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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大樓夜間自習空間採「定時定點」點名制度，週一～週五晚間欲留校自習的同學一

律事先申請，並依排定之座位號入座。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公平原則，酌收清潔、水電及管理

費每人每半天 10 元 (一個晚上以半天計)，僅晚上時段適用。收費採自動扣款轉帳方式。本

時程為第二階段，因為涉及收費標準核計及使用者權益，每一期自習報名簽名確認後，即無

法退費。期間，原則上不受理進出申請。 

 

一、 第二階段期程：國三自 2019/04/01-2019/05/16 第 8~14 週計 32 天。(配合會考開始) 

二、第二階段報名時間及相關數據如下表： 

報名期限 週一~週五夜間各開放天數統計【詳細日期請參閱附件】 總天數

國三報名 3/25～3/27 中午 13:00 止 週一:7 天、週二:7 天、週三:7 天、週四:6 天、週五:5 天 32 天 
計費範例： 
甲國三學生申請一、三、五，費用為(7 天+7 天+5 天)×10 元＝190 元。 
★除了非自願性所造成的晚自習暫停外，請假及遭取消自習權者一律不予退費。 

 
三、 晚自習申請辦法：  

1.申請期限：2019/03/25（一）上午 8:00～2019/3/27(三）中午 13：00 截止，請至學生登
入明道雲端平台→即時資訊→圖書館晚自習記錄，請同學依照需求“個別”報名並簽名確
認。 
2.申請天數：每周至少一天、至多五天，申請確認成功後方開放入座，未申請切勿臨時前
往！（範例：申請週一晚自習確認成功，則每週一皆須到場晚自習）。 
3.報名成功後並發送紙本確認單，請學生簽名確認，之後將開始進行自動扣款程序。自習座
位統一由文創處安排，2019/03/31(日)前將於 圖書館晚自習系統 VS.圖書館首頁公告。  

四、夜間自習作息規畫(配合 D班車晚自習於 21:00 結束) 

 上課 備註 

第一節 18：10~19：30 
※參加課後輔導及社團活動者請於
18:50 前入座(請事先於確認單登記) 

休  息 19：30~19：40 
第二節 19：40~21：00 

五、晚自習請假規則： 

1.請遵守上下課作息時間，遲到或中途離席者視同未到，請於一週內補請假單。 
2.請假方式：假單皆需家長及導師簽名方可銷假。切勿代人口頭請假，將視為無故缺席。(假

單請至圖書館網頁卩晚自習專區卩下載請假單，或向各館室晚自習管理老師領取) 
六、違規處理規則： 
     1.因未到、遲到、早退，未於一週內請假，累計 5次(含)以上，取消自習權不予退費。 
     2.因違反管理規則，被登記違規者，累計 3次(含)以上，取消自習權不予退費。 
     3.若當日未到請同學頂替者，經查獲以重大違規處置(嚴重者取消自習權)。 

七、備註： 

   1.為安全維護以學生証刷卡進出館室管控，但點名記錄以人工點名為主，開放入場時間為

17:10 起，請同學一定要刷卡進館，當日未帶學生証請立即告知管理老師。「未到、遲

到、早退異常記錄」，當晚以 e-mail 通知家長、學生及導師。明道雲端平台也可即時查詢

學生 RFID 到館刷卡記錄。(異常記錄以人工實際點名為準，非以刷卡時間) 
   2.為提昇自習品質，自習空間禁止使用手機、切勿攜帶食物飲料，請同學遵守相關規定。 
   3. D 班車路線請參閱總務處相關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 04-23341168 總務處交通組。 
   4.夜間自習相關問題請電洽：文創處黃小姐 04-23341379，校內分機請直撥【379】。 
 
**為貫徹晚自習規定，強化晚自習效果，不容懈怠，請下定決心，好好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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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夜間自習，國三生第二階段開放日期一覽表：  

※國三學生 2019/04/01-2019/05/16(第 8~14 週)(計 32 天)(配合會考開始) 

 

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4 月(20 天) 

國三期程 

1 2 3 
4(兒童節， 

夜間自習暫停) 
5(清明節， 

夜間自習暫停)

8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2 23 24 25 26 

29 30    

5 月(12 天) 
國三期程 

  1 2 3 
6 7 8 9 10 

13 14 15 16 
會考前停止
國三晚自習

     

     

※國三自習天數 
(4/1～5/16) 
(共 32 天) 

7 7 7 6 5 

 

■ 會考結束後，若國三生還有晚自習需求，請至弘道大樓二樓開架閱覽室辦理。(請攜帶家長與

導師同意証明) 

 

附表：D班車路線 

車號 路線 

D001 
復興新和街 福平郵局 國立圖書館(南平路) 建成永和路 國光國小 國光大明路 國光德芳路 國光大里路 中
興塗城路 吉峰路口 霧峰國泰 霧峰台銀 光復新村 萬豐 新豐 草屯三省 炎峰國小 

D002 
彰化師大 彰客保養廠 中山國小 彰化郵局 彰縣政府 秀傳醫院 南興國小 口庄 花壇 中莊 港尾 員林地方
法院 員林水利會 

D003 
文心南五路 永春東一路 南屯國小 中工三路 中港澄清醫院 中港玉門路 中港國際街 坪頂 新庄路口 遊園
向上路 

D005 文心中港路 文心青海路 文心西屯路 文心河南路 文心華美西 文心大雅路 中清敦化 中清經貿七路 

D006 
追分火車站 山仔頂 社腳 大肚加油站 大道國中 大肚區公所 大肚育樂街 頂街 竹坑口 龍井加油站 龍泉 
鷺山 山腳 太平路口 沙田天仁街 沙鹿光田 沙鹿郵局 

D007 彰化牛埔里 大竹橋 金馬建國北 金馬茄苳 金馬彰美 和美加油站 和美順天 
D008 復興國光路 復興台中路 復興大智路 建成大智路 旱溪東樂業 精武橋 東山旱溪西路 文心北屯路 潭子公所
D009 文心五權西 文心向上路 文心公益路 文心大業路 黎明公益 

D010 
黎明三和街 三厝里 黎明麥當勞 黎明地政處 黎明市政路 大華國中 神林南路 上楓國小 社口 社皮 豐原台
銀 豐原車站 

D011 五權三民西路口 美村南屯路 忠明南五權七 忠明南公益路 忠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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