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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前注意事項(1/3)

• 各實習學校申請規定與流程皆可能隨時變動，因此公告資訊
僅供參考。相關規定與應繳文件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
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 不保證提出申請就一定會受理或錄取。

是否受理或錄取與否仍需視實際情況與該校決議而定。

• 甄選錄取名單公告後，恕不受理更換實習單位。

如遇同學放棄，名額不予遞補。

• 學生需自行前往實習學校官網或與實習學校承辦人聯繫瞭解
相關細節，並依照官網公告之受理截止日前（建議至少預計
前往訓練起始日前3~6個月）完成規定之程序並備齊申請所
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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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前注意事項(2/3)

• 因為疫情，需配合臺灣與實習學校所屬國家之規定進行檢
疫或隔離等相關防疫措施，提出申請前請審慎評估實習日
期與防疫措施執行時程。

• 線上申請(官網上填寫申請表或是E-mail提供申請文件電子
檔)或是紙本郵寄，請依各實習學校最新規定與公告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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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實習學校要求之申請文件需各學院/系所/其他校內或校外
單位主管用印或親簽，學生需自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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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前注意事項(3/3)

• 若實習學校要求需統一由原就讀學校單一窗口送出申請
，國際事務處將會統一協助送件申請。

• 如遇上述情況，請於官網公告之受理截止日前兩週將需
遞交之申請文件(請同時提供電子檔與紙本)送至國際事
務處。資料不全或逾期未繳皆不予受理。

• 英語能力檢定證明是否有特別規定的種類或考科、年限
、分數…等，請依各校規定為準。

• TOEFL iBT成績單自從2019年8月1日過後會列出兩年內
MyBest™ scores 。實習學校是否認同MyBest™ scores

，請依各校規定為準。



二、申請時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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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申請文件與實習相關事宜有疑義，可依各校提供之承辦人
聯繫資訊主動詢問。建議可同步副本給國際事務處夏伊姍
(Vivian)小姐(m1057002@kmu.edu.tw)與系所相關行政人員。

• 如聯繫過程中發生問題，請主動向系所或相關處室尋求協助。

• 實習學校不保證提供宿舍或接送機服務。學生需依各校規定，
自行辦理宿舍申請、簽證、兵役緩徵、機票、接機(送機)、體
檢、保險等個人事宜(需自行負擔相關費用與其他個人花費)。

• 部分學校會有建議或指定合作的保險業者或保障類別，請依據
各校規定購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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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後注意事項

• 實習學校受理申請後，多會透過E-mail通知是否錄取或
需補件。因此請自行留意並時常確認電子郵件。如因沒
有收信而錯過規定截止期限，學生需自行負責。

• 如遲未收到實習學校進一步通知，請主動聯繫實習學校
。必要時可向系所或相關處室尋求協助。

• 實習學校提供之錄取相關文件(例如：入學通知書、簽證
、交換實習證明…等)，請務必自行核對資料是否正確。
如果資料有誤，請儘速主動告知實習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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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習期間注意事項

• 實習期間請與原就讀學校之導師、行政人員、親友等保持

密切聯繫，並留意在交換學校之行為舉止。

• 請遵守交換學校之規定(服裝、門禁)並請勿任意缺席。

• 如有重大變動(例如：臨時更改實習科別、變更個人聯繫

資料(手機、住所、E-mail)…等)，請盡快通知國際事務處

夏伊姍(Vivian)小姐(m1057002@kmu.edu.tw)、系所師長、

與相關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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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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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績單

• 請主動提醒並告知實習學校，成績單收件單位為所屬系所

(電子檔或紙本皆可)。請勿擅自郵寄至其他單位或自行帶回。

• 成績單格式不限，可依實習學校之制式表格提供。

• 如需原就讀學校提供高醫制式之成績單格式，請向所屬系所

詢問並索取。

• 外放南韓首爾大學的學生，請主動把高醫制式之成績單交給

當地指導老師填寫。完成後請老師彌封並讓學生自行帶回並

繳交給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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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繳交研習報告

• 返校一個月內請繳交研習報告一份

(格式不拘，紙本與電子檔各一份，內容A4紙張至少兩張
，1000字以上)，應包含以下項目：

- 學校簡介

- 國外研習之課程學習(課內)

- 國外研習之課程學習(課外)

- 研習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 感想與建議

- 相片(至少三張貼進word檔，含說明，需另提供電子檔
原始檔案)

• 未依規定繳交研習報告者，該實習成績將不被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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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美國哈佛大學 (1/2)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開放受理時間未定。

• 學生需於受理截止日前自行前往該校官(https://goo.gl/aG25PK)

線上申請且需郵寄紙本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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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佛端聯繫師長：陳美瑜醫師(meilee@rics.bwh.harvard.edu)。

• 繳交申請文件之前，學生必須主動去電Registrar’s Office

(617-432-1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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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已繳交的費用概不退還。

• 電話面試預計安排在每週二上午10：00-11：30以及

每週四下午12：30-14：30。

• 學生需自行辦理簽證-Business Visa (B1) 。

mailto:meilee@rics.bwh.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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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美國哈佛大學 (2/2)

• 學生需具備兩年內至少TOEFL iBT 100之英語能力證明且
通過電話面試，HMS方能受理申請。是否採認TOEFL

iBT MyBest™ scores請依照該校規定為準。

• 學生返校後除了需繳交研習報告一份，另需完成繳交case 

presentation給陳美瑜醫師(meilee@rics.bwh.harvard.edu) 並
副本給Vivian (m1057002@kmu.edu.tw)。

• 兩者皆完成繳交後，系所與臨教部才會將成績登錄至本校
系統。請注意：未完成繳交研習報告與case presentation

者，該實習成績將不被採記。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轉知最新
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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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
美國德州大學休士頓健康科學中心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開放受理時間未定。

• 該校官網(https://goo.gl/KMavg3)。申請時需提供
USMLE(美國醫師執照考試) Step 1 score report。另有英文
能力要求(請參見官網)。

• Verification that you have completed all your clinical rotations 

which include OB/GYN, Pediatrics, Surgery, Psychiatry, 

Internal Medicine, and Family Medic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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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該校提供之elective at the Lyndon B. Johnson Hospital (LBJ)，
學生需自備交通工具。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轉知最新公
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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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美國夏威夷大學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開放受理時間未定。

• 該校官網 (https://jabsom.hawaii.edu/globalhealth/)

• 申請學生必須與夏威夷大學進行skype interview。
(面試時間由夏威夷大學承辦人通知)。

• 該校有英語能力證明之要求：(TOEFL iBT成績須達96(含)

以上，或其他同等英文檢定成績，詳情請見該校官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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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轉知最新
公告為主。～

https://jabsom.hawaii.edu/global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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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德國科隆大學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暫訂2021年4月1日起開放受理申請。

• 該校官網(https://goo.gl/llHCVy)。

• 學生需自行上網確認並依照官網公告時程15th December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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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ter semester (October – April)完成規定程序與郵寄必備文件。

• 需具備德語能力檢定證明，不同科別有不同德語能力之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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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hthalmology, 

Radiology/Diagnostic Imaging, and Forensic Medicine is at 

level B2.1 and C1.1 for Psychiatry. Details and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can be found on this site and on this table.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https://goo.gl/llHCVy
https://www.fremdsprachenzentrum-bremen.de/1072.0.html?&L=1
https://medfak.uni-koeln.de/en/international-affairs/studies-in-cologne/studying-for-one-or-two-semesters/language-skills
https://medfak.uni-koeln.de/sites/MedFakDekanat/ZIB-Med/Incomings_Dateien/Overview_of_language_skills_-_version_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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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開放受理時間未定。

• 請於預定交換前3~6個月提出申請。僅需提供申請文件電子檔。

• 申請簽證必備文件與注意事項 (每年情況與要求可能都會不同)

1) 需提供朱拉隆功大學一個月內的acceptance letter ，信件抬頭要
寫To 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

2) 高醫的保證書，需學院院長簽章。(請主動洽詢本處)

3) 教育部核可立案證明。(請主動洽詢本處)

4) 至泰國辦事處網站下載表格填寫然後貼上大頭貼+身份證影本，
並準備好護照與簽證費。

5) 建議親自前往台北辦理簽證(學生簽證無法請旅行社代辦)。
6) 依據學生經驗，收件時間是9：00-11：30。上午收件，下午領

件，當天可辦好。但仍須視實際情況與最新法規而定。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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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南韓首爾大學

• 該校官網(https://goo.gl/S1RLsf)。

• 外放此校的學生，請主動把高醫制式之成績單交給當地指導
老師填寫。完成後請老師彌封並讓學生自行帶回並繳交給系
所。

• 請於預定前往交換前3～7個月線上提出申請並上傳必備文件。

• 錄取學生需配合該校指定之實習日期與Orien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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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
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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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日本筑波大學

需填寫學院資料並由學院院長簽章

•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暫訂2021年4月1日起開放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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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日本京都大學

• 請依規定於預定前往交換前3個月備妥並e-mail申請文件電子檔。

• 請勿選擇日本國定假日期間或該校該校規定不受理期間前往實
習（時程請見https://goo.gl/1rRDD或該校公告）

• 學生可能需自行安排住宿。該校有提供以下網址供參：
- Basic information: https://reurl.cc/LdaroX

- Short-term accommodation information: https://reurl.cc/3LKEAX

• 該校要求必須學生持有A Short-Term Stay Visa (短期滞在)，詳情
請見以下連結：
https://www.mofa.go.jp/j_info/visit/visa/process/short.html

•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
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https://reurl.cc/LdaroX
https://reurl.cc/3LKEAX
https://www.mofa.go.jp/j_info/visit/visa/process/sh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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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日本慶應大學 (1/2)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暫訂2021年4月1日起開放受理申請。

• 該校官網(https://goo.gl/h6jQGO)。部分科別有最多可實習週
數規定，請參見官網。

• 2019年該校要求學生提供TOEFL iBT作為英文能力佐證。
是否採認TOEFL iBT MyBest™ scores請依照該校規定為準。

• 請勿選擇日本國定假日期間或該校該校規定不受理期間前往
實習。（部分科別可能有其他特殊規定）。

• 請於預定前往交換前3～11個月提出申請。往例需先通過
online pre-screening後並收到通知方能郵寄紙本申請文件。

• 慶應大學申請表需由學院院長親簽並蓋醫學院之章戳。
範例如下頁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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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日本慶應大學 (2/2)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
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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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日本長崎大學

• 該校醫學部的交換項目的課程只有一般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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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該校課程分為春季班與秋季班。
請配合該校受理申請之時程，並依規定線上完成申請。

• 依據往例約2021年4月底之前公告受理申請2021年秋季班；
依據往例約2021年10月底之前公告受理申請2022年春季班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
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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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日本信州大學

• 此次甄選該校至多收2名學生，外放日期為2021年10月25日
(星期一)至2021年11月19日(星期五)。學生無法自行調整或變
更，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 學生收到conditional offer後兩週內需提供international travel 

insurance (health and personal liability)。 (It must cover 

medical fees and compensation costs claimed during his/her stay 

in Japan.)逾期未繳將取消錄取資格。

• 該校申請截止日期為2021年6月14日(星期一) 。高醫校內截止
收件日期為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
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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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日本神戶大學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暫訂2021年4月1日起開放受理申請。

• 該校官網(http://www.med.kobe-u.ac.jp/elepro/ )。

• 請於預定前往交換至少前6個月提出申請。需郵寄紙本申請文件。

• 請勿選擇日本國定假日期間或該校該校規定不受理期間前往實
習。（請參見官網，建議避開三月）。

• 學生須自理住宿相關事宜。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轉
知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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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英國格拉斯哥大學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開放受理時間未定。

• 該校官網(https://goo.gl/LK3fVp)，每學年至多2位交換生。

• 本校醫學生未曾前往該校實習，可能會隨時更新申請要求或
規定學生配合該校指定之實習日期。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 英語能力證明之規定：IELTS (Academic for UKVI) – overall 

score of 7.0 with no subtest below 7.0 (dated within two years of 

proposed start date of elective)。

• 學生需於預計前往訓練起始日前5～11個月完成規定之程序與
郵寄必備文件。

• 外放期間為4至6週，只能選擇一個科別。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
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https://goo.gl/LK3f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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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
日本愛媛大學、南韓釜山大學

• 此兩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開放受理時間未定。

• 此兩校個別每學年至多4位交換生，日本愛媛大學希望學生安
排在同一時間一起前往該校前往實習。

• 本校醫學生未曾前往該校實習，可能會隨時更新申請要求或
規定學生配合該校指定之實習日期。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 送出申請表時建議可一併提供高醫格式的成績單。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辦人
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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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南韓亞洲大學

• 此次甄選該校至多收4名學生，外放日期為2021年7月1日
(星期四)至2021年7月31日(星期六)。學生無法自行調整
或變更，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 本校醫學生未曾前往該校實習，可能會隨時更新申請要
求或規定學生配合該校指定之實習日期。填寫志願時請
審慎評估。

• 申請時須提供英文能力證明：TOEFL 71以上、或CET 

level 6以上、或IELTS level 6以上、或其他同等級語言檢
定證明。是否採認TOEFL iBT MyBest™ scores請依照該
校規定為準。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
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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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特殊規定-日本東京醫科大學

• 該校目前暫停受理申請，開放受理時間未定。

• 該校官網(http://www.tokyo-med.ac.jp/international/english )。

• 該校為本次甄選新增學校，可能會隨時更新申請要求或規
定學生配合該校指定之實習日期。填寫志願時請審慎評估。

• 請於預定前往交換至少前6個月提出申請。

• ～以上資訊僅供參考，最新規定請依據該校官網或該校承
辦人轉知最新公告為主。～

http://www.tokyo-med.ac.jp/international/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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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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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 (2/9)

國際事務處->國際研習服務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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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 (3/9)

官網連結： https://goo.gl/aFM72n

https://goo.gl/aFM72n


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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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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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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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 (7/9)

點選「D.8.01.學生國際交流出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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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 (8/9)

⚫ 申請前請務必先詳閱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要點、獎勵標準及

各學院相關規定。

⚫ 申請表列印完成後，請連同所有必備文件先送至系院進行初審，

並依序完成申請表上之各欄位核章。

(建議同學出國前5-6週前送達系院初審)

⚫ 申請表決行後，將由國際事務處發電子郵件通知學生補助結果

⚫ 請確實於出國前三週繳交申請表及其他必備文件至國際處，並

於返國後兩週內繳交電子檔心得報告及所有核銷相關資料至國

際事務處，逾期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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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內補助-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 (9/9)
如何查詢補助費用是否入帳

國際處無法查詢個資，請
同學自行確認是否已經入
款及入款到哪個帳戶

點選D.6.04付款資料查詢，確認學校出納付款日期及存入金額。
帳號/支票為學生本人核銷提供的帳戶資料



38

校內承辦人資訊

國際研習服務獎勵補助相關 –

國際事務處-學生交流組

謝昀杉小姐

- 分機2858

- E-mail : R091055@kmu.edu.tw

醫學院-

魏欣怡小姐

- 分機2137/2336 #16

- E-mail: shinyi@kmu.edu.tw

潘姲蓁小姐

- 分機2137/2336 # 413 

- E-mail: ytpan@gap.kmu.edu.tw

陳冠璇小姐

- 分機2137/2336 # 52

- E-mail: khchen@kmu.edu.tw

總機電話：+886-7-3121101撥通後轉承辦人分機

國際事務處-學生交流組

夏伊姍小姐

- 分機2856

- E-mail : m1057002@kmu.edu.tw

- Skype：m1057002

- Line：ogavivian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