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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10週 

【全校】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2/4/17(一)起，實施新一階段的口罩鬆綁措施 

隨著疫情逐漸趨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逐步放寬戴口罩規定，今（17）

日開始實施新一階段的口罩鬆綁，包括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改為「建議」配

戴口罩，僅剩下在「醫療照顧機構」與「救護車」仍須按規定全程配戴。

說明如下: 

Q1:口罩新制何時開始實施？ 

4月17日起放寬戴口罩規定，搭乘捷運、公車等公共運輸交通工具以及特

定運具時改「建議」戴口罩。校車、幼兒園專用車、校園接駁車也比照公

共運輸，由「強制」戴口罩改為「建議」戴口罩。 

Q2:口罩解禁，哪些地方仍需配戴口罩？ 

4月17日放寬戴口罩規定，八大指定場所或載具之室內空間仍須按規定全

程戴口罩，包括1.救護車、2.醫療機構、3.醫事機構、4.老人福利機構、5.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6.榮譽國民之家、7.兒童及少年服務機構以及8.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 

林偉毅/2149/ 

linwi@cute.edu.tw 

 

 

 

  

mailto:linw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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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樂觀是通往成功的信念，沒有希望，什麼都做不了。 

Optimism is the faith that leads to achievement;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hope.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1880~1968)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請向同學宣導，參與「112 學年度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員及各系系學

會會長選舉」投票 

1. 投票時間：112/5/2(週二)9：00 開始至 5/5(週五)13：00 結束。 

2. 採電子投票，其路徑如下： 

(1) 使用電腦投票：中國科技大學首頁→單一入口網站→登入帳密→

應用系統-學生自治幹部選舉系統。 

(2) 手機投票路徑：下載中國科技大學行動資訊網→登入帳密→首頁

→應用系統-學生治幹部選舉系統。 

3. 班級投票人數達 90%(以班級人數計算，小數點無條件捨去)，全班投

票者記功乙次，請同學踴躍參與投票。 

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3 提醒-111-2 賃居安全訪視記錄表繳交 

「賃居生訪視記錄表」，請導師實施訪視後於第十一週【112/4/28(五)】

前送交軍訓室綜整(請記得請系主任簽章)。俾利辦理統計彙整及訪視誤餐

費核銷作業。【賃居生訪視記錄表】【下載】。https://reurl.cc/bENROX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4 第3次通知，懇請導師與同學宣達服務學習講座之報名資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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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三)15:10-17:00  「你的力量，超乎想像」—青年永續跨域

團隊服務經驗分享 

(2) 5/03(三)15:10-17:00  「服務讓生命不一 Young」—青年服務學

習經驗分享 

2. 活動地點：格致樓301教室 

3.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Gs29iMk3oSQ1Tesv8 

本講座將提供點心，以及3小時/場服務證明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mailto:jung@cute.edu.tw
https://reurl.cc/bENROX
mailto:wsj5566@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https://forms.gle/Gs29iMk3oSQ1Tesv8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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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2次通知，請導師與同學宣達淨灘、淨山活動之報名資訊，謝謝： 

1. 活動名稱：社區永續-環保好生活 

2. 活動日期：112/5/10(三) 

3. 活動地點：新北市萬里區龜吼漁夫市集、仙跡岩 

4. 活動內容：可選擇上午淨灘或下午淨山，亦可報名全程活動。 

5.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eT5Ux578jo6UHxH17 

6.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5/8，名額有限，歡迎同學相約參與！ 

7. 集合時間/地點： 

(1) 報名淨灘者8:10前於聯合服務中心外集合，約至13:00結束。(提

供餐盒與6小時服務證明) 

(2) 報名淨山者13:30前至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集合，約至16:30結

束。(提供飲料與4小時服務證明) 

(3) 報名全程活動者8:10前於聯合服務中心外集合，約至16:30結

 

https://forms.gle/eT5Ux578jo6UHxH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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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提供餐盒、飲料以及11小時服務證明) 

 

6 學輔中心舉辦給學生的減壓團體，邀請老師推薦學生參加。 

⭐ 112/05/08(一)舉辦「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第二場次，懇

請導師協助轉發活動以下資訊至班級。 

⭐ 本活動將實際帶給學生實用的自我照顧、放鬆紓壓技巧，麻煩特別推薦

適合的學生報名，例如: 轉學生、復學生等需要適應新環境者、出席不穩

定者、有潛在睡眠情緒困擾者。 

⭐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curve1023@cute.edu.tw)告知推

薦件名單，學輔中心將於核對後列入導師績效(協助學輔工作)計算。第一

場次有推薦者皆已登記。 

(老師們也可以直接複製以下內容貼到班群👇)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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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學輔活動預告 

活動內容簡介： 

🌱 感情困擾、工作學業兩頭燒，壓力壓得你喘不過氣嗎😵? 

🌱 打遊戲逃避人生，有時卻越打越疲倦? 累了卻又不能好好休息? 

🌱 如果想和過多的壓力分手，那就來參加講座徹底和壓力一刀兩斷! 

活動時間與地點： 

• 時間: 112/05/08（一）下午 13:00-15:00 

• 地點: 崇德樓 301 教室。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7 第 2 次通知，學輔中心舉辦「消極男子 x 人生」桌遊工作坊，懇請導師協

助轉發活動資訊至班級，或推薦適合學生報名。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han201102@cute.edu.tw)告知

推薦件名單，學輔中心將於核對後列入導師績效(協助學輔工作)計算。 

活動資訊&報名連結如下── 

內容簡介：(全程參與的同學，可協助辦理公假、核予服務時數 2 小時。) 

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拚？ 

《人生》桌遊中將有「愛情、友情、親情、專業、興趣、財富」等價值，

當你和其他玩家在人生場上競逐時，對於各種事物的價值可能會有不同的

認知。你不需要的，別人也許很嚮往；而你渴望的，別人可能毫不在意。 

與真實人生相同，在遊戲中，勝負是一連串選擇累積的結果。我們不是沒

有超車「富二代」的機會，只是當他毫不費力地完成每一個人生目標時，

身為一般人的你，卻必須用盡全身力氣，才能獲得一些贏的契機。 

鑽進這套遊戲，提前明白拚盡全力不見得有用，但可貴的是遊戲中可以選

擇~ 

這能說是一套很私人的遊戲，因為你扮演的是自己，目標的選擇和面對競

爭的態度，都與你的生命經驗有關。希望這樣的體驗能帶來許多樂趣，或

是感觸。 

張詣函/2986/ 

han201102@cute.ed

u.tw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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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2/5/3、112/5/10 (三) 14:10-16:00 (兩場次擇一) 

地點：格致樓 903 室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Y8pmK0 

 

  

https://reurl.cc/Y8pm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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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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新竹校區校外賃居學生安全關懷訪視作業 

111-2 學期校外賃居學生安全關懷訪視作業請導師於 112/4/28(五)前完

成訪視作業後將訪視紀錄表繳回學務處生輔組廖振潭教官，俾利辦理統計

彙整及訪視誤餐費核銷作業，訪視紀錄表格式請參閱電郵通知附表。 

廖振潭教官/1150/ 

tain560103@cute.ed

u.tw 

 

 

2 台北學輔中心舉辦給學生的減壓團體，邀請老師推薦學生參加。 

⭐ 112/05/08(一)舉辦「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第二場次，懇

請導師協助轉發活動以下資訊至班級。 

⭐ 本活動將實際帶給學生實用的自我照顧、放鬆紓壓技巧，麻煩特別推薦

適合的學生報名，例如: 轉學生、復學生等需要適應新環境者、出席不穩

定者、有潛在睡眠情緒困擾者。 

⭐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curve1023@cute.edu.tw)告知推

薦件名單，學輔中心將於核對後列入導師績效(協助學輔工作)計算。第一

場次有推薦者皆已登記。 

(老師們也可以直接複製以下內容貼到班群👇) 

-------------------------------------------------------------------------- 

【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學輔活動預告 

活動內容簡介： 

🌱 感情困擾、工作學業兩頭燒，壓力壓得你喘不過氣嗎😵? 

🌱 打遊戲逃避人生，有時卻越打越疲倦? 累了卻又不能好好休息? 

🌱 如果想和過多的壓力分手，那就來參加講座徹底和壓力一刀兩斷! 

活動時間與地點： 

• 時間: 112/05/08（一）下午 13:00-15:00 

• 地點: 崇德樓 301 教室。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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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2次通知，111-2進修部學生第二次退選辦理日程及程序： 

1. 第十週112/4/17(一)15:30開始申請，至進修部綜合業務組(格致樓

313室)領取表單；第十二週112/5/5(五)20:00時領表截止，逾期不再

接受申請，請務必如期完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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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退選程序表。 

3. 第二次退選為提供學生學習調整之對應措施，請各位同學慎重處理。 

退選公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vwRTC_ohBFSVg8W0ebcy6I2lhqt

eFK/view?usp=share_link 

退選程序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51IERpmQJm62JNUQq_jGQKJYf

0ug6i/view?usp=share_link 

高語琪/2203/ 

yc706@cute.edu.tw 

 

 

2 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檢送進修部111-2學期第8各班使用格致樓教室整潔評分統計表，請

導師督促各班整潔工作。 

2. 各班教室使用若有異動時，請衛生股長至進修部綜合業務組更新，合

班上課使用教室之班級，採共同維護教室整潔之責，評分之成績即為

各班成績。 

教室整潔評分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ZAcyAWqNjsG8MuUCAO

kLzw8B0UTHj2cg/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

603&rtpof=true&sd=true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3 進修部班會記錄繳交作業： 

檢送進修部111-2學期至第9週班會紀錄繳交統計表，每學期至少召開4

次，召開方式不限，但必須有1次是「主題式班會」。 

班會記錄統計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waUoc7bPDYa5APDqFP

FI7g-

GWDdHTQa/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vwRTC_ohBFSVg8W0ebcy6I2lhqteFK/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vwRTC_ohBFSVg8W0ebcy6I2lhqteFK/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51IERpmQJm62JNUQq_jGQKJYf0ug6i/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51IERpmQJm62JNUQq_jGQKJYf0ug6i/view?usp=share_link
mailto:yc706@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ZAcyAWqNjsG8MuUCAOkLzw8B0UTHj2cg/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ZAcyAWqNjsG8MuUCAOkLzw8B0UTHj2cg/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ZAcyAWqNjsG8MuUCAOkLzw8B0UTHj2cg/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waUoc7bPDYa5APDqFPFI7g-GWDdHTQa/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waUoc7bPDYa5APDqFPFI7g-GWDdHTQa/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waUoc7bPDYa5APDqFPFI7g-GWDdHTQa/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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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pof=true&sd=true 

4 台北學輔中心舉辦給學生的減壓團體，邀請老師推薦學生參加。 

⭐ 112/05/08(一)舉辦「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第二場次，懇

請導師協助轉發活動以下資訊至班級。 

⭐ 本活動將實際帶給學生實用的自我照顧、放鬆紓壓技巧，麻煩特別推薦

適合的學生報名，例如: 轉學生、復學生等需要適應新環境者、出席不穩

定者、有潛在睡眠情緒困擾者。 

⭐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curve1023@cute.edu.tw)告知推

薦件名單，學輔中心將於核對後列入導師績效(協助學輔工作)計算。第一

場次有推薦者皆已登記。 

(老師們也可以直接複製以下內容貼到班群👇) 

-------------------------------------------------------------------------- 

【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學輔活動預告 

活動內容簡介： 

🌱 感情困擾、工作學業兩頭燒，壓力壓得你喘不過氣嗎😵? 

🌱 打遊戲逃避人生，有時卻越打越疲倦? 累了卻又不能好好休息? 

🌱 如果想和過多的壓力分手，那就來參加講座徹底和壓力一刀兩斷! 

活動時間與地點： 

• 時間: 112/05/08（一）下午 13:00-15:00 

• 地點: 崇德樓 301 教室。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waUoc7bPDYa5APDqFPFI7g-GWDdHTQa/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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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2學年度新竹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選舉： 

1. 選舉投票日訂於112/5/1(一)08:30至112/5/7(日)17:30截止，採用線

上投票。 

其路徑如下： 

(1) 使用電腦投票：單一入口網站(https://iq.cute.edu.tw/index.do )→

登入帳密→應用系統-學生自治幹部選舉系統。 

(2) 手機投票路徑：下載中國科技大學行動資訊網→登入帳密→首頁→應

用系統-學生治幹部選舉系統。請同學踴躍參與投票。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2 第 3 次通知，導師考評作業 

111 學年班級導師績效考評於第 10 週開始實施，10-13 週(4/17(一)-

5/12(五))進行「導師自評表」，以及「學生對導師輔導反應 20％」之評

分，詳情請參閱: https://reurl.cc/OVYo49 

 

111-2 導師輔導紀錄統計期間為 2/13(一)～5/7(日)。因本學期需計算教

師個人績效，故輔導紀錄結算時程較早，請導師務必注意紀錄填報時段。

本組將以系統時間 5/7(日)23:59 為最後統計基準。 

3/28 止，本學年各班導師輔導紀錄統計表，若有問題還請老師回覆告

知，謝謝。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N-

weMSk49NX86dyzsrk5EkZgMZ4toUqB/view?usp=sharing 

 

3 台北學輔中心舉辦給學生的減壓團體，邀請老師推薦學生參加。 

⭐ 112/05/08(一)舉辦「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第二場次，懇

請導師協助轉發活動以下資訊至班級。 

⭐ 本活動將實際帶給學生實用的自我照顧、放鬆紓壓技巧，麻煩特別推薦

適合的學生報名，例如: 轉學生、復學生等需要適應新環境者、出席不穩

定者、有潛在睡眠情緒困擾者。 

⭐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curve1023@cute.edu.tw)告知推

薦件名單，學輔中心將於核對後列入導師績效(協助學輔工作)計算。第一

場次有推薦者皆已登記。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https://iq.cute.edu.tw/index.do
mailto:cflai@cute.edu.tw
https://reurl.cc/OVYo4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NweMSk49NX86dyzsrk5EkZgMZ4toUq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NweMSk49NX86dyzsrk5EkZgMZ4toUqB/view?usp=sharing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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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也可以直接複製以下內容貼到班群👇) 

-------------------------------------------------------------------------- 

【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學輔活動預告 

活動內容簡介： 

🌱 感情困擾、工作學業兩頭燒，壓力壓得你喘不過氣嗎😵? 

🌱 打遊戲逃避人生，有時卻越打越疲倦? 累了卻又不能好好休息? 

🌱 如果想和過多的壓力分手，那就來參加講座徹底和壓力一刀兩斷! 

活動時間與地點： 

• 時間: 112/05/08（一）下午 13:00-15:00 

• 地點: 崇德樓 301 教室。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