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2 學務好週到 — 第2週 

【日間部】適用 

組別 編號 主旨 承辦人 

學務

處 

1 同學們，開學了！請訂下目標，用心學習，以積極態度面對挑戰。 

「人有三隻手：舉手、握手、拍手。舉手是主動參與的訊號。握手是

結交朋友的表現，增加人脈的撲滿。拍手是為他人喝采，懂得讚美他

人。」（～改寫自戴晨志演講）你還少哪一隻手，趕快補起來。  

莊明哲學務長/2140 

(北)

生輔

組 

2 日四技一年級「心情隨筆」援往例撰寫，透過心情隨筆進行師生心情

交流，並於第14週(5/16-5/20)實施普查(12篇)。 

蕭惠娜/2142/ 

nana530@cute.edu

.tw 3 本學期「心情隨筆」結合三好標語「做好事、存好心、說好話」，藉

此讓同學省思，進而提升品德力並實踐於生活中，特舉辦三好校園激

發「三好創意創新心情 CUTe 標語徵稿比賽」，徵稿時間預計為3/1～

3/25，詳細實施辦法奉核後公布，請老師擇優鼓勵同學踴躍投稿，第

一名1,500元、第二名800元、第三名500元，優選10名，每名200元

超商禮券。 

4 110-2召開班會說明如下： 

本學期配合班級導師績效考評作業，請於第15週111/5/15(日)前完

成，應繳交班會紀錄篇數6篇，方式不限，但必須有2次是主題式班

會。班會開完後1週內，請將紀錄上傳至線上「班會紀錄」，萬分感謝

各位導師協助。 

<北日線上「班會紀錄」繳交>上傳網址：https://reurl.cc/3jy9o8 

5 【就學貸款】各位班導師好：請協助提醒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於

2/23(三)前將就貸紙本資料繳回學務處，逾期視同放棄貸款。 

張怡萱/2156 

6 轉內政部辦理之「111年全國孝行獎活動實施計畫」:需實施計畫電子

檔，請至內政部網站下載（路徑：主題服務／民政服務專區／便民服

務／下載專區／禮制榮典）。 

- 

7 臺北校區弘道樓女生宿舍開放申請110學年度下學期期初住宿公告 

1. 申請對象：本校臺北校區,設籍於北北基以外之日間部，一、二年

級女學生。 

2.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3. 床位數：5床。 

4. 依據本校臺北校區女生宿舍住宿申請規則標準審核。 

5. 申請網址: https://forms.gle/fvQSqoa7RK2PNDgQ7 

張語庭/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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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採線上申請方式辦理，隨到隨審。 

8 【校外獎學金訊息公告】新竹縣「110-2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

秀學生獎學金」，即日起至111年3月21日止接受申請，學校協助符合

資格學生提出申請。(附件：https://reurl.cc/QjNx4o) 

楊夢蘭/2153/ 

yangmenglan@cut

e.edu.tw 

9 【北/竹生輔組】 

1. 請導師於111/2/25(五)前(每學期開始後兩週內)將賃居生名冊調

查以 Excel 電子檔(勿送紙本)【檔名範例：110-2-財金1A】回傳

各校區承辦教官，俾利名冊彙整。 

 請務必使用 Excel 檔、另學年度記得更新。 

 無賃居生者，亦請來信告知，以免列入未繳交。 

2-1. 依教育部110/06/17最新函示，賃居生訪視項目新增數項，故 

      「賃居生訪視記錄表」表格已調整為14項，訪視時請用新表，請 

        導師於第11週111/4/30(五)17:00前，將「賃居生訪視記錄表」  

        送交軍訓室綜整。*適時配合照相，電子檔傳送各校區承辦教 

        官。 

2-2. 另提醒導師於111/4/30後繳回者，將不予核發誤餐費，以軍訓室 

        實際收件日期為準。 

3.     臺北校區「賃居生名冊」格式及「賃居生訪視記錄表」，請至學 

        務處賃居服務中心下載: https://reurl.cc/NpO9Yq 

(1)台北校區： 

王賢智/2155/ 

wsj5566@cute.edu.

tw 

(2)新竹校區： 

廖振譚/1150/ 

tain560103@cute.e

du.tw 

(北)

軍訓

室 

10 【詐團瞄準學生 受害人數逐年增】 

轉傳聯合報2/13新聞，去年全國超過4.3萬人被詐騙集團所騙，其中

學生族群占4,334人，大學生最多，來到3,749人。 

請同學留意，從電話端要求操作 ATM 改設定，才能取消訂單這種

的，幾乎是主要詐騙手法，務必謹慎。 

軍訓室呂主任 

11 教育部製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華特＆潔西卡科普教室」文宣品，請

協助宣導，文宣皆可於學務處軍訓室「藥物濫用防制」網頁瀏覽參

閱：https://reurl.cc/Wkz77D 

1. 動畫同步推出國語、臺語及英文三版本，相關影片連結 Youtube  

2. 週邊文宣：兩款動畫手機桌布、八張貼圖。 

黃逸正/2119/ 

cheng29@cute.ed

u.tw 

 

12 近日地震頻繁，請各位老師及同學不要慌張，依地震避難掩護三要

領：趴下、掩護、穩住，直到地震結束，躲在桌下時，應趴下，且雙

手握住桌腳，以桌子掩護並穩住身體，如此當地震發生時，可隨地面

移動並形成屏障，防護電燈、吊扇或天花板、水泥碎片等掉落的傷

黃逸正/2119/ 

cheng29@cute.ed

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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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13 111年上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申請宣導，請本校符合

資格役齡男子(基本條件:83年次至93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常備

役體位)，有關資料已公告本校活動訊息網頁參考運用。 

申請時間：自111/2/11(五)至111/3/10(四)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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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力顯/2154/ 

laily1208@cute.ed

u.tw 

 

14 【北/竹軍訓室】 

110-2 班級特定人員調查問卷 

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 109/12/02

修正 )請各校區導師於期初三週內觀察班級同學後，依問卷類別提報

特定人員名冊。本調查表請於111/3/11(五)前填寫回覆，填報資料為"

有"者，為利個資保密作業，將由軍訓室直接與導師聯繫，屆時尚請

導師協助。綱址: https://reurl.cc/NpO9Kp 

(1)台北校區： 

黃逸正/2119/ 

cheng29@cute.ed

u.tw 

(2)新竹校區： 

鄭敦友/1183/ 

jaly1688@cute.edu

.tw 

(竹)

軍訓

室 

15 交通部公路總局規劃自110/12/1起至111/11/30止，針對於駕訓班參

加機車駕駛訓練並考取駕照之學員，由政府機關補助每人新臺幣

1,300元。有意願同學請於111/3/11前至竹軍訓室報名。 

- 

(北)

課外

組 

16 【活動宣傳】-「敬師感恩海報、電子看板設計徵稿」~請轉知同學踴

躍投稿 

1. 徵稿日期：即日起至111/2/25止。 

2. 徵稿主題：以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為核心，表達學

生對師長的尊敬與感恩。 

3. 徵稿格式：以電腦繪圖。海報規格為 A1(59.4cm*84.2cm)創

作；電子看板設計規格為高  192cm*長 996cm； 內容需符合三

好之精神與敬師感恩主題，每人不限作品數量。 

4. 徵稿將選出優秀作品各10件，一經入選，每件稿酬致送設計費

600元。 

實施要點暨報名表請參閱 ：https://reurl.cc/bkNA1l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17 【活動提醒】請四技部一年級導師遴薦並繳交「新生盃校歌比賽之指

揮及教唱代表」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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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部一年級班級，原應於開學當週(2/18前)遴薦「新生盃校歌比賽

之指揮及教唱代表」，  尚未遴薦班級導師，煩請遴薦後填寫表單

(https://reurl.cc/DdYEVd)。 

5. 需使用學校 GM 信箱帳號登錄方可填表 

18 【活動提醒】請導師協助推薦111學年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員、

各系系學會會長候選人提名作業。 

 請於2/25(五)前推薦完畢，名單交由各系選務委員(系學會會長)

彙整。表單下載可至：https://reurl.cc/ZQGxbA 

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19 【訊息公告】北日「與校長有約」座談會學生意見反應及後續跟催事

項公告 

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建議事項及後續跟催處理已完成，詳見專區

(https://reurl.cc/KpO53j)，師生可前往查閱。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20 【訊息公告】臺北校區班級自治幹部選舉名單繳交 

各班請於開學當週(2/18前)進行幹部推選，請於一週內完成推選及登

錄作業，幹部名單採線上登錄作業，請使用學校 GM 信箱帳號登錄。 

1. 登錄表單位置：https://reurl.cc/O0K2xr。 

登錄方式說明：https://reurl.cc/a9W419。 

陳怡蓉/2145/ 

jung@cute.edu.tw 

21 【誠徵禮儀大使成員(男女不拘)】 

1. 服務內容：禮賓接待、典禮頒獎、剪綵禮賓、會議接待 

2. 提供相關培訓課程：儀態訓練、口條訓練 

2. 請協助宣導並推薦學生踴躍報名，連結:https://reurl.cc/akMgb3。 

陳玉芬/2144/ 

yufen@cute.edu.tw 

(竹)

課外

組 

22 110-2弱勢學生助學措施 

住宿優惠(校內、校外租金補貼)、緊急紓困助學金相關資訊請參考：

https://reurl.cc/GoGL6d。 

- 

服務

學習

中心 

23 為推廣民眾搭乘大眾運輸，臺北市公共運輸處辦理「搭公車獎百萬」

抽獎活動，於活動網頁登錄基本資料及悠遊卡卡號，在111/2/11至

6/30搭乘雙北市市區公車，並使用悠遊卡完成上下車刷卡即可獲得抽

獎機會，搭乘次數越多中獎機會越大。詳情請見附件。 

高子晴/2576/ 

ching1018@cute.e

du.tw 

 

24 中央選舉委員會為培養青年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認知與熱忱，鼓勵具

有我國國籍且年滿18歲之大專校院學生，擔任111年11月26日111年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如有意參與者，可於各鄉(鎮、

市、區)公所辦理招募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期間，向公所申請登記擔任管

理員或監察員，再由公所依需求辦請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派充

之。詳情請見實施計畫以及電子看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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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

中心 

25 【110-2 師生座談會暨交流活動】 

1. 內容：獎助學金訊息、原資中心活動預告、原本山社團活動宣傳

及交流活動  

2. 時間與地點：111/2/22(二)12:15-13:05 格致樓103  

*有提供餐盒，數量有限，記得報名! 

報名表：https://reurl.cc/NpNo09 

簡雯萱/2147/ 

elengubi2@cute.e

du.tw 

 

26 【110-2 新北市教育局原民生獎助學金】 

1. 申請對象：設籍新北市原住民學生 

2.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111/3/16止 

相關網址：https://reurl.cc/02mZ76 

【進修部】適用 

(北)

綜合

業務

組 

27 110-2就學貸款紙本資料繳件： 

進修部：平日下午3:30-晚上21:30可送件 

※請依規定時間內完成繳件註冊(於開學日仍未辦理繳費註冊或保留入

學資格，逾開學日後二週者，視為無就學意願，取消入學資格。) 

蔡依玲/2204/ 

wfxx@cute.edu.tw 

 

28 110-2註冊率催繳作業： 

2/14已開學，尚未完成學雜費繳費(或辦理就貸)註冊作業同學，請各

位導師可至「單一入口」→「繳費類 E 化系統」→「學雜費管理系

統」查詢所輔導班級之學生學雜費繳費狀況，並催促儘速完成註冊程

序。 

已繳費註冊者，請將學生證交由班代統一收齊，送至進修部綜合業務

組蓋註冊章。 

29 尚未申辦110-2學雜費減免者，請於2/27前送件申請： 

1. 申辦時間：111/2/14至111/2/27。 

2. 申辦資格：符合原住民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軍公教遺族子女、軍公教遺

族子女給卹期滿、現役軍人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身份並具

政府相關單位核發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者。 

3. 申辦方法：採線上申辦，請至「單一入口/學生資訊系統/學雜費

用專區/減免申請」，線上填寫完畢後列印表單連同佐證資料一併

繳交。 

申辦流程：減免系統線上申請→下載申請表並檢附佐證資料送交進修

部綜合業務組→進修部綜合業務組審核通過→至土地銀行或學生資訊

系統/學雜費用專區下載減免後繳單。 

https://reurl.cc/NpNo09
mailto:elengubi2@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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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10-2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  

1. 申辦時間：即日起至111/2/25止。(逾時不候) 

2. 申辦對象：本校進修部在學學生，持有111年低收入戶證明者。 

3. 申請表索取處：請至進修部綜合業務組(格致樓313室)申請。 

相關申請資格請詳閱進修部網頁公告 

31 110-2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即日起至111年3月1日。 

申請資格： 

1. 本校在學學生(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及學士後第二專長多元培 

  力課程)。 

2. 於校外住宿且符合申請租金補貼之條件(如學校未提供免費住宿、

未重複申請等)，且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111年度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須檢附證明文件正本(未申

請學雜費減免者仍可申請)。 

 通過110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金補助資格

之學生。 

 未申請110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者 

3. 相關申請資格請詳閱進修部網頁公告 

4. 110-2弱勢助學計劃-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注意事項 

5. 110-2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書 

32 110-2班級自治幹部講習活動：請導師協助通知幹部準時與會。 

1. 四技、二專週三上課班級 

 講習時間：3/2(三) 19：20。 

 地點：格致樓101會議室 

 參加人員：四技各班班長、副班長、衛生股長。 

包含二專企管二甲、一甲、觀管二乙、一乙等4班於星期三上課

班級幹部要參加講習）。 

2. 二技、二專週六上課班級 

 講習時間：3/6(六) 16：35。 

 地點：格致樓307教室 

 參加人員：二技、二專各班班長、副班長與衛生股長。 

二技(觀管四 A、觀管三 A)、二專(商務二甲、一甲、行管二甲、

一甲、二專觀管二甲、一甲)等8班因上課時間不同，故班級幹部

不用參加講習活動，但請轉達班長至本組領取書面資料。 

開會通知單 

黃渝洳/2211/ 

Eunice110@cute.e

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5YJAq2JOCEn2BM_D2IFDFxr5GXEawbq/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eqb6F9usMRZKK0dkKMYsovHkRmN8Ap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Osd7JrAnh4Js6fGI5mqHalsn8PnJn5G/view?usp=sharing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mailto:Eunice110@cute.edu.tw


33 進修部交通安全宣導： 

1. 檢附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及臺北市交通局錄製之交通安全宣導影片

（15分鐘），相關連結已置於進修部公佈欄。 

2. 請同學利用時間上網觀看，以建立正確之交通安全觀念，降低交 

 通事故發生。 

詳請請見網址。 

34 110-2進修部學生網路選課作業通知： 

加退選課重(補)修：111/02/14(一)15:30至1/02/27(日)23:00(不含延

修生)，其他相關事項請詳閱選課作業須知。網路選課須知 

林盈秀/2202/ 

Claire0504@cute.e

du.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1eTuEu01ni629taCZ5Nm4rGmACg8VRa/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TSnkyC_q-IXZvIFRg9dve-6HS8CAMFa/view?usp=sharing
mailto:Claire0504@cute.edu.tw
mailto:Claire0504@cut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