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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及後醫系學生前往 

國外姐妹校醫學院訓練甄選說明事項 

 

108學年度醫學系前往國外姐妹校醫學院訓練申請開始！ 

其相關說明如下： 

1. 參與甄選前，請先自行查閱各姐妹校的申請規定，並依各校規定進行申請準備。 

2. 校內甄選為同意推薦前往國外姐妹校進行訓練，若同學甄選後申請國外姐妹校，遞

件資料不符或未通過對方學校審查，Ex: phone interview 或缺乏符合的相關語言證

明（TOEFL IBT或當地語言需求）及其他…等，則資格喪失。 

3. 甄選完成後，錄取同學必須參與由醫學系、後醫系及國際事務處共同舉辦「海外實

習申請說明會」，若沒有參與，則取消錄取資格。 

4. 國外姐妹校醫學院訓練甄選錄取依同學甄選成績名次進行分發，公告錄取後，若遇

同學放棄前往，名額不予遞補。 

5. 前往姐妹校交換返國後請繳交心得（含電子檔共二份）分別送至國際事務處、醫學

系及後醫系。 

6. 如有其他不備之處，請依交換姐妹校之最新規定為主。 

7. 依往例，每學年自 12 月起至隔年 5月有 PGY 甄試及 OSCE國家考試，建議自

M102及 BM104 起學生，應將國外姐妹校實習課程安排於 12月以前，若因前兩項

原因或個人其他因素影響實習課程，請同學自行負責。 

 

一、 申請條件 

 醫學系一至四年級，後醫系一至二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全班前百分之七十五以內。 

 英文需具備：TOEFL ITP 565 分以上，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通過，TOEIC 800 分以

上，或其他同等級的語言檢定，英檢成績需在二年內效期（區間：106.01.01-

107.11.15）效期。 

 英文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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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vard 

University) 

1. 各項補助名額與金額僅供參

考，需視每年甄選成績與「高醫-哈

佛基金會」預算及本校最新之學生

國際研習獎助要點而定。 

2. 學生需自付研習相關費用與其

他個人費用，如需申請補助則依本

校最新之學生國際研習獎助要點

1. 學生需自行上網並依照官網公告之時程（至

少預計前往訓練起始日前三個月）線上申請

且於受理截止日前完成規定之程序與郵寄必

備文件。請注意：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

是否正確且齊全，國際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

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件或需補件，導致影

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練之時段，學生需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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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大學 研習費用及補助 申請方式與流程 

補助 

3. 高醫哈佛基金會補助每位學生

USD＄500元，人數為 9名。 

4. 清寒學生(政府低收入戶證明)

補助全額研習費用 1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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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亦即總共可補

助 18位同學前往。 

負責。 

2. 若有學費補助優惠，需於申請時立刻告知。

遞出申請後/已繳交學費後/結束實習返校後，

皆不受理學費補助優惠相關問題。 

3. 線上申請後繳交文件之前，學生必須去電

HMS 請求安排電話面試。即使電話面試失敗

或其他因素無法前往訓練，申請費用(美金

115元)概不退還。 

4. 學生需具備兩年內至少 TOEFL iBT 100 之英

語能力證明並通過電話面試，HMS 方能受理

申請。 

5. 學生返校後需完成繳交 case presentation，系

所與臨教部才會將成績登錄至本校系統。請

注意：未完成繳交者，該實習成績將不被採

計。 

6. 該校不保證提出申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

或錄取與否仍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

定。 

7.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

文件請依據該校官網(https://goo.gl/aG25PK)

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學生需自付研習相關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如需申請補助則依本校

最新之學生國際研習獎助要點補

助。 

1. 該校全校名額有限，採「先申請、先審查、

先分發」制度，不再特別保留名額給各校。 

2. 學生依該校規定備齊應繳必備文件之後，由

國際處統一將申請資料電子檔寄給對方。請

注意：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

齊全，國際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

如果有缺漏件或需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果

或前往訓練之時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3. 申請學生與夏威夷大學進行視訊面試。(面試

時間由夏威夷大學承辦人通知) 

4. 該校有英語能力證明之要求：(TOEFL iBT

成績須達 95(含)以上，且不得以 TOEFL 

PBT、CBT 或其他英文檢定成績代替。欲申

請者請先考 TOEFL iBT；再檢附托福成績

單。) 

5. 請注意：錄取學生需配合該校指定之實習日

期。學生無法自行選擇或安排欲實習日期。

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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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大學 研習費用及補助 申請方式與流程 

6. 該校不保證提出申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

或錄取與否仍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

定。 

7.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文

件請依據該校官網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

主。 

德州大學休士頓

健康科學中心 

(University of 

Texas-Houston 

Health Science 

Center) 

學生需自付研習相關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如需申請補助則依本校

最新之學生國際研習獎助要點補

助。 

1. 申請時需提供 USMLE Step 1 score report。 

2. 該校全校名額有限，採「先申請、先審查、

先分發」制度，不特別保留名額給各校。 

3. 學生需於預計前往訓練起始日前四個月完成

規定之程序與郵寄必備文件。請注意：學生

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齊全，國際

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

件或需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練

之時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4. 該校提供之 elective at the Lyndon B. Johnson 

Hospital (LBJ)，學生需自備交通工具。 

5. 該校不保證提出申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

或錄取與否仍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

定。 

6.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

文件請依據該校官網(https://goo.gl/KMavg3)

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Rutgers 

Bio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New 

Jersey, USA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 

1. 每學年至多 2位交換生，該校不保證提出

申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或錄取與否仍

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2. 請注意：錄取學生需配合該校指定之實習

日期與科別。學生無法自行選擇或安排。

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3. 申請時須提供已完成 completed training in 

Basic Life Support (BCL) 與 HIPAA 

training 之證明。 

4. 申請時須提供英文能力證明：TOEFL 550

或 TOEFL iBT 90 或 IELTS 7以上，不同

科別可能有不同英文能力要求，請符合該

校公告標準。 

5. 2015年尚未要求必備 USMLE Step 1 或

IFOM(International Foundations of Medicine 

Examination Program ) ，但若該校公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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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大學 研習費用及補助 申請方式與流程 

提供 USMLE Step 1或 IFOM，請依該校

最新規定為主。若屆時因為無法提供

USMLE Step 1 或 IFOM 而無法申請，學生

需自行負責，故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6. 學生需於預計前往訓練起始日前三個月完

成規定之程序與郵寄必備文件。請注意：

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齊

全，國際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

如果有缺漏件或需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

果或前往訓練之時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7. 在美國有效之至少$1,000,000 的醫療責任保

險(malpractice insurance coverage)為必備

文件。若依美國當地業者 The Academic 

Health Professionals Insurance Association 之

資料，四周之醫療責任保險(malpractice 

insurance coverage費用為美金 284元) 。 

8.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

文件請依據該校官網(http://rbhs.rutgers.edu/) 

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科隆大學

(University of 

Cologne) 

1. 免學費 

2. 住宿費由科隆支付 

3. 學生需自付其他個人費用 

1. 每學年至多 6位交換生，依校內徵選成績

順序，第 6名後則列備取等候遞補。 

2. 學生需自行上網並依照官網公告之時程

15th December for the next summer semester 

(April – September)；15th June for the next 

winter semester (October – April)完成規定之

程序與郵寄必備文件。請注意：學生需自

行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齊全，國際處

與相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

件或需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

練之時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3. 該校有德語能力證明之規定：Evidence 

of knowledge of the German language (min. 

level B1.1 according to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R). Required 

level 

for Gynecology,Pediatrics, Neurology, and 

Ophthalmology is at 

level B2.1 and C1.1 for Psychiatry. Details 

and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can be found on 

http://rbhs.rutgers.edu/
https://www.fremdsprachenzentrum-bremen.de/1072.0.htm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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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大學 研習費用及補助 申請方式與流程 

this site and on this table. 

4. 依據科隆承辦人來信，“A basic level of 

German knowledge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all other departments. Especially if 

students want to absolve a clinical training as 

final-year student (PJ). Without any German 

language skills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the patients.”，學生提出

申請前請務必謹慎評估。 

5. 該校不保證提出申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

理或錄取與否仍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

而定。 

6.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

文件請依據該校官網(https://goo.gl/llHCVy)

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朱拉隆功大學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 

1. 每學年至多 5位交換生，該校不保證提出申請

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或錄取與否仍需視實際

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2. 學生需於預計前往訓練起始日前三個月完成

規定之程序與提供電子檔必備文件。請注意：

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齊全，國

際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

件或需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練之

時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3.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文件

請依據該校官網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4. 申辦簽證時，需依照簽證核發單位之最新法規

提出相關佐證證明文件(例如：高醫同意推薦

之保證書、教育部核可立案證明…等)。建議同

學需提早申請簽證，如果因為簽證作業流程拖

延導致無法出國前往實習，學生需自行負責，

故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首爾大學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個

人費用 

1. 每年申請人數 5名，但該校採「先申請、先

審查、先分發」制度，故不保證提出申請定

會受理或錄取，受理或錄取與否仍需視實際

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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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

http://medfak.uni-koeln.de/20443.html?&L=1
http://medfak.uni-koeln.de/sites/MedFakDekanat/ZIB-Med/Incomings_Dateien/Overview_of_language_skills_-_version_1.2.pdf
https://goo.gl/llHC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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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是否正確且齊全，國際處與相關系所單

位不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件或需補件，導

致影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練之時段，學生需

自行負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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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文

件請依據該校官網(https://goo.gl/S1RLsf)或承

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筑波大學 

(University of 

Tsukuba)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個

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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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依該校規定備齊應繳必備文件。請注

意：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齊

全，國際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如

果有缺漏件或需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果或

前往訓練之時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3. 申請資格:需為最後一年級之醫學生 

4. 實習時間：4周(需實習 2部門，2周換實習

單位) 

5. 該校不保證提出申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

或錄取與否仍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

定。 

6.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文

件請依據該校官網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

主。 

京都大學 

(Kyoto 

University)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 

1. 每年申請人數 2名。醫學院甄選並決定推薦

名單，於前往見習前 3個月通知對方，該校

不保證提出申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或錄

取與否仍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2. 學生依該校規定備齊應繳必備文件。請注

意：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齊

全，國際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如

果有缺漏件或需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果或

前往訓練之時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3. 請勿選擇日本國定假日期間交換（時程請見

https://goo.gl/1rRDD或依該校公告為主） 

4.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文

件請依據該校官網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

主。 

https://goo.gl/1rR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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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應大學 

(Keio University 

)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 

1. 每學年至多 4位交換生，該校不保證提出申

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或錄取與否仍需視

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2. 學生需於預計前往訓練起始日前三個月完成

規定之程序與郵寄必備文件。請注意：學生

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齊全，國際

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

件或需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練

之時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3. 請勿選擇日本國定假日期間或該校放假期間

交換（時程請見 https://goo.gl/1rRDD 或依該

校公告為主）。 

4.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

文件請依據該校官網(https://goo.gl/h6jQGO)

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長崎大學 

(Nagasaki 

University)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 

1. 該校醫學部的交換項目的課程只有 Research 

Seminar (a program for medical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basic research and 

develop research skills.) ，無法進行實習等課

程。 

2. 每學年至多 2位交換生，該校不保證提出申

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或錄取與否仍需視

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3. 學生依該校規定備齊應繳必備文件之後，由

國際處統一將申請資料電子檔寄給對方並待

對方確認後郵寄紙本。請注意：學生需自行

確認繳交資料是否正確且齊全，國際處與相

關系所單位不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件或需

補件，導致影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練之時

段，學生需自行負責。 

4.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文

件請依據該校官網(https://goo.gl/5xDBWT)或

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信州大學 

(Shinshu 

University)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 

1. 108學年提供 1位交換生，該校不保證提出

申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或錄取與否仍

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2. 學生依該校規定備齊應繳必備文件之後，

由國際處統一將申請資料電子檔寄給對

方。請注意：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資料是

https://goo.gl/1rRDD
https://goo.gl/5xDB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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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正確且齊全，國際處與相關系所單位不

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件或需補件，導致

影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練之時段，學生需

自行負責。 

3. 請注意：錄取學生需配合該校指定之實習

日期（2019年 11月 5日至 11 月 29日）。

學生無法自行選擇或安排欲實習日期。填

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4.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

文件請依據該校官網或承辦人轉知最新公

告為主。 

神戶大學 

(Kobe University) 

1. 免研習費用 

2. 學生需自付住宿費用與其他

個人費用 

1. 每學年至多 1位交換生，該校不保證提出申

請定會受理或錄取，受理或錄取與否仍需視

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2. 學院甄選後由學生自行申請。請於預定前往

見習前 2個月提出申請並備妥申請文件郵寄

至神戶大學。請注意：學生需自行確認繳交

資料是否正確且齊全，國際處與相關系所單

位不負責檢視。如果有缺漏件或需補件，導

致影響錄取結果或前往訓練之時段，學生需

自行負責。 

3. 請注意：學生需自行安排研習期間在日本當

地之住宿。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4.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必備文

件請依據該校官網(https://goo.gl/TGjKUz)或

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三、 報名截止日期： 

    報名收件：延長至 107年 11月 20日星期二中午 12點止 

    報名完成後，以 email通知各項時程（含面試/成績公告/選填志願/參與海外 

    實習說明會時程等），請同學們務必留意收信，並確實回覆 email。 

 

四、 檢附資料(一式四份，正本 1份（語言檢定證書請帶正本查驗，影本檢附），複製 3份) 

(一) 醫學系前四年/後醫系前二年學業平均成績單，含名次排名。 

(二) 英語能力測驗證明。 

(三) 英文自傳(A4，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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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程序 

 請至醫學系網頁下載報名表，填妥後檢附相關資料，請於 11 月 15日前繳交至國際

學術研究大樓 4 樓行政辦公室。 

 甄選採用志願序方式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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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時間：另行以 email 通知 

公告面試成績：另行以 email 通知 

選填志願時間：另行以 email 通知 

海外實習申請說明會：另行以 email 通知 

 

承辦人員：黃尹亭小姐、蒲怡妤小姐、石美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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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07-3218309 

E-mail： inting@kmu.edu.tw ，yiyu@kmu.edu.tw ， shihmei@kmu.edu.tw 

mailto:inting@kmu.edu.tw
mailto:shihmei@k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