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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學務好週到 — 第10週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

的胸懷。 法.雨果(Victor M. Hugo, 1802~1885)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內政部製作有關「防詐宣導教材」，請師生參考： 

1. 防詐咖啡廳系列影片：https://tinyurl.com/yb9rll8l 

2. 防詐學堂系列影片：https://tinyurl.com/yahn9xqp 

3. 30秒短版影片：https://tinyurl.com/y9qhoaae 

4. 與 Facebook 合作宣導影片：https://tinyurl.com/y9sewygz 

黃逸正/2119/ 

cheng29@cute.edu.tw 

 

 

3 網路投資陷阱多，無論是虛擬貨幣、股票基金或是各式新興產業投資，

請謹慎再謹慎‼️如標榜「保證獲利、穩賺不賠」或以不明簡訊要求加

LINE，極有可能是詐騙集團的話術😈千萬不可輕易相信或進行轉帳匯

款，以免遭詐。 

 

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辦理111年第三屆「為你寫詩‧為你反毒」現代詩徵文

比賽，請踴躍報名參加。 

1. 徵件時間自4/11~5/8止，分為國中、高中職及大專組，各組評選

前三名者頒發等值商品禮卷。 

2. 獎金為等值商品禮卷，總金額共19,000元及獎狀乙只，獎金分配如

下： 

大專組：第一名 壹名 NT 4,500元；第二名 壹名 NT 3,000元；第三

名 壹名 NT 2,000元 

3. 活動辦法請參閱學務處公告：https://reurl.cc/k1Nqgd 

 

5 保護智慧財權專題演講活動： 

時間：111/4/22(五)10：20-12：10 

地點：格致503教室 

講座：林家均老師—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所碩士、永旭國際智慧財產

權事務所臺北所負責人 

歡迎全校師生蒞臨聽講，有申請生活助學金補助之同學，可折抵服務學

習時數2小時 

 

6 第4次通知，110-2服務學習講座｜回顧與展望─從生涯歷程談服務學習 高子晴/2576/  

https://tinyurl.com/yb9rll8l
https://tinyurl.com/yahn9xqp
https://tinyurl.com/y9qhoaae
https://tinyurl.com/y9sewygz
mailto:cheng29@cute.edu.tw
https://reurl.cc/k1Nq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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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校外專家分享服務學習經驗及透過互動，讓同學培養助人的態度與

知能。 

1. 活動日期： 

(1) 4/20(三)15:10-17:00  認識自我─用生涯牌卡找到服務學習的可能 

(2) 4/27(三)15:10-17:00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服務學習經驗回顧與

探索 

(3) 5/04(三)15:10-17:00  放大你的優勢─服務學習目標訂定與規劃 

2. 活動地點：格致樓609教室 

3.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yQUEo5A8rWaq3Ud69 

4. 本講座提供3小時服務證明與餐盒 

ching1018@cute.edu.t

w 

 

7 第3次通知，110-2 學校與社區共好，清淨好生活 

1. 活動日期：111/5/4(三)10:30-12:00 

2. 活動內容：校園周邊社區之清掃服務，培養學生社會責任，延續服

務與學習的動力。 

3. 集合地點：中國科技大學 學務處 (台北校區) 

4.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XPaAcKSMasKqdNoP9 

5. 本活動提供2小時服務證明 

 

8 【110-2學期  阿美族語認證考試輔導】   

1. 課程內容:初級-中級認證考試輔導  

2. 對象:本校學生   

3. 時間: 4/20、4/27 (三) 15:10-17:10   

4. 地點:格致樓304  

*如學校改遠距教學,則採 google meet 方式,代碼放在報名表內。請先備

用鏡頭與麥克風俾利線上教學使用。上課前請將個人名稱調整為「姓名

全名」以提供簽到辨識。 

*報名表: https://reurl.cc/OpWE0v 

 *本次課程搭配本校高教深耕完善就學攜手計畫 

簡雯萱/2147/ 

elengubi2@cute.edu.t

w 

 

 

9 【110-2學期 原鄉文化體驗活動(2天1夜)】  

1. 課程內容:體驗原鄉飲食文化、種植文化、狩獵文化及工藝文化，實

踐深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意義。  

2. 對象:本校師生 

3. 時間: 5/27-28(五-六) 08:00-18:30    

4. 地點:桃園市復興區卡普部落  

 

https://forms.gle/yQUEo5A8rWaq3Ud69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https://forms.gle/XPaAcKSMasKqdNoP9
https://reurl.cc/OpWE0v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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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https://reurl.cc/KpyKqm  *可申請公假/校內活動/助學金時數 

10 【導師考評作業】110學年班級導師績效考評於本周開始實施，10-13

週(4/18-5/13)進行「導師自評表」(https://reurl.cc/7eZl8b)及「學生

對導師輔導反應20％」之評分(路徑-單一入口/學生資訊系統/修課課程

資訊/導師輔導反應調查)，詳細實施流程暨填寫注意事項如連結

(https://reurl.cc/RjKD7x)。 

蕭惠娜/2142/ 

nana530@cute.edu.tw 

 

 

11 【就學貸款通知】教育部查調結果為 B 類(家庭年所得114萬~120萬)同

學，如需辦理，需繳付貸款之半額利息並至學務處生輔組簽立切結書；

C 類(家庭年所得120萬以上)同學如需辦理家中需具備二名子女在學並於

在學期間繳付貸款之全額利息；請於4/22(五)15:00前告知是否辦理，至

學務處簽立切結書並繳交兄弟姊妹就讀高中職以上之有效學生證影本(若

無註冊戳章者，請該學校單位於影本上加蓋教務處證明章)或在學證明繳

至生輔組。如逾時未繳或資料不齊者，將視同放棄辦理就學貸款，將予

以撤銷，同學需繳回全額學雜費。如有問題請洽學務處生輔組，謝謝。 

張怡萱/2156/ 

sally0730@cute.edu.tw 

 

 

12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11年機車駕訓補助計畫：https://reurl.cc/e3vWKQ 

，請協助宣導，鼓勵同學踴躍參訓，以建立同學安全駕駛觀念。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w 

 

https://reurl.cc/KpyKqm
https://reurl.cc/7eZl8b
https://reurl.cc/RjKD7x
mailto:nana530@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https://reurl.cc/e3vWKQ
mailto:wsj5566@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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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3次通知，新竹日間部110-2校外賃居學生名冊調查及訪視紀錄繳交通

知 

110-2學期校外賃居學生調查名冊及校外賃居訪視表請老師利用空檔時

實施，訪視表須於第十一週前繳回學務處生輔組彙辦並辦理訪視費核銷

作業，受訪學生、導師、系主任要記得簽章。(名冊格式、訪視表已寄導

師信箱)尚未繳交班級請導師協助完成，學期名冊如與上學期相同，亦請

電郵回覆告知，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 

廖振潭教官/1150  

2 1. 111/04/18(一)13:00-15:00舉辦「均衡飲食」宣導講座，地點:學以

軒(展演廳)。 

2. 111/04/18(一)15:10-17:10舉辦「新冠肺炎」宣導講座，地點:學以

軒(展演廳)。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徐曉慧/1156/ 

hheal@cute.edu.tw 

 

 

3 吾愛吾親「就是愛媽咪!創意親子照活動」攝影比賽進行中。 

收件/截稿日期：即日起至4/22（五） 

得獎者將於5/4（三）收到短訊通知。 

拍攝主題：以鏡頭捕捉母親或照顧者日常家庭中的生活起居，及與家庭

成員親情的互動，以細心的觀察及拍攝，呈現出其生活的酸甜苦辣，展

現心中對親恩的感念。 

詳情及報名請掃描以下 QR Code： 

獎品豐富（全家禮物卡），有勞各位老師代爲宣傳，

鼓勵同學多多參與。 

課外組陳銀芳/1143/  

stella1143@cute.edu.t

w 

 

 

 

mailto:hheal@cute.edu.tw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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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0-2臺北校區進修部學生第2次退選辦理程序與時間：(111/4/13已於

進修部網頁公告，請導師再次提醒同學) 

1. 領取表單期限：111/4/18(一)15:30開始，至111/5/13(五)20:00時

領表截止，逾期不再接受申請。 

2. 領表地點：進修部綜合業務組(格致樓313室)。 

3. 請同學參考期中考、平時成績與上課狀況提出申請，申請時間與程

序請參閱網頁公告退選程序表。 

第二次退選辦理日程及程序： 

110(2)二次退選公告.pdf 

中國科技大學110學年第二學期臺北進修部第二次退選程序表.pdf 

高語琪/2203/ 

yc706@cute.edu.tw 

 

 

2 辦理110-2臺北進修部暑期開課調查： 

1. 暑修科目申請調查期間：111/4/11(一)至111/5/15(日)止 

2. 本學年度暑修班辦理兩梯次，第一梯次上課時間為111/6/22(三)至

111/7/19(二)，第二梯次上課時間為111/7/20(三)111/8/16(二)。 

3. 詳細暑修開課申請調查請參閱附件檔案，並使用學校學生 google

帳號登入暑修調查表單，使用該帳號完成填寫暑修開課調查。 

110暑修公告(北進)：110暑修公告(北進).pdf 

 

3 辦理進修部111-1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作業： 

1. 申辦時間：111/4/25至111/6/19。 

2. 申辦資格：符合原住民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低收入戶學生、身

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軍公教遺族子女、軍公教遺族子

女給卹期滿、現役軍人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身份並具政府相

關單位核發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者。 

3. 申辦方法：採線上申辦，請至「單一入口→學務相關系統(學生)→

減免系統」，線上填寫完畢後列印表單連同佐證資料一併繳交。 

4.  申辦流程：減免系統線上申請→下載申請表並檢附佐證資料送交進

修部綜合業務組→進修部綜合業務組審核通過→至土地銀行或學生

資訊系統/學雜費用專區下載減免後繳費單。 

5. 學雜費減免通知：(111-1)減免通知單.pdf 

蔡依玲/2204/ 

wfxx@cute.edu.tw 

 

 

4 進修部110-2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作業。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YjORcxRjVYOPA5YhON3BkKbs2oR7rR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myCNLNJsCBG4FPXan0IXeDpDr8ZCpq-/view?usp=sharing
mailto:yc706@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RtM6wC0n2SAAWahZxV8l716SrYXd4c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z5Sz__iGSQ3Zh2-sqbC31I9YdNHKAnZ/view?usp=sharing
mailto:wfxx@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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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送110-2學期「學習履歷(EP)」填寫率(至111/4/12止)，如附件。 

學習履歷(EP)」填寫率：110-2進修部學生學習履歷(EP)填答率

0412.pdf 

5 進修部110-2導師輔導學生晤談紀錄統計表： 

請導師每學期至少晤談學生一次，利用時間輔導學生，並上網登錄晤談

紀錄(至111/4/12止)。 

學生晤談紀錄統計表：110-2進修部導師晤談學生紀錄統計0412.pdf 

 

6 2022年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端午慰問金： 

1. 申請資訊： 

(1) 申請對象：近貧戶/弱勢清寒戶或學生。（須持有清寒證明者）提供

名額：本校學生50名。(臺北校區30名， 新竹校區20名)慰問金金

額：5,000元/每戶。(以戶為單位，如同時有兄弟姊妹就讀本校，

僅可1人提出申請) 

(2) 申請時間：111/4/11(一)至111/4/25(一)16:00止。依據資格符

合，以第一次申請者為優先、次為申請次數少及繳件順序來排序。 

2. 申請文件：(1~5為必備資料，缺一文件則不接受申請) 

(1) 個案申請表。 

(2) 近貧戶或清寒戶官方證明(需由縣市鄉鎮區公所或村、里、鄰長開

立證明正本、相關官方清寒證明)※無須檢附中、中低收證明。 

(3)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附件黏貼表) 

(5)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需申請者本人帳戶) (附件黏貼表) 

(6) 其他：視實際需要檢附其他相關證件 

申請表：2022【蔡衍明愛心基金會_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端午慰問金

申請書.doc 

 

7 進修部110-2學期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海報設計」比賽活動： 

1. 敬請各位老師協助轉知同學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 

2. 報名及繳交作品：即日起至111/4/29(五)(將俟疫情調整截止日

期)，作品分專業類組及一般類組進行評選，每組評選出前三名(每

組前三名給予獎金：第一名1200元、第二名1000元、第三名800 

元)。 

活動辦法及報名表： 

110-2性別平等宣導海報設計比賽活動辦法.pdf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t

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ayhMIUvzK0RoB-7odIAJrIOm4k7Wzi1/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ayhMIUvzK0RoB-7odIAJrIOm4k7Wzi1/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yStfRaHv2EFXheDHPu4-32uIf7EbKVm/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GQ1ARHXXQDfP3cPOPgnZZPqflY8NzZVN/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GQ1ARHXXQDfP3cPOPgnZZPqflY8NzZVN/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lj2jVsVzWMXFTztG6mYVHImZujPWo3C/view?usp=sharing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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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性別平等宣導海報設計比賽活動報名表.pdf 

8 第2次通知，110-2學期進修部學生活動費繳交作業： 

檢送110-2學期進修部各班繳交學生活動費統計表，請導師協助宣導同

學踴躍繳交。 

學生活動費繳交統計表：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進修部學生活動費繳交名

冊.xls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HmNdaDQhEE2WSZsdvs8vqgT-lwaEjNL/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zDGNW6F2D-rXN-Y__IeU_lGrXhZlwnuO/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zDGNW6F2D-rXN-Y__IeU_lGrXhZlwnuO/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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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導師考評作業】110學年班級導師績效考評於本周開始實施，10-13

週(4/18-5/13)進行「導師自評表」(https://reurl.cc/7eZl8b)及「學生

對導師輔導反應20％」之評分(路徑-單一入口/學生資訊系統/修課課程

資訊/導師輔導反應調查)，詳細實施流程暨填寫注意事項如連結

(https://reurl.cc/RjKD7x)。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2 2022年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端午慰問金： 

1. 申請資訊： 

(1) 申請對象：近貧戶/弱勢清寒戶或學生。（須持有清寒證明者）提供

名額：本校學生50名。(臺北校區30名， 新竹校區20名)慰問金金

額：5,000元/每戶。(以戶為單位，如同時有兄弟姊妹就讀本校，僅

可1人提出申請) 

(2) 申請時間：111/4/11(一)至111/4/25(一)16:00止。依據資格符合，

以第一次申請者為優先、次為申請次數少及繳件順序來排序。 

2. 申請文件：(1~5為必備資料，缺一文件則不接受申請) 

(1) 個案申請表。 

(2) 近貧戶或清寒戶官方證明(需由縣市鄉鎮區公所或村、里、鄰長開

立證明正本、相關官方清寒證明)※無須檢附中、中低收證明。 

(3)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附件黏貼表) 

(5)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需申請者本人帳戶) (附件黏貼表) 

(6) 其他：視實際需要檢附其他相關證件 

申請表：https://reurl.cc/mo6lZl 

 

3 辦理進修部111-1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作業： 

3. 申辦時間：111/4/25至111/6/19。 

4. 申辦資格：符合原住民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低收入戶學生、身

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軍公教遺族子女、軍公教遺族子

女給卹期滿、現役軍人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身份並具政府相

關單位核發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者。 

5. 申辦方法：採線上申辦，請至「單一入口→學務相關系統(學生)→

減免系統」，線上填寫完畢後列印表單連同佐證資料一併繳交。 

 

https://reurl.cc/7eZl8b
https://reurl.cc/RjKD7x
mailto:cflai@cute.edu.tw
https://reurl.cc/mo6lZl


9 

 

6. 申辦流程：減免系統線上申請→下載申請表並檢附佐證資料送交進

修部綜合業務組→進修部綜合業務組審核通過→至土地銀行或學生

資訊系統/學雜費用專區下載減免後繳費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