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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學務好週到-第5周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受教育可以讓我們有機會在未來的人生，可以去選擇，你想要過什麼樣

的生活。」 

～王政忠老師，2014年師鐸獎，《老師，你會不會回來》作者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體衛組於111/10/13(四)辦理健康飲食講座，邀請講師入班授課，宣導健

康均衡的營養飲食。 

張瑩榛校護/2150/ 

jen88@cute.edu.tw 

 

3 學輔中心於111/11/02(三)舉辦"簡單的幸福~正念手作工作坊"，邀請專業

講師教導同學紓壓手作，請老師協助推薦同學參加，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b5Rd3。 

若推薦同學報名參加成功，請來信通知承辦人，以作為期末導師績效依

據。 

陳之懷 心理師/2974/ 

cynthia0910@cute.e

du.tw 

 

 

4 請指派同學參加「不爭一時，安全一世」交通安全講習 

1. 日期：111/10/25（二） 

2. 時間：中午12:10~14:10（有提供便當，有課者可請公假，40名額滿

即終止報名，以報名時間先後錄取） 

3. 地點：格致樓610教室 

4. 講師：山葉機車崇學基金會教官 

5. 報名網址 https://tinyurl.com/ybdeze7c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5 請指派同學參加「賃居問題面面觀」講習 

1. 日期：111/11/2（三） 

2. 時間：中午12:10~14:10（有提供便當，有課者可請公假，40名額滿

即終止報名，以報名時間先後錄取） 

3. 地點：格致樓104教室 

4. 講師：崔媽媽基金會講師 

5. 報名網址 https://tinyurl.com/3mbhn868 

 

6 本學期車禍案件有逐增趨勢，請老師加強宣導學生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如需騎乘機車，請務必戴妥安全帽，勿超速，注意車前狀況等，以降

低學生交通事故發生。 

 

7 原資中心 簡雯萱/2147/  

mailto:jen88@cute.edu.tw
https://reurl.cc/Zb5Rd3
mailto:cynthia0910@cute.edu.tw
mailto:cynthia0910@cute.edu.tw
https://tinyurl.com/ybdeze7c
mailto:wsj5566@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https://tinyurl.com/3mbhn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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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力動起來－探索教育10/13 (星期四)17:30-19:30 中山育樂館 多功

能教室 

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cCoxt-

ZZahIVOQtu4uG7F_3bHzypPPYeqaI8WoRosA/viewform?edit_re

quested=true 

 

2. 英文課業輔導 還有3場次 (共4場次) :英文課業輔導、 PVQC 考試重點

提醒111/10/12 、19 、 26 (三)  15:10~17:10 格致樓304 

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e-fhizodo5-

272SZSm4EspGccqaGSAuHqWKql3t2Zg/viewform?edit_request

ed=true 

elengubi2@cute.edu.

tw 

 

8 軍訓室為增進進學生全民國防知能，特邀請臺北市體育總會定向越野協會

到校協助辦理活動，並邀請「文山聯盟」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等校參與。 

活動時間訂於111/10/14(五)下午14:00，地點為本校中山育樂館。 

報名表單：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RR-

oCsnZumCSoNRxX6Z8g90EhkLMZzcu9k91nWaTBh-h_3w/viewform 

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鼓勵學生參加，如有需要已簽奉可核以公假，獎品

豐富歡迎踴躍報名。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cCoxt-ZZahIVOQtu4uG7F_3bHzypPPYeqaI8WoRosA/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cCoxt-ZZahIVOQtu4uG7F_3bHzypPPYeqaI8WoRosA/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cCoxt-ZZahIVOQtu4uG7F_3bHzypPPYeqaI8WoRosA/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e-fhizodo5-272SZSm4EspGccqaGSAuHqWKql3t2Z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e-fhizodo5-272SZSm4EspGccqaGSAuHqWKql3t2Z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Xe-fhizodo5-272SZSm4EspGccqaGSAuHqWKql3t2Z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RR-oCsnZumCSoNRxX6Z8g90EhkLMZzcu9k91nWaTBh-h_3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RR-oCsnZumCSoNRxX6Z8g90EhkLMZzcu9k91nWaTBh-h_3w/viewform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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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集體旅遊、參訪 

凡學生以系、班為單位集體旅遊者，應於出發前3週向學務兩校區各學制

單位報備方得實施，並詳細附列旅遊行程表，且參加旅遊之同學均應於報

備時附繳家長同意書，於旅遊出發前三日，將相關資料備齊繳交至生輔組

(班級集體旅遊檢查事表如附)，以利辦妥領隊老師平安保險。餘相關規定

請參閱本校學生集體旅遊辦法。 

 

 

10 內政部為提供民眾更多元及一站式消防防災服務，內政部消防署建置「消

防防災 e 點通」手   機應用程式(網頁版為「全民防災 e 點通」)，即日起

已開放下載使用，原1991急難通信平臺將於111/12/31日終止服務。 

檢附「消防防災 e 點通」及「全民防災 e 點通」網址及 QRcode~~請多

加利用喔!!。 

全民防災 e 點通 網址：https://reurl.cc/O46NzR 

「消防防災 e 點通」手機應用程式 App Store 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oQvMXQ 

「消防防災 e 點通」手機應用程式 Google Play 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RX2VDZ 

災區親友現況查詢平台 網址：https://reurl.cc/Zb2kzA 

 

 

  

https://reurl.cc/O46NzR
https://reurl.cc/oQvMXQ
https://reurl.cc/RX2VDZ
https://reurl.cc/Zb2k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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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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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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1-1雲端租屋與房東座談會規劃於10/13 15:30實施座談，本次座談邀

請湖口消防分隊專員實施居家安全-住的安心專題，請導師轉達班級賃居

學生代表抽空與會。 

 

3 學輔中心於111/10/17(一)辦理「找到你的 Style ~ 提升口語表達與自

信」講座 

第一場 8:10-10:10 於日新樓403室舉辦；第二場13:00-15:00於日新樓

206室舉辦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蔡麗珍/1612/ 

tsay531@cute.edu.tw 

 

 

4 集體旅遊、參訪 

凡學生以系、班為單位集體旅遊者，應於出發前3週向學務兩校區各學制

單位報備方得實施，並詳細附列旅遊行程表，且參加旅遊之同學均應於報

備時附繳家長同意書，於旅遊出發前三日，將相關資料備齊繳交至生輔組

(班級集體旅遊檢查事表如附)，以利辦妥領隊老師平安保險。餘相關規定

請參閱本校學生集體旅遊辦法。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say531@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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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政部為提供民眾更多元及一站式消防防災服務，內政部消防署建置「消

防防災 e 點通」手   機應用程式(網頁版為「全民防災 e 點通」)，即日起

已開放下載使用，原1991急難通信平臺將於111/12/31日終止服務。 

檢附「消防防災 e 點通」及「全民防災 e 點通」網址及 QRcode~~請多

加利用喔!!。 

全民防災 e 點通 網址：https://reurl.cc/O46NzR 

「消防防災 e 點通」手機應用程式 App Store 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oQvMXQ 

「消防防災 e 點通」手機應用程式 Google Play 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RX2VDZ 

災區親友現況查詢平台 網址：https://reurl.cc/Zb2kzA 

 

https://reurl.cc/O46NzR
https://reurl.cc/oQvMXQ
https://reurl.cc/RX2VDZ
https://reurl.cc/Zb2k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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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檢送進修部111-1學期第三週各班使用格致樓教室整潔評分統計表，

請導師督促各班整潔工作。 

2. 各班教室使用若有異動時，請衛生股長至進修部綜合業務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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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整潔評分表：111-1進修部各班使用格致樓一般教室整潔評分表(第3

週).xls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2 111年度「93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 

93年次男子為明年屆徵兵及齡，於111/10/5日上午10時至111/11/30下

午5時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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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役政管家 APP QR Code 如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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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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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X-YDbS3um8-OtUVusA1Ncpbc09YwD8wg/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X-YDbS3um8-OtUVusA1Ncpbc09YwD8wg/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https://www.nca.gov.tw/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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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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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申請表.docx 

4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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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進修部班會記錄繳交作業： 

檢送進修部111-1學期至第四週班會紀錄繳交統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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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會記錄統計表：111(1)台北進修部各班班會紀錄繳交統計表(第四週).xlsx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6 第2次通知，進修部111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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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重麒/2209/ 

sh5558@cute.edu.tw 

 

 

7 集體旅遊、參訪 

凡學生以系、班為單位集體旅遊者，應於出發前3週向學務兩校區各學制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pjRRe3zXIz7QtfXE6QTBOS9U36TnjPY/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PXqoJ0porJ3svKwp9BywHR5grWf4nqIc/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sh555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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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報備方得實施，並詳細附列旅遊行程表，且參加旅遊之同學均應於報

備時附繳家長同意書，於旅遊出發前三日，將相關資料備齊繳交至生輔組

(班級集體旅遊檢查事表如附)，以利辦妥領隊老師平安保險。餘相關規定

請參閱本校學生集體旅遊辦法。 

 

w 

 

8 內政部為提供民眾更多元及一站式消防防災服務，內政部消防署建置「消

防防災 e 點通」手   機應用程式(網頁版為「全民防災 e 點通」)，即日起

已開放下載使用，原1991急難通信平臺將於111/12/31日終止服務。 

檢附「消防防災 e 點通」及「全民防災 e 點通」網址及 QRcode~~請多

加利用喔!!。 

全民防災 e 點通 網址：https://reurl.cc/O46NzR 

「消防防災 e 點通」手機應用程式 App Store 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oQvMXQ 

「消防防災 e 點通」手機應用程式 Google Play 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RX2VDZ 

災區親友現況查詢平台 網址：https://reurl.cc/Zb2kzA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https://reurl.cc/O46NzR
https://reurl.cc/oQvMXQ
https://reurl.cc/RX2VDZ
https://reurl.cc/Zb2k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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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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1. 申辦時間：即日起至111/10/15(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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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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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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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佳芳/1147/  

cfl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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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16(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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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16(六)21：00 統計各班填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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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進修部上傳區」。 

3. 班會討論議題：111學年「主題式班會」討論議題.pdf 

4. 111學年 主題式班會議題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

hay-cmk/view 

 

4 進修部康輔社活動志工招募： 

1. 活動時間及地點： 

編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項目 志工人數 

1 10/22(六) 08：00～

17：00 

湖口老街 秋與湖口有約

志工 

30 

 

mailto:cflai@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75GzwFz6rVB1_HBBBsCFBdTahay-cmk/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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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0(日) 08：00～

17：00 

南寮漁港 淨灘+17 公里

海岸(騎自行車) 

40 

2. 主辦單位：新竹校區進修部康輔社 

3. 協辦單位：新竹校區進修部綜合業務組 

4. 報名方法：請將報名表繳至進修部綜合業務組 賴老師(涵德樓209-1

室) 

5.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14(五) 2 1：30止 

6. 活動名額：依活動項目招募志工人數，額滿為止。 

備註：請同學踴躍參與服務學習、公益活動。 

(當日參加者備有：餐點一份、嘉獎乙次)  

5 進修部學生請疫苗假及防疫假申請程序 

1. 如本人確診或與確診者同住者，請於隔離完成後，請持紙本請假單及

相關佐證資料至進修部辦理防疫假程序。 

2. 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決議，本校學生前往接種疫苗（含接種

後發生不良反應），自接種之日起至接種次日48時止（合計3日），得

以事假方式申請但不列入缺曠記錄。 

3. 疫苗接種請假者，可上網請事假，但須持紙本佐證資料(影本疫苗卡)

供本組備查。 

4. 為配合學期核算學生缺曠統計之彙整，如學生欲請假者或更正缺曠紀

錄者，請務必於11/23(五)前完成，逾期者恕難更正，謝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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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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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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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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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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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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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lai@cute.edu.tw 進修部綜合業務組賴

老師。 

2. 繳交地點：涵德樓209室，進修部綜合業務組。 

3. 如有疑問請於週一至週五15：:30-21:30撥打(03)699 1111轉1147

詢問。 

111學年度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申請表.docx 

8 集體旅遊、參訪 

凡學生以系、班為單位集體旅遊者，應於出發前3週向學務兩校區各學制

單位報備方得實施，並詳細附列旅遊行程表，且參加旅遊之同學均應於報

備時附繳家長同意書，於旅遊出發前三日，將相關資料備齊繳交至生輔組

(班級集體旅遊檢查事表如附)，以利辦妥領隊老師平安保險。餘相關規定

請參閱本校學生集體旅遊辦法。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pjRRe3zXIz7QtfXE6QTBOS9U36TnjPY/edit?usp=sharing&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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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內政部為提供民眾更多元及一站式消防防災服務，內政部消防署建置「消

防防災 e 點通」手   機應用程式(網頁版為「全民防災 e 點通」)，即日起

已開放下載使用，原1991急難通信平臺將於111/12/31日終止服務。 

檢附「消防防災 e 點通」及「全民防災 e 點通」網址及 QRcode~~請多

加利用喔!!。 

全民防災 e 點通 網址：https://reurl.cc/O46NzR 

「消防防災 e 點通」手機應用程式 App Store 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oQvMXQ 

「消防防災 e 點通」手機應用程式 Google Play 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RX2VDZ 

災區親友現況查詢平台 網址：https://reurl.cc/Zb2kzA 

  

 

 

https://reurl.cc/O46NzR
https://reurl.cc/oQvMXQ
https://reurl.cc/RX2VDZ
https://reurl.cc/Zb2kz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