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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學務好週到 — 第11週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劉備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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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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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網路購物陷阱多】💻📱🎁 

請各位同學於網路進行購物時，張大眼睛👀 慎選具良好商譽，提供第三

方支付之拍賣平台較保險，「避免」於臉書、LINE 上直接進行買賣(利用

MESSENGER、LINE 聯繫或匯款)，以免遭詐騙！ 

近期有多件網購詐騙係利用臉書 PO 文吸引民眾目光，民眾以 LINE PAY

轉帳後，對方便不見蹤影！ 也有謊稱「請幫他人代轉 LINE PAY」，最終

被害人自己被騙還成了警示帳戶。 

黃逸正/2119/ 

cheng29@cute.edu.tw 

 

 

4 【自殺防治守門人工作坊~行動體驗劇】 

活動時間：111/5/4(三)下午1:30-15:20， 

活動地點：格致樓408  

報名網址 : https://pse.is/44h6t7 

學輔中心提供請公假以及服務學習時數 

陳之懷/2974/ 

cynthia0910@cute.edu

.t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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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t

w 

 

 

6 【新生盃校歌比賽延期至5/25(週三)辦理】 

1. 因近日疫情嚴峻經評估後，新生盃校歌比賽延期至5/25(週三)下午3

點至5點辦理。 

課外組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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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日賽制分為三梯次辦理，每梯次約計半小時進行比賽，每梯次安

排約10分鐘換場。 

3. 全程仍需配戴口罩，班級唱完後，指揮或代表一位仍請留於現場等

候成績頒獎，其餘同學則可先行離席。 

4. 各班級梯次集合時間表安排後另行 e-mail 通知導師。 

備註：本比賽因應疫情指揮中心公告隨時調整並公告之。 

7 敬請通知班代、副班代參加【110學年度第2學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1. 報到時間：111/5/11（三）下午3時至3時15分。 

2. 會議時間：111/5/11（三）下午3時15分至5時。 

3. 會議地點：格致樓101會議室。 

4. 出席對象：週三當日有課班級之班代、副班代(若當日全天無課或下

午四節無課班級得免出席)、各系學會會長、社團社長。 

5. 若班級學生有建議事項反應，請同學以班級為單位填寫意見反應表

(表格下載處 https://reurl.cc/Lmd7G7)，請於4/28前回傳表單或繳

交紙本予學務處課外組，以利請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6. 歷年「與校長有約」座談會建議事項跟催處理情形表請至專頁查

詢：https://reurl.cc/A78483 

 

8 【110-2學期  阿美族語認證考試輔導】   

課程內容:初級-中級認證考試輔導 對象:本校學生  

*最後一場次有慶生會喔!    

*時間: 4/27 (星期三) 15:10-17:10  地點:格致樓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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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民歷史文化與職場講座】 

1. 主題:太魯閣族傳統祭儀文化  講師:Taru Ilay 謝金水老師   

時間:5/4(三)15:10-17:10   

2. 主題:太魯閣族樂舞技藝 講師:Taru Ilay 謝金水老師  

時間:5/11(三)15:10-17:10   

3. 主題:從媒體到地方創生 講師:Lawa Kusin 拉娃谷倖老師  

時間:5/18(三)15:10-17:10   

4. 主題:族群頻道的國際視野 講師:莊哲人老師  

時間:5/25(三)15:10-17:10 

地點:格致樓304 *報名表: https://reurl.cc/Rr43AG  

 

https://reurl.cc/Lmd7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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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課程搭配本校高教深耕完善就學攜手計畫 

10 【110-2 原鄉文化體驗活動(2天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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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象:本校師生 

時間: 5/27-28(星期五-六) 08:00-18:30   地點:桃園市復興區卡普部落  

*報名表: https://reurl.cc/KpyKqm *可申請公假/校內活動/助學金時數 

 

11 【畢業班導師】 

1. 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辦理課程結束前，畢業班學生

操行成績導師加減分考核之相關事宜。請班導師進入操行系統輸

入，並於輸入完畢確認後送出，操行成績系統開放作業時間：自

111年4月25日起至111年5月22日止。請於111年5月23日(星期一)

中午前完成，以免延誤彙整簽案作業，請查照辦理。 

2. 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課程結束前，填報畢業班班級幹部

獎勵之相關事宜。期末班級幹部獎勵案，線上作業。系統開放作業

時間：自111年4月25日起至111年5月22日止。請於111年5月23日

(星期一)中午前完成作業，以免延誤彙整簽案，請查照辦理。 

楊夢蘭/2153/ 

yangmenglan@cute.e

du.tw 

 

 

12 【在校生班級導師】 

1. 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辦理課程結束前，在校生學生

操行成績導師加減分考核之相關事宜。請班導師進入操行系統輸

入，並於輸入完畢確認後送出，操行成績系統開放作業時間：自

111年4月25日起至111年6月5日止。請於111年6月6日(星期一)中

午前完成，以免延誤彙整簽案作業，請查照辦理。 

2. 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課程結束前，填報在校生班級幹部

獎勵之相關事宜。期末班級幹部獎勵案，線上作業。系統開放作業

時間：自111年4月25日起至111年6月5日止。請於111年6月6日

(星期一)中午前完成作業，以免延誤彙整簽案，請查照辦理。 

 

13 【CUTe 輔導紀錄】 

1. 因本學期需計算教師個人績效，請導師務必注意紀錄填報時段。 

2. 110(2)導師輔導紀錄統計期間為111年2月14日(三)～111年5月10

日(二)。學輔中心將以系統時間111年5月10日23:59為最後統計基

準。 

3. 請導師於學生及家長訪談後隨時將紀錄上線登錄於"教師系統-學生

訪談記錄"內，以供備查。填寫注意事項如下： 

吳欣怡/2701/ 

xiny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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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簡述晤談內容。 

(2)請勿將公告內容轉貼於訪談紀錄內（轉貼公告、全班內容雷同、

課堂上宣導事項將不列入晤談次數的計算）。 

(3)請導師務必親自填寫訪談記錄（轉貼同學自述內容、單純轉貼

FB、LINE 內容，將不列入晤談次數的計算）。 

14 第2次通知，賃居生訪視 

依教育部 110/06/17 函示，賃居生訪視項目新增數項，故「賃居生訪視

記錄表」 關壞項目已調整為 14 項，訪視時請用新表，請導師於第 11 

週 111/ 4/ 29( 五 ) 前 將「賃居生訪視記錄表」送交軍訓室綜整。 

適時配合照相，電子檔傳送兩校區承辦教官。另提醒導師於111/4/29後

繳回者，將不予核發誤餐費。 

截至4/20已繳交班級計：土木4A、建築2B、室設1D、室設2A、室設

2B、室設2C、室設3C、視傳3A、影視1A、數媒4A、資管1A、財金

1A、財金3A、會計4A 等 

王賢智/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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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憂桌遊工作坊 

活動時間：111/5/4(三)15:00-18:00 

預計人數：12人(報名請親洽學輔中心，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主) 

蔡麗珍/1612/ 

tsay531@cute.edu.tw 

 

 

2 幸福練習曲講座 

 活動時間及地點：第一場111/5/3(二)10:10-12:00於日新樓401室 

                                 第二場111/5/3(二)13:00-15:00於涵德樓303室 

歡迎同學踴躍前往聆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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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進修部「溝通與成長」座談會通知： 

  開會時間：111/5/11（星期三）下午7時20分 

  開會地點：格致樓101演講廳 

  參加人員：各班班長、各系學會會長 

  開會通知單：110下台北校區進修部溝通與成長座談會通知單.pdf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w 

 

 

2 進修部學生對導師輔導反應調查： 

開放時間：即日起至111/5/13止。 

填寫路徑：單一入口/學生資訊系統/修課課程資訊/導師輔導反應調查。 

蔡依玲/2204/ 

wfxx@cute.edu.tw 

 

 

3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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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土地銀或學生資

訊系統/學雜費用專區下載減免後繳費單。 

 學雜費減免通知：(111-1)減免通知單.pdf 

 

4 第2次通知，進修部110-2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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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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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110-2臺北校區進修部學生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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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語琪/2203/ 

yc706@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R_91wlo4HOczmfti_EAtKPKMadPCAIQ/view?usp=sharing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wfxx@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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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ayhMIUvzK0RoB-7odIAJrIOm4k7Wzi1/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yStfRaHv2EFXheDHPu4-32uIf7EbKVm/view?usp=sharing
mailto:yc706@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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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領取表單期限：111/4/18(一)15:30開始，至111/5/13(五)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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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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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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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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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性別平等宣導海報設計比賽活動報名表.pdf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t

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YjORcxRjVYOPA5YhON3BkKbs2oR7rR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myCNLNJsCBG4FPXan0IXeDpDr8ZCp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RtM6wC0n2SAAWahZxV8l716SrYXd4c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lj2jVsVzWMXFTztG6mYVHImZujPWo3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HmNdaDQhEE2WSZsdvs8vqgT-lwaEjNL/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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