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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學務好週到-第7周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悲傷可以自行料理；而歡樂的滋味如果要充分體會，就必須和他人一起

分享。」——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時序進入冬季，請居家（賃居）住所同學確實做對五件事，以避免一氧化

碳中毒： 

1. 「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門窗、紗窗不

潔及晾曬大量衣物等情形。 

2. 「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檢驗合

格標示。 

3. 「要」選擇正確的「型式」：選購屋外式（RF）熱水器應裝置於室外

通風良好處所，選購室內型燃氣熱水器如半密閉強制排氣式（FE）及

密閉強制排氣式（FF）等熱水器，應裝設適當的排氣管。 

4. 「要」注意安全的「安裝」：應由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

術士進行正確的「安裝」，安裝後並依法於熱水器張貼施工標籤 。 

5. 「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

溫不穩定現象或改變熱水器設置位置或更換組件時，均應請合格燃氣

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為之。更多訊息請上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查詢。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3 111-1學生兵役辦理情形 

1. 一年級新生兵役狀況調查表繳交情形如下： 

班級 繳交人數 班級 繳交人數 班級 繳交人數 

土木 1A 10 建築 1A 14 資管 1A 5 

企管 1A 12 建築 1B 18 影視 1A 0 

企管 1B 0 財金 1A 10 影視 1B 3 

行管 1A 23 財金 1B 0 數媒 1A 18 

行管 1B 5 商務 1A 10 數媒 1B 1 

室設 1A 2 視傳 1A 13 應英 1A 11 

室設 1B 18 視傳 1B 11 觀管 1A 7 

宋德貞/2154/ 

demi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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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 1C 21 資工 1A 33 觀管 1B 15 

截至111/10/20，合計繳交260人，辦理緩徵106人，儘召1人，免辦

12人(含免役、外籍生)，另有93年次141人，將於明(112)年起役，再

行造報；緩徵及儘召核准期限至115/06/30。 

2. 轉復學生、碩班生、延修生及完成軍事訓練學生繳交兵役狀況調查表

情形如下： 

班級 繳交人數 班級 繳交人數 班級 繳交人數 

土木 2A 1 土木碩 1A 1 觀管 5A 1 

觀管 2A 1 土木 5A 2 數媒 5B 2 

建築 2B 1 視傳 5A 1 室設 5C 1 

資管 3A 1 資工 5A 1 財稅 6A 1 

數媒 4A 1 資管 5A 1 建築碩 4A 1 

數媒 4B 2 資管 5B 1     

截至111/10/20日，合計繳交20人，辦理緩徵7人、儘召1人、延長

緩徵12人，緩徵及儘召核准期限至預定畢業當年6/30日，延長緩徵

一學期或一學年。 

3. 請尚未繳交111學年度兵役狀況調查表的新生、轉學生、復學生、碩

班生、延修生及完成二階段軍事訓練學生（男同學）務必於

10/28(五)前至軍訓室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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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dWgDqz；本週將再據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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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輔中心舉辦「良師益友-教師增能研習&特教知能研習」，詳情如下，意

者請點選最下方的報名連結報名。 

1. 活動時間與地點：111/11/09 (三) 於 格903室 & 涵511室(視訊) 舉

辦。 

2. 講題： 

第1場 正念存在攝影療癒-看見鏡頭下的心相視野 / 吳明富副教授 / 

9:20-10:50   

(請報名此場次的老師準備一張舊照片，可隨意自在用彩色或黑白列

印即可)  

楊采樺/2701/ 

happynini@cute.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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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場 正念存在攝影療癒-說相聲 / 吳明富副教授 / 11:00-12:30 

(請報名此場次的老師準備一張舊照片，可隨意自在用彩色或黑白列

印即可) 

第3場 班級內的危機事件處理 / 林竹芳老師 / 13:30-15:00  

3. 名額：每場次以30人為限。(以報名先後順序決定錄取名單，又因研

習需事先準備餐點與會議資料，現場報名者恕不提供餐點與資料，敬

請見諒。) 

4. 報名截止日期：111/11/02 (三) 17:00截止 

5. 備註： 

(1) 老師可依據個別興趣及需要選擇報名場次，將於講座結束後發給

研習時數證明(每場次1.5小時)。 

(2) 111/11/04 (五)前 寄發錄取名單及活動行前通知。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gARBxhq6Wdj8_T7Lp

sOn4YD5PJBIT1IgZgAtScp428GkAdA/viewform 

5 學輔中心舉辦「Be my own star」生涯系列活動，懇請導師協助轉發活動

資訊至班級，或推薦適合學生報名。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han20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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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簡介： 

將生涯主題結合手作體驗，講師引導靜心、邀請同學寫下未來規劃及想對

自己說的話，再挑選與內心共振的毛線顏色編織屬於自己的星之花（八角

花編）。 

活動時間與地點： 

111/11/22（二）下午13:10-16:00，格致樓903會議室。 

「Be my own star」生涯系列活動 (生涯主題 x 編織手作)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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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duFH9b4mx5W1QyTtMQIFmmbItmz99w/viewform 

張詣函/2986/ 

han201102@cute.ed

u.tw 

 

 

6 111-1學期「英文課業輔導」還有1場次！ 

計畫內容：為辦理大學英文課業輔導以及 PVQC 考試重點提醒。課程搭

配本校高教深耕完善就學攜手計畫。 

時間：111/10/26(三) 15:10~17:10   地點：格致樓304 

原資中心 

簡雯萱/2147/ 

elengubi2@cute.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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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連結：https://reurl.cc/NRve1e  

7 111年中國科大原資中心原民藝廊「Mapulaung ‧ 分享—司慈聖 Paki 邀

請展」 開幕茶會 

展覽說明：本檔原民藝廊邀請來自南投縣信義鄉羅娜部落布農族藝術家司

慈聖 Paki Takismuuzan 先生，本次展覽主題為「Mapulaung ‧分享」

Mapulaung 為布農族語分享之意，藉由本檔原民藝廊分享在繪畫路上的

生命故事。 

1. 展覽期間：111/11/1~12/1  9:00~17:00 (例假日除外) 

2. 展覽地點：中山育樂館1樓 學務處原民藝廊 

3. 開幕與導覽活動：111/11/4(五) 10:00~12:00   

4. 開幕地點：中山育樂館1樓 101室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W169de※ 

 

8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召募「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志工，邀請學生踴躍報

名，志工召募訊息如下：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22/10/31止。  

2. 燈會時間：2023/2/5~2/19（2/1~2/4 試營運）。  

3. 召募對象：16歲以上民眾，以團隊為主（需至少10名志 工），有意願

之個人亦可。  

4. 報名方式：至「台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台」線上報名，網址為：

https://cv101.gov.taipei 

5.  召募動畫影片：https://youtu.be/sHPST-nBo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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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1-1校外賃居學生安全關懷訪視，請導師於第11週前將賃居生安全關懷

訪視紀錄表紙本回傳生輔組廖振潭教官彙整辦理統計於訪視費核銷作業。

（tain560103@cute.edu.tw）。 

廖振潭教官/1150/ 

tain560103@cute.ed

u.tw 

 

2 時序進入冬季，請居家（賃居）住所同學確實做對五件事，以避免一氧化

碳中毒： 

1. 「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門窗、紗窗不

潔及晾曬大量衣物等情形。 

2. 「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 CNS（國家標準）檢驗合

格標示。 

3. 「要」選擇正確的「型式」：選購屋外式（RF）熱水器應裝置於室外

通風良好處所，選購室內型燃氣熱水器如半密閉強制排氣式（FE）及

密閉強制排氣式（FF）等熱水器，應裝設適當的排氣管。 

4. 「要」注意安全的「安裝」：應由合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

術士進行正確的「安裝」，安裝後並依法於熱水器張貼施工標籤 。 

「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發現有水溫不

穩定現象或改變熱水器設置位置或更換組件時，均應請合格燃氣熱水器及

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為之。更多訊息請上內政部消防署網站查詢。 

 

3 提醒四技一年級上、下兩學期，每學期前12週完成心情隨筆撰寫，預於第

14週(12/12~12/16)進行普查作業，普查12篇。請導師提醒學生按時撰

寫。 

鄭秋芬/1154/ 

cfcone88@cute.edu.t

w 

 

4 「最美的安排」電影賞析活動~歡迎住宿生參加 

時間：111/10/27(四) 18:00-20:00 

地點：安以軒宿舍1樓大廳 

備註：贈送文宣品、輸入學優、樂群、職場能力手冊 

蔡麗珍/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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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作業： 

111-1學期「學習履歷(EP)」填寫率(至111/10/19止)，如附件。 

學習履歷(EP)」填寫率：https://reurl.cc/jGbL01 

連駿取/2204/ 

jimlien90@cute.edu.t

w 

 

2 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檢送進修部111-1學期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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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aG62Wl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3 111年就讀專科以上83至93年次在學男子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

練： 

111年就讀專科以上83至93年次在學男子有意願申請分階段（連續二年暑

假）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可自111/10/17(一)上午10時至

111/11/15(二)下午5時在內政部役政署全球資訊網「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系統」（(網址: https://www.nca.gov.tw/stage/hp2/hp1.aspx)

上申請；於112/6/15、7/6或7/26日三個入營梯次中，擇一梯次，各梯次

申請人數逾錄取員額時，由內政部役政署統一於111/11/16(三)上午10時

公開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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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1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結果查詢： 

1. 自111/10/24(一)開始開放登錄查詢。 

2. 健康檢查結果查詢網址：

https://service.ch.com.tw/group_check/login_sh.aspx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2 進修部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作業： 

111-1學期「學習履歷(EP)」填寫率(至111/10/20止)，如附件。 

學習履歷(EP) 填寫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V2HbGZOM0H_viezoCSx19Xe7n

GEYpEN/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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