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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1週 

【全校】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立法院已於112年1月12日三讀通過「菸害防制法」修正案。預定自112

年3月初施行。其中涉及大專校院相關條文包含： 

1. 大專校院為全面禁菸場所，如有吸菸區等標示應全面拆除。 

2. 學校出入口處應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3. 提高禁菸年齡至20歲。 

4. 違規者需接受戒菸教育。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隨著新冠疫情緩解，教育部2/10(五)召開全國防疫長會議，重要事項宣導

如下: 

1. 112/3/6起，各級學校實施校園室內口罩放寬的作法。校園內是否佩

戴口罩，以教職員工生個人自主決定為原則。 

2. 醫療場所、大眾運輸依規定均應佩戴口罩。以校園為例，保健室、健

康中心、學校交通車，屬於上面規範，因此要佩戴口罩。 

3. 班上有同學確診，確診同學在家居家隔離，來校上課的同學，仍可自

主決定是否佩戴口罩。 

4. 考量學校教學需求，各級學校經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

可於具特殊性場域或授課有相關需求時（如餐飲實作課程、生化實驗

課程等），學校得自行決定佩戴口罩措施。 

5. 新冠肺炎仍屬第五級法定傳染病，教職員工生如有確診，仍請依既有

之通報管道通報。 

6. 未來會進一步修正校園防疫指引，目前仍以去(111)年11月修正指引

為主。 

 

  



2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如果你在小事上缺乏紀律，在大事上可能也會一樣。 

If you let yourself be undisciplined on the small things, you will 

probably be undisciplined on the large things as well. 

–– 華倫‧巴菲特 (Warren Buffett,1930~ )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111-2辦理日間部學雜費減免申請通知，申辦時間至112/2/24(五) 17:00

止(逾時不候) 

【申請流程】請先至單一入口/應用系統/學務相關系統(學生)/減免系統，

登入填寫資料後務必列印申請書，申請書簽名以及蓋章後連同應繳佐證文

件，於截止日前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下載註冊繳費單時請確認是否

已扣除減免金額再繳費。 

【申請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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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件方式】請紙本親送為原則，若郵寄請以掛號方式寄達，地址及收件

人請填寫【116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56號 學務處生輔組(減免資料)】 

周佩萱/2142/ 

zelda87091@cute.ed

u.tw 

 

 

3 【校外租金補貼調查】配合教育部調整校外租金補貼比照內政部第三級級

距補貼金額，且為有效宣導租金補貼資訊，請辦理減免的同學協助填寫表

單，表單網址: https://reurl.cc/NGl0Rx。另【校外租金補貼】申請時

間:2/13~3/1、【校內租金補貼】申請時間:2/13~2/24，以上相關資訊請

上網查詢：單一入口/學務相關系統(學生)/ 弱勢助學管理系統。 

 

4 111-2學期「班會紀錄」繳交作業： 

1. 每學期至少召開6次，召開方式不限，但必須有1次是「主題式班 

會」，討論議題如附件。   

2. 2.每次班會後14天內上網登錄「班會紀錄」:「學校首頁」→「行政

單位」→「學務處」→「生輔組」→「學務處行政單位」→「生輔

組」→「班會紀錄線上上傳區」 

3. 附件:班會討論議題: https://reurl.cc/ym53My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5 四技大一新生心情隨筆繳交作業宣導: 

1. 本校日間部四技大一新生實施「心情隨筆」撰寫，每週需撰寫一篇 

（期中考、期末考當週除外），並由導師批閱後送回給學生，藉以通

 

mailto:zelda87091@cute.edu.tw
mailto:zelda87091@cute.edu.tw
https://reurl.cc/NGl0Rx
https://reurl.cc/ym53My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3 

 

過每週的師生心情交流，瞭解學生學習與生活概況並給予協助。 

2. 對繕寫敷衍了事之學生，請導師於平日進行輔導、或退回重寫，未確 

實撰寫的同學，請老師權衡是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三款-敷衍或不按時繳交作業者（含心情隨筆、書法）予以申誡處 

分。對於認真撰寫的同學，亦可擇優給予嘉獎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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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筆(普查12篇)及繳交情況一覽表。由學藝股長於規定時間內送至學

務處生輔組，並於第15週週五112/5/26前領回心情隨筆。 

6 就學貸款  

1. 申辦就學貸款者，請於2/17(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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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11-2開學配合教育部辦理「友善校園週」，本次宣導主題為「對抗網路

霸凌－截圖、反映、找 iWIN」，其他宣導事項為「宣導教育部反霸凌專線

電話1953」、「防制校園詐騙」、「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強化學生身

心健康與輔導」、「強化校園自殺防治工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治

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瞭解與尊重身心障礙者」、「防治數位/網路性

別暴力」、「配合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尊重多元文化理念」等議題。 

詳情請參考以下附件： 

各級學校推動友善校園週活動規劃 

111學年度第2學期友善校園週實施計畫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8 1. 孝悌楷模選拔 

(1) 限兩校區四部制二年級以上學生，每名獎助學金3,000元。 

(2) 遴選標準： 

A. 凡具有孝悌事蹟、宏揚倫理、促進和諧，而學業成績前一學年總

平均在70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0分以上，無記過處分，經該班

同學提出推薦，由導師查證確實，又具有下列孝悌事蹟之一者。 

孝的方面─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愛護自身、善盡晚輩侍親進退

之道。 

悌的方面─友愛兄弟、謙沖自持、勤學不懈、恪守家庭，和悅相

課外組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2VaXrAHD0d794XaVRJZLsS3Z-fLTon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_KgbzIJkbUP4fcBAVR22SHv5xoDfMFs/view?usp=sharing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yufen@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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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誼。 

B. 對家庭、國家、社會、公眾具有特別貢獻，且是多數人做不到的

具體事蹟，如捨富拯飢、親侍湯藥、無微不至，出錢出力，為公

眾服務者。 

(3) 截止日：112/2/24日(星期五)。 

2. 高瑩校友獎學金 

(1) 推薦班上符合資格之同學參選，每名獎學金10,000元。 

(2) 資格條件： 

A. 本獎學金以推薦方式接受日間部學生申請。 

B. 凡上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70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且具有下

列條件之一者，均得推薦： 

a. 曾當選校內、外優秀青年。 

b. 參加校外學術競賽，獲得優勝或榮譽名次者。 

c. 對學校或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且有具體事證者。 

d. 恪遵校規、發揚校譽、績效卓著，為學校或社會所公認者。 

e. 截止日：112/3/10日(五)。 

相關辦法及表單下載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2.html 

9 臺北校區日間部111學年度第1學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會議紀錄及學

生意見反應跟催處理情形，已上傳至專區網頁，供師生自行前網查看。 

連結

https://cutestud.weebly.com/3328726657382632637732004332742

1271260853829137096.htm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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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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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幹部名單改採由導師從「單一入口 導師管理系統」登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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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組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11 大手牽小手 我們不放手~教職員工、學生急難互助金 募集持續中 

所屬班級如有寒轉(復學)生，請輔導繳交100元以上急難互助金為原則，

響應時間為( 112/2/13日~3/13日)。 

 

12 112學年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員、各系系學會會長候選人提名作業，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2.html
https://cutestud.weebly.com/33287266573826326377320043327421271260853829137096.html
https://cutestud.weebly.com/33287266573826326377320043327421271260853829137096.html
mailto:jung@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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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協助推薦優秀且符合資格之學生參選。 

1. 請於112/2/24(星期五)前推薦完畢，名單交由各系選務委員(系學會

會長)彙整，再送至兩校區課外組。 

2. 表單下載可至： 

臺北校區：https://reurl.cc/YdN0xn 

新竹校區: https://reurl.cc/MbNM8m 

13 賃居安全訪視 

1. 請導師於1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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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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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未繳交班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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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28(五)前)送交軍訓

室綜整(請記得請系主任簽章)。*適時配合照相，電子檔傳送王教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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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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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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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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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14 賃居宣導 

1.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12年1月版住宅租賃常見糾紛問答集，請協助宣

導。 

https://reurl.cc/lZ8gb6 

2. 請老師協助宣導勿賃居頂樓加蓋或鐵皮屋，以確保賃居安全。

https://news.591.com.tw/news/2781 

 

15 交通安全 

111-2交通安全海報創作設計比賽，請鼓勵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即日起至

112/4/14截止，以郵件收件時間為準。相關獎勵標準、規範資訊及報名

網址如後 https://reurl.cc/rZM0LZ 

 

16 111-2學生兵役作業宣導:  

1. 本學期轉學生（含轉校區、轉部、轉系）、復學生、延修生，請於開

宋德貞/2154/ 

demi8@cute.edu.tw 

 

https://reurl.cc/YdN0xn
https://reurl.cc/MbNM8m
https://reurl.cc/RX91Me
https://reurl.cc/bENROX
mailto:wsj5566@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https://reurl.cc/lZ8gb6
https://news.591.com.tw/news/2781
https://reurl.cc/rZM0LZ
mailto:demi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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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後一個月內檢附身份證（退伍令/結訓證明影本）至軍訓室辦理緩

徵（儘召）或延長緩徵（儘召）申請。 

2. 112/1/1 日起，民國 93 年次男子已達法定兵役年齡，若尚未完成緩

徵申請（入學時未繳交兵役調查表），亦請儘快至軍訓室辦理。 

3. 依法尚未服役的役男，出國應經核准；同學可至內政部役政署「役男

短期出境線上申請系統」，申請（4個月內）役男線上短期出境，並於

核准後列印出境核准通知單，併同護照持憑通關出境；因奉派或推薦

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問、受訓或實習等原因，申請出境

在四個月以上，一年以內者，應在出境日三十天前檢附相關文件（國

外學校入學許可相關證明文件或出國同意函等、役男護照基本資料頁

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至軍訓室辦理役男出境發文申請，並請注意畢

業年限（逾緩徵期限者須另申請延長緩徵）。 

4. 請畢業班導師協助提醒男同學，如在校期間有修習全民國防課程，可

於畢業（離校）前申請「役期(訓期)折減證明」（至教務處申請歷年成

績單後，帶至軍訓室審查蓋章），減少學生舟車往返時間，並請妥善

保存，如不慎遺失，宜提早申請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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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 申辦就學貸款者，請於2/18(三)前盡速將紙本資料繳回學務處生輔組

(學以軒1005室)，逾期視同放棄就學貸款。 

2. 尚未完成補繳差額之同學視同未註冊，請盡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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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依泙/1154/ 

asz1209@cute.edu.t

w 

 

 

2 111-2新竹校區校外賃居學生名冊調查繳交 

111-2學期請導師於112/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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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傳生輔組廖振潭教官

（tain560103@cute.edu.tw），俾利名冊彙整。【無賃居生者，亦請來信

告知，以免列入未繳交】。 

廖振潭教官/1150/ 

tain560103@cute.ed

u.tw 

 

 

 

3 111-2新竹校區班級特定人員調查 

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109/12/2修正)

請導師於期初三週內觀察班級同學後回覆班級特定人員狀況。為利個資保

密作業班級若有特定人員請電郵回覆廖振潭教官

（tain560103@cute.edu.tw），將由學務處廖振潭校安教官直接與導師

聯繫，屆時尚請導師協助填謝相關資料。 

 

4 賃居宣導 

1.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12年1月版住宅租賃常見糾紛問答集，請協助

宣導。 

https://reurl.cc/lZ8gb6 

2. 請老師協助宣導勿賃居頂樓加蓋或鐵皮屋，以確保賃居安全。 

https://news.591.com.tw/news/2781 

 

5 1. 提供 111-2 弱勢學生助學措施(生活助學金、校內住宿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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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華/1142/ 

she129@c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https://reurl.cc/lZ8gb6
https://news.591.com.tw/news/2781
mailto:she129@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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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1-2開學配合教育部辦理「友善校園週」，本次宣導主題為「對抗網路

霸凌－截圖、反映、找 iWIN」，其他宣導事項為「宣導教育部反霸凌專線

電話1953」、「防制校園詐騙」、「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強化學生身

心健康與輔導」、「強化校園自殺防治工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治

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瞭解與尊重身心障礙者」、「防治數位/網路性

別暴力」、「配合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尊重多元文化理念」等議題。 

詳情請參考以下附件： 

各級學校推動友善校園週活動規劃 

111學年度第2學期友善校園週實施計畫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7 孝悌楷模選拔 

1. 限兩校區四部制二年級以上學生，每名獎助學金3,000元。 

2. 遴選標準： 

(1) 凡具有孝悌事蹟、宏揚倫理、促進和諧，而學業成績前一學年總

平均在70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0分以上，無記過處分，經該班

同學提出推薦，由導師查證確實，又具有下列孝悌事蹟之一者。 

孝的方面─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愛護自身、善盡晚輩侍親進退

之道。 

悌的方面─友愛兄弟、謙沖自持、勤學不懈、恪守家庭，和悅相

處之誼。 

(2) 對家庭、國家、社會、公眾具有特別貢獻，且是多數人做不到的

具體事蹟，如捨富拯飢、親侍湯藥、無微不至，出錢出力，為公

眾服務者。 

3. 截止日：112/2/24日(星期五)。 

蔡麗珍/1142/ 

tsay531@cute.edu.tw 

 

 

8 高瑩校友獎學金 

1. 推薦班上符合資格之同學參選，每名獎學金10,000元。 

2. 資格條件： 

(1) 本獎學金以推薦方式接受日間部學生申請。 

(2) 凡上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70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且具有下

列條件之一者，均得推薦： 

(3) 曾當選校內、外優秀青年。 

(4) 參加校外學術競賽，獲得優勝或榮譽名次者。 

(5) 對學校或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且有具體事證者。 

(6) 恪遵校規、發揚校譽、績效卓著，為學校或社會所公認者。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2VaXrAHD0d794XaVRJZLsS3Z-fLTon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_KgbzIJkbUP4fcBAVR22SHv5xoDfMFs/view?usp=sharing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tsay531@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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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截止日：112/3/10日(五)。 

相關辦法及表單下載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2.html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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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1-2註冊催繳作業： 

112/2/13已開學，請尚未完成學雜費繳費(或辦理就貸)註冊同學儘快完

成，各位導師可至「單一入口」→「繳費類 E 化系統」→「學雜費管理系

統」查詢班級之學生學雜費繳費狀況。 

連駿取/2204/ 

jimlien90@cute.edu.t

w 

 

 

2 111-2班級幹部講習活動：(開會通知單另發) 

1. 進修部(四技、二專週三上課)班級幹部講習暨反毒宣導講座 

時間：112/2/22日(三)19:20 

地點：格致樓101會議室 

參加人員：各班班長、副班長、衛生股長 

2. 進修部(四技、二專週六上課)班級幹部講習 

時間：112/2/25(六)16：35。 

地點：格致樓307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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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3 111-2各類學雜費減免作業： 

1. 尚未申辦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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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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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駿取/2204/ 

jimlien90@cute.edu.t

w 

 

 

4 轉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急難互助金」捐款作業： 

1. 請督促本學期轉學生於112/3/3前上網至「學校首頁」→「在校學

生」→「學習履歷(EP)系統」(含金融帳號填寫)內完成填寫作業。 

2. 參加本校「急難互助金」捐款活動，依據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急難

互助』實施要點每人以捐助 100 元以上為原則，請同學112/3/3前繳

交至進修部(汪愛珠老師)。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5 111-2進修部學生網路選課作業通知： 

加退選課重(補)修：112/2/13(一)15:30至112/2/26(日)23:00(全校(不含

延修生)加退選修)，請同學於期限內完成選課。 

林盈秀/2202/ 

Claire0504@cute.edu

.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Claire0504@cute.edu.tw
mailto:Claire0504@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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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選課須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9-5uiXxuF-

HrcIte4x5WQumoKr2klGR/view?usp=share_link 

 

6 「班會紀錄」繳交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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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如附件。 

2. 請於每次班會後7天內，上網登錄「班會紀錄」，網路版填寫方式：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最下方)」→「班會紀錄」

→「臺北進修部上傳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Dpd7_NjYAaFLkzbjvnxeoWs3T6N

3CBX/view?usp=share_link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7 111-2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進修部自第四週開始，各班使用格致樓教室將辦理整潔評分，請導師

督促同學做好整潔工作。 

2. 各班教室使用若有異動時，請衛生股長速至進修部綜合業務組更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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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8 進修部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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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駿取/2204/ 

jimlien90@cute.edu.t

w 

 

9 菸害防制宣導： 

請各班級導師協助宣導，除吸菸區外，校內其他區域嚴禁吸菸，如發現有

違規吸菸情形隨時通報進修部處理，以維護師生健康。 

沈重麒/2209/ 

sh5558@cute.edu.tw 

 

 

10 228連假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因應228連假在即，避免同學因外出遊玩，肇生交通意外傷亡事故，

加強各項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2. 請同學上放學或出遊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3. 騎乘「機車」等交通工具，應遵守交通規則，切勿「無照駕駛」、

「酒後駕車」及「疲勞駕駛」等危險行為，俾防範交通意外事件之

發生。 

4. 交通部及教育部分別製作「你也是路口安全英雄」、「道路安全我來

罩」、「酒後上道，重罰就到」及「世界還需要你，請先保護好自

己」等影片，請各位同學自行至 YouTube 影音平台下載觀看，並配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9-5uiXxuF-HrcIte4x5WQumoKr2klGR/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9-5uiXxuF-HrcIte4x5WQumoKr2klGR/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Dpd7_NjYAaFLkzbjvnxeoWs3T6N3CBX/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Dpd7_NjYAaFLkzbjvnxeoWs3T6N3CBX/view?usp=share_link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sh555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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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部建置「168交通安全入口網」（網址：

https://168.motc.gov.tw/）交通安全宣導資料，減少交通意外傷亡

事件。 

11 111-2開學配合教育部辦理「友善校園週」，本次宣導主題為「對抗網路

霸凌－截圖、反映、找 iWIN」，其他宣導事項為「宣導教育部反霸凌專線

電話1953」、「防制校園詐騙」、「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強化學生身

心健康與輔導」、「強化校園自殺防治工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治

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瞭解與尊重身心障礙者」、「防治數位/網路性

別暴力」、「配合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尊重多元文化理念」等議題。 

詳情請參考以下附件： 

各級學校推動友善校園週活動規劃 

111學年度第2學期友善校園週實施計畫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12 孝悌楷模選拔 

1. 限兩校區四部制二年級以上學生，每名獎助學金3,000元。 

2. 遴選標準： 

(1) 凡具有孝悌事蹟、宏揚倫理、促進和諧，而學業成績前一學年總

平均在70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0分以上，無記過處分，經該班

同學提出推薦，由導師查證確實，又具有下列孝悌事蹟之一者。 

孝的方面─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愛護自身、善盡晚輩侍親進退

之道。 

悌的方面─友愛兄弟、謙沖自持、勤學不懈、恪守家庭，和悅相

處之誼。 

(2) 對家庭、國家、社會、公眾具有特別貢獻，且是多數人做不到的

具體事蹟，如捨富拯飢、親侍湯藥、無微不至，出錢出力，為公

眾服務者。 

截止日：112/2/24日(星期五)。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https://168.motc.gov.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2VaXrAHD0d794XaVRJZLsS3Z-fLTon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_KgbzIJkbUP4fcBAVR22SHv5xoDfMFs/view?usp=sharing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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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各類學雜費減免作業： 

1. 尚未申辦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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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2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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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2 就學貸款作業： 

請尚未繳回就學貸款申請者，將應繳資料於112/2/24(五)18：00前繳回

進修部。 

1. 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學校收執聯 

2. 戶籍謄本(全戶-近3個月內) 

3. 學雜費繳費單 

4. 住宿費繳費單(無則免附) 

5. 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無貸生活費者免附) 

就貸資料繳回，並經本組審查完後，才會產生補繳差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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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1-2弱勢學生—校外租金補貼申請： 

1. 申辦時間：即日起至112/3/1(三)21：00止。(逾期則恕難受理) 

2. 申辦對象：本校在學學生(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及學士後多元專長培

力課程)。  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弱勢助學生身分者(家庭年收

入低於 70 萬、不動產價值低於 650 萬、利息所得低於 2 萬元)。 

3. 線上申請：學校首頁/單一入口/費用相關系統(學生)/弱勢助學管理系

統。 

4. 申請流程：弱勢助學系統-校外租金補貼線上申請→列印申請表簽名

蓋章並檢附相關文件送交進修部綜合業務組→進修部綜合業務組進行

審查。 

 

4 緊急紓困助學金 

1. 申請資格：具本校學籍本國籍學生 應未申請本校學雜費減免、就學

貸款、弱勢助學及生活助學金。 

在學期間發生下列情事之一：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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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逢變 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 

(2) 遭遇不可抗拒之天然災害或人為因素致家庭經濟蒙受重大損失。 

(3) 父母因非自願性失業致使家庭發生急難者。 

(4) 其他突發事件，急需救助者。 

2. 辦理方式： 

請申請同學於事故發生日六個月內， 本學期註冊截止日期後 2 星期

內 (3/1 )21：00前 ，檢附相關單位所開立之遭遇事故、災害或診斷

書等證明文件，並填寫「緊急紓困助學金申請書」， 

並檢附「新式戶口名簿正本乙份」、「學雜費繳費單」及「加退選

單」。經班級導師與系主任簽名後，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

請。 

3. 補助金額： 

依學生 困難實際狀況給予補助，上限不超過 10,000 元，每人限補助

一次。 

接受本點補助學雜費之學生，於獲補助之學期因故未完成學業而辦理

休退學者，學雜費不予退費。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彙整審查，送

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後，報請校長核可。 

5 「班會紀錄」繳交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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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如附件。 

2. 請於每次班會後7天內，上網登錄「班會紀錄」，網路版填寫方式：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最下方)」→「班會紀錄」

→「新竹進修部上傳區」。 

班會討論議題： 111學年「主題式班會」討論議題.pdf 

111學年主題式班會議題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

cmk/view 

 

6 轉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急難互助金」捐款作業： 

1. 請督促本學期轉學生於112/3/3(五)前上網至「學校首頁」→「在校

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含金融帳號填寫)內完成填寫作業。 

2. 參加本校「急難互助金」捐款活動，依據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急難

互助』實施要點每人以捐助 100 元以上為原則，請同學112/3/3(五)

前繳交至進修部(賴老師)。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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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1-2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進修部自第二週開始，各班使用教室將辦理整潔評分，請導師督促同

學做好整潔工作。 

2. 各班教室使用若有異動時，請衛生股長速至進修部綜合業務組更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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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1- 2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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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班級自治幹部選舉名單繳交 

班級自治幹部，請於2/19(日)前完成選舉及登錄作業。請導師從「單一入

口/導師管理系統」登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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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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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1-2學期進修部學生網路選課作業通知： 

1. 延修生選課：112/02/09(四)15:30至112/02/16(四)23:00 

2. 加退選課重(補)修：112/02/9(四)15:30至112/02/26(日)23:00(全校

(不含延修生)加退選修) 

111-2網路選課須知：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JZgumnX5vaL3ZjJXfyjGyd

Q5SCkSwLH/edit 

張佳雯/1126/ 

vian@cute.edu.tw 

 

 

11 111-2開學配合教育部辦理「友善校園週」，本次宣導主題為「對抗網路

霸凌－截圖、反映、找 iWIN」，其他宣導事項為「宣導教育部反霸凌專線

電話1953」、「防制校園詐騙」、「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強化學生身

心健康與輔導」、「強化校園自殺防治工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治

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瞭解與尊重身心障礙者」、「防治數位/網路性

別暴力」、「配合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尊重多元文化理念」等議題。 

詳情請參考以下附件： 

各級學校推動友善校園週活動規劃 

111學年度第2學期友善校園週實施計畫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12 孝悌楷模選拔 

1. 限兩校區四部制二年級以上學生，每名獎助學金3,000元。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JZgumnX5vaL3ZjJXfyjGydQ5SCkSwLH/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JZgumnX5vaL3ZjJXfyjGydQ5SCkSwLH/edit
mailto:vian@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2VaXrAHD0d794XaVRJZLsS3Z-fLTon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_KgbzIJkbUP4fcBAVR22SHv5xoDfMFs/view?usp=sharing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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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遴選標準： 

(1) 凡具有孝悌事蹟、宏揚倫理、促進和諧，而學業成績前一學年總

平均在70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0分以上，無記過處分，經該班

同學提出推薦，由導師查證確實，又具有下列孝悌事蹟之一者。 

孝的方面─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愛護自身、善盡晚輩侍親進退

之道。 

悌的方面─友愛兄弟、謙沖自持、勤學不懈、恪守家庭，和悅相

處之誼。 

(2) 對家庭、國家、社會、公眾具有特別貢獻，且是多數人做不到的

具體事蹟，如捨富拯飢、親侍湯藥、無微不至，出錢出力，為公

眾服務者。 

3. 截止日：112/2/24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