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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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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絕非偶然。它是艱苦的工作、毅力、學習、研究、犧牲，而更重要的

是，熱愛你正在做或正在學習的事。 

Success is no accident. It is hard work, perseverance, learning, study-

ing, sacrifice and most of all, love of what you are doing or learning 

to do. 

~ 比利(Pele ,1940~2022)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就學貸款第二次通知】家庭年所得查調結果已於 3/17 發送簡訊通知學

生收件至 3/30(四)截止，若同學仍須辦理就貸，再請各位導師協助提醒同

學補繳資料，並於 4/12(三)前至學務處生輔組簽立利息切結書(家庭收入

超過 120 萬元者，需簽立切結書並繳交兄弟姊妹就讀高中職以上之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有效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如逾時未繳或資料不齊者，將視同放棄辦理就學貸款，予以撤銷，同學需

繳回全額學雜費。 

張怡萱/2156/ 

sally0730@cute.edu.t

w 

 

 

3 新北市政府 112 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招募 

1. 資格條件： 

(1) 大學在學一年級學生(含四年制技術學院)。 

(2) 二年制技術學院或二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升二年級）。  

(3) 五專須四年級學生（四年級升五年級）。 

(4) 研究所學生(一般生一年級)。 ※註：非本計畫對象：大學（專）延畢

生、應屆考上大專校院、應屆畢業 生、進修部學生(含假日及平日)、

夜校生、空中大學學生。 

學生本人設籍新北市（須設籍 4 個月以上，以受理報名 112 年 4 月 

6 日往前 推算 4 個月，亦即 111 年 12 月 6 日(含)以前設籍，且至今

仍設籍新北市）。 

2. 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王雅雯/2153/ 

dada1112@cute.edu.

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mailto:sally073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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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在學證明 1 份（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印有 111 年下學期之註冊

章）。 

(2) 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3) 「查詢戶籍資料同意書」1 份。 

3. 除具備基本條件外，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列入優先抽籤名單（以下簡

稱 特殊條件者）(如有多重身分符合請一併列舉，除提供相關資料外

併簽署 後附相關資料查詢同意書，未簽署者視同無此身分別) 

(1) 本人或父母一方為身心障礙者（檢附社福機構開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

明、 ICF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及同意書），如工讀生本人為身心

障礙者須 具生活自理及工作能力，若需提供職場協助，請於報名表

空格填列。 

(2) 生活扶助戶（檢附新北市各區公所核發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

本）。  

(3) 由本府社會局轉介之本府監護學生（檢附社會局轉介單及監護資

料）。 

(4) 本人為原住民（檢附查詢戶籍資料同意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5) 新住民子女（檢附查詢戶籍資料同意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6)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7) 獨力負擔家計者之子女（檢附查詢戶籍資料同意書及相關證明文

件）。 說明：獨力負擔家計者：意指年滿 15 歲至 65 歲其工作所得

為唯一提供家 庭生活所需之經濟來源者，且有扶養親屬者（檢附查

詢戶籍資料同意書、 親屬無工作能力證明、在學證明、身心障礙者

手冊或重大傷病卡等資格 文件）。 

(8) 中高齡失業者之子女：父或母其中 1 人曾於 110 至 112 年間申領失

業給 新北市政府 112 年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招募簡章

（112 年版） 2 付，目前尚在失業中且具中高齡身分者。(檢附父或

母其中 1 人 110 至 112 年「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

收據」證明影本、無工作切結 書、查詢戶籍資料同意書、查詢勞保

資料同意書)。 說明：中高齡指年滿 45 歲以上者，以報名日期 4 月 

6 日為例往前推算年 滿 45 歲以上，即民國 67 年 4 月 6 日以前出生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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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生受保護人之子女(檢附父或母更生人證明)。 

(10) 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或其子女（檢附家庭暴力事件保護令或社工員轉

介 單等資料）。 

4. 報名日期：112 /4 / 6 ~ 112 / 4 / 20 止，以郵寄郵戳日期、 親送之

送件簽收日及線上表單填寫日期為依據，為保障自身權益，紙本 及

線上缺一不可。 

5. 相關簡章及報名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0ce8CIXkied90Gm1zwyl_ABO

qW7bq22/view?usp=share_link 

4 第2次通知，敬請各位導師協助通知同學，淨灘活動開放報名： 

1. 活動日期：112/4/19(三) 

2. 活動地點：新北市萬里區龜吼漁夫市集 

3. 集合時間/地點：當天8:10前於聯合服務中心外集合，全程活動結束

約至13:00。 

4.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4/14，名額有限，歡迎同學相約報名！ 

5.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b2t9SkdCkBhXtXh3A 

 本活動後將提供便當，以及6小時服務證明  

 本活動可請公假，於當天簽到附註即可，務必確認當天是否有考試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5 111-2 服務學習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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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26(三)15:10-17:00  「你的力量，超乎想像」—青年永續跨域團隊

服務經驗分享 

(2) 5/03(三)15:10-17:00  「服務讓生命不一 Young」—青年服務學習經

驗分享 

2. 活動地點：格致樓301教室 

3.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Gs29iMk3oSQ1Tesv8 

4. 本講座將提供點心，以及3小時服務證明 

 

6 第 3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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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0ce8CIXkied90Gm1zwyl_ABOqW7bq22/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0ce8CIXkied90Gm1zwyl_ABOqW7bq22/view?usp=share_link
https://forms.gle/b2t9SkdCkBhXtXh3A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https://forms.gle/Gs29iMk3oSQ1Tesv8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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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的力量：精神疾患大學生處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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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 3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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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臨床心理師

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楊采樺輔導員/2701/ 

happynini@cute.edu.

tw 

 

 

 

  

https://forms.gle/dzssvqDnWMyZvZTa9
https://forms.gle/NmWN3DbnN5Psak5z5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happynini@cute.edu.tw
mailto:happynin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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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2/04/17(一)~112/06/02實施111學年班級導師績效考評 

第10-13週(112/4/17-5/12)將進行以下項目 

「導師自評表」及「學生對導師輔導反應20％」之評分 

李振忠/1152/ 

lee123@cute.edu.tw 

 

 

2 第 3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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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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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3 第 3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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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臨床心理師

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楊采樺輔導員/2701/ 

happynini@cute.edu.

tw 

 

 

mailto:lee123@cute.edu.tw
https://forms.gle/dzssvqDnWMyZvZTa9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happynini@cute.edu.tw
mailto:happynin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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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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NmWN3DbnN5Psak5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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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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臺北校區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選舉： 

1. 候選人應為非畢業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操行成績

80分以上，未有小過以上之紀錄，並已繳交學生活動費者。 

2. 報名日期：112/4/1(六)截止。 

3. 候選人競選拜票活動期間自112/4/10 18:30起至112/4/29 17:00

止。 

4. 選舉投票日訂於112/5/1(一)08:30至112/5/6(六)19:30截止，採用線

上投票。 

5. 餘規定詳通知單。 

學生會會長選舉通知：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ejlay6XkutIxLdNh9TSyEPV

CpEOr7x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

pof=true&sd=true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2 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檢送進修部111-2學期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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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HuhSeJl8ntE_qPa6IeZw9

D8QrtVkdAor/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

&rtpof=true&sd=true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3 111-2學期進修部「菸害防制宣導-海報設計比賽」活動辦法： 

1. 收件日期：請於112/4/14(五)以前繳交報名，並於112/4/21(五)前繳

交作品。 

2. 進修部在學學生均可自由報名，可個人或團體報名，團隊報名不得超

過二人，惟個人及團體僅擇一報名，報名不限班級及科系，鼓勵跨班

或科系之合作(須為同類組)。 

3. 餘相關報名規定詳如附活動辦法。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ejlay6XkutIxLdNh9TSyEPVCpEOr7x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ejlay6XkutIxLdNh9TSyEPVCpEOr7x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ejlay6XkutIxLdNh9TSyEPVCpEOr7x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HuhSeJl8ntE_qPa6IeZw9D8QrtVkdAor/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HuhSeJl8ntE_qPa6IeZw9D8QrtVkdAor/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HuhSeJl8ntE_qPa6IeZw9D8QrtVkdAor/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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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xeqsPryVsBAlkELai4Hdf1XFJ1bsFU

1/view?usp=share_link 

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bXcRww31gFvIX3lU6_DEd

uOQtBvkz3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

&rtpof=true&sd=true 

4 進修部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學習履歷(EP)系統」填寫作業： 

檢送 111-2 學期「學習履歷(EP)」填寫率(至 112/3/29 止)，如附件。 

學習履歷(EP)」填寫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rAgqhEvURd3gXqNAdbQB8s4dq

dgVuGh/view?usp=share_link 

連駿取/2204/ 

jimlien90@cute.edu.t

w 

 

 

5 進修部 111-2 導師輔導學生晤談紀錄統計表： 

檢送 111-2 學期輔導學生晤談紀錄統計表(至 112/3/29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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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m5Z6EBD0ERRmR6YqzzTv2-

MA6TpE342/view?usp=share_link 

 

6 第 3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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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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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xeqsPryVsBAlkELai4Hdf1XFJ1bsFU1/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xeqsPryVsBAlkELai4Hdf1XFJ1bsFU1/view?usp=share_link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bXcRww31gFvIX3lU6_DEduOQtBvkz3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bXcRww31gFvIX3lU6_DEduOQtBvkz3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bXcRww31gFvIX3lU6_DEduOQtBvkz3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rAgqhEvURd3gXqNAdbQB8s4dqdgVuGh/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rAgqhEvURd3gXqNAdbQB8s4dqdgVuGh/view?usp=share_link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mailto:jimlien90@cute.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m5Z6EBD0ERRmR6YqzzTv2-MA6TpE342/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m5Z6EBD0ERRmR6YqzzTv2-MA6TpE342/view?usp=share_link
https://forms.gle/dzssvqDnWMyZvZTa9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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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3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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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臨床心理師

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楊采樺輔導員/2701/ 

happynini@cute.edu.

tw 

 

 

 

  

https://forms.gle/NmWN3DbnN5Psak5z5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happynini@cute.edu.tw
mailto:happynin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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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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新竹進修部學生會會長選舉： 

1. 候選人應為非畢業班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操行成績

80分以上，未有小過以上之紀錄，並已繳交學生活動費者。 

2. 候選人競選拜票活動期間自112/4/10 18:30起至112/4/29 17:00

止。 

3. 選舉投票日訂於112/5/1(一)08:30至112/5/7(日)19:30截止，採用線

上投票。 

4. 餘規定詳通知單。 

學生會會長選舉通知：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_484oHkRhCtUFYvna-

IZ6SXrDtEo6N9/edit?usp=share_link&ouid=1104779961864079586

08&rtpof=true&sd=true 

賴佳芳/1147/  

cflai@cute.edu.tw 

 

 

2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 112/3/20(一)起篩檢陽性者輕症免通報、免

隔離、改採自主健康管理之防疫措施。教育部依此措施修正重點如下： 

1. 教職員工生篩檢陽性者之應變措施： 

(1) 建議輕症或無症狀者，0 日及次日起 5 日內在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暫時不入校上班上課；如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快篩陰性則可提早解除。 

(2) 篩檢陽性者如為校內住宿學生，建議 0 日及次日起 5 日內返家進行自

主健康管理…。 

2. 防疫期間教職員工生篩檢陽性請假事宜： 

(1) 學生： 

a. 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者：持快篩陽性證明(如照片)，0 日及次

日起 5 日內向學校請 5 天病假且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不影響其學

業成績評量…。 

b. 篩檢陽性中重症者：請「防疫隔離假」，並依隔離治療通知書所

載日期核給日數，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校評

量成績。 

 

3 導師考評作業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_484oHkRhCtUFYvna-IZ6SXrDtEo6N9/edit?usp=share_link&ouid=110477996186407958608&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_484oHkRhCtUFYvna-IZ6SXrDtEo6N9/edit?usp=share_link&ouid=110477996186407958608&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_484oHkRhCtUFYvna-IZ6SXrDtEo6N9/edit?usp=share_link&ouid=110477996186407958608&rtpof=true&sd=true
mailto:cfla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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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班級導師績效考評於第 10 週開始實施，10-13 週(4/17(一)-

5/12(五))進行「導師自評表」，以及「學生對導師輔導反應 20％」之評

分，詳情請參閱: https://reurl.cc/OVYo49 

 

111-2 導師輔導紀錄統計期間為 2/13(一)～5/7(日)。因本學期需計算教

師個人績效，故輔導紀錄結算時程較早，請導師務必注意紀錄填報時段。

本組將以系統時間 5/7(日)23:59 為最後統計基準。 

3/28 止，本學年各班導師輔導紀錄統計表，若有問題還請老師回覆告

知，謝謝。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N-

weMSk49NX86dyzsrk5EkZgMZ4toUqB/view?usp=sharing 

4 第 3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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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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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5 第 3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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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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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玲甄臨床心理師

2159/ 

curve1023@cute.edu

.tw  

 

楊采樺輔導員/2701/ 

happynini@cute.edu.

tw 

 

 

https://reurl.cc/OVYo4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NweMSk49NX86dyzsrk5EkZgMZ4toUq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NweMSk49NX86dyzsrk5EkZgMZ4toUqB/view?usp=sharing
https://forms.gle/dzssvqDnWMyZvZTa9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curve1023@cute.edu.tw
mailto:happynini@cute.edu.tw
mailto:happynini@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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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鄧善娟 台大兼任講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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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NmWN3DbnN5Psak5z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