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暑假 校長給家長的一封信
敬愛的家長：您好。
謹在此感謝 貴家長對學校的鼓勵與支持，使本校校務工作推展圓滿順利。近年來，中國醫藥大學
在蔡長海董事長暨董事會卓越領導和師生共同努力下，積極朝向國際一流大學的目標接軌，不論在教
學、研究、服務各方面，都表現亮眼。
大學的責任是把教育做好、把學生教好；尤其是面對大學國際化的競爭趨勢，校務發展必須與時俱
進，不能有半刻鬆懈。讓人欣慰的是，本校辦學卓越的佳績受到國際學術機構肯定，2016 年英國《泰
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攀升到第 46 名，台灣第 6，私立大學第一，上海交通大學公佈的 2016
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躍升全球前 199 名，2017 年英國《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挺進前 200 大；
在台灣的高教體系中，本校緊跟在台大、成大、清華、交大之後，在教學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之下，
的確是件高難度的事情，讓校友和家長們都與有榮焉。
本校董事會今年再砸重金 30 億元，延攬 100 位國內外一流的醫學人才，校方擘劃邁向頂尖大學為
主軸的願景工程，一切校務推動導向都以學生為中心，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方式，創新學制整合
及學程規劃，期許學生接受全人教育，及加強通識學養的廣度與深度，讓學生更能從優質的教學環境
中，學習到有用的知識。
今年暑假自 106 年 6 月 17 日起至 9 月 17 止，在此期間，敬請 貴家長協助關懷貴子弟注意日常生
活的自我安全防護，並鼓勵其從事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在知識迅速翻滾的 E 世代，投資自己的興
趣與嗜好、探詢未來努力的方向，渡過一個愉快的暑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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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立正確的自我安全防護觀念：
一、 提醒同學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飆車、竊盜、販賣違法光碟軟體、從事性交
易（援交）等。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犯罪事件如：違法上傳不當影片、
竊取他人網路遊戲虛擬貨幣及道具、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應請尊
重他人隱私權益，以免誤蹈法網。
二、 請同學遠離有害身心的場所，可多從事正常活動，如各項社團活動、志願服務
隊、登山健行、體能運動等……。如果規劃短期旅遊，請選擇具有信用的旅行
社、最好結伴同遊；深夜勿在外逗留，深夜問題多應儘早返家，避免遭竊及搶
劫事件。
三、 夏日戶外活動包含登山、浮潛、溯溪、戲水或其他體育團體活動，從事相關
活動時，應注意天候及地形之變化，勿冒然至無救生人員或公告危險水域進
行活動，於遭遇天候狀況不佳時，如颱風過境、大潮、豪雨時，應立即停止
一切戶外活動；行前亦應考量自身體能負荷狀況並做好各項安全防護設施，
以預防突發性之意外事件發生，並避免公共救濟資源不必要之浪費。
「多一分
準備，少一分遺憾」
，如此方能充分享受戶外活動之樂趣，減少悲劇意外事件
發生。
四、 暑假工讀須注意工作場合的危安因素，包括人（老闆、同事之品德操守）、事
（工作性質與內容是否正當）、時（工作時數與時段）、地（工作 地點）等，
都必須確實瞭解評估，最好由父母陪同前往瞭解，以避免於工作中發生詐騙及
危安事件。若遇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可撥打行政院勞動部免費諮詢服務
專線 0800-085151 或申訴專線 1955，請求專人協助。
五、 家長或學生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 3 步驟
「一聽」、
「二掛」、
「三查」尋求協助，快撥相關電話查證，並撥 165、110 反詐
騙諮詢報案專線。
六、確實要求遵守交通規則，騎乘機車時應戴安全帽且不使用行動電話；行車勿超速、
蛇行及飆車，以策安全。
七、請同學勿違法下載文章，勿未經授權影印書籍資料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作法。
八、近年有不法份子將毒品以飲品隨身包(如咖啡包、奶茶包等)或休閒食品(如糖果、
速食麵等)包裝，及運用網際網路引誘青少年集體轟趴嗑藥等案件逐漸增加，集體
濫用迷幻藥恐肇生危險性行為，增加感染性病及愛滋病機率，嚴重影響學子身心
健康，同時也牽累吸毒者家庭經濟，影響個人前途與社會治安，毒品危害深遠不
可不慎。倘不幸誤觸毒品，請與學校師長聯繫尋求協助或電洽各縣市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諮詢(戒毒免費專線電話：0800-770-885)。
九、暑假期間各旅遊景點人潮擁擠，請多注意錢財與自身安全，出國旅遊請注意自身
健康，如前往傳染病流行地區，返國後應依衛福部疾管署規定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十、當在外地有遭遇任何困難時，可來電本校校安中心：台中(04-22022205)、北港
(05-7832020)尋求協助。

附件二：

有關學生暑假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下學期有關學生權益的事項，說明如下：
一、83 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完成兩階段軍事訓練後，請至軍輔組辦理後備軍人儘後
召集第二款申請，以維個人權益。
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辦理就學貸款
106 年 8 月 1 日開始
學校收取對保第 2 聯單期限：
106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8 日
(第 2 聯單指完成台銀對保之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學校存執聯)
臺灣銀行到校辦理對保服務：
106 年 9 月 18 日 9：30 至 16：00
辦理說明及辦理步驟：
參考學校首頁公告或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就學貸款專區
點選網址：http://cmu-eca.cmu.edu.tw/loan.php
注意事項：
(一)學生若欲辦理休學，不可辦理貸款。
(二)貸款金額請依繳費單所列可貸金額或最高可貸金額，不可超貸：
繳費單所列可貸金額 = 應繳學雜費
繳費單所列最高可貸金額 = 除應繳學雜費外，另包含書籍費
（3000 元）及住宿費（台中校區 10300 元，北港校區 8300 元）
(三)新生入學第 1 年上、下學期應繳網路資源使用費不可貸款，學雜費繳費單所列
可貸金額與最高可貸金額均不包含網路資源使用費。
(四)辦理就學貸款學生，應繳網路資源使用費請至學校繳交：
台中校本部：立夫教學大樓 6 樓出納組
北港校分部：請匯入「土地銀行中科分行(銀行代號 005)、帳:1350-0501-1011、
戶名:中國醫藥大學」
，匯款時需備註學生姓名及學號，若以 ATM 轉帳，務必電
洽出納組 04-22053366 分機 1325 或 1326 何小姐確認。
(五)繳交對保第 2 聯單方式：
郵寄繳交：因見實習或特殊原因無法親自辦理者，請以掛號方式郵寄註明：申
辦就學貸款，04-22053366 分機 1231 徐小姐
郵寄地址：40402 台中市學士路 91 號中國醫藥大學課外活動組徐小姐
到校繳交：台中校本部：立夫教學大樓 6 樓課外活動組
北港校分部：學務分組吳小姐

三、暑假宿舍離〈進〉舍時間:
(一) 校本部英才宿舍
1、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退離舍：106 年 6 月 17 日(週六)0900 至 1700
2、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住：106 年 9 月 9 日及 10 日(週六日)0800 至 1700
3、宿舍諮詢專線：宿舍輔導室陳淑妙小姐
(1)暑假期間(自 6 月 19 日至 9 月 10 日止)：週一到週五 每日 0800 至 1700
(2)開學期間：週一至週五 每日 1400 至 2200
(3)諮詢位置：英才學生宿舍 201 室
(4)聯絡電話：學校總機：
（04）22053366 轉 分機：1212
宿舍總機：（04）22011956 轉 分機： 201
(二)北港分部宿舍：
1、離舍時間:106 年 6 月 17 日(週六)17 時前。
2、進住時間:106 年 9 月 9 及 10 日(週六、日)。
(詢問電話 05-7833039 轉 1110 黃小姐 或 1112 羅先生)
3、地點：女生宿舍一樓辦公室。
四、公告內容：
學校首頁左側提供本校學生列印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繳費單
(一)繳費期限：自 106 年 08 月 01 日至 106 年 09 月 18 日止
(二)下載列印：自行至本校首頁左側。(http://www.cmu.edu.tw/)
(三)繳費方式：全國華南銀行、ATM 轉帳、跨行匯款、信用卡、超商【7-11、全家、
萊爾富、OK】(手續費由繳款人自行負擔，繳費金額上限依超商規定)、至台灣
銀行辦理學雜費等貸款。
(四)聯繫單位：立夫教學大樓 6 樓財務室何小姐 04-22053366 轉 1036。
五、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學生網路加退選：
舊生
初選開放時間
課程志願選填時間
課程抽籤時間
公布抽籤結果

新生、暑假轉學生

106/05/31(三)12:30 ~

106/09/06(三)12:30~

106/06/07(三)13:00

106/09/11(一)13:00

106/06/08(四)9:00~

106/09/12(二) 9:00~

106/06/12(一)17:00

106/09/13(三) 17：00

106/06/13(二)9:00~
106/06/15(四)13:00
106/06/15(四)13:00

全校學生
(含新生舊生)

106/09/14(四) 09：00
106/09/15(五)09：00

加退選時間
由首頁→進入『學生專區』點選『選課系統』進行選課
http://web1.cmu.edu.tw/index.asp。

106/09/18(一)12:30~
106/10/02(一)13:00

註冊課務組有兩件事請同學配合：
(一) 配合導師選課輔導流程運作，即日起至開學前 1 週，可主動與導師討論
選課相關事宜。
(二) 請同學於 10 月 6 日(五)上網確認「選課資料」
，選課程序才算完成（不作
網路確認者，視同確認，且以教務系統既有資料為準，嗣後不得再申請
更正）
。若有任何選課問題請來電詢問(04) 2205-3366 教務處各業務承辦
人分機：
大學部--1125、1123、1120、1121、1127、1130、1131
研究所--1160、1162
點選網址：http://web1.cmu.edu.tw/index.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