、通識課程理念與架構、通識課程規劃、

日間部通識修課地圖、進修部通識修課地圖、通識課程學習導引、通識

博雅課程選課規定與學分配當、無所不在的通識教育、文化藝術融入通

識教學、通識教育特色課程、未來展望。 

二、 通識教育課程簡介 

(一) 類別與學分配當 

1. 校內通識教育課程包含通識基礎課程與通識博雅課程兩大類。 

2. 通識基礎課程為校訂必修課程合計 24 學分。 

3. 通識博雅課程為校訂選修課程，學生依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

及生命科學等四大領域課程，共選修 4 門課 8 學分(每一領域各選 1

門課 2 學分)。 

(二) 通識博雅課程開課時段 

1. 通識博雅課程開課時間：週四下午 6、7 節及週五下午 6-9 節。 

2. 各系大一於週四 6、7 節及週五 6-9 節為通識時段，大二以上週五 6-

9 節為通識時段，該時段各系不安排專業必選修課程，以供同學能依

學習路徑充分修習通識博雅課程。 

(三) 通識博雅課程選課規定 

1. 第一階段採網路選填志願抽籤式選課，依學校公告之選課期間上網選

填志願。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階段選課日期訂於 8/29(一)下午

12:30~8/31(三)下午 12:30，依所填志願序抽籤決定第 1 門中籤的

通識博雅課程(最少須填 5 個志願，最多可填 20 個志願)。 

2. 第二階段為開學後兩週內加退選，一律採網路加退選(先選先上，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不接受紙本加退選單)，加退選期間可再選

第 2 門通識博雅課程。 

三、 細說正修 

(一) 認識正修：民國 54 年（1965）由鄭駿源、龔金柯、李金盛等先生，

擇定高雄澄清湖畔創建本校，取《大學》「正心」「修身」之宏旨，特

定校名為「正修」，並以「止於至善」為校訓。 

(二) 正修沿革：本校創校時名為「正修工專」，79 年增設商業類科，改制

為「正修工商專校」，87 年設立附設進修專科學校，88 年改制為「正

修技術學院」，89 年設立附設進修學院，92 年改名為「正修科技大

學」迄今。 

(三) 校訓與出處：止於至善，意即到達最完善(美)的境界。取自《大學》首

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通識選課規定 

 

2022 通識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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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正修校歌 

                  

 

 

 

 

 

 

 

 

 

 

 

 

 

 

 

 

 

 

 

(五) 校歌涵義：正修位於高雄半屏山外的澄清湖畔，學校高大壯麗且教學

之聲在天空喧騰，不絕於耳。這裡的山川秀美且凝聚天地間的靈氣、

孕育優秀人才;作育英才及辦學理念效法古聖先賢。通曉萬物之道理，

得以辦好各種事情。在工商領域都能精通研究;砥礪品行，立下志向，

奮發向上，勇往直前。正修就在這萬里山河的國土上奠定，且歷經千

秋萬世，屹立不搖;所有的正修人都能早先一步，一馬當先，成為人中

騏驥。 

 

關於通識教育中心 

(一) 服務位置：人文大樓 2 樓(11-0203) 

(二) 其他相關通識課程資訊歡迎至本中心網頁查 

 

  

校歌下載處 

通識中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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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業務介紹 

本處設有「註冊及課務組」、「專案計畫組」、「綜合企劃組」、「教學發展中心」、「外

語中心」、及「華語中心」三組三中心，從入學到畢業，提供您優質教務行政服務，

並規劃良好的學習環境與學習資源，協助您安心學習、且快樂學習。 

 

一、 註冊及課務組 

提供您從入學報到、註冊、學籍管理、修業規定、網路選課、

加退選、成績管理、學分抵免、轉系(部)、休退學、畢業等服

務。 

 位置：綜合大樓 3 樓 (空間代號：03A0304) 

 服務電話：(07)735-8800#1102-1106  

 E-mail：course@gcloud.csu.edu.tw 

 

二、 專案計畫組 

統合本校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深耕產業、高

教公共性、及善盡社會責任，提供您一個不設限的學習環境，

成為新世代優質人才。 

 位置：綜合大樓 3 樓 (空間代號：03C0305)  

 服務電話：(07)735-8800#5309、2775 

 

三、 綜合企劃組 

規劃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教育部奬勵補助私立技專校

院整體發展經費計畫及其他各項專案計畫，為您提供最

優質的學習環境與學習資源。 

 位置：綜合大樓 3 樓 (空間代號：03C0304) 

 服務電話：(07)735-8800#5207、2152 

  

mailto:course@gcloud.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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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發展中心 

提供您教學助理協助補強落後課業、Tutor 一對一課後學習輔

導、同儕或師生組成學習家族促進自主學習，讓您學習疑難免

煩惱。期末教學評量，讓您表達對教師教學回饋意見，增進師

生良好互動，確保教學品質。 

 位置：綜合大樓 3 樓 (空間代號：03A0302) 

 服務電話：(07)735-8800#1112-1113  

 E-mail：eps@gcloud.csu.edu.tw 

 

五、 外語中心 

提供你學習英文的完善設備與豐富資源。 

包括通識英語文教學、英檢證照輔導班、外籍教師互動諮詢、

英文線上自學軟硬體設備與英語文競賽活動等相關輔導措施。 

 位置：人文大樓 1 樓(空間代號：11-0101)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服務電話：(07)735-8800#2710  

 E-mail：llc@gcloud.csu.edu.tw 

 

六、 華語中心 

提供國際生學習華語文的完善設備與豐富資源。 

包括國際生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檢定證照輔導班、教師互動諮詢、

華語文線上自學軟體與舉辦中華及台灣文化活動等。 

 位置：人文大樓 6 樓(空間代號：11-0612)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服務電話：(07)735-8800#6260  

 

     

     

  

教務處 優質自學網址- 

語言中心 

正修新生 

服務網 

 

教室位置圖 選課系統 

mailto:llc@gcloud.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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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業務介紹 

~學輔中心業務分為「三．生．有．性」~ 

 

 

 

 

 

 

 

 

一、 學生輔導中心服務資訊 

時間 地點 

週一至週五  08:00-21:00 行政大樓四樓 學輔中心 

   週六     13:30-21:00 幼保大樓一樓 校安中心 

二、 諮商輔導服務 

(一) 服務範圍：凡有生活適應、學習困擾、人際關係、感情困擾、生活壓力

與情緒管理、生涯發展、親子關係、自我發展或其他困擾。 

(二) 諮商方式：採預約制（緊急情況者不在此限），視需要以個別或團體兩

種方式實施。 

(三) 個別諮商流程： 

1. 第一次到學輔中心時，輔導老師會先瞭解妳/你的基本資料、來談動機

與原因，以及未來可進行諮商的時間。老師會依據你的狀況，幫你安

排適合與你後續晤談的心理師。 

2. 正式開始晤談前，心理師仍會與妳/你討論說明諮商權利與規定，並簽

署「個別諮商同意書」。 

3. 晤談時間：晤談時間以每週一次、每次五十分鐘為原則，如果遇到特

殊狀況，可與輔導老師討論後視情況做出適當之調整。 

 

三、 學生輔導中心服務項目 

只想找個人陪我走一段－個別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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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輔導老師，會以一對一的方式與你分享心事，透過晤談和溫暖的互

動，和你共同來澄清疑惑，並解決有關人生觀、家庭學校、感情困擾、人際

關係、生涯規劃…等方面的困擾。當你有需要，想更深入瞭解自己時，直接

到來學輔中心預約吧！  

真想更了解自己的個性和能力－心理測驗 

這裡有多種專業且有效的心理測驗，可以依照需求預約登記，選擇你想要探

討的主題（人格、性向、生涯、情緒、學習…等）。輔導老師會協助你認清和

評估自己能力與特質，診斷適應上的困擾或限制，預測將來發展的可能性。 

當我覺得不服氣，我想申訴時－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當你對於學校的懲處、措施或決議，反映之後卻求助無門時，你可以向學輔

中心提出申訴，只要填寫申訴書與佐證資料，交由「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進行公平、公正的審議。（申訴專線 07-7358858） 

當我遇到了校園之狼，真是不甘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如果有人對你開黃腔、毛手毛腳，侵犯你的身體自主權，讓你覺得不舒服

時，就勇敢的站出來向學輔中心申訴檢舉，過程絕對保密，交由「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審議，捍衛自己的權益。（申訴專線 07-7358858） 

四、 諮商輔導服務Ｑ＆Ａ 

Q1：被找來學輔中心的學生，是不是都是心理有問題或是行為偏差的學生？ 

A1：來學輔中心預約諮商的同學們，許多是想要更深入的認識自己，有些是

想處理對未來升學或就業規劃的疑問，有的是想學習如何與喜歡的人溝

通，而有的則是遇到情緒或生活上的低潮，這些人都希望能夠找個人一

起討論，所以才會來到學輔中心。 

Q2：到學輔中心諮商或是輔導，是在做什麼啊？ 

A2：在多數的情況下，所謂的當事人會有一些困擾或是求助的問題，想要與

諮商師（輔導老師）作討論，諮商師（輔導老師）的角色則是扮演協助

當事人一同進行探索問題的角色，換句話說，當你遇到問題時，可以透

過諮商的進行，有一個人與你一起進行問題的探險之旅，當然這趟探險

的旅程，決定權是在當事人的身上，你可以決定什麼時候停止或是繼續

下去，當然過程中也都是保密的喔！ 

Q3：我有事情想跟輔導老師諮商和討論，可是不想讓別人知道，我該怎麼

做？ 

A3：其實到學輔中心預約諮商或是心理測驗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到學輔中心

的櫃檯，跟櫃檯說明你想作測驗(諮商)，並留下聯絡方式，輔導老師會

主動與你聯絡預約時間。而且，學輔中心的諮商室，其實是很隱密的

喔！ 

學輔中心，願與你分享心情的每一刻 

正修科技大學 學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  專線電話：07-7358858 

行政大樓四樓   E-mail：counseling@gcloud.csu.edu.tw 

正修心生活提案  http://www.facebook.com/CSUSCC.4F 

正修｜心生活提案  https://www.instagram.com/csu.dogood.feelgood/  

http://www.facebook.com/CSUSCC.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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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務處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洽詢地點：體育室 2 樓 

洽詢電話：07-7358800 分機 1198 

中心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csu.acdc 

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業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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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業務介紹 

 

位置：活動中心四樓 (羽球場對面) 

 

業務項目：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諮詢、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諮詢、原住民學生就業輔

導、原住民學生課業輔導、原住民學生生活協助、校內原住民學生工讀機會、辦理職涯

體驗講座、原住民文化傳承工作坊、部落參訪文化體驗、辦理原住民文化專家講座、連

結校內外原住民相關社群合作、促進部落青年交流學習、企業職場達人講座、創意創業

講座、文化與歌謠舞蹈教學班及原民部落文創社指導。 

 

業務承辦窗口： 

學生事務處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體育室二樓 李怡瑄 分機 2437 

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活動中心四樓 李怡瑄 分機 2438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官網：https://reurl.cc/xGo6M4 

 

 

 

https://reurl.cc/xGo6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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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暨保健組(衛生保健)業務介紹-多元性別、友善校園 

一、 新生健康檢查事項 

(一)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八條規定辦理新生健康檢查。 

(二) 受檢時間：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周體育課時間（休運系及五專生另

行通知檢查時間）。  

(三) 受檢項目：請掃 QR CODE 查看。 

(四) 檢查費用每人 330 元，現場繳交（請自備零錢）。 

(五) 檢查當天請勿點眼藥膏，有視力矯正者，請配戴一般眼鏡，勿戴隱形眼鏡

請穿著沒有鈕釦或亮片的上衣，勿戴項鍊等金屬飾品；以免造成 X 光診

斷上的困擾。 

(六) 當日可進食(清淡飲食，避免高糖高油食物)、喝開水，不可喝飲料，以免

影響檢驗結果；若有長期服用慢性藥物治療者，請勿自行停藥。 

(七) 如三個月內有做過符合檢查項目的體檢或未於學校參加健檢之學生，須

於開學後二星期內將合格醫院之學務處生活輔導暨保健組（活動中心二

樓保健組）。 

(八) 聯絡洽詢：林育萱老師 分機 2214 或 建佑醫院 王先生 0918-376-644 

二、 學生團體保險須知 

(一) 被保險人：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含已繳保費之休學生及延修生）。 

(二) 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身故以法定代理人或其家長為受益人）。 

(三) 理賠項目：意外（車禍、骨折、燙傷…等）、疾病住院。 

(四) 保險期間：每學年上學期 8 月 1 日至下學期 7 月 31 日。 

(五) 理賠申請時效：醫療理賠自疾病或意外事故發生後兩年內提出申請。 

(六) 學生團體保險費用納入學生註冊繳費代收；參加保險期間享有理賠權益，

若因個人因素考量不參加保險者，請務必於每學期期初至開學後二周內至

學務處生活輔導暨保健組（活動中心二樓保健組）填寫「不參加保險切結

書」【需先完成註冊繳費並簽立切結書，後續由校方統一造冊辦理退費】。 

(七) 聯絡洽詢：薛琍珊老師 分機 2212 

三、 其他業務執行 

(一) 意外傷害之預防與緊急送醫處理工作 

(二) 各項傳染病防治宣導。 

(三) 學生餐廳廚房衛生督導工作。 

(四) 實施衛生教育宣導及健康教育活動。 

(五) 推動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畫。 

(六) 辦理急救安全訓練，新生 CPR+AED 認證研習。 

四、 疾病宣導事項 

(一) COVID-19 宣導 

主要藉由近距離飛沫、直接或間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或無呼

更多相關資訊 

健康檢查項目 

團體保險須知 

保險合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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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防護下長時間與確診病人處於 2 公尺內之密閉空間裡，將增加人傳

人之感染風險，因此在疫情流行期間，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 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加強衛生習慣，勤洗手，避免接觸傳染，

戴口罩，注意咳嗽禮節。 

2. 如出現發燒、乾咳、倦怠，約三分之一會有呼吸急促，其他症狀包括

肌肉痛、頭痛、喉嚨痛、腹瀉等，另有部分個案出現嗅覺或味覺喪失

（或異常）等等症狀，請及早就醫，並告知旅遊史及接觸史。 

(二) 結核病防治宣導 

傳播方式：結核病的主要傳染途徑是飛沫與空氣傳染。 

1. 潛伏期：健康人受到結核菌感染後，通常並不會立即發生結核病之症

狀，而結核菌可長期潛存在宿主體內伺機發病。 

2. 發病症狀：咳嗽、胸痛、體重減輕、倦怠、食慾不振，發燒、咳血等；

如有疑似結核病之症狀(如咳嗽超過三週)，宜儘速就醫。 

3. 預防方法：認識疾病之傳染方式及可能的症狀，以便能早期就醫、早

期診斷與治療；改善居住環境，避免過度擁擠，以減少疾病傳染機會。 

4. 治療原則：結核病是個可治癒的疾病，按規定服藥 2 週內即可大大的

降低其傳染力，持續按規定服藥至少 6 個月以上即可完全治癒。 

(三) 登革熱防治宣導 

藉由病媒蚊（埃及斑紋、白線斑紋）叮咬而感染，不會人傳人，如有發

燒、頭痛、出疹、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應儘速就

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活動史等相關資訊，以利醫師診療及通報。 

五、 健康議題宣導事項 

(二) 正修蔬食日： 

每月 1 號為正修蔬食日，藉由改變飲食習慣而降低排碳量，養成健康蔬

食和環保減碳的生活習慣，達成節能減碳愛地球的目標並落實健康校園

的生活型態。 

(三) 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預防代謝症候群五大絕招- (1)聰明選

健康吃 (2)做檢查早發現 (3)站起來動 30 分鐘 (4)不吸菸、少喝酒 

(5)壓力去、活力來。 

(四)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1. 尊重健康權：高危險群應主動接受篩檢，健康者有免於感染的

權利。 

2. 主動篩檢：主動加入愛滋諮詢及篩檢活動，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3. 安全性行為：性行為時，務必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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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菸害防制（含無菸校園） 

(六) 毒品與藥物濫用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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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暨社團介紹 

學生會介紹 

  由學生經營的自治組織，主旨積極爭取

學生權益福利，並作為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溝

通橋樑。 

 

 

 

 

 

學生會 FB              學生會 IG 

 

 

 

   學生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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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分類 

  

社團類別 
數

量 
社團宗旨 社團名稱 

學術性社

團 
15 

以學術研

究 或 文

藝、技藝

教學為主

要宗旨者 

日本文化藝術社、四健會、生命活泉社、正修 ACCGN

研發部、調酒咖啡飲品研習社、桌上遊戲社、原住

民部落文創社、彩虹天堂新世代領袖社、 

正翼無人機飛行研究社、新媒體社、電子音樂社、 

電影心賞社、領袖群英社、環保先鋒隊、攝影社 

服務性社

團 
11 

以校內外

服務為主

要宗旨者 

中智佛學社、公益領袖社、交通安全服務社、同圓

社、光明學青志工社、青年服務志工團、青創服務

學習社、春暉志工服務社、國際麻吉社、崇德青年

志工社、親善服務社 

體育性社

團 
20 

以體能或

體育活動

為主要宗

旨者 

手遊社、正修劍玉社、生存遊戲社、羽球社、合氣

道社、射箭社、桌球社、排球社、健身社、飛鏢社、

棒球社、跆拳道社、滑板社、極真空手道社、網球

社、劍道社、撞球社、壘球社、籃球社、競技運動

指導社 

康樂性社

團 
7 

以康樂或

休閒活動

為主要宗

旨者 

光火舞蹈社、交響國樂社、弦舞吉他社、創作音樂

社、街頭舞蹈社、熱門舞蹈社、魔術社 

自治性社

團 
23 

以自治或

社員聯誼

為主要宗

旨者 

全校性 學生會、學生議會、畢業生聯誼會 

工學院 

土木系學會、電子系學會、機械系學會、 

電機系學會、工管系學會、建築系學會、 

資工系學會、電競系學會 

管 理 學

院 

國企系學會、企管系學會、資管系學會、 

金融系學會 

生 活 創

意學院 

妝彩系學會、休運系學會、幼保系學會、 

應外系學會、觀光系學會、餐飲系學會、 

視傳系學會、數位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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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業務介紹 

一、 公物報修系統相關事項 

(一) 在校園內發現任何需維（檢）修的設備（施）以及環境清潔維護情形，

可洽系辦公室或由任課教師進行線上報修，本處將立即派員前往處理。 

(二) 報修系統共分有以下 6 項類別： 

1.一般公物      2.電腦設備      3.視聽設備      4.緊急求救設備 

5.消防設備      6.電話設備 

 

二、 停車位申請登記相關事項 

(一) 請由正修訊息網或總務處網頁連結『車位登記系統』登入(帳號為學

號，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登記流程如下： 

第一次申請者需備妥「本人之駕駛執照」圖檔，以利上傳。 

 

(二) 已完成黏貼 E-tag 感應貼紙者，往後每學期只需上網登記並完成繳費即

可，貼紙為永久使用，請勿撕毀，若感應不良可至正門守衛室重貼，但

屬人為因素破壞者，則需付工本費 50 元。 

(三) 車位申請登記為學期制，每一學期申請作業皆在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公告

相關資訊，請同學自行注意並在申請期限內完成線上登記。 

(四) 聯絡洽詢：總務處事務組 07-7358800 分機 1146。 

 

三、 新生提供個人銀行帳戶相關事項 

(一) 新生個人銀行帳戶將作為校內領款、退費之用，請提供學生本人之銀行

帳戶。 

(二) 除元大銀行存戶轉帳免手續費，其他金融機構/郵局存戶需扣手續費 10

元/次。 

(三) 開學後一週內，請班代表收齊表單，交至出納組(綜合大樓 2 樓)備查。 

(四) 聯絡洽詢：總務處出納組 07-7358800 分機 1134－1137 

 

四、 正修守護犬相關事項 

(一) 本校共有 8 隻校園守護犬，分別為「正修大狗幫」及「五汪底家」。 

(二) 所有守護犬已全數結紮且每年定期施打疫苗。 

(三) 守護犬於門禁管制時間（晚上 11 點後）警戒性提高，請避免於晚上 11

點後離校；如因研究、課業需要，須於門禁時間離校，可與守衛人員約

 

車位登記系統 

更多相關資訊 

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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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點， 由守衛人員陪同離校；守衛室聯絡電話 07-7358800 分機

1155。 

(四) 更多相關資訊請至正修總務處→環安組→正修守護犬專區 點閱。 

 

五、 教科書訂購服務相關事項 

(一) 疫情期間減少外出，為便利學生購得書籍，麗文校園書局提供訂購連

結，郵寄書籍到家，讓同學不出門也可以在家安心學習。 

(二) 聯絡洽詢：1.電話：07-7356378          2.位置：圖書科技大樓 B1 

3.Mail：G7@campub.com.tw  4. Line@bxm3019a 

體育室業務介紹 

一、 體育選課方式 

1. 一、二年級必修，採興趣選項方式，務必選課，不得缺修。 

2. 採用「選填志願抽籤式網路選課」：上網登記選課，填選志願序，再經 

電腦抽籤決定。 

3. 網路選課時間：111/8/29~8/31，9/5 公告抽籤結果。 

4. 第一週直接線上選課 

5. 第二週至體育室辦公室手動加退選 

(先行上網至正修選課系統，列印加退選單)。 

6. 休運系體育課程訂為專業課程，不需另外選課（休運系辦另行排課）。 

 

二、 適應體育班 

如罹患重大疾病、車禍受傷不適合上一般體育課學生，請至體育室辦理修

課。(申請表請至體育室網頁表格下載) 

 

三、 運動場地借用相關事項 

1. 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運動場，須由單位負責人，於兩星期前向體

育室辦公室辦理登記手續，認可後方得借用。 

2. 場地借用表單可至正修學生會網頁下載。 

 

四、 運動器材借用相關事項 

1. 校內學生可憑學生證於課餘時間借用，但不得超過時間歸還，未能按時

歸還者，喪失續借權力，惟代表隊者有必要時例外。 

2. 所借器材如故意損毀或遺失調換者，應照價賠償。 

3. 所借器材為供體育正課使用者，應由各班康樂股長憑學生證登記借用，

校犬志工招募 

mailto:G7@campub.com.tw
mailto:4.Line@bxm3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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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後清點如數送還。 

 

五、 心肺復甦術（CPR＋AED）認證研習 

1. 於體育課安排 2 週(4 小時)研習課程並取得 CPR＋AED 證照。 

2. 研習時間：開學第 6、7 週 

★ 體育室聯絡洽詢：助理林珮宇 分機#6176 ★ 

軍訓暨校安中心介紹 

一、 服務項目 

(一) 緊急突發事件協助 

(二) 機車安全帽、吹風機、雨具借用 

(三) 法治教育諮詢與協助 

(四) 性平與反霸凌諮詢與協助。 

(五) 交通事故諮詢與協助 

(六) 國軍人才招募事宜 

(七) 校園安全事件諮詢與協助 

(八)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運動宣導與執行(菸害、反毒諮詢與協助) 

(九) 兵役諮詢(兵役諮詢專線：07-7312787 以及 0978-500795) 

(十)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折抵事宜 

二、 校安事件回報與掌握 

(一) 若同學於校外發生校外事件，記得要儘快向校安中心 07-7312787 或分

機：2340 或 0978-500795 回報，俾利校安中心(輔導教官)協助同學處

理校安事件。 

(二) 提醒請各班幹部要確實掌握班上同學情況，如班上同學有發生任何校安

事件，請主動回報，俾利能於第一時間協助同學危機處理。 

(三) 各系所輔導教官分配一覽表 

 

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系所輔導教官分配一覽表 

輔導教官 分機 輔導科系(含研究所) 辦公室位置 

岳家麒教官 2348 數位、幼保、土木 

幼保系館一樓 
(軍訓暨校安中心) 

簡志旭教官 2345 五專部 

蔡育霖教官 2339 機械 

李振權教官 2296 工管、觀光 

呼元昌教官 2310 資工、妝彩 

賴力榮教官 2347 電機、應外 

軍訓暨校安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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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榮章教官 2349 電子、金融 

諸筱榆教官 2333 建築、資管 圖科大樓 6 樓 
教官室 

(603 教室旁) 楊淑玲老師 2334 支援各系所 

鄧丹莉教官 2335 休運、視傳、電競 生創大樓 4 樓 
教官室 

(407 教室旁) 袁秀珍教官 2337 餐飲、企管、國企 

 

三、 營造友善校園、防制校園霸凌 

(一) 教育部於 100 年 2 月 16 日假各級學校同步啟動反霸凌宣誓活動，學務

處提醒同學要友愛同學!不要霸凌!!新學期的開始，期勉同學珍惜就讀機

會，與同學和樂相處，遇事不要衝動，嚴禁暴力違法行為，若與同學有

嫌隙，應尋求正當管道解決，導師、學輔中心、系輔導教官均樂意為同

學排憂解愁。 

(二) 學務處針對霸凌定義提供同學參考運用： 

(1) 所謂「霸凌」係指一個或多個同學，對其他一個或多個同學間重複發

生的負面行為，此負面之行為可能是直接以肢體上或口語上的強力，

例如：打、踢、揶揄、嘲諷；或以間接方式，如操弄友誼或故意使同

學無法參加活動。 

(2) 另構成所謂之「霸凌」條件如下： 

1.係一重複發生之行為：亦即在某特定一段時間內，經常發生同類之

行為。 

2.該行為必須出於傷害或騷擾之故意。 

3.該行為須屬負面且具暴力性質者。 

4.力量失衡狀態(兩造勢力（地位）不對等)。 

5.其他經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討論後認定者 。 

(三) 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索，請你主動向

學校反映，學校會幫你們解決，你可利用下列方式投訴： 

(1) 投訴信箱：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校安中心收。 

(2) 投訴電話：校安中心專線 07-7312787 或 07-7358800 轉 2340 

(3) 教育部 24 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4) 學校投訴電子信箱 military@csu.edu.tw(軍訓暨校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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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兵役 

(一) 新生(男生)辦理兵役緩徵及儘後召集事宜： 

(1) 未服役男生，繳交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由學校統一辦理在

學緩徵。 

(2) 已服完兵役男生，繳交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及結訓(退伍)令

影本，由學校統一辦理後備軍人儘後召集(在學免教召)。 

(3) 為免役體位、替代役、停役或現役軍人等身分同學，請繳交相關證

明文件影本以利學籍系統之兵役類別登錄。 

(4) 若為推甄、技優申請入學而新生註冊當天免到校，兵役緩徵(儘後召

集)申請表尚未繳交同學，請於開學後一週內補繳至軍訓室；逾期未

繳交者，屆時收到入營徵集令或後備軍人教召令將自行負責。 

(5) 相關兵役業務諮詢請洽軍訓室李振權教官，分機 2296。 

(二)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抵役期」作業流程： 

(1) 先至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申請「學生歷年成績總表」二份。 

(2) 持成績單至軍訓室審查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成績，合格後於

成績單上核章役期折減天數。 

(3) 一份留存軍訓室，另一份發還同學自行妥善保存，以便入營後繳交

給服役單位，作為折減役期之憑據。 

五、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運動 

(一)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運動」宣導月活動：配合教育部推動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運動，在每年 6、12 月份訂為「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運動宣導月」，

結合全校性活動加強宣導，擴大宣傳效果。 

(二) 結合反毒學生社團：結合本校反毒社團「春暉社」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配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運動」為主題，加深同學對堅決拒毒、反毒的

更多相關資訊 

更多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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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並提升同學對毒品的認識。 

六、 菸害防制工作 

(一) 本校自 105 年 9 月 1 日起為無菸校園，吸菸同學未依規定經舉發可處

2 仟至 1 萬元罰鍰，請各位吸菸同學為了自已身體健康、校園環境整

潔、個人經濟考量、校園空氣品質及不吸菸同學的權益，請勿在校園內

吸菸。 

(二) 學務處將不定時於校園巡查勸導，若同學在校園內吸菸，依校規記過處

分【違反菸害防制法者，申請行善銷過除愛校服務六小時及需心得一篇

外，另須參加菸害防治講座一場或菸害防治宣導活動一次】。 

(三) 有志加入菸害防制宣導活動的同學可事前至軍訓室鄧丹莉教官處登記

(分機 2335)或洽詢各系輔導教官。 

戒菸專線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六 09：00 - 21：00(除過年期間與週

日外國定假日照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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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業務介紹 

「圖書資訊處」主要業務分為圖書服務(A 館)與資訊服務(B 館)。設有圖書服務

組、資訊教育組、資訊技術組等三組。A 館位於圖科大樓一至四樓，提供圖書服

務，主要負責全校圖書資源(包括圖書、期刊、電子資源等)相關業務；B 館位於

人文大樓四、五樓，提供資訊服務，主要負責全校資訊支援(包括校務系統、網

路、電腦教學等)相關業務。 

一、 A 館-圖書服務 

(一) 流通服務：凡本處讀者(含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已辦證之校友與校外人士)

於開放時間內均可在館內瀏覽或借閱可供流通的館藏，另設置還書箱，便利

讀者全天候歸還所借館藏。 

1. A 館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週六 週日 

資訊生活館 8:00~21:30 12:00~20:00 9:00~16:00 

資訊共享中心 9:00~20:00  13:00~19:00  10:00~15:00 

遊戲谷 9:00~17:00  closed  closed 

• 國定假日休館、寒暑假時間另外公告。 

2. 進館方式： 

(1) 證件：進館請持學生證刷卡入館。尚未有學生證者，可持個人有效

證件如身分證、健保卡等有照片之證件借書。 

(2) QR-code：利用「正修 LINE BOT」所產生之數位 ID 刷 QR-code

入館。 

(3) 人臉辨識：至圖書館進行人臉登錄，即可人臉辨識進館。 

(二) 圖書資源服務：本處館藏共六十萬餘冊/件，包含圖書、期刊、視聽資料、

電子資源等。 

1. 圖書借閱查詢：以正修訊息網帳號、密碼登入後，可檢視個人借閱狀況及

辦理線上續借或預約並可查詢借閱、預約及違規記錄。網址：

https://webpac2.csu.edu.tw/ 

2. 雲端電子書庫：本校讀者可使用凌網、UDN、飽讀、華藝中文、漫讀等

五大知名電子書平台之電子書與雜誌，內容包羅萬象，不論是文學、科

普、休閒、考試用書或自我學習相關內容應有盡有，歡迎多加利用。網

址：https://tes.csu.edu.tw/CSU_View/ebook.html 

3.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以正修訊息網帳號、密碼登入此系統可在校外查詢

學 術 論 文 、 電 子 期 刊 、 資 料 庫 等 資 源 。

https://search.csu.edu.tw/csuhyint/index.jsp 

4. EDS 資源探索平台：透過資源探索平台即可搜尋到本校圖書館之所有含

實體館藏與各種電子資源。網址：https://reurl.cc/MNZjj4 

圖書借閱查詢 
系統 

查閱更多資訊 

圖書借閱查詢 
系統 

雲端電子書庫 

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 

EDS 資源探索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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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內使用：可直接於透過 EDS 資源探索平台搜尋。 

• 在校外使用，請先登入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在左下方資源清單查

詢處搜尋 EDS 即可於校外遠端使用該平台服務。 

 

(三) 推廣服務：本處每學期均有舉辦藝文月、名人演講活動，活動內容包含特色

展覽、邀請名人到校演講，另外也有好書大放送的活動，同學們可免費索取

活動中陳列之書籍(含教科書)，歡迎大家多多參與；另外每學期均舉辦多場

圖書資源利用教育訓練活動。各項活動請上圖資處官網以獲得更多訊息。 

(四) 空間設備服務：圖書館二樓資訊共享中心提供電腦、iPad 等設施；也有靜

思坊、閱讀書坊、研究小間、團體討論室提供師生自由運用；圖書館遊戲谷

提供 XBOX、PS4、高階電競環景賽車等設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二、 B 館-資訊服務 

(一) 行動學習整合服務： 

1. 正修易課 2.0 數位學習平台：以正修訊息網帳號、密碼登入即可隨時隨

地瀏覽、使用個人修習課程的數位教材內容、進行自主線上學習、完成線

上課程活動等，是個功能完善與方便的學習利器。 網址：

https://eclass2.csu.edu.tw/ 

2. OCW 正修科大開放式課程：收集國內外優良開放式課程資料，並建置正

修專屬開放式資源，目前收集超過 10,031 部課程影片。網址：

https://ocw-fms.csu.edu.tw/  

3. MVOD 行動電影院：蒐錄圖資處購置之線上公播版影片、名人演講錄影、

校內研習課程與教育訓練錄影、以及公共電視教育影音公播網等多媒體

資源，內容相當豐富，可作為學習、作報告時參考資料與休閒時使用。網

址：https://imod-fms.csu.edu.tw/ 

4. 雲端軟體銀行：蒐錄各類校園授權與自由軟體供全校教職員生下載使用。

網址：https://softbank.csu.edu.tw/ 

(二) 網路與雲端服務 

1. 校園無線網路：「正修校園無線網路」涵蓋 100％的室內空間，及 95％

的戶外空間，可選擇 (1) 802.1x_CSU(建議)、(2) WAVELAN_CSU、(3) 

TANetRoaming 任一無線網路名稱登入方式使用，登入帳號、密碼與

正修訊息網相同。 

2. G Suite：提供企業級電子郵件信箱 Gmail、雲端協同合作 Docs 以及雲

端硬碟 Google Drive，畢業後帳號更可帶著走。 

正修易課 2.0 平台
學生版手冊 

校園無線網路 
使用說明 

正修 G Suite 
使用說明 

圖書館 360 環
景導覽 

空間設備借用
說明 

OCW 正修科大開
放式課程 

MVOD 行動電影院 

雲端軟體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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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帳號：學號@gcloud.csu.edu.tw，登入密碼：同訊息網密碼。 

3. Office 365：提供正版最新的微軟 Microsoft Office 辦公室文書處理軟

體，每個正修帳號具有五個設備的安裝授權，並且在校在家都可使用。 

※ 登入帳號：學號@office.csu.edu.tw，登入密碼：同訊息網密碼。 

4. 雲桌面：透過先進的虛擬機與雲端技術，同學可透過網路連線正修雲桌

面服務，在隨時隨地使用如同在學校一樣的軟體與介面來完成報告及作

業 。 登 入 帳 號 、 密 碼 與 正 修 訊 息 網 相 同 。 網 址 ：

https://desktop.csu.edu.tw/ 

 

(三) 設備支援服務 

1. 電腦教室：電腦教室位於人文大樓四樓(11-0406,11-0407,11-0409)及

人文大樓五樓(11-0505,11-0506,11-0508)，共六間供學生上課使用。規

畫實施電算科課程，包含計算機概論、網際網路應用、多媒體製作、程式

語言等科目。 

2. 自學中心：電腦自學中心位於人文大樓四樓(11-0403)，供學生平常在上

課之後，自行使用電腦上機學習。 

(四) 資訊技術服務 

1. 正修訊息網：提供本校資訊服務入口，透過訊息網同學可進行基本資料

維 護 、 選 課 、 課 表 與 請 假 以 及 各 種 常 用 的 系 統 。 網 址 ：

https://portal.csu.edu.tw 

• 帳號：學號 (例如:98765432) 

• 密碼：身份證 10 碼，英文需大寫 (例如:A987654321) 

2. 正修 LineBot：手機開啟「LINE」app，搜尋”正修 LineBot”或掃描右

方 QRcode 加入透過「LINE」app，正修 LineBot 就是您口袋裡的行動

祕書，整合公開資訊提供個人服務，如數位證、 缺曠紀錄 成績、獎懲、

課表、活動等相關訊息。 

  

正修 Office 365 
使用說明 

正修雲桌面 
使用說明 

正修訊息網 

加入「正修
Line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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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通知 

親愛的家長：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八條規定辦理新生健康檢查。為瞭解貴子弟之健康狀況，期能早期發

現體格缺點，早期矯治，本校訂於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利用第一周體育課時間受檢（休

運系及五專生另行通知檢查時間），委請建佑醫院健檢工作團隊到校實施健康檢查。 

檢查項目 內容 檢查意義 

一般理學檢查 
頭頸部、胸部、腹部、肌肉、骨關節、

皮膚、脊柱、四肢 

受檢者以傾訴個人目前生理狀況，配合現場物理檢查，醫

師立即給予指導。 

一般體格檢查 
身高、體重、視力、色盲、血壓、口腔、

聽力、耳鼻喉 

了解學生的身體基礎狀況，早期發現缺點及疾病，以及早

謀求矯治。 

尿液檢查 尿糖、尿蛋白、尿潛血、PH 腎臟、糖尿病、結石、泌尿道感染。 

血液常規檢查 
紅血球、白血球、血色素、血小板、平

均紅血球容量 

檢查有無貧血及貧血程度，感染性疾病或先天性或後天性

血液病變、紫斑並、血小板病變及地中海貧血等。 

肝功能檢查 SGOT、SGPT 主要檢查肝臟功能、包括急性、慢性肝炎。 

B 型肝炎檢查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陽性表示感染 B 型肝炎病毒。 

陽性表示已產生保護抗體。 

血脂肪檢查 T-Cholesterol 檢查總膽固醇 

腎功能檢查 
Creatinine(肌酸酣) 

Uric Acid(尿酸) 

主要檢查腎炎，尿毒症，泌尿系統阻塞。 

尿酸偏高時，可能為原發性痛風、攝食過多嘌呤類。 

胸部 X光檢查 Chest-PA 
檢查有無肺結核、肺炎、肺腫瘤、心臟肥大、肺氣腫、支

氣管炎、脊椎側彎及肺部病變。 

健康檢查說明事項： 

一、檢查費用每人330 元，體檢當天請自備零錢，現場繳交。 

二、檢查當天請勿缺席，請勿點眼藥膏，有視力矯正者，請配戴一般眼鏡，勿戴隱形眼鏡。 

三、檢查當天請穿著沒有鈕釦或亮片的上衣，勿戴項鍊等金屬飾品；以免造成 X光診斷上的困

擾。 

四、檢查時學生手持本人之健康檢查卡，依序接受各科醫師檢查。 

五、檢查完成後承辦醫院將發給學生健康檢查結果通知單。 

六、檢查注意事項： 

1.當日可進食(清淡飲食，避免高糖高油食物)、喝開水，不可喝飲料,以免影響檢驗結果。 

2.若有長期服用慢性藥物治療者，請勿自行停藥。 

※未於學校參加健檢之學生，必須於開學後二星期內將合格醫院之健康檢查報告繳交衛保組。 

※如在三個月內有做過符合上面檢查項目的體檢，請於受檢當天繳交體檢報告。 

 

(日間部)新生健康檢查流程表(檢查時間：111.9.12-16新生體育課時段)  

 

領卡處 → 服務台 → 繳款處 → 驗尿(取 1/3 杯) → 抽血 → 內科 → 血壓 → 

 
同學進場檢查，可先抽血，可自行選擇人少的單位先做，每站請主動告知醫護人員自己的名字供

核對，以防錯誤，全程 14個單位，每站皆需檢查，全部完成繳卡前，請務必檢視體檢卡正面基本

資料、反面體檢項目，是否齊全。請務必繳回體檢卡，並離開現場回教室。感謝您們的配合，敬

祝健康愉快！                           

建佑醫院 關心您 諮詢專線：0918-376-644王先生 

身高體重 → 腰、臀圍 → 牙科 → 聽力色盲 → 視力 → X 光 → 繳卡處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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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學生特殊疾病緊急處理調查表 

歡迎 正修新鮮人： 

為更進一步瞭解新生個人之健康情形，特擬定此調查表，如曾患有特殊疾病

或目前仍存在的疾病或健康問題，請詳為填述，以便疾病發生時之緊急應變處理。 

學生曾患有                     ，在校上課時間，如有發病情況，請以下列

方式處理（請ν出處理方式）。 

（ ）1.立刻送往                          醫院。 

（ ）2.請學校立刻送往附近醫院，再通知家長處理。 

       學生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個資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學務處生活輔導暨保健組基於「學生特殊疾病緊急處理」之目的，需蒐集您的班

級、學號、姓名、家長姓名與緊急連絡電話等資料，應教學、輔導、醫療之需要，

提供給校內相關單位追蹤輔導與關懷。 

新 生 基 本 資 料 

□ 四技 □ 五專 □ 博士班 □ 研究所 

系(所) 年 班 性別：□男 □女 

姓名：  學號：  

手機：    

家長姓名：    

家長緊急連絡電話(家或公司)：( 家 ) 

                            (公司) 

    手機:                          

※請於開學後二周內填寫完自行繳回學務處生活輔導暨保健組（活動中心 2樓）。 

【有特殊疾病者才需繳回，如無則不需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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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