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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學務好週到-第1周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各位同學好， 

本週是開學第一週，祝福各位同學這個學期，順心如意，學習順利。送給

各位同學一段話： 

在一個貶值的時代裡，最好的事情就是投資你自己(In a time of inflation,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invest in yourself.  )~ Warren Buffett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生輔組-就學貸款 

1. 申辦就學貸款者，請於9/15(四)前盡速將紙本資料繳回學務處生輔

組，逾期視同放棄就學貸款。 

2. 差額尚未補繳同學視同未註冊，請至土地銀行臨櫃繳交或是轉帳差額

單上繳款帳號。 

*注意:每位同學繳款帳號皆不相同，請轉入本人差額單之繳款帳號。 

*差額單下載路徑:單一入口-學務相關系統(學生)-就學貸款-差額單列印 

張怡萱/2156/ 

sally0730@cute.edu.t

w 

 

 

3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鼓勵本校師生踴躍加入台北捷運科技志工，歡

迎有意願且有興趣參與台北捷運科技志工者至線上報名，並可自官網

(https://www.metro.taipei/cp.aspx?n=518B472C2A9E7A18)查詢參考

資料及相關動態。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4 敬愛的導師您好 :學生輔導中心將舉辦團體心理測驗，請導師撥冗將以下

訊息轉發班級群組並協助宣導心理健康資源為同學在學期間可享受的福

利，同學可多多把握機會參與。  

  

學生輔導中心將舉辦團體心理測驗，運用「賴氏人格測驗」(紙本手寫填

答)  來增進同學自我認識並且熟悉本校諮商輔導資源，藉此提高心理和人

際適應。共有8個時段，請同學在報名表中單選擇一報名，測驗包含事前

講解、測驗填答、計分、結果說明大約30-40分鐘會結束。 

對象：台北校區轉學、復學、外籍 (含港澳陸或其他國家)、僑生、原民生

務必報名，一般生則歡迎自由參加。新竹校區另辦。  

地點: 崇德樓301室 

*本活動是教育部規定全國大專院校務必進行之活動，目的在於確保所有

同學都能重視心理健康以及熟悉校園諮商輔導系統。現場備有豐富零食供

黎姿嫺臨床心理師

/2159/joanne905132

6@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https://www.metro.taipei/cp.aspx?n=518B472C2A9E7A18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joanne9051326@cute.edu.tw
mailto:joanne9051326@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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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盡情享用。  

時段 : 

1. 111/09/15(四)10:00-11:00 

2. 111/09/15(四)11:00-12:00 

3. 111/09/29(四)10:00-11:00 

4. 111/09/29(四)11:00-12:00 

5. 111/10/04(二)10:00-11:00 

6. 111/10/04(二)11:00-12:00 

7. 111/10/14(五)10:00-11:00 

8. 111/10/14(五)11:00-12:00 

9. 111/10/17(一)10:00-11:00 

10. 111/10/17(一)11:00-12:0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cizxBNvsZ7ECUXm

pUgrpWHSL5orpohu3VqWt-RxnoRM5Sw/viewform 

5 本學期將於 111/9/12(一)開始受理個案輔導與心理測驗之預約登記，兼

任心理師身心科醫師值班時段如下，歡迎老師多加使用。 

1. 星期一10:00~13:00   謝澤銘心理師 

2. 星期三14:00~17:00  潘元健心理師 

3. 星期四11:00~13:00  林予澤醫師 

4. 星期四13:00~16:00 許淑瑛心理師 

吳杰諠/2151/ 

coun@cute.edu.tw 

 

6 軍訓室-賃居 

1. 請導師於111/9/23 (五)前(每學期開始後兩週內)將賃居生名冊調查以

Excel 電子檔(勿送紙本)(檔名範例：111-1-財金1A)回傳軍訓室王賢

智教官（wsj5566@cute.edu.tw），俾利名冊彙整。 

*請務必使用 Excel 檔、另學年度記得更新。 

*無賃居生者，亦請來信告知，以免列入未繳交。 

2. 依教育部110/06/17臺教學(五)字第110076636函示，自本學期起，

須請賃居生填寫「自主檢核表」，並於第五週前(111/10/14(五)前)派

員送交軍訓室綜整。 

3. 依教育部110/06/17臺教學(五)字第110076636函示，賃居生訪視項

目新增數項，故「賃居生訪視記錄表」表格已調整，訪視時請用新

表，請導師實施賃居生訪視後於第十一週(111/11/25(五)前)將「賃

居生訪視記錄表」 送交軍訓室綜整。*適時配合照相，電子檔傳送王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cizxBNvsZ7ECUXmpUgrpWHSL5orpohu3VqWt-RxnoRM5S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cizxBNvsZ7ECUXmpUgrpWHSL5orpohu3VqWt-RxnoRM5Sw/viewform
mailto:coun@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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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 

4. 賃居生訪視記錄表請用新表，並請詳實勾選及填註資料。另提醒導師

們於111/11/25以後繳回者，將不予核發誤餐費-以軍訓室實際收件

時間為準】 

5. 臺北校區【賃居生名冊】格式【下載】。https://reurl.cc/RX91Me 

6. 臺北校區【賃居生訪視記錄表】【下載】。https://reurl.cc/bENROX 

7. 臺北校區【賃居生自主檢核表】【下載】。https://reurl.cc/aGMvW7 

7 軍訓室-賃居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增修後住宅租賃常見糾紛問答集，請協助宣導。 

https://reurl.cc/AO9r7K 

 

8 111學年度特色主題：「美形美攝」比賽，即日起至111年10月21日，請

鼓勵同學踴躍參加。比賽辦法請至下列網址：https://reurl.cc/vWEzWk 

 

9 1. 班級自治幹部選舉作業 

(1) 請臺北校區日間部各班導師於開學一週內(111/9/19)，完成班級自治

幹部選舉，並至「單一入口/導師管理系統」登錄完畢。 

(2) 各班應選正、副班代及學藝、康樂、衛生、服務、總務、輔導等六

股。每股設股長1人，並得設幹事。 

(3) 自治幹部名單改採由導師從「單一入口/導師管理系統」登錄。 

A. 系統位置：單一入口→學務類 E化系統→導師管理系統→班級幹

部→選取班級。 

B. 登錄方式說明：點選所屬班級→點選學生學號→點選擔任幹部職

稱。 

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https://reurl.cc/RX91Me
https://reurl.cc/bENROX
https://reurl.cc/aGMvW7
https://reurl.cc/AO9r7K
https://reurl.cc/vWEzWk
mailto:jung@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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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職員工、學生急難互助金」募款作業 

1. 本學期始募款活動依例以新生班級及轉學生、研究生響應募款外(學

生若參加互助時，每人需以捐助100元以上為原則)，其募款對象不再

侷限於新生，本校教職員工及在校生，均可再次共襄盛舉發揮愛心參

與響應活動。 

2. 募款週兩校區響應活動時間：111/9/12-9/26。 

3. 表單下載位置：https://reurl.cc/bEm18X 

 

 

11 校內獎助學金資訊 

1. 「優秀青年選拔」受薦資格： 

(1) 四年制二年級(含)以上、進院(專)、碩士班學生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在

班排名前三分之一，無一科不及格，操行成績平均評列八十分以上，

無不良紀錄者。 

(2) 具有下列優良事蹟一項以上者：辦理活動為校爭光；擔任幹部推展活

動；推展志願服務工作；學術研究具專業；具有領導才能；具有學藝

類、才藝類、證照類、競賽類、體育類事蹟等其他優良事蹟者。 

 推薦截止日為9/23(五)。 

 業務承辦人：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111學年度優秀青年選拔-上傳雲端網址為 https://reurl.cc/eO9kDK. 

  

https://reurl.cc/bEm18X
mailto:jung@cute.edu.tw
https://reurl.cc/eO9k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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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務必要用學號 GM 信箱帳號登錄 Google 頁面，在開啟檔案。  

 辦法、表單下載位置：https://reurl.cc/MAlx0K 

 

2. 「溫親獎學金」申請資格： 

(1) 110學年度操行成績80分以上，學業成績70分以上者（研究所學

業成績需80分以上)。 

(2) 具單親事實者(不含父母離異)。 

 推薦截止日為10/12(三)。 

 業務承辦人：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辦法、表單下載位置：https://reurl.cc/MAlx0K 

 

3. 「森城建設公司清寒優秀獎學金」申請資格： 

(1) 四年制二年級(含)以上之清寒學生，須持有縣(市)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明。 

(2) 專業知識：110學年度學業成績達70分以上者；並具其他優秀事

蹟。)服務表現：參與校內、外各類團體活動；志願服務工作；

服務學習課程。 

(3) 110學年度操行成績80分以上，學業成績70分以上者（研究所學

業成績需80分以上)。 

 推薦截止日為10/12(三)。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辦法、表單下載位置：https://reurl.cc/MAlx0K 

https://reurl.cc/MAlx0K
mailto:jung@cute.edu.tw
https://reurl.cc/MAlx0K
mailto:yufen@cute.edu.tw
https://reurl.cc/MAlx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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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1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方式及注意事項： 

新竹校區演練時間：111/9/16（五）09:05。 

演練方式： 

1. 地震發生時(09:05)以廣播方式發布，請師生立即就地避難掩護(立即

執行蹲下、掩護與穩住動作，優先保護頭部及身體，躲在桌下時，應

以雙手緊握住桌腳，此時不需要求學生開門與關閉電源)。 

2. 地震稍歇，聽從師長指示進行避難疏散（離開場所時再予以關閉電

源），以較輕的書包或書本保護頭部，過程中請保持不語、不跑、不

推(避免嘻笑)，在師長引導下至指定位置集合。 

3. 各班任課老師於疏散集合後，5分鐘內完成人員清點並責由班長回報

軍訓室。 

4. 演練結束，依學校課程排定，返回授課地點上課。 

疏散位置： 

 

(請當天參與演練班級的各班班長，協助任課老師實施避難疏散演練動作) 

陳勇龍/1185/  

naoyachan2021@cut

e.edu.tw 

 

 

2 1. 提供111-1弱勢學生助學措施(助學金、生活助學金、住宿優惠[校

內、校外租金補貼]、緊急紓困助學金)相關資訊。 

2. 為協助同學順利申請相關助學措施，請務必將資訊傳達予同學，避免

陳淑華/1142/  

she129@cute.edu.tw 

 

 

mailto:naoyachan2021@cute.edu.tw
mailto:naoyachan2021@cute.edu.tw
mailto:she129@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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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申辦時間。 

3. 弱勢助學措施 QRcode： 

3 本學期將於 111/9/12(一)開始受理個案輔導與心理測驗之預約登記，兼

任心理 

師身心科醫師值班時段如下,歡迎老師多加使用。 

1. 星期一12:00~13:00 彭柏威醫師 

2. 星期二12:00~14:00、15:00~18:00 葉孜寧心理師 

3. 星期四12:00~14:00、15:00~18:00 賴韻宇心理師 

張雅玲/1613/  

erinch@cute.edu.tw 

 

 

4 新竹日間新生健康檢查排程通知： 

1. 檢查日期：111/09/16（星期五08：20〜10：30）。 

2. 體檢地點：涵德樓6樓。 

3. 報到地點：涵德樓1樓(總務處前)。 

4. 新生全體同學均須體檢。 

5. 各班報到時間： 

✤影視一 A(08：10)          ✤觀管一 A+行管一 A(08：30) 

✤室設一 A(08：50)          ✤資工一 A(09：10) 

✤數媒一 A(09：30)          ✤視傳一 A(09：50)  

✤(企管、視傳、室設)研究所一 A(08：20〜10：30) 

新生健康檢查資料填寫系統登入網址 QR-CODE： 

 

新生健康檢查資料登入畫面

(https://check.ch.com.tw/CUTECHECK/index.aspx) 

填寫日期：111/09/12～111/09/16止 

衛保組/1156/  

hheal@cute.edu.tw 

 

 

mailto:erinch@cute.edu.tw
https://check.ch.com.tw/CUTECHECK/index.aspx
mailto:hheal@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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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1-1班級幹部講習活動： 

1. 進修部(週六上課)班級幹部講習 

(1) 時間：111/9/17(六)下午4：35。 

(2) 地點：格致樓307教室 

(3) 參加人員：進修部(二技二專)週六上課班級之班長、副班長與衛

生股長。 

2. 進修部(四技、二專週三上課)班級幹部講習暨交通安全宣導講座 

(1) 時間：111/9/21(三)晚上7：20。 

(2) 地點：格致樓101會議室 

(3) 參加人員：進修部四技各班班長、副班長、衛生股長 

 觀管二乙、企管二甲、企管一甲等3班於星期三上課，故幹部皆要參

加講習。 

開會通知： https://reurl.cc/60byWr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2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作業：(詳如附件) 

1. 訂111/9/15(四)晚間與111/9/17(六)下午實施新生入學健康檢查作

業，請導師宣導各班新生依排定時間務必到校至中山育樂館參加健檢

作業。 

2. 健檢當日無課之產學專班，請同學自行決定選擇到校參加上述日期新

生健檢作業，或自行前往啟新診所四樓補檢(星期日休診)，預約資訊

請詳附件。 

3. 健檢與停課通知(如附件)將發至新生班班長轉達。 

體檢及停課通知：https://reurl.cc/eOVEvQ 

 

3 111-1註冊率催繳作業： 

9/12已開學，尚有同學未完成學雜費繳費(或辦理就貸)之註冊作業，請各

位導師可至「單一入口」→「繳費類 E化系統」→「學雜費管理系統」查

詢詢所輔導班級之學生學雜費繳費狀況，並催促儘速完成註冊程序。 

 

4 111-1各類學雜費減免作業： 

1. 尚未申辦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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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學雜費者，請於

汪愛珠、黃渝洳

/2212、2211/ 

liyah413@cute.edu.t

w 

 

https://reurl.cc/60byWr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https://reurl.cc/eOVEvQ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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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25(日)前申辦。 

2. 申辦方法：採線上申辦，請至「單一入口/學生資訊系統/學雜費用專

區/減免申請」，線上填寫完畢後列印表單連同佐證資料一併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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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 提供111-1弱勢學生助學措施(助學金、住宿優惠[校內、校外租金補

貼]、緊急紓困助學金)相關資訊。 

2. 為協助同學順利申請相關助學措施，請務必將資訊傳達予同學，避免

錯過申辦時間。 

弱勢助學措施 QRcode：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mailto:cflai@cut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