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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11週 

【全校】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2學年學生自治組織選舉活動已展開，敬請導師轉達貴班投入系上與學

校公共事務活動，積極參與本次學生會/系學會/學生議會(三合一)選舉。

相關資訊說明如下： 

1. 採取線上投票方式，由「單一入口」或「行動資訊網」登入投票。 

2. 投票時間： 

(1) 臺北、新竹校區日間部→5/2(二)9:00至5/5(五)13:00 

(2) 臺北校區進修部→5/1(ㄧ)8:00至5/6(六)19:30 

(3) 新竹校區進修部→5/1(一)8:00至5/7(日)17:30 

3. 班級投票人數達90%，全班投票者記小功乙次。 

提醒導師，貴班的班級投票率會連結導師績效考評、系績效考評，敬

請鼓勵同學踴躍參與線上投票。 

課外組 

 

柯珮婷/2158/ 

peggyko@cute.edu.t

w 

蔡麗珍/1141/ 

tsay531@cute.edu.tw 

沈重麒/2209/ 

sh5558@cute.edu.tw 

許玉敏/1128/ 

yuhmin@cute.edu.tw 

 

 

  

mailto:peggyko@cute.edu.tw
mailto:peggyko@cute.edu.tw
mailto:tsay531@cute.edu.tw
mailto:sh5558@cute.edu.tw
mailto:yuh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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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大的弱點就是輕言放棄，追求成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永遠再多試

一下。Our greatest weakness lies in giving up. The most certain way 

to succeed is always to try one more time. 

~愛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2023 年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端午節慰問金申請

相關資訊如下： 

【無須檢附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1. 申請對象：近貧戶/弱勢清寒戶或學生。（須持有清寒證明者） 

2. 申請名額：臺北校區 30 名、新竹校區 20 名，合計 50 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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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申請時間：4/19(三)~5/10(三)16:00 止。 

5. 依據資格符合，以首次申請者為優先、次為申請次數少及繳件順序來

排序。 

6. 請先進入第七項的連結填寫之後再送交紙本。 

7. 連結網址: https://reurl.cc/pLRVAQ 

8. 申請表紙本下載連結: https://reurl.cc/MRoLak 

 

*須繳交資料如下: 

1. 個案申請表 

2. 清寒證明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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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需申請者本人帳戶) 

6. 其他(視實際需要檢附其他相關證件) 

周佩萱/2142/ 

zelda87091@cute.ed

u.tw 

 

https://reurl.cc/pLRVAQ
https://reurl.cc/MRoLak
mailto:zelda87091@cute.edu.tw
mailto:zelda87091@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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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裡的＂提案申請人相關資料＂，請填導師或行政、教學單位老師

等。 

3 教育部來函檢送修正「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1 份，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 

網址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

ers/1Fw2UhDpSFgmTKUfB4sLbTWYkQPjHmCPL?usp=share_link 

張瑩榛/2150/ 

jen88@cute..edu.tw 

 

 

4 請通知各班班代、副班代出席「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報到時間：112/5/3（三）15:00-15:15 

會議時間：112/5/3（三）15:20-17:00 

會議地點：格致樓 101 會議室  

註：若當日整天無課、下午四節無課、全實習者得免出席，煩請來信告知

未能出席原因，以利於簽到表上備註說明，謝謝。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5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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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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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w2UhDpSFgmTKUfB4sLbTWYkQPjHmCPL?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w2UhDpSFgmTKUfB4sLbTWYkQPjHmCPL?usp=share_link
mailto:jen88@cute..edu.tw
mailto:yufen@cute.edu.tw
mailto:jung@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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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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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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提供餐盒、飲料以及11小時服務證明) 

 

8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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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https://forms.gle/Gs29iMk3oSQ1Tesv8
https://forms.gle/eT5Ux578jo6UHxH17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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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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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第十屆 MATA 獎 

主題說明：本屆競賽 Slogan 為「十年美好 BlaqBalay」，內容須涵蓋原住

民族語言、歷史、文化、生活、教育、藝術、都市原住民、轉型正義，或

符合原民文化教育精神意涵等相關議題 

競賽辦法: https://indigenous.moe.gov.tw/arti-

cle/view/4721Fd1b4c6D 

2. 泰雅手工織布課程(共 3 堂) 

時間: 5/3、5/10、5/17(周三)15:10-17:05 

地點: 格致樓 304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a1jbeD 

金浩恩/2147/ 

aa0977508653@cute

.edu.tw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https://indigenous.moe.gov.tw/article/view/4721Fd1b4c6D
https://indigenous.moe.gov.tw/article/view/4721Fd1b4c6D
https://reurl.cc/a1jbeD
mailto:aa0977508653@cute.edu.tw
mailto:aa0977508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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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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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端午慰問金於即日

起至 05/10 (三)止。 

須繳交資料如下: 

1. 個案申請表 

2. 清寒證明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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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需申請者本人帳戶) 

6. 其他(視實際需要檢附其他相關證件) 

蘇依泙/1153/ 

asz1209@cute.edu.t

w 

 

 

3 112/05/14(日)前，請各班召開班會 6 次（含 3 次主題式班會），配合實

施「班級導師績效考評」作業；112/04/17(一)~112/06/02(五)實施班級

導師績效考評。 

李振忠/1152/ 

lee123@cute.edu.tw 

 

 

4 112 學年學生自治組織選舉： 

1. 採取線上投票方式，由「單一入口」或「行動資訊網」登入投票。 

2. 投票時間：日間部→5/2(二)9:00 至 5/5(五)13:00 

3. 班級投票人數達 90%，全班投票者記小功乙次。 

4. 班級投票率將連結導師績效考評、系績效考評，敬請鼓勵同學踴躍

參與投票。 

陳淑華/1142/ 

she129@cute.edu.tw 

 

 

5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尊重你我，愛不越界」講座，歡迎同學參加。 

第一場活動時間：112/05/04(四)10:10-12:10 ，活動地點：日新樓 306

室 

蔡麗珍/1612 / 

tsay51@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mailto:lee123@cute.edu.tw
mailto:she129@cute.edu.tw
mailto:tsay51@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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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活動時間：112/05/04(四)13:00-15:00，活動地點：涵德樓 403

室 

6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塔羅與心靈的對話工作坊」，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塔羅牌幫助我們接觸內在心靈與潛意識裡的智慧，本工作坊將藉由塔羅

牌，邀請學生一 

同探索目前生活的各種面向 - 學業、感情、人際、生涯等等，對自己有更

深的理解與掌握。 

活動時間：112/05/10(三)15:00-18:00  

活動地點：學以軒多功能團體室 

報名請親洽學以軒 1001 室學生輔導中心辦公室，參加人數 15 人，額滿

為止。 

 

7 三好校園 - 母親節攝影比賽 

作品主題: 

以鏡頭捕捉母親或照顧者日常家庭中的生活起居，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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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收件/截稿日期： 3/27~4/27。 

2. 評審日期: 5/1~5/5。 

3. 展覽日期: 5/9~5/11。 

獎項: 

【第一名】  1 名 7-11 商品卡 1,500 元 頒發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 7-11 商品卡 1,200 元 頒發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名 7-11 商品卡 1,000 元 頒發獎狀乙紙。 

【佳作】    5 名 7-11 商品卡 300 元  頒發獎狀乙紙。 

作品規範及報名請掃描 QR code:   

 

陳銀芳/1143/ 

stella1143@cute.edu.

tw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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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2 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減免開放申請： 

第一階段申請（在校生）：4/24（一）~8/31（五） 

申請方式：學生單一入口填寫申請表，列印後簽名蓋章，連同所需至附件

一同繳交至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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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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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進修部112-1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作業： 

1. 申辦時間：112/04/18 15:30至112/06/30 21: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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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需另繳交父、母及學生本人之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藍底或粉底），如無法繳

交，依規定家庭年所得不可超過新台幣220萬元，若因所得超過致資

格不符者，需補繳學雜費。 

6. 已申請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

連駿取/2204/ 

jimlien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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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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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勞工子女發展技藝能助學金、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教

育補助、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

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等）者，不得再申請本學雜費減免，請

同學擇一辦理。 

【注意事項】 

1. 學雜費減免每學期申請一次，轉學（系）、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其後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所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已減免者，不得

重複減免。 

2. 務必先完成學雜費減免申請，申請過後再列印繳費單，辦理就學貸款

者，請持已減免後之學雜費繳費單再去銀行對保。 

3 2023年【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端午慰問金申請： 

1. 申請對象：近貧戶/弱勢清寒戶或學生。（須持有清寒證明者） 

2. 提供名額：本校學生50名。(臺北校區30名， 新竹校區20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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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申請時間：112/04/20(四)至112/05/10日(三)16:00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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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餘相關申請內容及必備申請文件，詳如附實施辦法。 

2023【蔡衍明愛心基金會_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端午慰問金實施辦法

暨申請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WwQNEIiDxBSourhCS4LbxPZMb

Uh6ly9/view?usp=share_link 

 

4 第2次通知，112學年度臺北校區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選舉： 

1. 候選人及號次：1號北進數媒2A 蔡仲鎮、2號北進觀管1甲劉冠良、3

號北進觀管2A 陳柏宏。 

2. 候選人競選拜票活動期間自112/4/10 18:30起至112/4/29 17:00

止。選舉投票日訂於112/5/1(一)08:30至112/5/6(六)19:30截止，採

用線上投票。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5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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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WwQNEIiDxBSourhCS4LbxPZMbUh6ly9/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WwQNEIiDxBSourhCS4LbxPZMbUh6ly9/view?usp=share_link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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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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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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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2次通知，112學年度新竹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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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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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端午慰問金於即日

起至 5/9(二)21：00 止。 

煩請各位老師協助轉知有需要申請的學生(如申請通過屆時需配合新竹縣

政府活動出席參加活動)，感謝您。 

1. 相關資訊如下： 

※不須要檢附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1) 申請對象：近貧戶/弱勢清寒戶或學生。（須持有清寒證明者） 

(2) 申請名額：臺北校區 30 名、新竹校區 20 名，合計 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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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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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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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5/9(二)21:00 止。 

(5) 依據資格符合，以首次申請者為優先、次為申請次數少及繳件順序來

排序。 

2. 須繳交資料如下: 

(1) 個案申請表 

(2) 清寒證明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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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4) 學生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需申請者本人帳戶) 

(6) 其他(視實際需要檢附其他相關證件) 

3. ＂提案申請人相關資料＂，請導師或行政、教學單位老師等，協助填

入資料即可。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TEjfH8mv204rPb-

buyJQdojhGl9Kn0wQ/edit?usp=share_link&ouid=11798687356316

9153280&rtpof=true&sd=true 

4 本學期 學生操行及幹部獎懲作業，自 112/4/24(一)起至 112/5/19(五)

止。 

1. 導師加減分： 單一入口(https://iq.cute.edu.tw/index.do) ，應用系

統\教務類 E化系統→教師系統→學生請假缺曠→導師操行加減分處

理→選擇輔導班級→鍵入學生加減分數→按「完成輸入」。 

註：導師加減分以五分為限。 

2. 期末班級幹部獎勵，路徑及操作步驟如下： 

單一入口(https://iq.cute.edu.tw/index.do)→應用系統\教務類 E化

系統→教師系統→學生請假缺曠→班級幹部獎勵輸入。 

(1) 選擇輔導班級→查詢顯示該班學生名單→選擇擔任班級幹部類型→選

擇獎勵種類→按「儲存獎勵」，進行儲存動作。 

a.輸入期間可按「儲存獎勵」進行儲存動作。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TEjfH8mv204rPbbuyJQdojhGl9Kn0wQ/edit?usp=share_link&ouid=117986873563169153280&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TEjfH8mv204rPbbuyJQdojhGl9Kn0wQ/edit?usp=share_link&ouid=117986873563169153280&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TEjfH8mv204rPbbuyJQdojhGl9Kn0wQ/edit?usp=share_link&ouid=117986873563169153280&rtpof=true&s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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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未按「獎勵確認送出」前，可進行修改；按「儲存獎勵」進行儲

存。 

c.獎勵名單送出後，即無法修改，若要修改請洽進修部綜合業組。 

(2) 資料確認無誤後→按「獎勵確認送出」。 

(3) 按「獎懲名單列印」，列印班級幹部獎勵名單。 

(4) 紙本名單經導師及系主任簽章後，逕送新竹進修部綜合業務(學務)組 

佳芳﹝分機 1147﹞。 

5 112-1 學期學雜費減免開放申請： 

1. 申辦時間：4/24（一）起至 8/31（四）23：59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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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子女、給卹期內

軍公教遺族子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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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q.cute.edu.tw/index.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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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