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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學務好週到-第3周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你不可能只是站著凝視海水，就能渡過海洋. 

(You can’t cross the sea merely by standing and staring at the 

water.) 

~泰戈爾(R. Tagore，1861-1941)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111學年度新生(男同學)兵役狀況調查表繳交作業宣導: 

1. 如標題，請一年級各班班代或責由專人協助收齊班上所有男同學調查

表，並於10月7日前繳    交至軍訓室，表格可至軍訓室索取或於學務

處軍訓室兵役資訊網頁下載列印。表格資料下載

https://reurl.cc/dWgDqz 

2. 轉學生、復學生、碩班生、延畢生及完成二階段軍事訓練學生，請於

開學一個月內自行至軍訓室辦理緩徵、儘召申請。 

3. 如有兵役問題請撥打分機2154。 

宋德貞教官/2154/ 

demi8@cute.edu.tw 

 

 

3 第2次通知，111-1 伊甸基金會志工報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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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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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活動提供服務學習時數3小時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4 請尚未完成「班級自治幹部推選作業」之班級儘速推選，並輸入至「班級

幹部名單系統」中。尚未完成班級如下表： 

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https://reurl.cc/dWgDqz
mailto:demi8@cute.edu.tw
https://forms.gle/Gf68vwrSC5jR2gtn7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jung@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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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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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自治幹部名單改採由導師從「單一入口 導師管理系統/班級幹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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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 
建研所一 A、二 A 

土研所一 A、二 A 
企管 

一 B、二 B、

三 A、三 B 
觀管 

二 B、三 A、

三 B、四 C 

建築 
二 A、二 B、三

A、四 A 
商務 四 A 資管 四 B 

室設 
一 B、二 B、二

C、四 A 四 B 
財金 

一 A、三 A、

四 B 
資工 

一 A、三 A、

四 A 

數媒 二 B、三 B、四 A 行管 
二 B、三 B、

四 B 
  

影視 三 A 應英 二 A、四 A   

5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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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第2次通知，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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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bEm1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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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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五) 。 

➤111 學年度優秀青年選拔 上傳雲端網址為 https://reurl.cc/e O9k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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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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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法、表單下載位置： https://reurl.cc/MAlx0K 

 

8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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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法、表單下載位置： https://reurl.cc/MAlx0K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9 調查校外租屋補貼，請協助填寫問卷(蔡依玲/#2142/wfxx@cute.edu.tw) 

1. 配合教育部調查校外租屋補貼相關資訊，請辦理學雜費減免或弱勢助

學之同學協助填寫表單，謝謝！ 

2. 請使用學校 GM 信箱登入(學號@gm.cute.edu.tw)，密碼為單一入口

之密碼，請於10/7前協助填寫。 

3. 問卷網址：https://forms.gle/hngKs9kn3ki5wEFE8 

4. 若同學符合低收、中低收、弱勢助學金資格等身分者，如於校外住

宿，可申請校外租金補貼， 

5. 請同學於時程內提出申請，校外租金補貼申請期限至9/30止，如欲申

請者請洽各部承辦老師。 

6. 校外租金補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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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租金補貼 

臺北校區日間部： 

學雜費減免：生輔組蔡

老師，連絡電話

(02)29313416轉

2142。 

弱勢助學：生輔組潘老

師，連絡電話

(02)29313416轉

2141。 

 

https://reurl.cc/MAlx0K
https://reurl.cc/MAlx0K
https://reurl.cc/MAlx0K
mailto:yufen@cute.edu.tw
https://forms.gle/hngKs9kn3ki5wEF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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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輔組-就學貸款 

1. 最後通知申辦就學貸款者，請於9/28(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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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上繳款帳號並於9/30前完成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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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學輔中心 CUTe 輔導紀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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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1(1)導師輔導紀錄統計期間為111/9/12(一)～112/1/19(四)。學輔

中心將以系統時間112/1/19  23:59為最後統計基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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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以供備查。 

吳欣怡/2976/ 

xinyi@cute.edu.tw 

 

 

12 原資中心 

【111-1學期 英文課業輔導】  課程內容:大學英文課業輔導、ＰＶＱＣ考

試重點提醒。 

對象:本校學生  時間: 10/5、10/12、10/19、10/26 (星期三) 15:10-

17:10  地點:格致樓304  

※本次課程搭配本校高教深耕完善就學攜手計畫   

※報名表: https://reurl.cc/Qbolyb 

簡雯萱/2147/ 

elengubi2@cute.edu.

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xinyi@cute.edu.tw
https://reurl.cc/Qbolyb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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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就學貸款 

1. 最後通知申辦就學貸款者，請於9/28(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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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上繳款帳號並於9/30前完成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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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1學年度(男同學)兵役狀況調查表繳交作業宣導: 

本學期轉學生、復學生、碩班生、延畢生及完成二階段軍事訓練學生，請

於開學一個月內自行至軍訓室辦理緩徵、儘召申請。 

鄭秋芬教官/1154/ 

cfcone88@cute.edu.t

w 

 

3 111-1校外賃居學生調查作業，已於9/12通知各班級導師協助調查統計，

請各班級於9月底前完成統計調查，並將名冊以電郵傳送回學務處生輔組

會辦。 

廖振潭教官/1150/ 

tain560103@cute.ed

u.tw 

 

4 111-1特定人員清查調查問卷，已於9/12通知各班級導師協助調查統計，

請各班級於9月底前完成問卷表單回覆，學務處生輔組將進行問卷回覆統

計。 

 

mailto:asz1209@cute.edu.tw
mailto:asz1209@cute.edu.tw
mailto:cfcone88@cute.edu.tw
mailto:cfcone88@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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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進修部自第三週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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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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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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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進修部上傳區」。 

班會討論議題：111學年「主題式班會」討論議題.pdf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4 111-1班級幹部名單尚未繳交班級： 

111-1班級幹部未繳交班級名單如下，請導師儘快將幹部名單送交進修

部： 

 四技 

建築二 A、土木二 A 、室設三 A 、數媒一 A 、企管三 A 、企管二

A 、行管三 A、資管三 A、資管二 A、資管一 A 

 二技 

企管四 A  

 二專 

企管二甲、行管一甲 、觀管二甲 、觀管一甲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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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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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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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助學金注意事項：111申辦弱勢助學金注意事項.pdf 

 

6 111-1學生「急難互助金」捐款作業： 

新生參加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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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班長收齊捐款併同名

冊，111/9/30前繳交至進修部彙辦。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w-0Odv4AsPOynPUelP9mH1IBI3vRliy/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