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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5週 

【全校】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提供教育部最新版大專校院跟騷事件處理指引，敬請各位導師參考。 

112大專校院跟騷事件處理指引 

莊明哲學務長/214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MiC9qCJIaSxPxct5BoGqAMyYC6E_c5a/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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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成功的真正秘訣是熱情。The real secret of success is enthusiasm. 

~克萊斯勒( Walter Chrysler, 1875~1940)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菸害防制宣導，教育部提供「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工作參考指引問答集」1

份，針對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工作實務上常見問題提出推動建議與具體作

法，提供學校各單位執行與運用。 

資料 PDF檔 https://reurl.cc/NqqAOQ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

w 

 

 

3 【就學貸款】 

請導師協助提醒就貸差額尚未繳交的學生於3/16(四)前完成繳費，學務處

已於3/6(一)發送簡訊給未繳費學生，再請有收到 mail 通知的導師協助學

生完成註冊。 

張怡萱/2156/ 

sally0730@cute.edu.t

w 

 

 

4 交通安全教育及測驗 

1. 交通安全教育及測驗本學期仍賡續實施 

(1) 請導師將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製作之交通安全宣導影片

（約19分鐘）於班會中撥放，以教導同學正確之交通安全觀念。

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8hhSRS6XY 

(2) 觀後配合實施交通安全測驗，以「Moodle 學習平台」實施隨機

測驗，是非及選擇題各10題，每題5分。測驗網址：

http://moodle.cute.edu.tw/mod/quiz/view.php?id=548573 

(3) 獎勵：A.100分，記功乙次。B.95分，嘉獎兩次。C.90分，嘉獎

乙次。 

(4) 題庫置於學務處/軍訓室/交通安全網頁 

https://cutestud.weebly.com/201323689023433208402145

03845028797.html 

(5) 請於5/6前完成測驗，逾時系統將關閉。 

2. 請於班會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及測驗，並上傳紀錄，以利統計實施情形

於交通安全委員會報告。 

3. 邇來格致樓 B1機車停車場發生數起同學摔車事件，請加強宣導機車

停車場限速10公里，應小心騎乘，以確保行車安全。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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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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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estud.weebly.com/20132368902343320840214503845028797.html
https://cutestud.weebly.com/20132368902343320840214503845028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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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部辦理交通部公路總局「推動機車駕訓制度」補助計畫調查，請導師

於112/3/14前告知班上參訓人數 wsj5566@cute.edu.tw 王教官，俾利回

報教育部。另為使交通部媒合時，能了解學生需求狀況，請造冊掌握具意

願者，並恪遵相關個資保護規定。 

 

 

6 第2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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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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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並提醒同學於3/17(五)以前

完成報名。 

活動資訊&報名連結如下── 

◆內容簡介： 

講師帶領輔導幹部透過樂高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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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合作能力、溝通力與團體認同感。 

◆時間地點： 

【場次1】時間：3/30 週四 10:20-12:10。地點：格致樓903室。 

【場次2】時間：3/30 週四 13:10-15:00。地點：格致樓903室。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vk7geN  

張詣函/2986/ 

han201102@cute.ed

u.tw 

 

 

7 CUTe 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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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導師輔導紀錄統計期間為112/2/13(一)～112/5/7(日)。學輔中心將

張詣函/2986/ 

han201102@cute.ed

u.tw 

 

https://reurl.cc/vk7geN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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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時間112/5/7 23:59為最後統計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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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傳(限圖片) "內，任一皆可，以供備查。填寫注

意事項如下： 

1. 學生訪談記錄僅限文字內容，請簡述晤談內容。 

2. 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傳(限圖片)，僅上傳通訊軟體之輔導紀錄截圖。 

3. 內容單純是同學自述內容、轉貼 FB或其他網站，將不列入晤談次數

的計算。 

操作方式說明 

1. 文字紀錄：進教師系統→點選【學生訪談紀錄】 

2. 通訊軟體之輔導紀錄截圖：進教師系統>點選【導師輔導訪談紀錄上

傳(限圖片)】→登入帳號(員編)密碼(身分證) →點選、填入資料並選

擇檔案→上傳。 

3. 新增查詢及刪除紀錄之功能。 

吳欣怡/2976/ 

xinyi@cute.edu.tw 

 

8 第2次通知，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向壓力 say no! 身心放鬆小撇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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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資訊&報名連結如下，敬請分享給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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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1-2教師輔導知能將於期中考周登場，邀請老師們踴躍報名，以下是講

座資訊： 

🌈「聆聽的力量：精神疾患大學生處遇經驗分享」 

 

mailto:xinyi@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https://forms.gle/A9qZQSFMqg77AXLt5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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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大學生光是憂鬱的比例就將近五分之一嗎？如果你想要知道這些孩

子們怎麼了、想知道如何幫助他們，那麼就來聽聽具有臨床實務經驗的臨

床心理師同時也是教授的講師怎麼說吧！ 

時間：4/10(一) 15:00-17:00 

地點：格致樓103 

講師：李宛霖 輔大助理教授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dzssvqDnWMyZvZTa9 

10 111-2教師輔導知能將於期中考周登場，4/12(三)共舉辦兩場不同主題的

講座，邀請老師們踴躍報名，以下是講座資訊： 

1. 第一場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由身入心，深入你心」 

當老師累了嗎？如果你想要知道怎麼在短時間內好好的休息、放鬆自己，

想好好的睡場好覺絕不容錯過這場實用性極高的演講。 

時間：4/12(三)9:30-12:30 

地點：格致樓903/涵德樓511(視訊) 

講師：鄧善娟 台大兼任講師 

2. 第二場「特教知能研習：用愛陪伴礙~談特教生的校園適應與協助」 

當遇到特教生的多元多變化，您是否也常會不知道他們特質為何?也不知

道怎麼協助他們在課堂、學習、人際互動的困難?歡迎報名參加這場講座! 

時間：4/12（三）13:30-15:00 

地點：格致樓90903/涵德樓511(視訊) 

講師：李國源老師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NmWN3DbnN5Psak5z5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楊采樺/2701/ 

happynini@cute.edu.

tw 

 

 

11 第4次通知，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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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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調查填寫本學期「溝通與成長」座談會各班建議事項彙覆表： 

1. 本學期『溝通與成長』座談會將會對學生問題做回覆。 

2. 為避免冗長的會議時間延誤同學上課，故先請各班班長利用班會時間

查詢同學之具體建議事項，並填妥附件彙覆表，於112/3/18(六)前填

寫完畢，先請相關單位答覆簽核後於會議時發放。 

3. 若有針對系上之問題，請於「系科座談會」提出，若仍有問題會交由

系上答覆，但本次座談會則不再答覆。 

4. 請查詢網址 https://forms.gle/4VZUbejrRrC7JcWE7或掃下方 QR 

Code，請班長轉發至班級群組中，如無意見請回復〝無意見〞。 

意見調查 QR Cod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bpc3wSwGIJCeGyzs5oWwCp_IdS

PKnMP/view?usp=share_link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https://forms.gle/4VZUbejrRrC7JcW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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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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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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2 調查填寫本學期「與師長有約」座談會各班建議事項彙覆表： 

1. 本學期「與師長有約」座談會將會對學生問題做回覆。 

2. 為避免冗長的會議延誤同學上課，故先請各班班代利用班會時間查詢

同學之具體建議事項，並填妥附件彙覆表，於112/3/25(六)前填寫完

畢，先請相關單位答覆簽核後於會議時發放。 

3. 若有針對系上之問題，請於「系科座談會」提出，若仍有問題會交由

系上答覆，但本次座談會則不再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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