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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3週 

【全校】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3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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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觀的人在每個機會裡看到困難。樂觀的人在每個困難裡看到機會。 

A pessimist sees the difficulty in every opportunity; an optimist sees 

the opportunity in every difficulty. 

~邱吉爾(Sir Winston L. Spencer-Churchill, 1874~1965)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最後通知】就學貸款  

1. 申辦就學貸款者，請於3/2(四)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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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撤件，須繳回全額學雜費，不得補

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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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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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中辦公室舉辦「詐騙之國的闖關者♠ 人頭詐騙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特展： 

展覽期間：民國112/3/10~112/9/2。 

展覽地點：該會台中辦公室（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2段845號） 

展覽期間之系列講座 https://www.jrf.org.tw/articles/2423。 

承辦人黃逸正/2201/ 

cheng29@cute.edu.t

w 

 

 

4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辦理「112年青年節暨反網路霸凌宣傳系列活動」： 

1. 意見徵集：3/10起將以「網路正義」為題，號召青年於活動網頁進行

提案及投票，為議題預熱，凡提案者，亦獲得抽獎機會。 

2. 名人對談：3/16於六家高中舉辦講座，邀請名人 KOL、心理師共同

對談，用實務案例及名人影響力，帶領青年反思。 

3. 社群響應：3/22起藉由線上社群串聯活動，發布於自身社群平台，利

用社群力量，做出正向改變。 

詳細活動資訊112年3月10日將發布於活動網站（www.hc-

youthday2023.com），亦可至該局青年事務科粉絲專頁參閱。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https://www.jrf.org.tw/articles/2423
mailto:cheng29@cute.edu.tw
mailto:cheng29@cute.edu.tw
http://www.hc-youthday2023.com/
http://www.hc-youthday20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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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製作「管制藥品及反毒相關插畫、單張海報」

文宣連結。 

1. 文宣包含111年與插畫家「怪奇事務所」合製6款插畫，連結請至衛

福部食藥署「睡睡平安」粉絲團(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sleepverywell)，或可至教育部「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https://enc.moe.edu.tw/#)及「教育部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enc.moe.edu.tw)。 

2. 衛福部食藥署「反毒資源專區」，官網首頁 /業務專區 / 管制藥品 / 反

毒資源專區/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文宣(網址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0647&r=2116213174)

亦有各式管制藥品及反毒相關單張、海報文宣資訊，歡迎參考運用。 

 

6 「菸害防制法」修正之注意事項： 

1. 請持續宣導大專校院為全面禁菸場所，「菸害防制法」於本(112)年2

月15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依該法第47條規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另其條文涉學校之重點，包括不得供應吸菸有關器

物，提升禁菸年齡至20歲、違反者需受戒菸教育，以及全面禁止類菸

品(電子煙)、加強管制指定菸品(加熱式菸品)等。 

2. 持續協助多方面宣導使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及校內委外商店廠商等人

員均能獲知新規範。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7 「菸害防制法」大專校院全面禁菸教育專區，法規宣導及宣導品下載，請  

https://www.facebook.com/sleepverywell
https://enc.moe.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enc.moe.edu.tw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0647&r=2116213174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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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運用並請轉知學生知悉。https://reurl.cc/0Ex19k 

8 第2次通知，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役期作業： 

請畢業班導師協助提醒男同學，如本學期未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而在校期間有修習且及格，可於畢業（離校）前申請「役期(訓期)折

減證明」（先至教務處申請歷年成績單後，再到軍訓室審查蓋章），減少服

役前舟車往返時間，並請妥善保存，如不慎遺失，宜提早申請補發。 

宋德貞/2154/ 

demi8@cute.edu.tw 

 

 

9 第2次通知，學生緩徵、儘召申請作業： 

本學期轉學生（含轉校區、轉部、轉系）、復學生、延修生，請於開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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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暫緩徵集作業： 

轉(復)學生、延修生申請緩徵(延長)名冊尚未送達縣（市）政府前，如收

到徵集令時，請攜帶徵集令正本到軍訓室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再

交到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暫緩徵集。 

 

11 第2次通知，孝悌楷模選拔申請受理日期延長至112/3/8 

1.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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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辦法及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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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12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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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https://reurl.cc/0Ex19k
mailto:demi8@cute.edu.tw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2.html
mailto:yufen@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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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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舉辦「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系列活動，懇請導師協助轉發活

動資訊至班級。 

⭐ 本活動將實際帶給學生實用的自我照顧、放鬆紓壓技巧，麻煩特別推薦

適合的學生報名，例如: 轉學生、復學生等需要適應新環境者、出席不穩

定者、有潛在睡眠情緒困擾者。 

⭐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curve1023@cute.edu.tw)告知推

薦件名單，學輔中心將於核對後列入導師績效(協助學輔工作)計算。 

  

【需轉發給同學的活動資訊&報名連結如下: 】 

活動名稱: 「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 

活動內容簡介： 

  

🌱 感情困擾、工作學業兩頭燒，壓力壓得你喘不過氣嗎😵? 

🌱 打遊戲逃避人生，有時卻越打越疲倦? 累了卻又不能好好休息? 

🌱 如果想和過多的壓力分手，那就來參加講座徹底和壓力一刀兩斷! 

  

活動時間與地點： 

時間: 112/03/27（一）下午13:10-15:00 

地點: 崇德樓301教室。 

  

「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14 【學輔中心於本學期辦理6場次生涯主題班級講座，搭配運用心理測

驗。】 

各位導師，您好~ 

學輔中心於本學期(3/27~5/26)辦理6場次生涯主題班級講座，搭配運用

心理測驗，由講師入班分享並帶領同學施測及解測。   

選用「正向心理健康量表」，協助同學探索「自我悅納、人際關係、家庭

和諧、情緒平衡、樂觀進取」五面向 。邀請同學參考測驗結果，在生活

張詣函/2986/ 

Han201102@cute.ed

u.tw 

 

 

https://forms.gle/Z3xGbCyPGAq1hKyh7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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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善用己身特長或已俱足之資源，嘗試達到生活各面向的動態平衡。 

導師可評估班級需求，填寫表單提出申請，至場次額滿為止。 

申請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Sp68W11HhcvouUJo

p-lnEz5wriHIrKxH3QW_dxncpVAjCDg/viewform 

*活動包含施測、計分、解測，共需兩節課。 

*若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Sp68W11HhcvouUJop-lnEz5wriHIrKxH3QW_dxncpVAjCD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Sp68W11HhcvouUJop-lnEz5wriHIrKxH3QW_dxncpVAjCD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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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菸害防制法修正通過校園全面禁菸 

1. 請持續宣導大專校院為全面禁菸場所，「菸害防制法」於本(112)年2

月15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依該法第47條規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另其條文涉學校之重點，包括不得供應吸菸有關器

物，提升禁菸年齡至20歲、違反者需受戒菸教育，以及全面禁止類菸

品(電子煙)、加強管制指定菸品(加熱式菸品)等。 

2. 持續協助多方面宣導使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及校內委外商店廠商等人

員均能獲知新規範。 

廖振潭/1150/ 

tain560103@cute.ed

u.tw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製作「管制藥品及反毒相關插畫、單張海報」

文宣連結。 

1. 文宣包含111年與插畫家「怪奇事務所」合製6款插畫，連結請至衛

福部食藥署「睡睡平安」粉絲團(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sleepverywell)，或可至教育部「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https://enc.moe.edu.tw/#)及「教育部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enc.moe.edu.tw)。 

2. 衛福部食藥署「反毒資源專區」，官網首頁 /業務專區 / 管制藥品 / 反

毒資源專區/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文宣(網址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0647&r=2116213174)

亦有各式管制藥品及反毒相關單張、海報文宣資訊，歡迎參考運用。 

 

3 第2次通知，孝悌楷模選拔申請受理日期延長至112/3/8 

1.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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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麗珍/1142/ 

tsay531@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sleepverywell
https://enc.moe.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enc.moe.edu.tw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0647&r=2116213174
mailto:tsay531@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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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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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孝悌楷模選拔申請受理日期延長至112/3/8 

1.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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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辦法及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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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2 111-2原住民獎助學金申請： 

1. 申請資格：本校進修部在學學生，具原住民身份者。 

2. 申請期限：112/03/17截止。 

3. 申請方式： 

(1) 先線上申請及上傳成績單圖檔(圖檔需與繳交之成績單正本相

符，可掃描或清晰照片，勿使用成績查詢擷圖)。 

(2) 繳交線上填寫後的紙本申請書、成績單正本及印章(非尚有其他

用途之印章，一般木頭章即可，如有繳交過者，不用附上)。 

(3) 同學們不用自行申請班排比成績單，原資中心可查詢班排比，給

予一般的成績單正本即可。 

(4) 新生請檢附高中職之歷年成績單正本(就讀四技二專)、大學或專

科成績單正本(就讀二技)。 

4. 網站連結與登入方式：https://cipgrant.fju.edu.tw/ 

5. 申請流程：線上申請→下載申請表→檢附成績單正本→繳交至進修部

綜合業務組。 

6. 原住民獎助學金因名額有限，將依成績高低排序。 

連駿取/2204/ 

jimlien90@cute.edu.t

w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2.html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https://cipgrant.fju.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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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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楷模選拔申請受理日期延長至112/3/8 

1.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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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辦法及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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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2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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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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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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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2.html
mailto:cflai@cute.edu.t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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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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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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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繳交至進修部(賴老師)。 

 

6 第3次通知，111-2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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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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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幹部講習暨校園安全宣導： 

出席者：各班班代、副班代、學藝股長、衛生股長、總務股長；學生會會

長、康輔社社長、攝影社社長。 

1. 二技、二專班3/5(日) 13：30-14：30 涵德201室 

2. 四技   3/7(二) 19：00-20：00  涵德201室 

 

9 「菸害防制法」修正之注意事項： 

1. 大專校院為全面禁菸場所，「菸害防制法」於本(112)年2月15日經總

統修正公布，依該法第47條規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另其條文涉學校之重點，包括不得供應吸菸有關器物，提升

禁菸年齡至20歲、違反者需受戒菸教育，以及全面禁止類菸品(電子

煙)、加強管制指定菸品(加熱式菸品)等。 

2. 持續協助多方面宣導使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及校內委外商店廠商等人

員均能獲知新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