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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12週 

【全校】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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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縱然傷心，也不要愁眉不展，因為你不知有誰會因為你的笑容而愛上你。

Never frown, even when you are sad,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o is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r smile.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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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慰問金若通過申請，屆時需配合新竹縣政府活動出席參加活動。 

3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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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臺北校區日間部大一班級心情隨筆統計表(繳交情況一覽表)繳交提醒， 

1. 日間部四技大一班級實施「心情隨筆」撰寫，每週需撰寫一篇(期中/

期末考當週除外）  

2. 第 14 週(112/5/15~112/5/19)將進行普查作業，班須繳交 3 本心情

隨筆(抽查)及繳交情況一覽表至學務處生輔組賴教官處即可 

心情隨筆繳交一覽表附件：https://reurl.cc/EG0aNk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5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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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a1jbeD 

原民週活動(112/5/23~112/5/25)，各項活動可進連結檢閱及報名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V8xeaY 

金浩恩/2147/ 

aa0977508653@cute

.edu.tw 

 

6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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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mailto:jung@cute.edu.tw
https://reurl.cc/EG0aNk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https://reurl.cc/a1jbeD
https://reurl.cc/V8xeaY
mailto:aa0977508653@cute.edu.tw
mailto:aa0977508653@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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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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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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2次通知，CUTe 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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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導

師輔導紀錄統計期間為112/2/13(一)～112/5/7(日)。學輔中心將以系統

時間112/5/7 23:59為最後統計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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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傳(限

圖片) "內，任一皆可，以供備查。填寫注意事項如下：  

1. 學生訪談記錄僅限文字內容，請簡述晤談內容。  

2. 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傳(限圖片)，僅上傳通訊軟體之輔導紀錄截圖。  

3. 內容單純是同學自述內容、轉貼 FB 或其他網站，將不列入晤談次數 

的計算。  

操作方式說明  

1. 文字紀錄：進教師系統→點選【學生訪談紀錄】  

2. 通訊軟體之輔導紀錄截圖：進教師系統>點選【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 

傳(限圖片)】→登入帳號(員編)密碼(身分證) →點選、填入資料並選

擇檔案→上傳。  

3. 新增查詢及刪除紀錄之功能。 

吳欣怡/2976/ 

xinyi@cute.edu.tw 

 

 

 

  

https://forms.gle/eT5Ux578jo6UHxH17
mailto:xiny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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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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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菸害防制法修正菸害防制教育宣導 

菸害防制法 112 年 1 月 12 日修正通過後，大學校園全面禁菸，吸菸年齡

提高至 20 歲後，本校自 112 年 3 月 1 日起依教育部規定校園全面禁菸，

推動無菸校園，請全體師生一起打造健康清新的無菸校園，各行政、學術

單位辦理活動、學生座談、班會等都請協助於會前先行宣導無菸校園，您

的努力是我們健康校園的最大動力。 

 

3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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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2次通知，CUTe 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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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導

師輔導紀錄統計期間為112/2/13(一)～112/5/7(日)。學輔中心將以系統

時間112/5/7 23:59為最後統計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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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傳(限

圖片) "內，任一皆可，以供備查。填寫注意事項如下：  

1. 學生訪談記錄僅限文字內容，請簡述晤談內容。  

2. 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傳(限圖片)，僅上傳通訊軟體之輔導紀錄截圖。  

3. 內容單純是同學自述內容、轉貼 FB 或其他網站，將不列入晤談次數 

的計算。  

操作方式說明  

1. 文字紀錄：進教師系統→點選【學生訪談紀錄】  

2. 通訊軟體之輔導紀錄截圖：進教師系統>點選【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 

吳欣怡/2976/ 

xinyi@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she129@cute.edu.tw
mailto:xiny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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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限圖片)】→登入帳號(員編)密碼(身分證) →點選、填入資料並選

擇檔案→上傳。  

3. 新增查詢及刪除紀錄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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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檢送進修部111-2學期第10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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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cOU9GvMAkpXw4ajaQ

KJ70lfzJYcL0Tu/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

3&rtpof=true&sd=true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2 進修部班會記錄繳交作業： 

檢送進修部111-2學期至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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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SBQW0Plo5FBJD-

0rAiiHiU-

EUGaDjyf/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

pof=true&sd=true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3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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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駿取/2204/ 

jimlien90@cute.edu.t

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WcOU9GvMAkpXw4ajaQKJ70lfzJYcL0Tu/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WcOU9GvMAkpXw4ajaQKJ70lfzJYcL0Tu/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WcOU9GvMAkpXw4ajaQKJ70lfzJYcL0T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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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SBQW0Plo5FBJD-0rAiiHiU-EUGaDjyf/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bSBQW0Plo5FBJD-0rAiiHiU-EUGaDjyf/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bSBQW0Plo5FBJD-0rAiiHiU-EUGaDjyf/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bSBQW0Plo5FBJD-0rAiiHiU-EUGaDjyf/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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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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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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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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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WwQNEIiDxBSourhCS4LbxPZMbUh6ly9/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WwQNEIiDxBSourhCS4LbxPZMbUh6ly9/view?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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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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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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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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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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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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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