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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中原大學信件地址書寫及領取提示 

一、為使學生親友寄達本校各單位及師生之信件，能迅速安全收到，希望您囑咐

親友，依下列提示書寫收件人地址，並請收信人即時到寄達位置領取。 

1. 中文信件寫法： 

收信人 地址 

租用信箱者 32099 桃園郵政第 56 之○○○號信箱 

居住力行宿舍者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 291 號中原大學力行宿舍○○室 

居住信實宿舍者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普忠路 210 號中原大學信實宿舍○○室 

居住熱誠宿舍男

宿者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普忠路 206 號中原大學熱誠宿舍○○室 

居住熱誠宿舍女

宿者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普忠路 202 號中原大學熱誠宿舍○○室 

居住恩慈宿舍者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中原大學恩慈宿舍○○室 

本校學生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中原大學○○系○年級○班 

本校教師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中原大學○○系辦公室 

本校行政單位 32023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中原大學系、所、處、室名

稱 

2. 外文信件寫法： 

收件人 地址 

居住力行宿舍者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Lih Hsing Boys’ Dorm ○○ Room 

Chung Li Dist., Taoyuan City,Taiwan 32023 

Republic of China 

居住信實宿舍者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Hsin Shih Boys’(Girls’) Dorm ○○ Room 

Chung Li Dist., Taoyuan City,Taiwan 32023 

Republic of China 

居住熱誠宿舍者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ReCheng Boys’(Girls’) Dorm ○○ Room 

Chung Li Dist., Taoyuan City,Taiwan 32023 

Republic of China 

居住恩慈宿舍者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En Tzu Girls’ Dorm ○○ Room 

Chung Li Dist., Taoyuan City,Taiwan 32023 

Republic of China 

居住良善宿舍者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Lian Shan Girls’ Dorm ○○ Room 

Chung Li Dist., Taoyuan City,Taiwan 32023 

Republic of China 

本校學生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系所英文名稱) 

Chung Li Dist., Taoyuan City,Taiwan 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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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China 

本校教師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系所英文名稱) 

Chung Li Dist., Taoyuan City,Taiwan 32023 

Republic of China 

3. 信件領取方式： 

快捷信件 

掛號信件 

包裹信件 

請於網路(http://www.me.cycu.edu.tw/mail/mail.html)或郵務室佈告欄

查詢，另發掛號郵件通知單至系上，學生請自行至郵務室憑學生證

領取。 

普通信件 
寄至系上的，請自行至郵務室門口信箱領取。 

寄至宿舍的，請直接到宿舍信箱領取。 

退件 
由於寄達校內郵務室之信件為數甚多，為免逾時誤事及堆積遺失，

凡寄達郵務室之信件逾 15 日未領，則一律退還郵局轉退寄件人。 

二、外文信件由於姓名拼音困難，最易因誤投誤收而遺失，請儘可能租用郵局信

箱(租金請洽中壢郵局 12 支局─位於學校活動中心一樓郵局)。 

三、若投寄本校時，請依下列注意事項正確書寫： 

1. 務必填寫宿舍名稱或系所簡稱。 

2. 儘可能加寫中文姓名，教師加寫頭銜或職稱。 

3. 320 為郵遞區號(ZIP code)，是中壢市的郵遞區域號碼，並非本校獨用編

號，請務必要寫 CYCU 為額外辨認之用，若寫成 Chung Yuan University

可能誤投中央大學，而 32023 則是本校專用的大宗郵件收受戶之「投遞

專用號碼」(三加二郵遞區號共五碼)。 

4. 網路掛號郵件查詢，請由中原大學首頁校內人士學生掛號包裹查詢

系統公告或網址：http://www.me.cycu.edu.tw/mail/mail.html 

5. 郵務室位於教學大樓一樓(如圖)，校內分機：2267、2268。 

四、附表：系所名稱 

1. 理學院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物理學糸 Dept. of Physics 

化學糸 Dept. of Chemistry 

應用數學系 Dep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心理學糸 Dept. of Psychology 

生物科技學系 Dept. of Bioscience Technology 

2. 工學院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化學工程學糸 Dep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學糸 Dept. of Civil Engineering 

生物醫學工程學糸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機械工程學糸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環境工程學系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3. 電資學院 

http://www.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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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電機工程學糸 Dep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電子工程學糸 Dep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資訊工程學糸 Dept. of Info. & Comp. Engineering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糸 Dept.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B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4. 商學院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企業管理學糸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會計學糸 Dept. of Accounting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糸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資訊管理學糸 Dep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財務金融學系 Dept. of Finance 

管理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5. 法學院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財經法律學糸 Dep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6. 設計學院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建築學糸 Dept. of Architecture 

室內設計學糸 Dept. of Interior Design 

商業設計學糸 Dept. of Commercial Design 

景觀學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文化資產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設計學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 Bachelor of Design in Indigenous Culture 

7. 人育學院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應用外國語文學糸 Dept.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Studies 

特殊教育學糸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應用華語文學系 Dep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宗教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n 

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二)中原大學電話撥號提示 

一、本校電話採用台灣固網 CENTREX 聲控總機系統，外線撥入本校時直接說

出單位或姓名即可，本校電話均為專線電話，後四碼為校內分機碼。如教官

室專線為(03)2657777，其分機為 7777。 

本校代表號：(03)2659999、(03)4563171(全年皆可使用) 

本校總機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08:20-12:00、13:30-17:00；週六、週日及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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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不上班。 

二、學生各宿舍代表號：(X 為分機號碼) 

    恩慈樓宿舍傳達室(03)2658400，各寢室也均為專線如(03)265XXXX 

    工讀生上班時間：08:00-24:00。 

    良善樓宿舍傳達室(03)2657400，各寢室也均為專線如(03)265XXXX 

    工讀生上班時間：08:00-24:00。 

    力行樓宿舍傳達室(03)2658100，各寢室也均為專線如(03)265XXXX 

    工讀生上班時間：08:30-23:30。 

    信實樓女生宿舍傳達室(03)2657600，各寢室也均為專線如(03)265XXXX 

    工讀生上班時間：08:30-23:30。 

    信實樓男生宿舍傳達室(03)2657700，各寢室也均為專線如(03)265XXXX 

    工讀生上班時間：08:30-23:30。 

    熱誠樓男生宿舍傳達室(03)2658800，各寢室也均為專線如(03)265XXXX 

    工讀生上班時間：08:30-23:30。 

    熱誠樓女生宿舍傳達室(03)2658700，各寢室也均為專線如(03)265XXXX 

    工讀生上班時間：08:30-24:00。 

三、緊急事故聯絡電話： 

    教官值勤室：(03)2657777 

    警衛室：(03)2655555 

四、本校正常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08:30-17:00。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不上班。 

 

(三)桃園市教學暨中大型醫院一覽表 

醫院名稱 地址 電話 

長庚醫院 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3281200、3281300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3699721 

國軍桃園醫院 龍潭區中興路 168 號 4799595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

院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 

(03)2868001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

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 123 號 3613141 

敏盛綜合醫院三民院區 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106 號 3379340 

敏盛綜合醫院經國院區 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3179599 

敏盛綜合醫院龍潭分院 龍潭區中豐路 168 號 4794151 

敏盛綜合醫院大園醫院 大園區華中街 2 號 3867521 

怡仁綜合醫院 楊梅區楊新北路 321巷 30號 4855566 

壢新醫院 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4941234 

天晟醫院 中壢區延平路 155 號 4629292 

華揚醫院 中壢區中北路二段 316 號 457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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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民醫院 中壢區復興路 152 號 4225180 

陽明醫院 平鎮區延平路二段 56 號 4929929 

天成醫院 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 356 號 4782350 

中壢長榮醫院 中壢區環中東路 150 號 4631230 

 

(四)中壢區診所一覽表 

科別 診所名稱 電話 地址 

皮膚科 張皮膚科診所 4273707 中壢區元化路 107 號 

皮膚科 興明皮膚科 4947017 中壢區中正路 336 號 

皮膚科 洛淳皮膚科診所 4257011 中壢區中光路 11 號 

婦產科 宏其婦幼醫院 4618888 中壢區元化路 223 號 

婦產科 趙德明婦產科診所 4275555 中壢區復興路 33 號 

婦產科 李經國婦產診所 4659900 中壢區中山東路 2 段 191 號 

牙科 上揚牙醫診所 4255088 中壢區元化路 49 號樓 

牙科 康碩牙醫診所 4515726 中壢區中山東路 1 段 76 號 

牙科 非凡牙醫診所 4591599 中壢區健行路 37 號 

牙科 歐唯貝斯牙醫診所 2806186 中壢區元化路 30 號 2 樓 

牙科 永潔牙醫診所 4362740 中壢區新中北路 49 號 

牙科 元化澄品牙醫診所 4220238 中壢區元化路 19 號 

耳鼻喉科 吉康耳鼻喉科診所 4228133 中壢區元化路 56 號 

耳鼻喉科 馬興華耳鼻喉科診所 4591680 中壢區中北路 2 段 80 號 

耳鼻喉科 陳耳鼻喉科診所 4226422 中壢區元化路 105 號 

耳鼻喉科 鼎盛診所 4285972 中壢區中北路 2 段 388 號 

眼科 新時代眼科診所 4220377 中壢區元化路 28 號 

眼科 財團法人景仁眼科 4253388 中壢區中美路 95 號 

眼科 興明眼科 4947017 中壢區中正路 336 號 

中醫 震天堂中醫診所 4667500 中壢區中山東路 2 段 29 號 

內兒科 王超群小兒科診所 4279886 中壢區元化路 275 之 4 號 

內兒科 范光迪診所 4273710 中壢區中光路 53 號 

內兒科 中新小兒科聯合診所 4682832 中壢區中北路 2 段 54 號 

內兒科 林國揆小兒科診所 4387023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二段 402 號 

內兒科 中原診所 4569788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二段 14 號 

復健科 聯新診所 4379595 中壢區福州路 21 號 

復健科 黃紀倫診所 4948699 中壢區中央西路 2 段 281 號 2 樓 

復健科 葉神經科診所 4917098 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 98 號 

復健科 大林復健科診所 4951671 中壢區中央西路 2 段 80 號 

骨科 康富骨科診所 4563165 中壢區中北路 2 段 468 號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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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雜費繳費說明 

學雜費繳費單不再寄發，學生可自行上網下載，應繳金額及繳費狀況請上網查詢。 

路徑：中原大學首頁→學雜費專區→查詢與列印應繳學雜費→輸入帳號密碼。 

 

※全額學雜費繳費方式： 

一、兆豐銀行臨櫃現金繳費： 

持繳費單至兆豐銀行各地分行櫃台繳費。 

二、ATM 繳費： 

使用有「轉帳」功能之金融卡在 ATM 依其提示繳費。本項繳費金額不受三

萬元限制，因繳款人代號不同無法合併繳費，請將學雜費、體檢費、學生

會費分開繳費。跨行繳費須另付手續費，請保存交易紀錄。操作步驟如下： 

(一)選擇【繳費】，勿選「轉帳」。 

(二)輸入兆豐銀行代號【017】。 

(三)輸入【繳款人代號】，共 14 碼，詳見繳費單最底行。 

(四)輸入【繳款金額】，須與繳費單所列示之金額相同，否則無法受理。 

三、兆豐銀行帳戶自動扣繳：(新生第一學期不適用) 

將應繳學雜費金額存至學生本人設在兆豐銀行之帳戶，繳費期限之次日兆豐

銀行將自動至帳戶內扣款，請務必存足金額，否則無法受理。 

四、其他金融機構臨櫃匯款： 

解款行：「兆豐銀行中壢分行」；帳號：「繳款人代號(14 碼)」；收款人：

「中原大學」。請將學雜費、體檢費、學生會費分開匯款，每筆手續費 30

元，合併匯款無法受理。 

五、超商繳費： 

持繳費單至四大超商(7-11、全家、萊爾富、OK)繳費，截止日為「繳費期限」

前二個營業日下午 3:00 止，手續費自行支付，2 萬以下：10 元，逾 2 萬至 4

萬：15 元，逾 4 萬至 6 萬：18 元，逾 6 萬：不代收。 

五、信用卡繳費：(體檢費及學生會費不適用) 

截止日為「繳費期限」前二個營業日下午 3:00 止，手續費由持卡人支付，

請洽各發卡銀行。(提醒：「分期付款」手續費昂貴並由持卡人支付，不建

議採用)。 

◎兆豐銀行平台 

(一)登入兆豐銀行網站 https://school.megabank.com.tw 

(二)在登入畫面，輸入「信用卡持卡人身份證字號」(可為學生本人、父母

或代為繳款之其他人)及「繳費單銷帳編號」(即繳款人代號)，請按下

「登入繳費」。 

(三)交易成功，請按右上角之「友善列印」保存交易紀錄。 

接受信用卡繳學雜費之銀行共 26 家名單如下： 

http://www.cycu.edu.tw/
https://school.mega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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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銀行 上海銀行 大眾銀行 台中銀行 永豐信用卡公司 

日盛銀行 華南銀行 台新銀行 聯邦銀行 台灣永旺信用卡公司 

玉山銀行 三信銀行 安泰銀行 陽信銀行 台灣樂天信用卡 

第一銀行 渣打銀行 華泰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星展銀行 

新光銀行 凱基銀行 遠東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澳盛銀行 

元大銀行     

◎中國信託銀行平台 

(一)語音繳款：撥打語音專線(02)2760-8818，依語音指示操作，輸入學校

代碼【新生：88146-02263】、【舊生：88146-01758】、繳款單上「繳

款人代號」、金額，信用卡卡號、信用卡有效月年、信用卡檢核碼(背

面後 3 碼)，待播報 6 位數授權號碼後(務必抄寫記下)即完成。 

(二)網路繳款：網址 https://www.27608818.com擇【繳交學費】輸入/

選擇「學校代號【新生：88146-02263】、【舊生：88146-01758】」、

「繳款帳號」確認資料是否正確正確後請輸入/選擇「信用卡發卡

行代號」、「持卡人卡號 16 碼」、「信用卡效期」、「檢核碼(背片

後三碼) 」授權成功繳款完畢。 

接受信用卡繳學雜費之銀行共 32 家名單如下： 

中國信託 三信銀行 上海銀行 土地銀行 大眾銀行 

日盛銀行 元大銀行 台新銀行 台北富邦 彰化銀行 

台中銀行 玉山銀行 合作金庫 安泰商銀 永豐銀行 

兆豐銀行 花旗(台灣)銀行 高雄銀行 第一銀行 渣打銀行 

國泰世華 華南銀行 陽信銀行 匯豐銀行 凱基銀行 

遠東銀行 新光銀行 臺灣企銀 臺灣銀行 聯邦銀行 

澳盛銀行 台灣永旺信用卡公司    

   （三）銀聯卡繳學費 3步驟 

 

 

※差額學雜費繳費方式： 

辦理「就學貸款」或「優待減免」者，請於完成程序次日上網列印新的差額繳費

單依上述方式繳費。 

需「學雜費繳費證明單」者，請於學校首頁/學雜費專區自行下載列印。 

繳費方式若有疑問，請電洽：出納組 03-2652224 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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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學院校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表 

學生休、退學時間 學費、雜費退費比例 備註 

一、註冊日(含)前申

請休退學者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

費 
 

二、於註冊日之次日

起至上課(開學)

日之前一日申請

休、退學者 

學費退還三分之二，雜費全

部退還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

數核算者，退還學分費全部、

學雜費基數(或學分學雜費)三

分之二 

三、於上課(開學)日

(含當日)之後而

未逾學期三分之

一申請休、退學

者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二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

數核算者，退還學分費、學雜

費基數(或學分學雜費)各三分

之二 

四、於上課(開學)日

(含當日)之後逾

學期三分之一，

而未逾學期三分

之二申請休、退

學者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一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

數核算者，退還學分費、學雜

費基數(或學分學雜費)各三分

之一 

五、於上課(開學)日

(含當日)之後逾

學期三分之二申

請休、退學者 

所繳學費、雜費，不予退還  

備註： 

一、表列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及學期之計算等，依各校正式公告之行事曆認定

之；學校未明定註冊日者，以註冊繳費截止日為註冊日。  

二、學生申請休學或自動退學者，其休、退學時間應依學生(或家長)向學校受理

單位正式提出休、退學申請之日為計算基準日；其屬勒令退學者，退學時間

應依學校退學通知送達之日為計算基準日。但因進行退學申復(訴)而繼續留

校上課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三、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

素而延宕相關程序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四、各校不得於學校行事曆所定該學期開始日前預收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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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場地借用管理權責分配表 

場地 權責部門 權責部門辦公室 電話 

中正樓禮堂 學務處 活動中心 3 樓課指組 265-2145 

音樂廳 學務處 活動中心 3 樓課指組 265-2145 

宗倬章紀念廳 學務處 維澈 301 生輔組  265-2120 

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圖書館 圖書館 1 樓館長室 265-2801 

理學講堂 化學系 理學大樓 2 樓化學系系辦 265-3302 

科學館 B04 講堂 理學院 科學館 3 樓理學院辦公室 265-3002 

科學館 B03 講堂 理學院 科學館 3 樓理學院辦公室 265-3002 

工學 117 講堂 工學院 工學館 4 樓工學院辦公室 265-4002 

工學 B12 講堂 工學院 工學館 4 樓工學院辦公室 265-4002 

土木講堂 土木系 土木館 2 樓系辦 265-4202 

商學講堂 商學院 商學大樓 1 樓商資中心 265-5010 

電學講堂 資工系 電學大樓資工系系辦 265-4703 

遠距教學教室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圖書館 104 教室 265-2047 

全人村瑞麗堂 校牧室 全人村 1 樓校牧室 265-2602 

全人村兩嘉演藝廳 法學院 全人村 2 樓財法系 265-5505 

全人村國際會議廳 學務處 全人村 1 樓衛保組 265-2161 

全人村沐樂展覽廳 秘書室 全人村 1 樓展覽廳 265-1261 

科學館 3 樓會議室 理學院 科學館 3 樓理學院辦公室 265-3002 

工學館 4 樓會議室 工學院 工學館 4 樓工學院辦公室 265-4002 

商學院 4 樓會議室 商學院 商學大樓 4 樓商學院辦公室 265-5001 

體育館、體育場 體育室 體育館 1 樓活動組 265-1621 

游泳池 體育室 體育館 1 樓活動組 265-1621 

教室 
上課日：教務處 

例假日：總務處 

維澈 408 室課註組 

維澈 504 室事務組 

265-2031 

265-2262 

懷恩樓教室 
上課日：教務處 

例假日：課指組 

維澈 408 室課註組 

活動中心 3F 課指組 

265-2031 

265-2142 

力行宿舍 學務處 力行宿舍 265-8105 

信實宿舍男(C 棟) 學務處 信實宿舍 265-7606 

信實宿舍女(AB棟) 學務處 信實宿舍 265-7601 

熱誠宿舍男(B 棟) 學務處 熱誠宿舍 265-8803 

熱誠宿舍女(A 棟) 學務處 熱誠宿舍 265-8703 

恩慈宿舍 學務處 恩慈宿舍 265-8403 

良善宿舍 學務處 良善宿舍 265-7403 

活動中心(含廣場) 學務處 活動中心 3 樓課指組 265-2142 

戶外場地 總務處 維澈 504 事務組 265-2262 

教學 1F 公共區域 推廣中心 教學大樓 929 室 265-1313 

電腦教室 電算中心 教學大樓 717 室 265-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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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原學生品格行為實踐規範 

一首重 推廣全人品格教育。 

二要求 
一、要時時注意禮節。 

二、要處處服務學習。 

三關心 

一、流汗總比流血好，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 

二、深夜勿在外逗留，以免遭受無妄之災。 

三、拖鞋請在家中穿，課堂上請勿滑手機。 

四公約 

一、不抽菸。 

二、不喝酒。 

三、不賭博。 

四、不在不正當場所跳舞。 

五防治 

一、防治濫用藥物─吸食毒品將造成腦部功能退化。 

二、拒菸─抽菸易導致肺部癌。 

三、預防愛滋病─不正當性行為易感染愛滋病。 

四、拒絕酗酒─酗酒易得肝癌。 

五、拒嚼食檳榔─嚼檳榔有損形象、易得口腔癌。 

六品德 

一、篤信：信仰要篤信(不偏執)。 

二、力行：身體要力行(不怠惰)。 

三、恩慈：言行要恩慈(不邪惡)。 

四、良善：思想要良善(不粗暴)。 

五、真知：學習要真知(不迷惘)。 

六、信實：待人要信實(不虛假)。 

 

全人品格教育 12 項核心價值 

1 謙卑 7 力行 

2 喜樂 8 良善 

3 互助 9 熱誠 

4 篤信 10 信實 

5 懷恩 11 自強 

6 真知 12 恩慈 

 

重要提醒事項： 

請各系所師長、教官於每學期之院週會、系主任和各班導師時間實施宣教。 

1.與師長、同學相處時，應隨時保持笑容，態度親切溫和。 

2.遇到師長時，應注意禮貌性問候「師長早」、「師長好」。 

3.與師長同行時，應在其左或左後方。如二人以上隨行，應分行兩側或後方。 

4.在課堂上禁滑手機，交談時應注意輕聲細語，避免大聲喧嘩影響他人學習。 

5.進入校園衣服穿戴端正。進入教室、辦公室，不穿拖鞋以維持應有之典雅氣質。 

6.進出電梯、教室等公共場所時，應禮讓師長先行，不爭先恐後。 

8.男女交往之親密行為應注意觀瞻，避免在公共場所肆意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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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原學生生活安全注意事項 

一、慎防詐騙手法 

 (一)目前各校園幾乎天天發生！下個目標可能是你(妳)！ 

     歹徒掌握同學們的基本資料，再向家長謊稱你已被綁架，藉此詐財。但勿

驚慌！依循下列作法可確保安全： 

 

(二)近年來智慧裝置發展快速，詐騙也搭順風車，LINE 等通訊工具詐騙仍有出

現跡象，因此特別提醒注意 LINE 的相關帳騙，留意帳號安全保護，謹記下

3 原則: 

  1.不設定與其他社群網站相同帳密。 

  2.不隨意點選不明之網址連結。 

  3.要速向 LINE 申請被盜用帳號之停權。 

(三)【165 小叮嚀】無論簡訊詐騙、臉書詐騙、LINE 詐騙等，幾乎所有的木馬程

式都會做一件事：奪取你的帳號主控權，利用你的帳號來發送木馬訊息繼續

告知家長，當接到歹徒電話，要先與你聯繫，切勿匯款。 

與家長約定「通關密語」以為確認， 

或打電話至學校由教官協尋，皆能輕易戳破歹徒謊言。 

上課時間，手機保持「震動」。 

(歹徒利用同學上課時機行騙之案例最多) 

課餘時間，切勿將手機關閉，或電池缺電，以致無法聯繫。 

目前詐騙事件仍頻，同學勿嫌麻煩， 

平日應主動打電話回家使家長安心。 

警政單位與中華電信合作設立反詐騙諮詢專線直播 165， 

若接獲可疑電話可逕撥 165 協助確認來電可信度 

(經常忙線要有耐心多撥幾次) 

校安中心電話：03-265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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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佈給更多的人，藉此來奪取更多的受害者，無論是 LINE、Facebook、Google

等個人帳號，千萬別將任何帳號、密碼以及收到的簡訊認證碼告知他人，才

是保障自己帳號安全的基本法則。 

(四)「假冒親友名義」是詐騙集團慣用手法，歹徒盜用民眾 LINE、臉書等帳號

後，冒充本人向好友名單發送訊息，要求親友匯款救急；或以亂槍打鳥方式

隨機打電話，要對方「猜猜我是誰？」，等被害人說出 1 個名字後就順勢假

冒其人，再向被害人借錢。在此特別提醒，接到親友傳訊息借錢時，一定要

當面或電話確認身分，如果接到親友用陌生號碼來電借錢，也要用舊有的聯

絡方式再次確認，以免上當，另外務必妥善保護自己的 LINE、電郵信箱、

臉書等帳號資料，以免帳號被盜用，害親友陷入詐騙圈套。 

(五)「ATM 解除分期付款設定」排名第二，民眾上網購物、訂票後，因部分網站

防護措施不足，遭駭客入侵竊取民眾個資與交易資料，再竄改來電號碼，冒

充客服及銀行人員謊稱該筆交易被誤設為連續多次扣款，要求民眾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設定」，藉機詐財得逞，其實 ATM 只能「提款」跟「匯款」，

不具有解除設定、身分驗證等功能。 

(六)「假網拍」排名第三，歹徒看準民眾想撿便宜心態，在拍賣網站或臉書社團

推出低於市價的商品，等買家下訂匯款後就斷絕聯絡。建議民眾應選擇具有

安全交易機制的網拍平臺，避免私下交易，並保留所有交易、對談資料，以

防有糾紛。 

(七)詐騙花招雖多，但「千騙萬騙，離不開 ATM」，歹徒大多利用民眾疏於查證

及貪小便宜的心態下手，民眾在享受網路交易與智慧型手機帶來的方便性之

餘，更應加強自身防詐意識，運用 ATM 交易匯款前務必再次確認對方身分，

有任何相關問題可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求助。 

 

二、如何請假？ 

(一)網路申請：一般請假天數在三天(含)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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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面申請： 

1. 一般請假天數在三天(不含)以上。 

2. 註冊假、考試假及非表訂課程(例如週會、臨時調課…)。 

(三)網路請假程序： 

 

(四)「網路請假之網址」：使用者名稱為學號，密碼為選課密碼 

 

三、騎乘機車該注意哪些問題？ 

(一)請同學務必遵守機車要戴妥安全帽之規定，而且要將扣帶扣緊，「流汗

總比流血好！」 

(二)避免長途遙遠騎乘機車，導致疲勞駕駛肇生事端。來回超過 50 公里以

上即謂長途。 

(三)機車的平衡性極差，因此後載乘客時，一定要以雙手環抱駕駛。 

由「中原大學」網站 

資訊查詢 

學生資料查詢 

網路請假 

學務處 

i-touch 

學生網路請假 

事假 

上網申請 

請假學生須在欲申請之日期前，完成

「網路申請」手續。如事況緊急，可

先以電話逕向系教官或值班教官報

備。 

繳交證明 

請假學生於完成「網路申請」手續

後，須在請假日前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送系教官查驗無誤後，由系教官

核發准假證明。 

病假 

繳交證明 

上網申請 
需因病假當日算起，三天內完成「網

路申請」手續。 

請假一日以內，需檢具就醫證明文件

送交系教官查驗無誤後，由系教官核

發准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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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車的防護力不足，千萬不要認為戴了安全帽，就可以加快速度，「十

次車禍九次快！」 

(五)避免夜間出門，除了視線不良及酒醉肇事意外事故較多外，不良份子也

常在夜色掩護下，進行不法勾當，晚上少出門，是避禍的上策。 

(六)機車肇事時的處理要領比照車輛肇事處理要領。 

四、車輛肇事該如何處理？ 

(一)保持鎮靜：勿與人發生爭執。暫不討論對錯事宜，因爭吵無定論。 

(二)設置警告標誌：打開車輛黃色警告燈。將反光警告三角牌放置在現場後

方 30 至 100 公尺。 

(三)保持現場完整：有人傷亡案件不可以移動或破壞現場之任何證物，如果

有相機就需拍照存證，並儘可能留下目擊證人電話、姓名及證詞。若無

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將車輛四個角(機車倒地位置)標繪於地上，

迅速將車輛移至路邊。切忌有人傷亡案件倒地機車不可移動位置。 

(四)緊急救護及報警處理：打 119 緊急電話，打 110 報案電話，為必要程序(若

需教官協助可逕撥 03-265-7777)。報警時說明發生時間、地點、車輛種

類和傷亡情形。 

五、租屋安全─租屋要小心謹慎 

(一)租屋看房子應有家人或親友陪伴前往。 

(二)選擇環境單純、安全有門禁、警衛之社區，並了解房東及其他住戶的言

行舉止。 

(三)避免單獨租屋，最好有室友可以互相照應。 

(四)租屋前應先了解屋子的消防逃生安全設備，並請屋主更換新鎖，加裝門

栓鍊及其他防爆設備。 

(五)外出、睡前及使用公共衛浴時，確實關好門窗。 

(六)謹慎使用電器用品及瓦斯器具，以免造成意外；尤其避免洗澡使用瓦斯

熱水器。 

(七)準備警笛及手電筒等，遇有危險況狀，以便警示及照明。 

(八)務必要有出賃契約的簽訂，內容條文要明確，切記口頭應允，權益方可

保障。 

六、如何避免瓦斯災害 

(一)瓦斯熱水器以裝設在屋外牆壁或開放陽台為原則，為安全起見，應採用

屋外型式熱水器。 

(二)萬一侷限於環境等因素，只能在屋內安裝熱水器時，應選用自然排氣

型，或強制排氣型，有加裝排氣導管。 

(三)室內用 CF 或 FE 熱水器安裝時，供氣口及排氣管不可缺，此外，CF 式

排氣管需高過窗口，若能高過屋頂為佳。 

(四)瓦斯熱水器應由技術檢定合格人員裝設才能確保安全。 

(五)使用瓦斯爐應打開窗戶並與戶外保持空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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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通風不良處所烹飪、煮火鍋或燒開水泡茶時，應盡量使用電熱器具。 

(七)瓦斯爐火點不著時，即應停止繼續點火，檢查是否漏氣與無法點燃的原

因。 

(八)桶裝瓦斯與爐具建議保持適當距離，並以不燃材料構造隔離，爐具則放

在磚台或不銹鋼架上。 

(九)瓦斯爐具應與周圍可燃物保持適當距離。 

 

(十)中原大學各處室服務項目與聯絡電話 

聯絡單位電話 服務要項 

總機               265-9999 校內總機 

校安中心           265-7777 

軍訓室             265-1401 

一、學生意外事件處理 

二、學生軍訓課程辦理 

三、役期折抵作業 

生活輔導組         265-2111 

性騷擾防治         265-1995 

恩慈宿舍           265-8400 

力行宿舍           265-8100 

信實宿舍(男)        265-7700 

信實宿舍(女)        265-7600 

熱誠宿舍(男)        265-8800 

熱誠宿舍(女)        265-8700 

良善宿舍           265-7400 

一、兵役緩徵、儘後召急 

二、校內工讀、獎助學金申請 

三、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 

四、校內外住宿協助 

五、勞動服務課程作業 

六、僑生輔導 

諮商中心       265-2131 
個別諮商、團體輔導、學習輔導、

演講座談、心理測驗 

衛生保健組         265-2161 

一、 免費醫療門診 

二、 緊急救護與傷病換藥 

三、 運動傷害處理 

四、 學生健康檢查與諮詢 

五、 急難救助金與學生平安保險 

六、 校園傳染病防治 

七、 校園餐廳安全衛生管理 

八、 健康儀器檢測 

九、 學校健康促進計畫活動辦理 

課外活動指導組     265-2141 
一、社團活動指導 

二、活動場地、器材借用 

服務學習中心       265-1284  

校牧室             265-2607 信仰輔導、生活關懷、急難救助 

教務處             265-2002 

課註組             265-2088 

教發中心           265-2040 

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265-2076 

一、選課作業、教室、器材借用 

二、學期考試(含補考)作業 

三、學生證製發、註冊事宜 

四、學籍成績管理及雙主修申請 

電算中心           265-1999 客服中心專線(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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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營繕組          265-2238 修繕申請 

總務處事務組警衛室 265-5555 校園安全事件協助處理 

聯合行政服務中心   265-1179 

一、海外服務學習培訓課程 

二、志工基礎、特殊訓練 

三、補助學生自主參與海外服務

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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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原大學校園安全空間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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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節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 

 資料來源：環保署 

  

一、冷氣控溫不外洩： 

少開冷氣，多開窗；非特定場合不穿西裝領帶；冷氣控溫 26-28℃且不外洩。 

二、隨手關燈拔插頭： 

隨手關燈關機、拔插頭；檢討採光需求，提升照明績效，減少多餘燈管數。 

三、省電燈具更省錢： 

將傳統鎢絲燈泡逐步改為省電燈泡，一樣亮度更省電、壽命更長、更省錢。 

四、節能省水看標章： 

選購環保標章、省能標章、省水標章及 EER 值高的商品，節能減碳又環保。 

五、鐵馬步行兼保健： 

多走樓梯，少坐電梯，上班外出常騎鐵馬，多走路，增加運動健身的時間。 

六、每週一天不開車： 

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減少一人開車騎機車次數；每週至少一天不開車。 

七、選車用車助減碳： 

選用油氣雙燃料、油電混合或電動車輛或動力機具，養成停車就熄火習慣。 

八、多吃蔬食少吃肉： 

愛用當地食材；每週一天或一日一餐食用素食；減少畜牧業及食品碳排放量。 

九、自備杯筷帕與袋： 

自備隨身杯、環保筷、手帕及購物袋；少喝瓶裝水；少用一次即丟商品。 

十、惜用資源顧地球： 

雙面用紙；選用再生紙、省水龍頭及馬桶；不用過度包裝商品；回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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