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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4週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教育是通向未來的通行證，明天是屬於在今天做好準備的人。 

Education is the passport to the future, for tomorrow belongs to 

those who prepare for it today. 

~麥爾坎·X（Malcolm X，1925－1965）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菸害防制宣導，校園全面禁菸 

1. 依據立法院於112/1/12三讀通過「菸害防制法」修正案，經

112/2/15總統公布節錄：「明訂大專校院全面禁菸、提升禁菸年齡至

20 歲、全面禁止類菸品（電子煙）及加強管制指定菸品（加熱式菸

品）等規範。」規定辦理，自112年3月起施行。 

2. 本校吸菸區已於112/2/28撤除，校園全面禁菸，特此公告周知。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3 「賃居生座談會」 

日期：112/3/22（三） 

時間：中午12:10~14:10（有提供便當，有課者可請公假） 

地點：格致樓102教室 

請鼓勵同學踴躍報名.額滿即關閉報名. 

網址： https://reurl.cc/4Qgee2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4 財團法人正德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地方清寒助學金 

申請對象：清寒子女或身心障礙本人或子女 

檢附資料：1.申請表 2.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3個月內）3.在學

證明 4.政府之低收入戶證明或村里長清寒證明（正本）或身心障礙手冊影

本（家長本人） 

受獎者需參與2小時讀書會及公共服務8小時，方可頒發獎學金 

表格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XopKLNEqa8s9oQY-

x9JDOcivEqKtgw_?usp=share_link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112/3/17 

資料備齊後交給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王雅雯老師 

王雅雯/2153/ 

dada1112@cute.edu.

tw 

 

 

5 第2次宣傳，歡迎同學報名參加「第三屆金星獎校園才藝甄選活動」  陳怡蓉/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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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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至112/03/10(五)止。 

4. 主辦單位：臺北校區日間部學生會。 

5. 報名表單/連結： 

  

jung@cute.edu.tw 

 

6 學輔中心舉辦「輔導幹部培訓-樂高工作坊」，屬於每學期必要性活動，班

級參與率將列入系績效考核。 

懇請導師協助轉發活動資訊給班級輔導股長/幹事，請其填寫表單盡速完

成報名。 

活動資訊&報名連結如下── 

內容簡介： 

講師將帶領同學透過樂高創作，重新框架自我概念，覺察個人特質與魅

力。並在樂高團體合作活動中，提升輔導幹部間的合作能力、溝通力與團

體認同感。 

時間&地點： 

【場次1】時間：112/3/30 (四) 10:20~12:10。地點：格致樓903室。 

張詣函/2986/ 

han201102@cute.ed

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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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2】時間：112/3/30 (四) 13:10~15:00。地點：格致樓903室。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rbHtdWToff7xUcZ0y

DN4nMjyrBk-Vr-8xCPW2tSdQ3xX6Ww/viewform 

7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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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關辦法及表單下載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

2.html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8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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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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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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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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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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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關辦法及表單下載 

https://cutestud.weebly.com/295182341637329235602131

2.html 

蔡麗珍/1142/ 

tsay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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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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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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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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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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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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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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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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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秋芬/1154/ 

cfcone88@cute.edu.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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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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