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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學務好週到-第9週 

【臺北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學務小語 

成功和不成功的人在能力上差別不大, 差異較大的是他們發揮潛力的熱望

不同.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people do not vary greatly in their abili-

ties. They vary in their desires to reach their potential.  

– John Maxwel(1947~) 

莊明哲學務長/2140  

2 111-2 三好校園-健康心講座 

日期： 112/4/20 ﹝四﹞  

時間：中午 12 時 10 分至 14 時 10 分（有提供便當及飲料，有課者可請

公假） 

地點：格致樓 102 教室 

講師：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莊禮聰助理教授。 

請同學踴躍報名.額滿即關閉報名. 

網址：https://reurl.cc/o014pg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t

w 

 

 

3 第2次通知，敬邀同學報名服務學習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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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講座將提供點心，以及3小時/場服務證明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du

.tw 

 

4 敬邀同學參與淨灘與淨山服務活動： 

1. 活動名稱：社區永續-環保好生活 

 

https://reurl.cc/o014pg
mailto:wsj5566@cute.edu.tw
mailto:wsj5566@cute.edu.tw
https://forms.gle/Gs29iMk3oSQ1Tesv8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mailto:ching101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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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日期：112/5/10(三) 

3. 活動地點：新北市萬里區龜吼漁夫市集、仙跡岩 

4. 活動內容：可選擇上午淨灘或下午淨山，亦可報名全程活動。 

5.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eT5Ux578jo6UHxH17 

6.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5/8，名額有限，歡迎同學相約參與！ 

7. 集合時間/地點： 

(1) 報名淨灘者8:10前於聯合服務中心外集合，約至13:00結束。(提

供餐盒與6小時服務證明) 

(2) 報名淨山者13:30前至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集合，約至16:30結

束。(提供飲料與4小時服務證明) 

(3) 報名全程活動者8:10前於聯合服務中心外集合，約至16:30結

束。(提供餐盒、飲料以及11小時服務證明) 

5 性平&情感教育活動即將登場，邀請同學們踴躍報名。以下是講座資訊～ 

「親密關係的必修學分：如何好好『談』一場戀愛」 

本場講座會帶你認識有效處理親密關係中的衝突議題，用有效的溝通方

式，吵一場好架，避免冷戰與加深衝突。找到關係中都能接受的平衝點，

共創幸福的關係❤ 

時間：112/4/20(四)15:10-17:00 (第 8、9 節) 

地點：格致樓 101 會議室 

講師：蘇畇甄 諮商心理師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F-

gxGOkKI4Yad8uB1maFg0ahASPOhNrv2RNLQ49jGhA/edit#re-

sponses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esther0328h@cute.edu.tw)告知

推薦名單，學輔中心將於核對後列入導師績效(協助學輔工作)計算。 

黃律惠

/2973/esther0328h@

cute.edu.tw 

 

6 學輔中心舉辦「消極男子 x 人生」桌遊工作坊，本活動可給服務時數 2 小

時，懇請導師協助轉發活動資訊至班級，或推薦適合學生報名。 

活動資訊&報名連結如下── 

內容簡介： 

張詣函/2986/ 

han201102@cute.ed

u.tw 

 

 

https://forms.gle/eT5Ux578jo6UHxH1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FgxGOkKI4Yad8uB1maFg0ahASPOhNrv2RNLQ49jGhA/edit#response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FgxGOkKI4Yad8uB1maFg0ahASPOhNrv2RNLQ49jGhA/edit#response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FgxGOkKI4Yad8uB1maFg0ahASPOhNrv2RNLQ49jGhA/edit#responses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mailto:han201102@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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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拚？《人生》桌遊中將有「愛情、友情、親情、專

業、興趣、財富」等價值。與真實人生相同，在遊戲中，勝負是一連串選

擇累積的結果。鑽進這套遊戲，提前明白拚盡全力不見得有用，但可貴的

是遊戲中可以選擇～這是一套很私人的遊戲，因為你扮演的是自己，目標

的選擇和面對競爭的態度，都與你的生命經驗有關。希望這樣的體驗能帶

來許多樂趣，或是感觸。 

時間：112/5/3、112/5/10 (三) 14:10-16:00 (兩場次擇一) 

地點：格致樓 903 室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WDWR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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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學輔中心舉辦「編織幸福手作工作坊」，本活動可給服務時數 2 小時，懇

請導師協助轉發活動資訊至班級，或推薦適合學生報名。 

活動資訊&報名連結如下── 

內容簡介： 

杯墊以臺灣桂竹手工編織成鏤空圖樣，繽紛的色彩計畫，猶如窗花般令人

著迷。嚴選臺灣竹、臺灣杉(外框部分)等在地材料、自然媒材，品味生活

的同時，不為地球帶來負擔。藉由「編織工藝」一方面能提升專注度、練

習色彩美感和編織邏輯，另方面也能在親自動手的活動中減低焦慮，增加

創造力和成就感。 

時間：112/4/26 (三) 13:00-16:00 

地點：崇德樓 301 團體輔導室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OVmOeA 

※導師推薦學生完成報名者，煩請來信(lukehorng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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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士桓/2974/ 

lukehorng58@cute.e

du.tw 

 

 

 

  

https://reurl.cc/WDWRo5
https://reurl.cc/OVmOeA
mailto:lukehorng58@cute.edu.tw
mailto:lukehorng58@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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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校區日間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三好校園 - 母親節攝影比賽 

作品主題: 

以鏡頭捕捉母親或照顧者日常家庭中的生活起居，或與家庭成員親情的互

動，以細心的觀察及拍攝，呈現出其生活的酸甜苦辣，展現心中對親恩的

感念。 

1. 收件/截稿日期：112/3/27~4/28。 

2. 評審日期:112/5/1~5/5。 

3. 展覽日期:112/5/9~5/11。 

獎項: 

【第一名】  1 名 7-11 商品卡 1,500 元 頒發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 7-11 商品卡 1,200 元 頒發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名 7-11 商品卡 1,000 元 頒發獎狀乙紙。 

【佳作】    5 名 7-11 商品卡 300 元  頒發獎狀乙紙。 

 

作品規範及報名請掃描 QR code: 

 

陳銀芳/1143/ 

stella1143@cute.edu.

tw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mailto:stella114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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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區進修部】適用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1 111-2進修部學生第二次退選辦理日程及程序： 

1. 第十週112/4/17(一)15:30開始申請，至進修部綜合業務組(格致樓

313室)領取表單；第十二週112/5/5(五)20:00時領表截止，逾期不再

接受申請，請務必如期完成。 

2. 請同學參考期中考、平時成績與上課狀況提出申請，申請時間與程序

請參閱退選程序表。 

3. 第二次退選為提供學生學習調整之對應措施，請各位同學慎重處理。 

退選公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vwRTC_ohBFSVg8W0ebcy6I2lhqt

eFK/view?usp=share_link 

退選程序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51IERpmQJm62JNUQq_jGQKJYf

0ug6i/view?usp=share_link 

高語琪/2203/ 

yc706@cute.edu.tw 

 

 

2 進修部教室整潔評分作業： 

1. 檢送進修部111-2學期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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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cTe61CtZWJshiF7i_TPSq

UzkWMEkYFy/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

&rtpof=true&sd=true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du.

tw 

 

 

3 進修部班會記錄繳交作業： 

檢送進修部111-2學期至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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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9ZLwH8Zjj31Il1zyge_FB

MWLTpWf2Xt8/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

3&rtpof=true&sd=true 

汪愛珠/2212/ 

liyah413@cute.edu.t

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vwRTC_ohBFSVg8W0ebcy6I2lhqteFK/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vwRTC_ohBFSVg8W0ebcy6I2lhqteFK/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51IERpmQJm62JNUQq_jGQKJYf0ug6i/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51IERpmQJm62JNUQq_jGQKJYf0ug6i/view?usp=share_link
mailto:yc706@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cTe61CtZWJshiF7i_TPSqUzkWMEkYFy/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cTe61CtZWJshiF7i_TPSqUzkWMEkYFy/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EcTe61CtZWJshiF7i_TPSqUzkWMEkYFy/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9ZLwH8Zjj31Il1zyge_FBMWLTpWf2Xt8/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9ZLwH8Zjj31Il1zyge_FBMWLTpWf2Xt8/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9ZLwH8Zjj31Il1zyge_FBMWLTpWf2Xt8/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mailto:liyah413@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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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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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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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AlkELai4Hdf1XFJ1bsFU1/view?usp=share_link 

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bX-

cRww31gFvIX3lU6_DEduO-

QtBvkz3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

pof=true&sd=true 

黃渝洳/2211/ 

Eunice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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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s.google.com/document/d/1kbXcRww31gFvIX3lU6_DEduOQtBvkz35/edit?usp=share_link&ouid=118328117697774384603&rtpof=true&s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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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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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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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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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OVYo4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NweMSk49NX86dyzsrk5EkZgMZ4toUq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NweMSk49NX86dyzsrk5EkZgMZ4toUqB/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