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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學研究所

寄件者: 臨床醫學研究所 <aca82@mail.cmu.edu.tw>

寄件日期: 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 上午 11:22

收件者: '104054001吳汐淇'; '104054002郭書瑞'; '104054003黃建中'; '104054004洪逸芷'; '104054005洪崇傑'; 

'104054006陳怡儒'; '104054007陳大隆'; '104054008林晏年'; '104054010雷馥如'; '104054651張如心'; 

'104054652陳科維'; '104054801劉元孟'; '104054803田彭太'; '104054804黃泰翔'; '104054807陳秋瑩'; 

'104083003連啟舜'; '104083004洪于涵'; '104083005許瀚芳'; 預研生-楊陞; 預研生-楊陞; 預研生-謝宜

珊; '103054001王駿丞'; '103054002沈德群 '; '103054003黃匯淳'; '103054004黃佩真'; 103054004黃佩

真; 103054005施秉庚 ; '103054007劉銘超'; '103054008王振宏'; '103054651郭怡真 '; '103054852 蔡

忠霖'; '103054853張益滔'; '103083857張傑閔'; '102054004蔡宗訓'; '102054005陳建光'; '102054651

廖秀蓉'; '102054851陳昇弘'; 102054853許文郁; '102054855李仰民'; 102054856林?宏; '102054857王

惠勵'; 102054858張佩穎; '102054859林建佑'; 101054004馮致中 (feng77016@gmail.com); 

101054005劉峻成; 101054005劉峻成-1; 101054005劉峻成-2; 101054006鍾瑋敏; 101054652林精湛; 

101054851張俊鴻; 101054855陳至正; 101054858程正鑫; 101054860黃仁裕; '101083858邱義塵'; 

'100054004林昱森'; '100054005邱國樑'; '100054005邱國樑 '; '100054005邱國樑 

(kuoliangchiu@yahoo.com)'; '100054008林懿苑'; 100054851陳璐敏 ; '100054853張詩聖'; 

'100054855黃志平'; 9954004詹日全; 9954005莊皓宇; 9954006巫文平; 9954006巫文平; '9854003趙小

慧'; 9854007謝清昀; '9754005郭慧亮'; 9654006白培英; 9654006白培英; 9654006白培英

主旨: 【重要必讀！】攸關研究生申請學位考核FW: *重要通知* 敬請即日起配合辦理

重要性: 高

您好： 

 
今日研究生事務處發佈最新規定有關學位考核申請， 

因為落實學術自律之規範，規定學生論文須使用本校圖書館網路電子資源「快刀中文原創性比對系

統」或「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比對， 

比對完成後於申請學位考核時附上「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書」或「原創性報告」供指導教授審查完

沒問題後， 

再將資料送至所辦進行核備簽呈。 

 
以中文撰寫之論文，建議以「快刀中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比對！ 

以英文撰寫之論文，建議以「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比對！ 

 
因使用比對系統皆需先申請帳號密碼並通過圖書館審核，所需時間約需 1~2個工作天， 

請務必閱讀使用說明，以免耽誤申請考核之時間。 

以下為論文比對系統相關說明網頁：http://lib.cmu.edu.tw/news_detail.php?sn=1202 

或是進入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圖書館→拉至以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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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雯 敬上 

中國醫藥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代理神經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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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位置：附醫癌症中心大樓 7樓聯合辦公室 

地址：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號 

電話: (04) 2205-2121 #7732 

專線: (04) 2233-3710 

傳真: (04) 2233-3641 

E-mail:aca82@mail.cmu.edu.tw  

 

From: 研究生事務處_CMU [mailto:adm07@mail.cmu.edu.tw]  

Sent: Thursday, November 24, 2016 10:23 AM 
To: 1醫學院-陳志鴻院長 2 <jyhhong0214@gmail.com>; 2中醫學院-張恒鴻院長 <tcmchh55@mail.cmu.edu.tw>; 

3藥學院.生技博學程-林文川院長 <wclin@mail.cmu.edu.tw>; 4公衛學院-蔡文正院長 <wtsai@mail.cmu.edu.tw>; 

5健康院-沈戊忠院長 <wcshen@mail.cmu.edu.tw>; 6生技製藥學院-鍾景光院長 <jgchung@mail.cmu.edu.tw>; 1

生醫所(基醫.免疫)-湯智昕副所長 <chtang@mail.cmu.edu.tw>; 1生醫所(癌生.癌藥.轉譯)-王紹椿副所長 

<scpwang@gmail.com>; 1生醫所(臨醫.神科)-藍先元所長 <hylane@mail.cmuh.org.tw>; 1老化學程/國際生醫-馬

明琪主任 <mcmaa@mail.cmu.edu.tw>; 2中西醫所-謝慶良所長 <clhsieh@mail.cmuh.org.tw>; 2中醫系所-孫茂峰

主任 <maofeng@mail.cmuh.org.tw>; 2針灸所-周立偉所長 <chouliwe@gmail.com>; 4公衛系所-蔡清讚主任 

<drcttsai@gmail.com>; 5健康院-林振文副院長 <cwlin@mail.cmu.edu.tw>; 5醫工碩.博學程-黃恆立主任 

<henleyh@gmail.com>; 6中藥中資系所-郭昭麟主任 <clkuo@mail.cmu.edu.tw>; 6生科系所.生科博學程-魏宗德

主任 <tdway@mail.cmu.edu.tw>; 6新藥開發博-洪士杰主任 <hung3340@gmail.com>; 6營養系所-趙蓓敏主任 

<pmchao@mail.cmu.edu.tw>; 1牙醫系所-傅立志主任 <ljfuh@mail.cmu.edu.tw>; 2後中.中獸醫-張東迪主任 

<tchang0604@yahoo.com.tw>; 4公衛系.人畜學程-蔡清讚主任 <cttsai@mail.cmu.edu.tw>; 4風管系-許惠悰主任 

<hthsu@mail.cmu.edu.tw>; 4職安系所-張大元主任 <tychang@mail.cmu.edu.tw>; 5物治系所-孫世恆主任 

<shsun@mail.cmu.edu.tw>; 5醫技系-林孟亮主任 <mllin@mail.cmu.edu.tw>; 5醫放系-施子卿主任 

<shih@mail.cmu.edu.tw>; 5護理系所-曾雅玲主任 <tyaling@mail.cmu.edu.tw>; 6藥妝系-張中興主任 

<miriamchangch@mail.cmu.edu.tw> 
Cc: 00研生處-黃彬芳處長 <bfhwang@mail.cmu.edu.tw>; 00研生處-王雅瑩 <yywang@mail.cmu.edu.tw>; 00研

生處-可晶晶 <chchker@mail.cmu.edu.tw>; 00研生處-林清發 <julin@mail.cmu.edu.tw>; 1醫學院 

<aca23@mail.cmu.edu.tw>; 2中醫學院 <aca22@mail.cmu.edu.tw>; 3藥學院 <aca19@mail.cmu.edu.tw>; 4公衛

學院-彥華 <irise@mail.cmu.edu.tw>; 5健康照護學院 <aca28@mail.cmu.edu.tw>; 6生技製藥學院 

<aca85@mail.cmu.edu.tw>; 1老化學程- <aca90@mail.cmu.edu.tw>; 1免疫所.轉譯博學程 

<aca76@mail.cmu.edu.tw>; 1基醫.生醫所 <aca66@mail.cmu.edu.tw>; 1癌生所 <aca83@mail.cmu.edu.tw>; 1癌

藥學程 <aca89@mail.cmu.edu.tw>; 1臨醫所 <aca82@mail.cmu.edu.tw>; 2中西醫所 <aca73@mail.cmu.edu.tw>; 

2中醫所-如芳 <delyeh@mail.cmu.edu.tw>; 2針灸所 <gias@mail.cmu.edu.tw>; 3藥學所-monica 

<pharmacy@mail.cmu.edu.tw>; 4公衛所 <aca65@mail.cmu.edu.tw>; 6中藥中資系.生科博學程-欣宜 

<aca20@mail.cmu.edu.tw>; '6中藥中資所' <aca62@mail.cmu.edu.tw>; 6生科系所-秋鳳 

<hschfe@mail.cmu.edu.tw>; 6新藥博.生科產博學程 <aca98@mail.cmu.edu.tw>; 6營養系所-佳俐 

<cllu@mail.cmu.edu.tw>; 1牙醫系-幸順 <hshsieh@mail.cmu.edu.tw>; 1牙醫系所 <cmcd@mail.cmu.edu.tw>; 1生

醫所 <gibs@mail.cmu.edu.tw>; 1神科所 <aca87@mail.cmu.edu.tw>; 2中獸醫 <vet@mail.cmu.edu.tw>; 2中獸醫-

陳乃綸 <nalunchen@gmail.com>; 4生統所 <biostatdept@mail.cmu.edu.tw>; 4風管系所 

<aca91@mail.cmu.edu.tw>; 4風管系-珮嘉 <pjtsai@mail.cmu.edu.tw>; 4職安系所 <cmcdosh@mail.cmu.edu.tw>; 

4職安系所-瑞璋 <jcko@mail.cmu.edu.tw>; 4醫管系所 <aca64@mail.cmu.edu.tw>; 4醫管所-祐瑄 

<yuhsuan@mail.cmu.edu.tw>; 5物治系所 <aca70@mail.cmu.edu.tw>; 5醫工碩.博學程-雨涵 

<yuhang0522@gmail.com>; 5醫技系所 <aca07@mail.cmu.edu.tw>; 5醫放系所-銘津 <aca26@mail.cmu.edu.tw>; 

5護理系所-鳳凰 <aca05@mail.cmu.edu.tw>; 6中藥中資系-蔡宜芳 <yftsai@mail.cmu.edu.tw>; 6生科系所 

<bst@mail.cmu.edu.tw>; 6製藥學程-monica <pharmac@mail.cmu.edu.tw>; 6藥妝系所 

<aca80@mail.cmu.edu.tw> 
Subject: *重要通知* 敬請即日起配合辦理 

Importance: High 

 
院長及系所主管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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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落實學術自律之規範，敬請貴單位利用會議或其他通訊方式，加強宣導所屬師生確實遵守學

術倫理，並規定學生論文須使用本校圖書館網路電子資源「快刀中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或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比對；另於申請學位考試時，須另附「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

書」或「原創性報告」供審查，以確保論文品質。 

謹此 

敬請即日起配合辦理. 

 

感謝您的協助! 

 

研究生事務處 敬上 

******************************* 

中國醫藥大學 

研究生事務處 

陳慧麗 

電話: 04-22053366 分機 1166 

Fax: 04-22057895 

Email: hlchen@mail.cmu.edu.t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