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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學務好週到-第2周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我讀書，是為了遇見更好的自己。」～ 楊絳(1911-2016)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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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8Wnr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3 111學年度特色主題：「美形美攝」比賽，即日起至10/21，請鼓勵同學踴

躍參加。比賽辦法請至下列網址：https://reurl.cc/lelgLY 

 

4 為落實「推動機車駕訓補助」政策，請協請同學完成意願調查表，網址如

下：https://reurl.cc/gMx487 

 

5 交通部製作「道路安全我來罩」影片

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2208261014899 

交通部與臺北市區監理所製作「酒後上道.重罰就到」影片

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2208231820407 

教育部製作「世界還需要你，請先保護好自己」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EyUnmZtsY 

請貼班網，協助宣導。 

 

6 學雜費減免 

符合資格但尚未辦理111-1各類身分學雜費減免者，請於111/09/23前申

辦完成(逾時不候)，採線上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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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簽名蓋章，連同佐證文件及三個月內具

詳細記事之戶籍謄本一併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蔡老師。 

蔡依玲/2142/ 

wfxx@ute.edu.tw 

 

7 四技大一新生心情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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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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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RX8Wnr
mailto:wsj5566@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https://reurl.cc/lelgLY
https://reurl.cc/gMx487
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2208261014899
https://168.motc.gov.tw/theme/video/post/220823182040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EyUnmZtsY
mailto:wfxx@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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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14週(111/12/12~111/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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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週五111/12/23前領回心情隨筆。 

4. 心情隨筆手冊請逕行向益知書局購買(電話2934-2191，每本20元)。 

5. 繳交情況一覽表及獎懲建議表如附件，如有疑問請撥分機2142，學

務處生輔組蔡老師，wfxx@ute.edu.tw。 

6. 心情隨筆附件：https://reurl.cc/NRnLo5 

8 就學貸款 

1. 申辦就學貸款者，請於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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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件不另做通知，不得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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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校安中心接獲通報： 

1. 本校○○系○○同學遭自稱本校董事會人士詐騙，損失現金○千元。 

2. 董事會人員不會以任何理由跟任何師生借錢，如有此情形必為詐騙，

務必堅持拒絕並報警查辦。 

3. 請全校師生相互提醒，杜絕詐騙事情發生，如有類似情形請撥電話求

救。 

興隆派出所：02-29313842 

校安中心：02-29316464/02-29313416分機8858 

黃逸正/2155/ 

cheng29@cute.edu.t

w 

 

 

10 校外獎學金 

1. 已辦理低收學雜費減免並且110-2學業成績有達到60分者，請於

111/9/21(三)前盡速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

生助學金(需攜帶申請表、印章、110.2成績單、低收入戶證明)。

https://reurl.cc/LMVLz9 

2. 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111年度大專院校學生獎學金」 

(1) 申請對象: a.軍榮眷子女 b.身心障礙學生 c.低收入戶學生 

(2) 條件要求:操行及學業皆須80分以上 

(3) 資料需求: a.成績單正本或影本(需蓋與正本相符) b.申請證明 c.學

生證影本 

欲申請者，請於111/10/21前備齊資料送至學務處生輔組

王雅雯/2153/ 

dada1112@cute.edu.

tw 

 

 

mailto:wfxx@ute.edu.tw
https://reurl.cc/NRnLo5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cheng29@cute.edu.tw
mailto:cheng29@cute.edu.tw
https://reurl.cc/LMVLz9
mailto:dada1112@cute.edu.tw
mailto:dada1112@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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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yMo4Nl 

3.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金會「111學年度獎學金」 

(1) 申請對象:清寒家庭 

(2) 資料需求: a.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影本 b.110全學年成績單正本 c.志

工服務時數證明（需有服務單位核章並依序編號） d.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生活困難者證明文件（清寒優秀學生公益活動獎助

學金申請者必備）e.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3) 選附文件:a.學習反思和回饋社會想法（清寒優秀學生公益活動獎

助學金「再」申請者必備）b.服務心得和獎學金規劃（未來主人

翁學生公益活動獎助學金申請者選附）c.資訊不公開聲明書（不

同意公開全名於得獎名單者填寫）d.影片上傳連結 QRcode 及影

片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申請志工服務時數折抵者必備） 

(4) 欲申請者，請於111/10/1前備齊資料送至學務處生輔組 

https://reurl.cc/QbmGqb 

4. 台北北區扶輪社親恩教育基金 

(1) 申請對象:不限 

(2) 資料需求: a.110-2成績單影本(需加蓋學校章)及學生證影本 b.國

稅局發給之所有家庭成員之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c.申請

人身份證影本、家庭狀況調查表、戶口名簿影本、學校之推薦函 

d.第一學期提供自傳+生活概況(500字內)，第二學期申請時繳交

專業領域之學習分享+生活報告(500字內) 列為下學期發放之評

分標準。 

(3) 欲申請者，請於111/9/24前備齊資料自行送審

https://reurl.cc/QbmGq2 

5. 財團法人宋映潭先生文教基金會「宋映潭先生文教基金會111年度獎

學金」 

(1) 申請對象:不限 

(2) 條件要求:操行及學業皆須80分以上 

(3) 資料需求: a.110全學年成績單正本(影本需蓋正本相符章) b.戶籍

謄本 c.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d.特殊身分證明 

(4) 欲申請者，請於111/10/15前掛號寄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4號

3樓 https://reurl.cc/rRo4qN 

11 菸害防制宣導: 賴力顯/2154/  

https://reurl.cc/yMo4Nl
https://reurl.cc/QbmGqb
https://reurl.cc/QbmGq2
https://reurl.cc/rRo4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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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9/8教育部修訂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工作參考指引問答集電子檔，

有關實務上常見問題提供學校參考與運用。下載

https://reurl.cc/ERW2V1 

2. 校園內除吸菸區外一律全面「禁煙」請同學自重自愛。本校吸煙區：

格致樓三樓室外區(標示吸菸區範圍)及懷恩樓頂樓標示吸菸區範圍2

處。 

3.  菸害防治法：第16條:校園內除吸菸區外，一律全面禁煙。第31條：

違反上述條例者，處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罰鍰(或經勸導仍不

改進者，將移送獎懲委員會議懲處)。另外本校在「拒菸人人有責」

之氛圍與責任上都需要大家做一點呼籲，若校園內於禁菸場所發現吸

菸行為能夠主動勸阻警惕以隨時有人監測，違法者的比例應能下降，

再次提醒請發現學生吸菸(偏差行為)，請學校師長教職員工同仁請義

務性予以柔性勸導，為避免讓違規學生誤解本校校園默許該偏差行為

風氣助長。 

laily1208@cute.edu.t

w 

 

12 學校防震防災安考資料宣導 : 

配合掩護演練，熟稔「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強化師生地

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有效   減低災損，以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有關資

訊請參考。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13 學生個別諮商-線上預約路徑： 

單一入口網(登入帳密) → 學生資訊系統 → 其他資訊作業 → 諮商關懷系統 

→ 個別諮商 → 個別諮商申請(請檢核基本資料無誤且完整，紅色*表示必

填欄位，完成後請確認成功送出申請。) 

 

1. 學輔中心-個別諮商值班時間表：https://reurl.cc/qNo4e3 

2. 學輔中心-諮商輔導業務-各科系負責心理師： 

https://reurl.cc/RX8EMZ 

學輔中心  

14 111-1 伊甸基金會報名開始 

1. 活動日期：111/10/18(二)、10/19(三)、10/20(四)、10/21(五)、

11/15(二)、11/16(三)、11/17(四)、11/18(五)，共8場次。 

2. 集合地點：當天13:30 至學務處門口集合後，前往伊甸基金會，逾時

不候，回程返校約下午4點。 

3. 報名時間：即日起各時段皆開放報名

https://forms.gle/Gf68vwrSC5jR2gtn7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https://reurl.cc/ERW2V1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https://reurl.cc/qNo4e3
https://reurl.cc/RX8EMZ
https://forms.gle/Gf68vwrSC5jR2gtn7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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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活動提供餐盒、飲料與服務學習時數3小時 

5. 本活動可請公假，於當天簽到附註即可，務必確認當天是否有考試 

6. 每場活動限定10人，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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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1學年度新竹校區日間部班級自治幹部講習，安排於111/9/28(三)下午

15：00在啟我大樓國際會議廳實施；與會人員: 各班班代、副班代、學藝

股長。 

聯絡邀請「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講座: 胡瑋翰老師蒞校講演 

李振忠/1152/ 

lee123@cute.edu.tw 

  

 

2 四技大一新生心情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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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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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12~111/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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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週五111/12/23前領回心情隨筆。 

4. 新竹校區心情隨筆手冊購買、繳交情況一覽表及獎懲建議表如附件，

如有疑問請撥分機1154，學務處生輔組鄭老師。 

5. 心情隨筆附件 https://reurl.cc/NRnLo5 

鄭秋芬/1154/ 

cfcone88@ute.edu.t

w 

 

 

3 就學貸款: 

1. 尚未辦理完成就學貸款者，請於9/23(五)前至台灣銀行完成對保並將

申貸紙本資料繳回學務處生輔組，逾期視同放棄就學貸款，撤件不

另做通知，不得補辦。 

2. 尚未完成補繳差額之同學，請至土地銀行臨櫃或是轉帳方式完成繳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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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asz1209@cute.edu.t

w 

 

 

4 校外獎助學金( http://even.cute.edu.tw/jkcboard/scview.aspx) 

如有符合申請資格者，請依申請資訊盡速辦理完成。   

 

5 111學年度急難互助金捐款正式開始受理，即日起至111/9/26（一）截

至。 

1. 新生班級名冊將發放給各系辦代爲轉交，請各位班導師協助宣導，並

陳銀芳/1143/ 

stella1143@cute.edu.

tw 

 

mailto:lee123@cute.edu.tw
https://reurl.cc/NRnLo5
mailto:cfcone88@ute.edu.tw
mailto:cfcone88@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http://even.cute.edu.tw/jkcboard/scview.aspx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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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班代於截止日前將  名冊繳交至課外組。 

2. 各班有轉復學生想瞭解詳情及捐款，有勞導師代爲轉達，學生可直接

聯繫業務承辦人：課外組 陳銀芳老師 

 

6 學雜費減免申請延長至111/9/23（五）截至， 請各位導師協助於班群宣

導， 請符合資格但尚未申請的同學儘快辦理 

 

7 學生個別諮商-線上預約路徑： 

單一入口網(登入帳密) → 學生資訊系統 → 其他資訊作業 → 諮商關懷系統 

→ 個別諮商 → 個別諮商申請(請檢核基本資料無誤且完整，紅色*表示必

填欄位，完成後請確認成功送出申請。) 

 

學輔中心-個別諮商值班時間表：https://reurl.cc/qNo4e3 

學輔中心-諮商輔導業務-各科系負責心理師： https://reurl.cc/RX8EMZ 

學輔中心  

8 學校防震防災安考資料宣導 : 

配合掩護演練，熟稔「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強化師生地

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有效   減低災損，以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有關資

訊請參考。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https://reurl.cc/qNo4e3
https://reurl.cc/RX8EMZ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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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1. 申辦時間：即日起至111/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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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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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每學年上學期提出申請，通過審查者，補助金額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

扣除。 

6. 申請資格、檢附資料請詳閱辦法，並公布於進修部網站。 

7. 弱勢助學金注意事項：111申辦弱勢助學金注意事項.pdf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2 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作業： 

請各導師協助督促本學期新生與轉學生111/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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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預計於111/9/30統計填寫率。 

沈重麒/2209/ 

sh5558@cute.edu.t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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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班會討論議題：111學年「主題式班會」討論議題.pdf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4 第2次通知，111-1班級幹部講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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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0Odv4AsPOynPUelP9mH1IBI3vRliy/view?usp=sharing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sh5558@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usp=sharing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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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 

開會通知： 111-11班級幹部開會通知單.pdf 

5 第2次通知，111學年第一學期註冊率催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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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貸必須將對保等相關紙本資料交回進修部及單一入口就貸系統資料填

報，始完成註冊程序) 

 

6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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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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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學校防震防災安考資料宣導 : 

配合掩護演練，熟稔「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強化師生地

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有效   減低災損，以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有關資

訊請參考。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b_E6wI-llTWeVUvGpjuM7YIxn0bCHxr/view?usp=sharing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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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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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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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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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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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1. 申辦時間：即日起至111/10/15(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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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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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每學年上學期提出申請，通過審查者，補助金額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

扣除。 

 

4 111學年度急難互助捐款正式開始受理，即日起至111/10/1（六）截止。 

1. 請各位班導師協助宣導，並請班代協助於截止日前將繳費名單繳交回

進修部。 

2. 各班有轉復學生想瞭解詳情及捐款，還請導師代爲轉達，同學可直接

 

mailto:cflai@cute.edu.tw


11 

 

聯繫業務承辦人 

5 班級幹部講習暨反詐騙宣導活動： 

四技觀管系 

活動時間：111/9/29(四)19：00-21：30。 

 

二技/二專資工系、企管系   

活動時間：111/10/1(六)13：10-15：30。 

 

地點：涵德樓104階梯教室 

參加人員：各班班代、副班代、衛生股長、學藝股長、總務股長。 

 

6 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作業： 

請各導師協助督促本學期新生與轉學生111/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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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預計於111/9/30(五)21：00 統計各班填寫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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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班會討論議題：111學年「主題式班會」討論議題.pdf 

 

8 學校防震防災安考資料宣導 : 

配合掩護演練，熟稔「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強化師生地

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有效   減低災損，以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有關資

訊請參考。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usp=sharing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