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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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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112年2

月15日經總統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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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不得使用、製造、供應、展示或廣告類菸品及未經審查通過之

指定菸品。包含電子煙在內。 

5. 違規者需接受戒菸教育。 

～人生美好，戒菸趁早～ 

臺北校區：  

王秋淑組長/2148/ 

yuppia@cute.edu.tw 

 

新竹校區： 

呂紹江組長/1149/ 

mk10182006@cute.e

du.tw 

 

 

 

  

mailto:yuppia@cute.edu.tw
mailto:mk10182006@cute.edu.tw
mailto:mk10182006@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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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行動是一切成功的基石。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al key to all success. 

~畢卡索(Pablo R. Picasso，1881~1973)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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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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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導師轉知各系四技一年級服務股長於112/2/22(三)，中午

12:10~13:10。準時參加環保講習會(一)。 

說明： 

1. 藉由研習會宣達學校環境保護、環境衛生維護及環保志工工作推展政

策。 

2. 時間：12/2/22（三），中午12:10~13:10。 

3. 地 點：格致樓102教室。 

4. 當日無課者，請於會前或會後一週內到體衛組補簽及領取資料。 

張瑩榛/2150/  

jen88@cute.edu.tw 

 

 

5 請導師轉知1-4年級各班衛生股長於112/2/23（四），中午  

mailto:zelda87091@cute.edu.tw
mailto:zelda87091@cute.edu.tw
https://reurl.cc/NGl0Rx
mailto:jen8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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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3:10，準時參加環保講習會(二)。 

說明： 

1. 藉由研習會宣達學校環境保護、環境衛生維護及環保志工工作推展政

策。 

2. 時間及場次：112/2/23（四），中午12:10~13:10。 

3. 地 點：格致樓102教室。 

4. 當日無課者，請於會前或會後一週內到衛保組補簽及領取資料。 

6 就學貸款 

1. 申辦就學貸款者，請於2/24(五)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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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繳回全額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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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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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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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怡萱/2156/ 

sally0730@cute.edu.t

w 

 

 

7 交通部公路總局112年二二八連續假期假搭乘公路公共運輸享有多項優

惠，詳情請至公路總局網站查詢 https://www.thb.gov.tw/。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8 為避免笑氣濫用吸食危害健康，行政院環保署以淺顯及深入之案例，製作

相關影片，供同學們參考，勿因好奇心而輕易嘗試。 

影片網址連結如下，亦可至該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全球資訊網/教育宣導

影音/政策宣導」連結運用： 

1. 笑氣危害知多少：6分鐘影片(網址：https://youtube.com/watch？

V＝mT6ReIU0yX0) 

2. 笑氣危害知多少-專家訪談：44分鐘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com/watch？V＝JEKjIWrUXf0)。 

承辦人黃逸正/2201/ 

cheng29@cute.edu.t

w 

 

 

9 本校同學於寒假期間，不幸發生溺水意外事故，其發生時間為連續假期，

發生場域是在溪河流，究其原因多為「未選擇安全水域戲水」，請同學們

於假期從事水域活動時，應留意「選擇安全水域戲水」，參與水域活動謹

記「救溺五步」及「防溺十招」，切勿輕忽任何可能發生的危險，避免溺

水事件悲劇再次發生，讓我們共同守護生命安全！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https://www.thb.gov.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https://youtube.com/watch？V＝mT6ReIU0yX0
https://youtube.com/watch？V＝mT6ReIU0yX0
https://youtube.com/watch？V＝JEKjIWrUXf0
mailto:cheng29@cute.edu.tw
mailto:cheng29@cute.edu.tw


4 

 

  

有關防溺緊急聯絡電話資料如下： 

1. 救災防護報案專線：119  

2. 海巡服務專線：118  

3. 報案專線：110  

4. 行動電話急難救助專線：112 

5. 本校校安專線： 

        臺北校區：02-29316464  02-29313416#8858 

        新竹校區：03-6991399    03-6991111#8858 

10 第2次通知，【班會召開說明】及繳交作業： 

各位導師大家好，請協助登載6次主題式班會， 

1. 班會次數：每學期6次主題式班會 (內含3次必須討論議題，另外3次

是選擇討論)。 

2. 主題式班會議題，資料繳交以連結登入即可(本次設計採問卷方式)，

請多運用。 

3. 連結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學務處行政單位」

「生輔組」「班會紀錄線上上傳區」(請於第18週112年6月9日(星期

五)前上傳)或★連結參考 https://reurl.cc/rLx2dy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11 111-2原民會獎助學金: 

自112/2/13~3/17開放申請 

【流程】: 

金浩恩/2147/ 

aa0977508653@cute

.edu.tw 

 

https://reurl.cc/rLx2dy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aa0977508653@cute.edu.tw
mailto:aa097750865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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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系統填寫申請單(系統網址 https://cipgrant.fju.edu.tw/login) 

2. 填寫完成下載紙本申請單 

3. 將紙本申請單及111學年度第1學期「紙本正本成績單」繳原資中心 

 

12 「力行三好，感恩心-海報、電子看板設計徵稿」，請鼓勵同學報名投稿 

1. 參與對象：本校學生。 

2. 收件/截稿日期：即日起至112/3/17止。 

3. 徵稿主題： 

透過力行三好，感恩心活動，透過海報、電子看板於校內宣傳，主題

分為二項： 

(1) 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2) 心懷感恩：以父/母親、師長等為對象，表達其感謝之意。 

4. 徵稿規範： 

(1) 海報設計規格為 A1(59.4cm*84.2cm)創作；電子看板設計規格

為高192cm*長996cm；內容需符合三好之精神或感恩主題，每

人不限作品數量，請以電腦繪圖方式製作(勿以手繪、剪貼製

作，以手繪、剪貼者不予收件)。 

(2) 參加作品需清晰並上傳 PDF檔案，解析度必須300dpi 以上，每

件作品檔案限定在 10 MB 以內，不得以翻拍方式提供。 

(3) 參加作品需敘述及說明作品理念，字數限制為50-300字元。 

★規範詳情與報名表請參閱 https://cutestud.weebly.com/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13 敬請各位導師協助通知同學，本學期伊甸基金會志工即日起開放報名： 

1. 活動日期：112/3/22(三)、3/23(四)、3/29(三)、3/30(四)，共4場

次。 

2. 集合時間/地點：當天12:30 至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集合，中午將提

供餐盒(也可自帶午餐前來)，行前會後前往伊甸基金會，逾時不候，

全程活動結束約至下午4:30。 

3. 詳情請見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Z3xGbCyPGAq1hKyh7 

★本活動提供餐盒、飲料與服務學習時數4小時 

服學中心/高子晴

/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14 第三屆金星獎甄選活動 

1. 甄選目的： 

(1) 提供學生表演機會及展現舞台，激發學生潛能，展現學生多元才

藝。 

(2)增進學生藝術素養及音樂欣賞能力，推展藝文活動，塑造校園藝

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https://cipgrant.fju.edu.tw/login
https://cutestud.weebly.com/
mailto:yufen@cute.edu.tw
https://forms.gle/Z3xGbCyPGAq1hKyh7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jung@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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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氣息。 

2. 報名資格： 

(1) 本校臺北校區日間部在學學生，並得以個人或6人以下團體名

義。 

(2) 曾入選者仍歡迎報名參加甄選。 

3.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2/3/5(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4. 主辦單位：臺北校區日間部學生會。 

5.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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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新竹校區本學期轉學生（含轉校區、轉部、轉系）、復學生、延修生，請

於開學後一個月內(3/10前)檢附身份證（退伍令/結訓證明影本）至新竹

生輔組辦理緩徵（儘召）或延長緩徵（儘召）申請。 

1. 33歲以下尚未服役同學，可辦理在學4(2)年期間「暫緩徵集」，並請

提供最新戶籍地址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已服完兵役同學，可辦理在學4(2)年期間「儘後召集」，並請提供最

新戶籍地址之身分證及退伍(役)資料正、反面影本(已除役同學無需辦

理亦無需繳交「兵役狀況調查表」)。 

3. 尚未辦理者請至「本校網站-新竹校區-行政單位-學務處-軍訓室-表單

下載-兵役狀況調查表」下載填寫，自行送往生輔組辦理。 

鄭秋芬/1154/ 

cfcone88@cute.edu.t

w 

 

 

2 「力行三好，感恩心-海報、電子看板設計徵稿」，請鼓勵同學報名投稿 

1. 參與對象：本校學生。 

2. 收件/截稿日期：即日起至112/3/17止。 

3. 徵稿主題： 

透過力行三好，感恩心活動，透過海報、電子看板於校內宣傳，主

題分為二項： 

(1)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2)心懷感恩：以父/母親、師長等為對象，表達其感謝之意。 

4. 徵稿規範： 

(1)海報設計規格為 A1(59.4cm*84.2cm)創作；電子看板設計規格

為高192cm*長996cm；內容需符合三好之精神或感恩主題，每人

不限作品數量，請以電腦繪圖方式製作(勿以手繪、剪貼製作，以

手繪、剪貼者不予收件)。 

(2)參加作品需清晰並上傳 PDF檔案，解析度必須300dpi 以上，每

件作品檔案限定在 10 MB 以內，不得以翻拍方式提供。 

(3)參加作品需敘述及說明作品理念，字數限制為50-300字元。 

★規範詳情與報名表請參閱 https://cutestud.weebly.com/ 

陳淑華/1142/ 

she129@cute.edu.tw 

 

 

mailto:cfcone88@cute.edu.tw
mailto:cfcone88@cute.edu.tw
https://cutestud.weebly.com/
mailto:she129@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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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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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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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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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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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選課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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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cIte4x5WQumoKr2klGR/view?usp=share_link 

林盈秀/2202/ 

Claire0504@cute.edu

.tw 

 

 

5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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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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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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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laire0504@cute.edu.tw
mailto:Claire0504@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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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1-2「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1.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12/2/24(五)止。【逾時不受理】 

2. 申請對象： 

(1) 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本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 。 

(2) 已於校內住宿或入住學校所承租之住宿地點者，不得提出申請。 

(3) 延長修業、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行修讀同級學位，

同時修讀二以上同級學位者，除就讀學士後學系外，不得重複申

請補貼。 

(4) 已請領其他與本計畫性質相當之住宿補貼，或已在他校請領校外

住宿租金補貼者，不得重複申請。 

(5) 學生不得向直系親屬承租住宅，該住宅所有權人亦不得為學生之

直系親屬含學生或配偶之父母、養父母或祖父母。 

3. 其他事項詳如附申請須知暨申請表。 

111-2生活租金補貼申請須知暨申請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tySJ1s0HuBAG8KNPF4TQZ5k8QzZ

RsYL/view?usp=share_link 

 

7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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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力行三好，感恩心-海報、電子看板設計徵稿」，請鼓勵同學報名投稿 

1. 參與對象：本校學生。 

2. 收件/截稿日期：即日起至112/3/17止。 

3. 徵稿主題： 

透過力行三好，感恩心活動，透過海報、電子看板於校內宣傳，主

題分為二項： 

(1)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2)心懷感恩：以父/母親、師長等為對象，表達其感謝之意。 

4. 徵稿規範： 

(1)海報設計規格為 A1(59.4cm*84.2cm)創作；電子看板設計規格

為高192cm*長996cm；內容需符合三好之精神或感恩主題，每人

不限作品數量，請以電腦繪圖方式製作(勿以手繪、剪貼製作，以

手繪、剪貼者不予收件)。 

(2)參加作品需清晰並上傳 PDF檔案，解析度必須300dpi 以上，每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tySJ1s0HuBAG8KNPF4TQZ5k8QzZRsYL/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tySJ1s0HuBAG8KNPF4TQZ5k8QzZRsYL/view?usp=share_link
mailto:sh5558@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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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作品檔案限定在 10 MB 以內，不得以翻拍方式提供。 

(3)參加作品需敘述及說明作品理念，字數限制為50-300字元。 

★規範詳情與報名表請參閱 https://cutestud.weebly.com/ 

 

  

https://cutestud.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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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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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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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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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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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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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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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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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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繳交至進修部(賴老師)。 

7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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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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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行三好，感恩心-海報、電子看板設計徵稿」，請鼓勵同學報名投稿 

1. 參與對象：本校學生。 

2. 收件/截稿日期：即日起至112/3/17止。 

3. 徵稿主題： 

透過力行三好，感恩心活動，透過海報、電子看板於校內宣傳，主

題分為二項： 

(1)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2)心懷感恩：以父/母親、師長等為對象，表達其感謝之意。 

4. 徵稿規範： 

(1)海報設計規格為 A1(59.4cm*84.2cm)創作；電子看板設計規格

為高192cm*長996cm；內容需符合三好之精神或感恩主題，每人

不限作品數量，請以電腦繪圖方式製作(勿以手繪、剪貼製作，以

手繪、剪貼者不予收件)。 

(2)參加作品需清晰並上傳 PDF檔案，解析度必須300dpi 以上，每

件作品檔案限定在 10 MB 以內，不得以翻拍方式提供。 

(3)參加作品需敘述及說明作品理念，字數限制為50-300字元。 

★規範詳情與報名表請參閱 https://cutestud.weebly.com/ 

 

10 第2次通知，111-2學期進修部學生網路選課作業通知： 

1. 延修生選課：112/2/9(四)15:30至112/2/16(四)23:00 

2. 加退選課重(補)修：112/2/9(四)15:30至112/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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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佳雯/1126/ 

vian@cute.edu.tw 

 

 

https://cutestud.weebly.co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JZgumnX5vaL3ZjJXfyjGydQ5SCkSwLH/edit
mailto:vian@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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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SCkSwLH/edit 

11 新竹校區本學期轉學生（含轉校區、轉部、轉系）、復學生、延修生，請

於開學後一個月內(3/10前)檢附身份證（退伍令/結訓證明影本）至新竹

生輔組辦理緩徵（儘召）或延長緩徵（儘召）申請。 

1. 33歲以下尚未服役同學，可辦理在學4(2)年期間「暫緩徵集」，並請

提供最新戶籍地址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已服完兵役同學，可辦理在學4(2)年期間「儘後召集」，並請提供最

新戶籍地址之身分證及退伍(役)資料正、反面影本(已除役同學無需辦

理亦無需繳交「兵役狀況調查表」)。 

3. 尚未辦理者請至「本校網站-新竹校區-行政單位-學務處-軍訓室-表單

下載-兵役狀況調查表」下載填寫，自行送往生輔組辦理。 

鄭秋芬/1154/ 

cfcone88@cute.edu.t

w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JZgumnX5vaL3ZjJXfyjGydQ5SCkSwLH/edit
mailto:cfcone88@cute.edu.tw
mailto:cfcone88@cut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