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處簡介
報告人：許惠悰教務長
日期：111年9月5日

111學年度新生始業式



教務處新生始業式
不記名問卷調查



•校本部教務處辦公室卓越大樓 10樓
•英才校區聯合辦公室互助大樓 4F
•北港校區聯合辦公室教務分組



承辦人員 負責學系

趙婉萍 分機：1127
cathrine85126@mail.cmu.edu.tw

藥學系

徐郁凱 分機：1128
yukai8229@mail.cmu.edu.tw

護理學系
物理治療學系
運動醫學系

黃凱璟 分機：1177
kchuang@mail.cmu.edu.tw

公共衛生學系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醫務管理學系

王毓萍 分機：1180
ypwang@mail.cmu.edu.tw

營養學系
生物科技學系
藥用化妝品學系

林玉鳳 分機：1123
yflin@mail.cmu.edu.tw

中醫系一年級

陳麗如 分機：1125
llchen@mail.cmu.edu.tw

醫學系一年級

周芷宇 分機：1130
choucy@mail.cmu.edu.tw

牙醫系一年級

水湳校區-各學系承辦人員分機表



承辦人員 負責學系

陳慧麗 分機：1131
hlchen@mail.cmu.edu.tw

牙醫系(2~6年級)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2~4年級)

張孝筠 分機：1120
changhy@mail.cmu.edu.tw

中醫學系(2~7年級)
學士後中醫學系

葉庭雯 分機：1121
crystalyeh@mail.cmu.edu.tw

醫學系(2~6年級)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英才校區-各學系承辦人員分機表



承辦人員 負責學系

郭幸蕙 分機：1400
shkuo@mail.cmu.edu.tw

健康照護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劉旭然 分機：1103
hjliu@mail.cmu.edu.tw

醫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生
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公共
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大一不分
系)、健康照護學院(營養學系)

林思甄 分機：1102
sclin@mail.cmu.edu.tw

中醫學院(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
系)、藥學院(藥用化妝品學系)、健
康照護學院(護理學系、運動醫學系)
、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學系)、醫
工學院(醫工系)

北港分部“一年級”北港各學系承辦人員分機表



教務處網站介紹
網址：http://academic.cmu.edu.tw/

http://academic.cmu.edu.tw/


註冊課務組

總量報部

學籍事務

選課業務

成績管理

證件業務

學習輔導

畢業審查

教師教學

教學評量

評鑑業務

教學創新

試卷印製

大學繁星推薦 大學申請入學
大學分發入學 四技二專聯合甄選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入學
運動績優生甄試
原住民與離島生養成計畫
碩士班甄試招生 博士班甄試招生
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博士班暨博士學位學程招生
學士後中醫學系招生
派外子女申請入學
轉學生招生考試業務(私醫聯招)
寒假轉學考試
國內招生宣傳

教務處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組織架構

Registration & 
Curriculum

Division

教學組

Academic 
Development 
Division

招生組

Admissions 
Division

雙語教學推動



●入學資格審核及註冊事宜

●學籍異動管理(休學、復學、退學、更名等)

●成績管理

●選課、課程抵免

●成績單及學籍相關證件製發

●畢業資格審核、畢業證書及課程證明書核發

●學分學程

●輔系、雙主修

●學生課業學習(預警課輔、證照輔導、大學部TA)

註冊課務組─業務簡介



學生證製發
• 學生證損壞或遺失補發:

1. 請先至校園入口網-應用系統-校園入口網應用程式-
悠遊卡學生證線上掛失(如附圖)

2. 至教務處填寫學生證補發申請書並至出納繳費，補發學生證
為250元/張。

3. 補發作業時間約5-7個工作天。

使用網頁操作 使用手機操作



學籍相關證件製發

• 中文在學證明:(需已繳交本學期之學雜費才可申請)

1. 自行影印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至教務處
蓋註冊章

2. 學生資訊系統-學生資料-在學證明列印
(上面已有戳章，無須再至教務處蓋章)

• 其它證件製發申請書
https://adm06.cmu.edu.tw/downloads/19

https://adm06.cmu.edu.tw/downloads/19


成績單製發

自動化繳費機放置立夫教學大
樓1樓105講堂／飲水機旁邊

• 全功能成績列印自動繳費系統
(英才校區-1)可列印項目：

1. 中文學期/學年/歷年成績單
2. 英文歷年成績單



成績單製發

自動化繳費機放置互助大樓
1樓A101教室／還書箱旁邊

• 全功能成績列印自動繳費系統
(英才校區-2)可列印項目：

1. 中文學期/學年/歷年成績單
2. 英文歷年成績單



成績單製發
• 全功能成績列印自動繳費系統(水湳校區)可列

印項目：

1. 中文學期/學年/歷年成績單
2. 英文歷年成績單

自動化繳費機放置關懷大
樓1樓7-11旁邊走廊



111 學年度大學部辦理學分抵免注意事項
系統開放時間：111年8月15日至111年9月16日

※ 辦理學分抵免流程：

1. 學生於學生資訊系統提出線上抵免申請，申請以一次為限，並
請印出抵免學分審核表及備妥歷年成績單。抵免通識學分或其他
課程者，如原課名與欲抵免課名「不同」時，請於系統申請畫面
輸入原校課程之授課內容連結網址，並確認連結網址是否有效，
若網址無效或無連結網址，請檢附紙本提供審核。

2. 抵免學分審核表及歷年成績單應於規定時間內繳至系所辦公室。
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辦理抵免者，需另寄「畢業證書」及「醫師
證書」之影本。

3. 初審：由各系所辦、通識教育中心、軍訓室、學務處、體育室
負責。

4. 複審：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負責。

5. 學生上網查詢審查結果。（至學生資訊系統「抵免申請結果查
詢」及「查歷年成績」功能確認抵免狀況）



111 學年度大學部辦理學分抵免注意事項

※抵免問題諮詢專線
(a)體育課程抵免：04-22053366分機1270。
(b)通識教育課程抵免：04-22053366分機1802。
(c)軍訓課程(全民國防教育)抵免：校本部：04-22022205或04-22053366分機

1210。
(d)服務學習(時數、課程)抵免：04-22053366分機1239、1230、1241。
(e)專業課程抵免：請洽各系辦。

※抵免申請以一次為限並於入(轉)學註冊後辦理，請務必向各學系確
認適用之課程規劃(畢業學分認定表)，欲申請抵免的科目請於本次全
部申請完畢，日後若於非規定期限內申請抵免或二次抵免皆恕不受理。

※ 法規
1.依本校「學生辦理抵免學分要點」辦理，請至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相關法規辦法查
詢。

2.通識課程依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學生通識教育課程抵免學分審查原則」辦理，請
至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網頁/資料下載查詢。



選擇1、使用校園入口網站
帳號密碼登入

選擇2、使用學生資訊系統帳號密碼登入
帳號為學號，預設密碼為生日西元年月日共8碼

詳細請參考：註冊課務組網頁/學分抵免申請
https://adm06.cmu.edu.tw/page/48

抵免申請路徑：學生資訊系統/各項申請/抵免申請

https://adm06.cmu.edu.tw/page/48


開設單位 學分學程

生物醫學研究所 腦疾病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生物技術

精準醫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生物醫學工程

人工智慧療分程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中草藥生物技術學程

中醫藥養生產業經營管理

中醫學系 中醫藥

公共衛生學系 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學系 公衛醫療大數據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環境管理

安全衛生與管理

醫務管理學系

長期照護管理

健康產業管理

病歷資訊管理

健康產業與休閒管理

醫療雲
智慧醫療創新管理

健康照護學院 長期照護

藥用化妝品學系 藥妝與設計

人文與科技學院
科技法律

領導與創新

學分學程

申請日期： 111/12/19~111/12/30

學生資訊系統申請

詳閱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各開設單位學分

學程辦法

https://adm06.cmu.edu.tw/page/49

學生資訊系統查詢申請結果

進行修課

完成修課，至學生資訊系統提出核發申請

通過後，於畢業時領取「學分學程證明書」

1

2

3

4

5

6

申請程序：

https://adm06.cmu.edu.tw/page/49


輔系、雙主修
學系 輔系 雙主修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 ●

公共衛生學系 ● ●

生物科技學系 ● ●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 ●

物理治療學系 ●

運動醫學系 ● ●

營養學系 ● ●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 ●

醫務管理學系 ● ●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 ●

藥用化妝品學系 ● ●

護理學系 ● ●

申請程序：

申請日期： 111/12/19~111/12/30
一、至學生資訊系統提出申請

二、跨校修讀亞大輔系/雙主修，須送紙本申請書

詳閱修讀輔系/雙主修辦法、各學系輔系/雙主修辦法

http://adm06.cmu.edu.tw/major.html#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103

(亞大跨校)

一、至學生資訊系統確認審查結果

二、亞大跨校至註冊課務組「網頁」公告確認

審查結果

進行修課

一、完成修課，至學生資訊系統提出「輔系/雙主

修核發申請」，送至系辦審核

二、跨校修讀亞大輔系/雙主修，須送紙本申請書

1

2

3

4

5

6 輔 系: 畢業證書加註輔系系名
雙主修: 畢業證書加註雙主修系名及學位名稱

http://adm06.cmu.edu.tw/major.html#2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103


⚫ 於3月公告考試重要日程，7月初報名，於暑假完成考試

⚫ 部分學系訂有轉入三年級條件(須修畢各學系規定科目)

• 物理治療學系

• 營養學系

•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 職業安全學系

• 醫務管理學系

• 護理學系

⚫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轉系辦法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332

校內轉系

＊相關資訊請至

註冊課務組網站

校內轉系考試查詢

https://regulation.cmu.edu.tw/statute_detail.php?sn=1332


學生預警及課業輔導

開學前1週

• 公告受理課業輔導、
課業學習社群事宜

開學第1週

• 期初預警輔導機制

• 課業輔導作業

開學第11週

• 期中預警輔導機制

• 課業輔導作業

開學第18週

• 學期成績統計分析

☆期初預警

• 不及格科目學分數之總和，
佔總修習課程學分數之1/2(

或2/3)

• 於下學期開學第1週始進行

☆期中預警

•(當學期)期中成績
不及格科目之總
學分數，佔期中
(有成績)科目總學
分的1/2

•或(當學期)期中成
績4科以上不及格

中國醫藥大學
學則第48條

•學期學業成
績連續二次不
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者，
應令退學。

•境外生、原
住民族籍學生、
運優生，學期
學業成績連續
二次不及格科
目之學分數達
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三分之
二者，應令退
學。
•休學前後兩
學期視同連續。

課業學習專區網頁 https://adm24.cmu.edu.tw/



畢業資格審核
1. 必修及選修課程：

請至系網頁查看110學年度必修/選修畢業學分認定表（亦可詢問系辦）
2. 通識課程：

請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查看課程規劃110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之修業規定
https://cmugen.cmu.edu.tw/course_02.html

3. 取得學分狀態查看，請登入學生資訊系統：

https://cmugen.cmu.edu.tw/course_02.html


畢業證書核發

1.請至學生資訊系統確認畢業審查紀錄是否完全通過
2.請至學生資訊系統確認畢業離校手續紀錄是否全部完成



提醒事項:

1. 注意查看學校之個人信箱及公告
範例：學號@365.cmu.edu.tw

2. 每天到Moodle系統各個科目老師上傳之上課、考試、
作業、報告等訊息

3. 防疫期間，上課時要戴口罩，請留意，缺課一定要請假

4. 請詳閱入學學年度之畢業學分認定表所規定之各項畢業
條件

5. 英檢證明有效日期為2020年8月1日之後取得，才可申
請英文免修/畢業門檻

6. 英文4學分免修不等於畢業總學分可以少修4學分

7. 建議與系上導師討論選課及學習發展



樂在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