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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學務好週到-第4周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夢想不是靠奇蹟來實現，而是靠汗水、決心與努力。 

(A dream doesn’t become reality through magic; it takes sweat,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 Colin Powell, 1937~2021 

(前美國國務卿，克林‧鮑威爾)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學輔中心性別平等活動，懇請導師們協助宣傳跟推薦學生參加。如導師推

薦學生參加，煩請來信告知，以供後續統計導師績效之佐證，感謝！ 

10/19(三)13:00-16:00  

 I/愛要如何溝通？玩桌遊，點亮你的溝通技能 (崇德樓301)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zzSE8EbQMTdhTmcQ8 

 

10/20(四)15:10-17:00  

想照，不「享」照：數位時代下的性/別暴力宣導講座 (格致樓101)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3URny7GeGPZpYjvD7 

 

10/25(二) 10:00-12:00／13:00-16:00   ＆  10/27(四)10:00-13:00 

牌卡談心 ME time~情感關係的我與你 (崇德樓301)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cyRCrH52eKxNEC3X9 

林彥妤心理師/2973/ 

a41y498@cute.edu.t

w 

 

 

3 學輔中心馨海社志工招生資訊及志工培訓宣傳，懇請導師們將此以下資訊

轉知學生班群，感謝！ 

如對志工服務有興趣的同學，歡迎填寫以下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EhSzz7-LtEkRI3FaRvc-4d-

rRkJznrwYVQYWbx21r4/edit 

林筠蓁輔導員/2703/ 

jane023@cute.edu.t

w 

 

 

4 生輔組-就學貸款 

差額尚未補繳同學請於10/5(三)前至土地銀行臨櫃繳交或是轉帳差額單上

繳款帳號，未繳交視同未註冊並撤銷貸款資格。 

*注意:每位同學繳款帳號皆不相同，請轉入本人差額單上之繳款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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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zzSE8EbQMTdhTmcQ8
https://forms.gle/3URny7GeGPZpYjvD7
https://forms.gle/cyRCrH52eKxNEC3X9
mailto:a41y498@cute.edu.tw
mailto:a41y498@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EhSzz7-LtEkRI3FaRvc-4d-rRkJznrwYVQYWbx21r4/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EhSzz7-LtEkRI3FaRvc-4d-rRkJznrwYVQYWbx21r4/edit
mailto:jane023@cute.edu.tw
mailto:jane023@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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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2次通知，調查校外租屋補貼 

調查校外租屋補貼，請協助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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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依玲/2142/ 

wfxx@cute.edu.tw 

 

 

6 111年度「93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宣導: 

93年次男子為明年屆徵兵及齡，於111/10/05(三)上午

10:00~111/11/30(三)下午5:00，可透過內政部戶役政管家 APP「下載登

入戶役政管家 APP/役政/線上申辦/我要申請」或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

頁點選連結進入「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系統（網

址:https://www.nca.gov.tw/ris/），登錄系統後填報兵籍調查資料。 

宋德貞/2154/ 

demi8@cute.edu.tw 

 

 

7 在學役男出境（國）有關兵役事項 

在學役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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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出國(4個月內)：內

政部役政署網頁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線上申請，

並於核准後列印出境核准通知單，併同護照持憑通關出境，但若已接獲徵

集令者則不能申請出國。 

 

8 第2次通知，111學年度新生(男同學)兵役狀況調查表繳交作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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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07(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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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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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hngKs9kn3ki5wEFE8
mailto:wfxx@cute.edu.tw
mailto:demi8@cute.edu.tw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
https://reurl.cc/dWgD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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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自行至軍訓室辦理緩徵、儘召申請，未於期限內申請致影響相關兵役

權益者，責任自負。 

9 防震防災知識影片宣導: 

近期發生規模6.4及6.8之強烈地震，教育部製作國家防災日知識影片，請

運用課堂或集會活動時機妥適融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7bCJeOp18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10 校園菸害防制請幫忙共同叮嚀宣導: 

校園內除吸菸區外一律全面「禁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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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 「拒菸人人有

責」之氛圍上需要一起呼籲，請大家如看見有違規學生請予以柔性勸導，

避免讓誤解校園默許該偏差行為。 

禁菸海報: https://reurl.cc/dWk7rM 

 

11 菸害巡查違規學生名單111/9/20~9/28，請協助關心勸導。違規名單:  

https://reurl.cc/m35ZaW 

 

12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大同稽徵所舉辦111年度「菸品稅捐不逃漏」線上有獎

徵答抽獎暨防制菸品稅捐逃漏宣導活動 DM 電子檔推廣事宜，活動期間

自111/9/23起至111/10/7止。詳情請上活動官網: 

https://abearuncle.xyz/RIC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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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14 
111年｢165反詐騙-你和我｣有獎徵答活動~歡迎同學們踴躍索取填答喔! 

111年｢165反詐騙-你和我｣有獎徵答活動.pdf 

活動辦法： 

1. 對象：臺北校區日間部學生。 

2. 時間： 

(1) 徵答時間：自111/10/03上午9:00~11/02下午17:00。 

(2) 抽獎時間： 111/11/04 12:30於學務處舉行。 

(3) 公布得獎名單及領獎時間：自111/11/07~11/18(假日除外)，每

日9:00~17:00止。 

3. 實施方式： 

王秋淑/2148/ 

yuppia@cute.edu.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7bCJeOp18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https://reurl.cc/dWk7rM
https://reurl.cc/m35ZaW
https://abearuncle.xyz/RICT
https://news.591.com.tw/news/2781
mailto:wsj5566@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T2QlaPTbXpe3HH47PkbBxt0uEuDtuHf/view?usp=sharing
mailto:yuppia@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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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4種有獎徵答問卷供同學索取填答，每張有獎徵答題目全數

答對者始得參加抽獎。 

(2) 學務長及生輔組長公開抽出100份得獎問卷，每人贈統一超商禮

券貳佰元。如同時有2種(含)以上不同問卷全數答對且獲獎者，

每人以2份獎項(禮券肆佰元)為限。 

(3) 得獎名單公告於學務處公布欄及網站。 

(4) 得獎同學於領獎時間內，持學生證(或國民身分證)親至學務處軍

訓室領取，不得委託他人代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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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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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11-1服務學習講座 ｜ 生涯與服務學習探索工作坊 

1. 活動目的：邀請校外專家分享服務學習經驗及透過互動，讓同學培養

助人的態度與知能。 

2. 活動地點：格致樓609教室 

3. 活動日期： 

(1) 10/26(三)15:10-17:00  Serendipity - 服務學習的機緣與啟發 

(2) 11/02(三)15:10-17:00  Accomplishment - 服務學習的價值與

實踐 

4.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4eMPSXUQzshfBWeS7 

*本講座提供3小時服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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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17 校外獎學金: 

全聯、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110學年度新住民子女獎學金計畫 

申請對象:新住民清寒家庭 

條件要求:學業須80分以上 

資料需求: 1.申請表。 2.學生證或在學證明(需蓋學校戳章)。 3.一年內之戶

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一份。 4.全學年度成績單正本(含上下學期)。 5.國

內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文

件。 6.切結書 7.其他證明文件，例如：獎狀、證照、獎盃(清晰可辨視之

王雅雯/2153/ 

dada1112@cute.edu.

tw 

 

 

https://reurl.cc/Qbolyb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https://forms.gle/4eMPSXUQzshfBWe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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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教師推薦函等。 

審核標準:  1.已在臺設籍之新住民子女且具備在校生身分。 2.領有中(低)

收證明或清寒證明。 3.在校無重大違規紀錄。 

欲申請者，請於111/9/30前備齊資料自行送審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AxDFc0Jg6lPCUP-

OioXDs_6r1UimZoE?usp=sharing 

18 校外獎學金: 

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111學年度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 

申請對象: 

1. 符合各縣市政府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 

2. 家庭遭受重大事故（含災害、經濟變故、人口傷亡等）。 

3. 家中負擔家計者因失業、失蹤或罹患重大疾病，無法工作。 

4. 目前接受社福單位輔導、扶助或安置。 

5. 其他足以證明需要財務協助。請各校協助上傳導師推薦信或自述證明

等相關證明文件，俾便查考。 

條件要求:學業須65分以上 

資料需求: 1.申請書 2.110-2成績單正本 3.封面存摺影本 4.清寒證明 

欲申請者，請於111/10/20前備齊資料送至學務處生輔組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SkqJP0kN2tkPWr6EJkz-

mQk-OTXkxKe?usp=sharing 

 

19 班級幹部座談會:  

111學年度班級幹部座談會 

時間：111/10/ 05(三)下午12：00~13：00 

地點：格致大樓103教室 

參加對象：臺北校區日間部各班班代 

 

20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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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 

建研一 A、建研二

A、土研一 A、土研

二 A 

企管 一 B 觀管 三 A、三 B 

建築 三 A 數媒 二 B、四 A 行管 二 B、三 B、

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AxDFc0Jg6lPCUP-OioXDs_6r1UimZo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AxDFc0Jg6lPCUP-OioXDs_6r1UimZo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SkqJP0kN2tkPWr6EJkz-mQk-OTXkxK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SkqJP0kN2tkPWr6EJkz-mQk-OTXkxKe?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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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B 

室設 一 B、四 A、四 B 財金 一 A 資工 一 A、三 A 

影視 三 A     

21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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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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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MAlx0K
https://reurl.cc/MAlx0K
mailto:yufen@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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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請導師於111/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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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班級特定人員調查表單問卷統計作業 

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 民國 109/12/2

修正 )請導師於期初三週內觀察班級同學後，依問卷類別提報特定人員名

冊。本調查表請於9/30前填寫回覆，填報資料為"有"者，為利個資保密作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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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綱址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n5b20hy2Yvd2ow-

e1uJfp4YT-0xlXoIET02pnik00NI1hQ/viewfo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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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華/1142/ 

she129@cute.edu.t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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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銀芳/1143/ 

stella1143@cute.edu.

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n5b20hy2Yvd2ow-e1uJfp4YT-0xlXoIET02pnik00NI1h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n5b20hy2Yvd2ow-e1uJfp4YT-0xlXoIET02pnik00NI1hQ/viewform
https://reurl.cc/MAlx0K
mailto:she129@cute.edu.tw
https://reurl.cc/MAlx0K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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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進修部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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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重麒/2209/ 

sh5558@cute.edu.tw 

 

 

2 111學年度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申請： 

※申請人資格條件：(以下一至四條件須同時具備) 

1. 現就讀於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學生、空

中大學生、假日班之進修推廣生、碩士生及博士生)。 

2. 110學年度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65分以上(僅限大專院校學業成績)。 

3. 110學年度下學期德行成績無曠課及懲處紀錄。 

4. 財務或其他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符合各縣市政府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 

(2) 家庭遭受重大事故（含災害、經濟變故、人口傷亡等）。 

(3) 家中負擔家計者因失業、失蹤或罹患重大疾病，無法工作。 

(4) 目前接受社福單位輔導、扶助或安置。 

(5) 其他足以證明需要財務協助。請各校協助上傳導師推薦信或自述

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俾便查考。 

※申請程序： 

1. 自111/9/26日起至111/10/18止，逾期恕不受理。 

2. 檢附文件： 

(1) 獎助學金申請書乙份 (格式如附件，或可至金融總會網址 

www.tfsr.org.tw 下載，請勿更改格式)。 

(2) 110學年度下學期成績證明、存摺封面影本及其他符合申請人資

格條件之證明文件(請詳申請書審核項目欄)。 

※繳件及諮詢： 

1. 申請表電子檔請 e-amil 至 Eunice110@cute.edu.tw 進修部綜合業

務組黃老師。 

2. 繳交地點：格致樓3樓313室，進修部綜合業務組。 

3. 如有疑問請於平日下午3:30-晚上9:30撥打(02)29313416#2211詢

問。 

獎助學金申請書：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mailto:sh5558@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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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pjRRe3zXIz7QtfXE6QTBOS

9U36TnjPY/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

of=true&sd=true 

3 111-1進修部學生請疫苗假及防疫假申請程序： 

疫苗假:(可請假天數為施打日當天加後兩天，共三天，不列記缺曠紀錄) 

1. 以網路線上請假(假別：事、病假，請假事由：打疫苗)。 

2. 網路假單送出後，將接種小黃卡影本繳交至進修部審核銷假。 

3. 凡本學期結束前未補交者，均列為事、病假紀錄。 

 

防疫假:(可請假天數為政府隔離通知書隔離時間，不列缺曠紀錄；其餘日

期則請病假，列記缺曠記錄) 

1. 自111/9/28起，以紙本假單並檢附隔離通知書影本請病假(不列記缺

曠記錄)。 

2. 自111/9/12~9/27已以網路請假者(請事、病假)，請補送隔離通知書

影本至進修部銷假，凡本學期結束前未補交者，均列為事、病假紀

錄。 

 

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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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11-1班級幹部名單尚未繳交班級(至111/9/28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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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設三 A 行管三 A 資管三 A 資管一 A 

 二技 

        企管四 A 

 二專 

        企管二甲 行管一甲 觀管一甲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pjRRe3zXIz7QtfXE6QTBOS9U36TnjPY/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pjRRe3zXIz7QtfXE6QTBOS9U36TnjPY/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pjRRe3zXIz7QtfXE6QTBOS9U36TnjPY/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