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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學務好週到 — 第8週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人的脆弱和堅強都超乎自己的想像。有時，我們可能脆弱得一句話就

淚流滿面，有時，也發現自己咬著牙走了很長的路。」 

~莫泊桑(Henr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最新消息 

各位師長好 

本校臺北校區於 4/5晚上近 10 點，得知本校台北校區同學確診第二例

個案，4/6(三)上午 9 點即由校長召開防疫擴大工作會議，依據教育部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及校園防疫管理指引相

關規定，做成決議事項選摘如下： 

1. 因應疫情變化，自 4/7(四)起至 4/17(日)止，臺北校區停課不停

學，新竹校區同步進行停課不停學，兩校區各學制採線上教學。 

2. 4/11(一)至 4/17(日)期中考試得延後一週辦理(授課教師視需要可採

遠距或實體考試). 

3. 線上教學期間，各教師授課時務必落實線上點名，並確實掌握學生

出席情形及互動紀錄。 

4. 更多資訊請參考學校防疫專區: 

https://m.cute.edu.tw/NovelCoronavirus/Intro/index.html 

 

3 第3次通知，110-2期中導師座談會 

1. 110-2期中導師座談會預劃於第九週4/11至4/15日期間，由各系規

劃時間、地點召開，請各系規劃確認時間、地點後通知所屬導師與

會，各系會議記錄請於4/20日前傳送回新竹生輔組會辦。 

2. 本次期中導師座談會新增指定議題：「系上如何落實安心向學措

施」。由系主任推薦系上2位老師引言，再交流討論，並做成會議記

錄與拍照回傳：臺北校區 蕭惠娜輔導員 nana530@cute.edu.tw。

學務處會在第11週彙整系上所傳的會議記錄，上傳到副校長指定的

Sharepoint 的平台。 

廖振潭教官/1150/ 

tain560103@cute.edu.

tw 

 

 

4 第2次通知，110-2教師增能研習&特教知能研習報名 

1. 活動時間與地點:111/04/13(三)於格903室舉辦。 

黎姿嫺臨床心理師/2159 

joanne9051326@cute.

 

https://m.cute.edu.tw/NovelCoronavirus/Intro/index.html
mailto:nana530@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joanne9051326@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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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題: 

(1) 第一場 10:30-12:00  從臨床角度談自閉症在校輔導  彭啟倫醫

師主講 

(2) 第二場 13:30-15:00  與思覺失調症共處(一)認識思覺失調症  陳

若璋教授主講  

(3) 第三場 15:10-16:40  與思覺失調症共處(二)思覺失調症引發的

危機個案   陳若璋教授主講  

3. 名額:每場以30人為限(以報名先後順序決定錄取名單,因研習資料與

餐點需事先準備，故現場報名恕不提供資料與餐點) 

4. 報名截止日期:110/04/06(三)17:00截止 

5. 備註:(1)老師可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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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08(五)前寄發錄取名

單及活動行前通知。 

6.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AKZmm8 

edu.tw 

 

5 【身心科醫師 提供師生精神醫療服務與諮詢】 

1. 醫師駐診時間：週三 12:00-14:00 

2. 開放導師預約時間為每月第一週的週三，如有需要，歡迎填寫表單

預約：https://forms.gle/YrWygh5ou8TDtWne7 

吳杰諠諮商心理師/2151 

hsuan202203@cute.ed

u.tw 

 

6 「Be my own star」生涯手作體驗活動 

世界躁動不安，我們都需要一顆屬於自己的星星，指引迷失的自己。 

用心，動手，寫上想向自己說的話，挑選與內心共振的毛線顏色，從零

開始，一圈一圈，安定內心，繞出夢想方向。 

學輔中心舉辦生涯主題工作坊，敬請導師轉告班級同學，鼓勵參加~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rQy06O 

張詣函諮商心理師/2986 

han201102@cute.edu.

tw 

 

 

7 導師考評作業 

110學年 班級導師績效考評預計於第10週開始實施，10-13週(4/18-

5/13)進行「導師自評表」及「學生對導師輔導反應20％」之評分，詳

細實施流程暨填寫注意事項如連結(班級導師績效考評實施流程暨填寫注

意事項) 

蕭惠娜/2142/ 

nana530@cute.edu.tw 

 

8 第3次通知，110-2服務學習講座｜回顧與展望─從生涯歷程談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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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活動日期：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t

w 

 

 

https://reurl.cc/AKZmm8
mailto:joanne9051326@cute.edu.tw
https://forms.gle/YrWygh5ou8TDtWne7
mailto:hsuan202203@cute.edu.tw
mailto:hsuan202203@cute.edu.tw
https://reurl.cc/rQy06O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mailto:nana530@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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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20(三)15:10-17:00  認識自我─用生涯牌卡找到服務學習的可能 

(2) 4/27(三)15:10-17:00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服務學習經驗回顧與

探索 

(3) 5/04(三)15:10-17:00  放大你的優勢─服務學習目標訂定與規劃 

2. 活動地點：格致樓609教室 

3.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yQUEo5A8rWaq3Ud69 

4. 本講座提供3小時服務證明與餐盒 

9 110-2 學校與社區共好，清淨好生活 

1. 活動日期：111/5/4(三)10:30-12:00 

2. 活動內容：校園周邊社區之清掃服務，培養學生社會責任，延續服

務與學習的動力。 

3. 集合地點：中國科技大學 學務處 (台北校區) 

4.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XPaAcKSMasKqdNoP9 

5. 本活動提供2小時服務證明 

 

10 111年下半年一般替代役甄選通知: 

內政部檢送「111年下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規定」(基本

條件:83年次至93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之常備役體位)申請時間自

111/4/1(五)至111/4/30(六)止，已於111/03/30公告學校網頁活動訊

息，有關內容請洽役政署網站主題單元/一般替代役申請/甄選作業資訊

系統登錄申請。網址 https://www.nca.gov.tw/sug/或關鍵字"一般替代

役徵選作業"即可。並請協助宣導本校役男參考運用(報名宣導海報，詳

如附件)。一般替代役甄選海報.jpg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u.tw 

 

 

11 菸害違規學生名單請協助勸導： 

111/3/17至111/3/31校園巡查經常性偶遇吸菸違規學生如附件，有關

違規學生請予以關心勸導，或您知悉貴班學生有吸菸習慣者也請協助。

特別吸菸者於用餐區(非吸菸處)違規吸菸風氣仍嚴重，請各方共同勸

導。https://reurl.cc/02AExx 

 

12 菸害防制-「臺北市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例」，3月27日起施行事宜。 

1. 自治條例重點摘要如后(詳如附件條例說明)，請本校教職員生共同

遵行。 

(1) 未滿菸害防制法法定吸菸年齡者(目前為18歲)，不得使用新興

菸品；違反者，應限期接受戒治新興菸品相關教育。菸害防制

法第15條、第16條規範之禁菸場所，一併禁止使用新興菸品；

 

https://forms.gle/yQUEo5A8rWaq3Ud69
https://forms.gle/XPaAcKSMasKqdNoP9
https://www.nca.gov.tw/su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oUYRoBtq_aTY_XDucxrROGtHRRiF49/view?usp=sharing
mailto:laily1208@cute.edu.tw
https://reurl.cc/02AE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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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者，處新臺幣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2)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說明:1.新興菸品 2.加熱式菸品 3.類菸品 4.

使用新興菸品… 

2. 本校學務處將持續加強巡視校園所屬之禁菸場所，並運用多元管道

廣為宣教，以擴大效益。另本校禁菸場所如有發現違規吸菸或使用

新興菸品者，請本校教職員生應予以義務性勸阻以符合法規。 

3. 本自治條例有關附件: 

(1) 臺北市政府令 https://reurl.cc/ZrmqqA 

(2) 「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例 https://reurl.cc/44xvvv  

(3) 自治條例重點說明 https://reurl.cc/X4zNy0 

13 第2次通知【110-2學期  阿美族語認證考試輔導】  對象:本校學生 

1. 課程內容:初級-中級族語認證考試輔導   

2. 時間:4/6、4/20、4/27 (三) 15:10-17:10 合計4場次   

3. 地點:格致樓304 

4. 報名表: https://reurl.cc/OpWE0v  

 *本次課程搭配本校高教深耕完善就學攜手計畫 

簡雯萱/2147/ 

elengubi2@cute.edu.t

w 

 

 

14 第2次通知【110-2學期  校外參訪-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坪部落】對象:本

校師生 

1. 內容: 認識霞雲坪部落/泰雅族生活文化/編織 DIY/獵人包飯     

2. 時間:4/6 (星期三) 08:30-13:30    

3. 報名表: https://reurl.cc/mG1ZMA 

 

https://reurl.cc/ZrmqqA
https://reurl.cc/44xvvv
https://reurl.cc/X4zNy0
https://reurl.cc/OpWE0v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https://reurl.cc/mG1Z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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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最新消息 

各位師長好 

本校臺北校區於 4/5晚上近 10 點，得知本校台北校區同學確診第二例

個案，4/6(三)上午 9 點即由校長召開防疫擴大工作會議，依據教育部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及校園防疫管理指引相

關規定，做成決議事項選摘如下： 

1. 因應疫情變化，自 4/7(四)起至 4/17(日)止，臺北校區停課不停

學，新竹校區同步進行停課不停學，兩校區各學制採線上教學。 

2. 4/11(一)至 4/17(日)期中考試得延後一週辦理(授課教師視需要可採

遠距或實體考試). 

3. 線上教學期間，各教師授課時務必落實線上點名，並確實掌握學生

出席情形及互動紀錄。 

4. 更多資訊請參考學校防疫專區: 

https://m.cute.edu.tw/NovelCoronavirus/Intro/index.html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第3次通知，110-2期中導師座談會 

1. 110-2期中導師座談會預劃於第九週4/11至4/15日期間，由各系規

劃時間、地點召開，請各系規劃確認時間、地點後通知所屬導師與

會，各系會議記錄請於4/20日前傳送回新竹生輔組會辦。 

2. 本次期中導師座談會新增指定議題：「系上如何落實安心向學措

施」。由系主任推薦系上2位老師引言，再交流討論，並做成會議記

錄與拍照回傳： 新竹校區 廖振潭教官 tain560103@cute.edu.tw。

學務處會在第11週彙整系上所傳的會議記錄，上傳到副校長指定的

Sharepoint 的平台。 

廖振潭教官/1150/ 

tain560103@cute.edu.

tw 

 

3 第3次通知，110-2校外賃居學生名冊調查及訪視紀錄繳交通知 

110-2學期校外賃居學生調查名冊及校外賃居訪視表請老師利用空檔時

實施，訪視表須於第十一週前繳回學務處生輔組彙辦並辦理訪視費核銷

作業，受訪學生、導師、系主任要記得簽章。(名冊格式、訪視表已寄導

師信箱)尚未繳交班級請導師協助完成，學期名冊如與上學期相同，亦請

電郵回覆告知，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 

 

https://m.cute.edu.tw/NovelCoronavirus/Intro/index.html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mailto:tain56010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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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輔中心兼職身心科醫師提供師生精神醫療服務與諮詢 

1. 服務時間：星期一 12:10-13:10，如有需要，歡迎預約 (承辦人張雅

玲/1613/erinch@cute.edu.tw) 

2. 因應 covid-19疫情系上或老師若得知學生被通知匡列檢疫隔離、居

家自主健康管理等者，請務必即時通知衛保組(台北分機2150、新

竹分機1156)，並由校安中心進行校安通報，依主管機關行政指導

辦理。 

3. 防疫人人有責，敬請老師加強叮囑班級同學以下注意事項： 

(1) 避免不必要外出與聚會，日常外出則全程佩戴好口罩。 

(2) 勿共飲共食、要勤洗手，建議隨身準備75%酒精，以利觸摸到門把

等共用物品可隨時進行手部消毒。 

(3) 有咳嗽、喉痛、發燒等症狀，請盡速就醫並在家休息至症狀緩解。 

(4) 勿熬夜玩遊戲，請正常作息增強個人抵抗力。 

(5) 如有接受居家隔離或需自主管理者，請盡速通報衛保組。 

(6) 有課後打工之學生，請特別提醒與關心。 

徐曉慧/1156/ 

hheal@cute.edu.tw 

 

 

 

mailto:hheal@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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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最新消息 

各位師長好 

本校臺北校區於 4/5晚上近 10 點，得知本校台北校區同學確診第二例

個案，4/6(三)上午 9 點即由校長召開防疫擴大工作會議，依據教育部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及校園防疫管理指引相

關規定，做成決議事項選摘如下： 

1. 因應疫情變化，自 4/7(四)起至 4/17(日)止，臺北校區停課不停

學，新竹校區同步進行停課不停學，兩校區各學制採線上教學。 

2. 4/11(一)至 4/17(日)期中考試得延後一週辦理(授課教師視需要可採

遠距或實體考試). 

3. 線上教學期間，各教師授課時務必落實線上點名，並確實掌握學生

出席情形及互動紀錄。 

4. 更多資訊請參考學校防疫專區: 

https://m.cute.edu.tw/NovelCoronavirus/Intro/index.html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進修部110-2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作業(至111/3/23止)： 

110-2進修部學生學習履歷(EP)填答率0323.pdf 

蔡依玲/2204/ 

wfxx@cute.edu.tw 

 

3 進修部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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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晤談紀錄統計表：110-2進修部導師晤談學生紀錄統計0323.pdf 

 

4 校外獎學金申請： 

學務處於網頁公告校外各界提供各項獎學金申請，請同學自行上網查閱

相關資訊，並依申辦資格提出申請，以免錯失機會。 

查詢路徑：學校首頁/學務處/獎助學金查詢/校外獎學金訊息公告或學校

首頁/進修部/獎助學金專區 

 

5 110-1學業優秀學生書卷獎狀： 

1. 請導師至進修部辦公室導師信箱領取各班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

優秀學生書卷獎狀，並於班會中公開頒獎表揚。 

2. 獲獎同學之獎金亦已簽核會請會計室與出納組轉帳匯入同學帳戶(如

單一入口金融帳號未填寫將無法入帳，請提醒同學同時檢查是否已

高語琪/2203/ 

yc706@cute.edu.tw 

 

 

https://m.cute.edu.tw/NovelCoronavirus/Intro/index.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JH4lg3b7dBCRjsojRbrUZq77ZOCA8av/view?usp=sharing
mailto:wfxx@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4JUcjs-FXQx0pBXR8k2f1unorEvdPtL/view?usp=sharing
mailto:yc706@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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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 

6 進修部辦理「CUTe 好物」市集活動-「二手物品市集」： 

1.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1/4/10止 

2. 活動時間:111/4/26-111/4/28日13:00~19:00 

3. 活動地點:格致樓一樓大廳、格致樓外廊道 

4. 餘活動內容詳如報名實施辦法，請鼓勵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5. 報名實施辦法：110-2二手物品市集-活動辦法.pdf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w 

 

 

7 1. 檢送進修部110-2學期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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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室整潔評分表：110-2進修部各班使用格致樓一般教室整潔評分

表(第4-6週).pdf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t

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RSl5zi1mT487u_zF6nvnVZc8IHFWOa/view?usp=sharing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T3QMsSTRmi-BLV0KjgieUJsIWmfYXq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T3QMsSTRmi-BLV0KjgieUJsIWmfYXqf/view?usp=sharing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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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最新消息 

各位師長好 

本校臺北校區於 4/5晚上近 10 點，得知本校台北校區同學確診第二例

個案，4/6(三)上午 9 點即由校長召開防疫擴大工作會議，依據教育部

「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標準」及校園防疫管理指引相

關規定，做成決議事項選摘如下： 

1. 因應疫情變化，自 4/7(四)起至 4/17(日)止，臺北校區停課不停

學，新竹校區同步進行停課不停學，兩校區各學制採線上教學。 

2. 4/11(一)至 4/17(日)期中考試得延後一週辦理(授課教師視需要可採

遠距或實體考試). 

3. 線上教學期間，各教師授課時務必落實線上點名，並確實掌握學生

出席情形及互動紀錄。 

4. 更多資訊請參考學校防疫專區: 

https://m.cute.edu.tw/NovelCoronavirus/Intro/index.html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110-2期中導師座談會預劃於第九週4/11至4/15日期間，由各系規劃時

間、地點召開，請各系規劃確認時間、地點後通知所屬導師與會，本次

座談研討主題為安心向學-系上如何落實安心向學措施，會議資料暨研

討主題單如附檔，請老師參考運用。https://reurl.cc/qO7Xqg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3 校外獎學金申請： 

學務處於網頁公告校外各界提供各項獎學金申請，請同學自行上網查閱

相關資訊，並依申辦資格提出申請，以免錯失機會。 

 

 

https://m.cute.edu.tw/NovelCoronavirus/Intro/index.html
https://reurl.cc/qO7Xqg
mailto:cflai@cut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