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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學生 

前往國外姐妹校醫學院訓練甄選說明事項 

 

105 學年度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學生前往國外姐妹校醫學院訓練申請開始！ 

其相關說明如下： 

 

一、 申請條件 

 醫學系五年級或學士後醫學系三年級學生，其一至四年級或一至二年級學業成績總

平均在全班前百分之七十五以內。 

 須具備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程度之英語能力（或舊制托福 550 分以上、新制托福

213 分以上）。 

 

二、 姐妹校大學 

姐妹校大學 研習費用及補助 申請方式與流程 

哈佛大學 

1. 清寒學生（政府低收入戶證明）補

助全額研習費用，其他依本校學生

國際研習服務獎助要點補助，1 名。 

2. 補助 USD 500 研習費用，9 名。 

3. 若當年度醫學院推薦名單無符合

清寒資格者，則其全額學費補助再

平均分配給另 9 位申請者，每位補

助 USD 500 研習費用，亦即總共可

補助 18 位同學前往。 

以上各項補助名額視每年甄試成績及

「高醫-哈佛基金會」預算及本校學生

國際研習服務獎助要點而定。 

105學年度暫停申請 

因 HMS學制課程更新 

Subject: foreign clerkship changes at HMS 

Greetings! 
I am writing to let you know about some changes in 

the clerkship (clinical rotation) months available to 

foreign medical students through ou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MS) exchange clerkship 

program.  HMS has implemented a new 

curriculum this year. Soon we will have two years 

worth of HMS students taking clerkships in the 

Harvard hospitals. Because of this, the following 

clerkship months are closed to non-HMS students 

夏威夷大學 

 自付研習費用，其他依本校

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助辦

法補助，至多 2 名。 

1. 每年申請人數 2 名。 

2. 由國際處整合將申請資料寄給對方 

3. 申請學生與夏威夷大學進行視訊面試。(面試

時間由 Paula 通知) 

4. 檢附申請資料如： 

- 個人履歷 

- personal statement 

- 個人照片(如護照照片格式) 

- 疫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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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大學 研習費用及補助 申請方式與流程 

（申請夏威夷大學者 TOEFL iBT 成績須達

94(含)以上，且不得以 TOEFL PBT、CBT 或其他

英文檢定成績代替。） 

夏威夷大學全校名額有限，自 2008 年起改採

「先申請、先審查、先分發」制度，不再特別

保留名額給各校。欲申請者請先考 TOEFL 

iBT；再檢附托福成績單。 

首爾大學 

 免研習費用，其他依本校學

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助辦法

補助，若干名。 

1. 每年申請人數 6 名。 

2. 學院甄選後由學生自行申請。請於預定前往

見習前 3 個月提出申請並備妥申請文件郵寄

至首爾大學。(最遲 2 週前需提出申請) 

3. 申請資料包括： 

- 註明見習時間(兩周至最多三個月) 

- 申請表 

- 個人履歷(附個人照片) 

- 推薦信(Dean’s Letter) 

- 歷屆成績單正本 

- 個人照片兩張 

- 護照影本 

*若該校學生宿舍尚有床位，則可申請於該校

學生宿舍，依該校規定收費。 

Tsukuba 

筑波 

1. 免研習費用 

2. 提供住宿(付費) 

1. 每年 5 位交換生(同科每時段最多收 2 名交換

生)，建議同學分批前往 

2. 申請資格:需為最後一年級之醫學生 

3. 實習時間：4 周(需實習 2 部門，2 周換實習

單位) 

4. 繳交文件：個人履歷(需含學生聯絡地址及電

話)、護照影本、個人照片 

5. 交換簡介  

http://www.intersc.tsukuba.ac.jp/en/academic-

life/exchange-programs 

學生手冊     

http://intersc.tsukuba.ac.jp/sites/default/files/no

de-files/H26guidebook.pdf 

*對方學校交換徵選預計為 5 月，並於 7-8 月

來 KMU 交換。 

Kyoto 

京都 

1. 免學雜費 

2. 提供住宿(付費) 

1. 每年申請人數 2 名。 

2. 交換期限 1-3 個月 

3. 醫學院甄選並決定推薦名單，於前往見習前

http://www.intersc.tsukuba.ac.jp/en/academic-life/exchange-programs
http://www.intersc.tsukuba.ac.jp/en/academic-life/exchange-programs
http://intersc.tsukuba.ac.jp/sites/default/files/node-files/H26guidebook.pdf
http://intersc.tsukuba.ac.jp/sites/default/files/node-files/H26guidebook.pdf


3 

 

姐妹校大學 研習費用及補助 申請方式與流程 

3 個月通知對方，京都保有最終決定權。 

*繳交文件：申請表、高醫推薦信、護照(含

照片頁面)、個人履歷。 

4. 請勿選擇日本國定假日期間交換（時程請見

http://www.timeanddate.com/calendar/?country

=26 ） 

Cologne 

科隆 

1. 免學費 

2. 住宿費由科隆支付 

1. 每學年至多 6 位交換生（已確定，請學院分

批交換）依校內徵選成績順序，第 6 名後則

列備取等候遞補。 

2. 免學費 

3. 住宿費由科隆支付 

*請學生於四週前提出申請，以利科隆大學

交換業務之準備，各系所交換須至少兩周之

準備時間。 

繳交文件: 

- 個人履歷 

- 個人照片兩張 

- 申請表 

- 健康紀錄 

- 保險證明 

- 高醫註冊證明 

- 高醫歷年成績單正本 

- 護照影本 

* 詳細文件可於科隆大學網站查詢  

http://zibmed.uni-koeln.de 

 

三、 報名截止日期：105 年 12 月 4 日 104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止。 

 

四、 檢附資料(一式四份，正本 1 份，複製 3 份) 

(一) 前四年(醫學系)或前二年(學士後醫學系)學業平均成績單，含名次排名。 

(二) 英語能力測驗證明。 

(三) 英文自傳(A4，二頁)。 

 

五、 報名程序 

 請至醫學系暨學士後醫學系網頁下載報名表，填妥後檢附相關資料，請於 12 月 4 日

前繳交至醫學系暨學士後醫學系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4 樓行政辦公室。 

http://www.timeanddate.com/calendar/?country=26
http://www.timeanddate.com/calendar/?country=26
http://zibmed.uni-koel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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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甄選採用志願序方式進行（可填 5 個志願，依同學們的成績（英語能力測驗及

面試加總後總成績）比序，之後進行公告最後錄取志願（部份學校雖無名額限制，

但最終決定權由該校認定）。 

選填志願時間：104 年 12 月 7 日起～104 年 12 月 11 日止  

選填志願網址：收件截止後公告於醫學系網頁 

 

承辦人員：黃尹亭小姐、石美玲小姐、許佩玲小姐 

Tel： 07-3121101 ext.2137/2336 # 415、416、52   

Fax： 07-3218309 

E-mail： inting@kmu.edu.tw ;shihmei@kmu.edu.tw ; peiling@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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