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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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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勵學大樓二樓

教務處網站QR Code

• 有關各項研究生申請時程，皆依學校行事曆為主，請各位同學務必
查閱行事曆，行事曆公告至教務處網頁中。

• 本處所有訊息通知皆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學校給予學生信箱
（u學號@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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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休、退學

•復學

•轉所

•雙重學籍

•逕修讀博士

•雙聯學制

• 選課(包含校

際選課)

• 暑修

• 學分抵免/採

計

• 繕製成績單

• 期中、期末

考作業

• 學位論文口試

申請

• 博士候選人資

格申請

• 畢業預警與資

格審查

• 學位證書核發

•各類中、英

文證明文件

申請

•學生證製發

•教室借用

•研究生入學、

在學獎學金

學籍管理 課程/成績 畢業/學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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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學生資訊系統：

D.1.29.各類證明書申請（含成績單）

➢自動化服務：勵學大樓1樓、2樓，皆有設
置自動化機器可申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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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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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務資訊系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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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

➢ 維護主指導教授/共同指導教授名單
➢ 碩博士班英檢畢業門檻通過與否證明
➢ 博士生候選人Research committee名單和每年進度報告
➢ 研究生發表期刊論文及參與學術研討會

查閱
➢指導教授所屬研究生人數及研究生的成績
➢入學/休學/復學/畢業期間資料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名單

下載 博士班/碩士班論文考試及各類申請書

預警
➢畢業英文門檻/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

學生校務資訊系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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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預警系統

預警燈號

英檢畢業門檻 F - 未規定 通過

碩士畢業年限預警燈
4年級(含)
以上

3年級
2年級(含)

以下
-

博士畢業年限預警燈
(一般生)

6年級(含)
以上

5年級
4年級(含)

以下
-

博士畢業年限預警燈
(在職生)

9年級(含)
以上

8年級
7年級(含)
以下

-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預警
入學
5年

入學
4年

入學
3年以下

通過

博士候選人研究進度報告 博士候選人年度進度報告登錄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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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畢業證書
需於7月31日前通過學位考試，並完成所屬系、所及學位
學程畢業要求規定之研究生，應繳交學位論文紙本、全
文電子檔並於辦妥離校程序後，教務處始得發予學位證
書。

登錄指導教授名單日期

*碩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註冊後 3 月底之前，
*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註冊後 10 月底之前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
開始：上、下學期開學日起
結束：上、下學期第二週結束止

學位論文考試申請

開始：上、下學期開學日起
結束：上、下學期第八週結束止

研究生重要期程

※上述相關期程，依當學年度公告之行事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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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1/2)

1. 學生應於入學第一學期至「臺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
過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學生須出示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之
「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方得申請
學位口試。

2. 研究所學生於口試申請時需檢附
「 Turnitin論文原創性比對報告」紙本
比對結果(需含學生及指導教授簽名)，
並於學生資訊系統「論文原創性比對報
告」欄位填寫比對結果。

3. 繳交畢業論文時需將「無違反學術倫理
聲明書」裝訂於紙本論文中。

一、學生面

https://ethics.nctu.edu.tw/
https://ethics.nctu.edu.tw/news/detail/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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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面-學位論文審查機制

1. 學生學位論文審查，係依據本校訂定之「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辦理。

⚫ 第三條： 106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須檢附「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
中心」網站之「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

⚫ 第十二條：學位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經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並依本校學生獎懲準則規定辦理之。

⚫ 第十七條：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依本校
「高雄醫學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
其要點另訂之。經調查屬實者，撤銷其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
證書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
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學術倫理(2/2)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7%A0%94%E7%A9%B6%E7%94%9F%E5%AD%B8%E4%BD%8D%E8%80%83%E8%A9%A6%E8%BE%A6%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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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入學/在學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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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入學獎學金

獎勵方式 申請資格(擇一)

第一學年學雜費全額獎
學金

本校學生通過系所甄選並錄取原甄選系所碩士班之預研生

本校及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畢業，智育成績之畢業排名在前20％內

本校及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畢業，智育成績之畢業排名在前30％以內，參加本校
甄試或考試獲錄取且成績在原正取排名前30％內

同時錄取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

新台幣二萬元 本校畢業生，大學智育成績之畢業排名在30％內

新台幣一萬元 本校畢業生，大學智育成績之畢業排名大於30％且在50％內

15※法規：本校「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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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優秀預研生獎學金

獎勵方式 申請資格(擇一)

碩士班第一學年
核發新台幣十二萬元獎學金

本校學生通過系所甄選並錄取原甄選系所碩士班
之預研生

16※法規：本校「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

(108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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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入學獎學金

獎勵方式 申請資格

經審核通過者，核發第一學年學雜費
全額獎學金

通過本校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審核之學生

經甄試或考取本校博士班或博士學位學程學生

經審核通過者，核發50％學雜費獎
學金，最多得獎勵四學年

與校外機構合辦之博士學位學程學生

17※法規：本校「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



(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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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全時研究生獎學金

獎勵方式 申請資格

經審核通過者，每學年核發學雜費

全額獎學金。

與校外機構合辦之博士班學生，每

人每學年予以核發50%學雜費獎學

金。

 就讀本校博士班二、三年級全時學生

 就讀本校博士班四年級，且於當學年度前通

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全時學生

※法規：本校「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



19

科技部 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法規：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要點」

獎勵方式 申請資格(擇一)

每名博士生
每月獎學金
至少新台幣
四萬元，獎
勵期間自博
士班一年級
起至博士班
四年級止。

通過本校逕修讀博士學位審核之學生，在學期間曾參與國內外學術
研討會並曾發表研究論文報告，且指導教授獲有科技部計畫者。

入學前三年於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發表一篇以上論
文者(以本校或非本校名義發表皆可)，且指導教授獲有科技部計畫者。

備註：領有本項科技部獎學金者，不得再領取本校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中
之博士班入學獎學金及全時研究生獎學金。

(1年48萬*4年=19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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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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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聯
學校

01

02

03

04

05

瑞典
烏普薩拉大學

Uppsala 
University

美國加州大學
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法國
艾克斯馬賽大學

Aix-Marseille University

匈牙利賽格德大學
University of Szeged

澳洲格里菲斯大學
Griffith University

推動雙聯學位，提升國際移動力

※自100學年度起，本校已有17位學生就讀雙聯學制博士學位，
已有9位學生取得雙聯學制博士學位。

04

06

美國
希望之城艾瑞&蔓拉生物科學研究院
Irell & Manella Graduate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City of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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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

1.碩士班學生

2.大學部應屆
畢業生

跳升博士班躋
身高等研究殿
堂

不必四處征戰

高額獎學金補助

在这里添加
内容详情在
这里添加内

容详情

直攻博班

依各系所規定
辦理

申請時間

申請資格

**法規** 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省時

省錢

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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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轉所

辦理時間

申請資格

申請方式

法規

➢每年7月份

➢修業滿一年以上
➢符合轉入系所之申請條件

➢填具轉所申請單，需經原系所同意後，並
通過轉入系所之審查，由校長核定後公佈

➢碩、博士班研究生申請轉所辦法
➢各系所轉所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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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

✓ 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要點

✓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
施要點

✓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
考試準則

✓ 研究生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
施要點

✓ 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要點

✓ 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研究生相關法規

※請上高醫法規資料搜尋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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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參與國際研習
相關補助

主辦單位：國際事務處



2

出國研習?

可以申請補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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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赴海外研習-申請補助

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含線上)

碩博士學生赴國外機構研究
(高醫千里馬百里駒)

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



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辦法

4



5

高醫首頁->行政單位->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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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習服務獎勵辦法

8



學生國際研習獎勵要點、各院規定、獎勵標準及相關表單下載

9

1.最新年度獎勵標準
2.核銷文件準備清單
3.申請流程懶人包



110年度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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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學生國際研習服務獎勵標準

11



申請流程

12



申請流程懶人包

13

上網填寫申請

表(AB表)

列印並送至系

/院承辦單位

進行初審

送至國際處及

其他校內單位

進行複審

電子郵件寄送

審核結果通知



WAC系統首頁(高雄醫學大學校務資訊系統)

14



15

點選“D.8.01.學生國際交流出國申請”

點選 “D.8 國際交流”點選 “D.8 國際交流”



16

1. 選取”出國事由”
的下拉選項

2. 點選“新增”按鈕

3. 在此表單依序填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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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補助計畫與單位請依照申請之獎勵項目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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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出國研習服務補助之必備文件無須手動勾選，會由預設
系統在列印申請表時依照申請學生的出國事由自動帶出顯示。

 若有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可手動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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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表單後，點選“存檔”按鈕，
即可儲存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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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點選「參加國際研習服務獎勵補助申請」，
即可列印出表格。



其他注意事項

21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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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表列印完成後，請連同所有必備文件依序完
成申請表上之各欄位核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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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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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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線上國際研習補助

一.因全球疫情影響，國際會議多改為以線上視訊
方式進行。

二.若有同學將以海報/口頭發表論文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之身分參與國際會議，歡迎以專案簽呈
方式申請註冊費補助，相關資訊請洽國際處網
站公告。

三.若是參與國際「視訊」會議，則可申請會議註
冊費補助，補助原則以補助學生實際出國之
50%為上限。(請參考國際研習服務獎勵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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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線上國際研習補助

請洽國際處網站公告-國際視訊會議
註冊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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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線上國際研習補助之相關文件

準備好文件後，請於國際會議前兩週將
電子檔資料寄給國際處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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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本國籍碩博士學生赴國外機構
研究作業要點

(高醫千里馬百里駒)



公告

26

國際處每年會公告收件，詳細資
訊可參照國際處網站。



獎勵本國籍碩博士學生赴國外機構
研究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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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本國籍碩博士學生赴國外機
構研究作業要點

28



相關文件下載

29

1.申請表
2.作業要點
3.研究成果報告格式



申請流程

30



申請流程懶人包

31

準備資料

列印並送至系

/院承辦單位

進行初審

送至國際處及

其他校內單位

進行複審

電子郵件寄送

審核結果通知



申請文件

32



其他注意事項-學生易忽略規定

33

一.每一學制的學生在學期間以獎勵一次為原則。
二.請務必先向政府機構提出補助申請，獲得政府獎

助不得申請本補助
三.核銷文件如以郵寄方式繳交，國際處須於收件期

限為主，非以郵戳為憑。
四.獎助金核發約需4-6週工作日，國際處無法在送

出核銷文件後追蹤進度，請學生自行上總務處
系統確認。



如何查詢獎助金是否入帳

34

完成核銷後約4-6週，點
選”D.6.04 付款資料查詢”

點選 “D.6 出納資訊”



如何查詢獎助金是否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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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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承辦人員聯絡方式

36

國際事務處(勵學大樓4樓)

學生交流組組長: 郭昶志 副教授

承辦人員: 謝昀杉 組員

電子郵件：R091055@kmu.edu.tw

分機：2856



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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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類型

38

學海飛颺
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不包括大陸地區及
香港、澳門）修讀學分。

學海惜珠
選送勵學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不包括大陸地
區及香港、澳門）修讀學分。

學海築夢
選送學生赴國外非新南向國家之企業、機構進行職
場實習（不包括大陸地區及香港、澳門）

新南向學海築夢
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之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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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處每年1月會依據教育部最新學海計畫要點舉辦校
內說明會輔導本校師生申請本計畫，並於期限內報部
提交申請。

二. 學海築夢計畫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原則上每年徵
件2次，但仍須視教育部視其當年度經費預算而定。

三.更多細節可洽本處官網學海系列計畫專區
(https://goo.gl/g9NBZe)。

承辦人員: 黃詩婷 組員

電子郵件：sallyiean@kmu.edu.tw

分機：2855

https://goo.gl/g9NB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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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簡介

報告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高雄醫學大學
110學年度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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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分機) 服務項目

生活輔導組
(2823、2018)

宿舍業務、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弱勢學生助學
金(含生活助學金、低收免費校內住宿及校外住宿
租金補貼)、各類獎助學金(研究生獎助學金、清寒
優秀研究生助學金等)、緊急紓困金、愛心餐券、
境外學生服務、校內工讀相關業務

課外活動組(2114) 社團、學生會輔導

衛生保健組(2117)
緊急傷病處理、健康促進活動、學生特別門診、學
生平安保險、僑生健保、校內餐飲衛生稽查、輔具
借用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2121) 心理諮商、心理測驗、心理健康活動(2121)

職涯發展組(2280) 職涯諮詢、就業輔導、職涯活動

軍訓室(2114) 校園安全、校外賃居、兵役相關業務、軍訓教學、
遺失物處理、學生請假

學務處組織與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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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獎助學金

 研究生獎學金
一、博士班一、二、三年級，碩士班一、二年級由各系、所

主管推薦之優秀研究生。

二、一年級新生第一學期不得申請。

 研究生一般助學金
• 未在校內外有全職薪工作且願意學習教學或行政相關事務者，皆可填具
申請書向各系、所申請。(106學年度起入學，且領有本校優秀外國學生
校內獎學金A類或政府機關核發之台灣獎學金或華語文獎學金之外籍博
士生不得申請)。



5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5

生輔組-研究所一般助學金

項目 申請資格 發放月份 發放金額

研究生一般
助學金
(博士生)

博士班一、二、
三年級，未有全
職薪工作之研究
生得申請研究生
助學金。

每學期申請，按月核發
博一：11個月
博二：12個月
博三：11個月

每月5,000元

研究生一般
助學金
(碩士生)

未有全職薪工作
之碩士班一、二
年級研究生。

每學期申請，按月核發
研一：11個月
研二：11個月

每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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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
• 家庭年所得低於新台幣95萬元，非專職工作之研究生，皆可
填具申請書送各學院審查。

 緊急經濟需求
• 經濟緊急陷入困境可申請愛心餐券
• 父母或本人遭逢重大變故可申請緊急紓困金

 學雜費減免
• 請見本校學雜費減免資訊頁(路徑:高醫學務處-生輔組-學雜費
減免)，內容包含申請流程、可申請減免對象及申請所需資料。

生輔組-助學措施



7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7

僑生週開幕
 僑陸生出入境、居留證申請

 新進僑生、陸生體檢、環境認識等入學輔導

 僑生獎助學金申辦

 境外生生活輔導溝通關懷會議

 僑生社團(僑聯會、大馬會、港澳會)會務與
活動輔導

 僑生工作證申請、境外生工讀
• 聯絡電話:   (07)3121101-2018王繼國先生

境外學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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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
尊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

• 性別尊重、友善校園。

• 校園性平事件申請調查/檢舉管道
• 性平會申請調查的聯絡窗口-生輔組李小姐

(07)3121101#2823
• 亦可撥打校安專線(24小時專線)

(07)3220809尋求及時的協助。

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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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服務
 學校宿舍

– 研究所申請時間7/12~7/18，超過時間想再申請者，僅
能候補宿舍剩餘床位，候補相關資訊將於9月中旬公告在
本校學務處 - 生輔組 - 宿舍輔導 - 宿舍公告網頁中。

– 本校提供研究生床位較少，請同學多加利用校外賃居資
訊。

 校外賃居
– 租屋資訊提供：學校資訊系統D.2.0.99租屋資料查詢、學務處諮詢

– 賃居安全宣導：每學期辦理賃居生座談會、學務處賃居資訊站網頁

– 租屋糾紛調解：學務處軍訓室劉允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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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緊急聯絡電話
07-3220809請輸入手機

 駐校警衛隊：07-3121101 # 2188
 A館宿舍保全：07-3121101 # 2551
 附設醫院急診室：07-3208249
 盜警及交通事故報案中心：110
 火警或報警緊急電話：119
 十全派出所：07-3232000
 十全消防隊：07-3117716
 反詐騙專線：165

緊急協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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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院學安人員列表

學 院 學安人員
醫學院 黃建嘉、簡皇娟
口腔醫學院 程言美
護理學院 郭添漢
藥學院 劉治強

健康科學院 劉秦豪、邵國文

生命科學院 劉允文
人文社會科學院 王占魁

軍訓室-各學院學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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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非法下載軟體
• 留意智財權相關之法律問題，不得以BT、FOXY、Emule 等軟體，

進行非法下載受智財權保護之軟體、電影或MP3等資料，以免觸
法受罰。

• 本校已阻擋此類P2P軟體。
 禁止非法影印教科書

• 著作權法對於「合理使用」規定
• 影印數量少，佔教科書整體比例不大，且對教科書市場影響有

限，不必得到授權即合法使用。
• 但整本、化整為零或分批影印，則很難被認可為「合理使用」，

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軍訓室-尊重智慧財產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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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防範詐騙小叮嚀
1. 詐騙集團可竄改來電顯示號碼，故來電號碼不
可信；遺失身分證請務必掛失，避免遭利用成
為人頭戶。

2. 自動提款機只能轉帳、提款、繳費，絕對沒有
辨識身分及取消分期付款設定及轉入之服務，
小心謹慎並仔細求證，就能守住存款避免受騙。

3. 如發覺自己可能受詐騙請速撥165專線，或向
學務處請求協助(校安專線:07-32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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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兵役相關須知說明

◎今年入學研究所新生，未服役者辦理緩徵、已服役者辦理儘

召及免服役，繳交辦理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

◎ 83年次以後出生之同學(役男)，已完成分階段4個月之軍事

訓練者，需繳交辦理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

◎請同學自行至學務處網站下載--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

(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各類表單)

◎請班代於9月30日前將資料收齊，送交學務處軍訓室郭添漢

校安組員辦理。

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E5%90%84%E9%A1%9E%E8%A1%A8%E5%96%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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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師提供服務
– 個別諮商/詢
– 團體諮商
– 班級輔導
– 心理測驗及追蹤輔導
– 心理衛生活動
– 輔導股長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諮商輔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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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地點
 學輔中心:

-諮商室與團體空間(聊．癒空間)：國際學術研究大樓1樓(近東側花架)
-辦公地點：濟世大樓一樓CS103(學生會對面)

 資源教室：濟世大樓一樓CS118 (學生會隔壁)

 聯絡方式
 電話: 學校總機07-3121101  轉分機2121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8:00～12:00; 13:30~17:30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諮商輔導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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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對象
– 領有教育部、各縣市政
府鑑輔會證明文件或身
心障礙手冊等待提報者。

• 服務項目

學輔中心-資源教室

• 資源教室

•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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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費：912元
 分上下學期各繳406元，政府補助100元
 保險給付項目：
• 身故保險金、校園特定意外身故、殘廢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含重
大燒燙傷保險金、住院醫療保險金、住院外科手術給付、意外傷害
事故門診醫療保險金)、食物中毒保險金、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

 理賠申請時效：

• 自疾病或意外事故發生後兩年內皆可提出申請。

 理賠申請手續：

• 至衛保組諮詢理賠事宜並檢齊相關文件:

• 1.申請書、2.診斷證明書、3.就醫收據、4.私章、5.匯款金融帳號、6.學
費繳費單、7.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衛保組-平安保險



19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19

• 僑生如在校加保，保險費列入學校每學期學雜費之繳款單內，並於註冊
時一併繳納，健保局將按月開具繳款單，保險費由學校按月向轄區健保
分局彙繳。第一學期繳納9月至次年2月之保險費，第二學期繳納3月至8
月之保險費。

• 初次入境僑生依規定於前6個月必須參加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並於取得
居留證滿180天後強制加入全民健康保險，若期間需出境以1次未滿30天
為限。

• 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者(或有直系血親親屬可依附投保)，依法應以眷屬
身分依附參加健保或至戶籍地之公所投保，不能參加學校健保及僑保。

• 如僑生在健保期內畢業、休學、退學，但其居留證仍在有效期限內，學
校將不再代為加保，該學生必須自行前往在臺居住地所屬公所或全國任
一健保署投保。

• 清寒僑生得至衛保組填寫補助申請表及檢附清寒證明，審核通過後由僑
委會補助半額健保費。

衛保組-僑生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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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入境僑生：
依規定於前6個月必須參加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且只能參加一次
費用：560元/6個月

陸生、尚未符合健保資格之僑生：
自由選擇參加團體外籍學生健康保險(商業保險)
費用：500元/1個月，自行選擇參加月份

申請理賠注意事項：
• 至衛保組索取保險理賠申請書

• 1.診斷證明書、2.就醫收據、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僑生居留證/陸生入台
證、4.存摺影本

• 備好以上文件送至衛保組申辦

衛保組-僑生保險、商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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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組-特別門診
• 掛號

• 看診地點：高醫附設醫院A棟3樓家庭醫學科門診/南棟一樓精神科門診

• 看診時間：家庭醫學科-週一至週五，中午12:30至下午1:30 止(例假日&寒
暑假休診)/精神科周二上午8:30-12:00、周四下午1:30-5:00

• 可享看診費75元優待價(使用APP繳費機台無法辨識學生身分，請攜帶學生
證至批價櫃台採人工繳費，才有學生優待)

• 臨櫃掛號：看診日上午7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止
– 請攜帶健保卡及學生證至高醫附設醫院掛號窗口掛號
– 診別請填寫高醫學生特診

• 網路掛號：http://www.kmuh.org.tw/
– 請由附院網頁→家庭醫學科下午診→高醫學生特診

→精神科周二上午診、周四下午診→高醫學生精神科特別門診

• 看診及就醫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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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諮詢與線上職涯探索
瞭解您的性格 MAPA線上性格測驗！
http://mapa.kmu.edu.tw
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 UCAN職能測驗!
http://ucan.moe.edu.tw
就業輔導與職涯活動
加值您的職涯知能
參加就業博覽會、徵才說明會、模擬面試、企業
職場參訪及職涯系列講座等相關之職涯活動。

 「職涯學堂」提供小班制諮詢服務
諮詢&報名地點：學務處職涯發展組辦公室
報名方式:至職涯組填寫預約表單，滿5人即可進

行諮詢服務。

職涯相關問題，請至職涯發展組（國研大樓1F）諮詢 職涯加值系列講座

校園徵才博覽會

職涯輔導



23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深耕計畫協助對象及項目

深耕計畫獎助金項目 獎助學金

學業精進獎助學金 每學期 5,200~20,000元

向學助學金 每個月 3,000~6,000元

補助報名/認證費 每張證照 上限4,000元

證照獎勵金 每張證照 2,000元

鼓勵就業獎勵金 每學期 6,000元

就業媒合獎勵金 每年度 2,000元

社會回饋獎助金 每年度 6,000元

安定生活助學金 每學期 2,000元

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5. 原住民學生

6. 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

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7. 懷孕學生、撫養未滿3歲子女學生

8. 家庭突遭變故，經社工人員訪談審定通

過後需協助之本校學生

• 環境協助

• 學習協助

• 身心協助

• 夢想協助

• 就業協助

非經濟類協助 經濟類協助
• 生活協助

• 深耕計畫獎助金

承辦單位: 學務處職涯組
(國研大樓郵局ATM旁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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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社團，可以………

• 排解功課與研究壓力
• 建立豐富人脈
• 訓練第二專長
• 培育軟實力
• 贏在就業起跑點
• 歡笑天天有

除了讀書，還能做什麼…課外活動組



25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25

課外活動組及社團介紹
課外活動諮詢：
課外活動組：濟世大樓1樓學生事務處
學生會辦公室：CS116
社團辦公室：濟世大樓B1、B2

社團介紹：
社團總數：學生會、系學會20個、社團數80個（共101個）
社團屬性：學藝性、康樂性、音樂性、體能性、服務性、

聯誼性
社團網頁：課外活動組網頁>社團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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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26

社團入門的第一步
社團嘉年華：
活動日期：110年9月17日（星期一）下午12:30
指導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主辦單位：學生會
活動內容：活動詳情另行公告

屆時是否辦理依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疫措施辦理。

☆☆邀請您一同來加入社團☆☆☆
☆ ☆ ☆豐富你的研究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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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歡迎你(妳)高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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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介紹

創新育成中心 蔡旻恭主任

2021/07/21



三創資源介紹－
簡報內容

2

三創資源簡介

幾個衷心的提醒

產學營運處聯絡方式

I

II

III



畢業後可能須面對什麼樣的未來？

投入現在還不存在的工作……

運用現在尚未發明的科技……

解決現在無法想像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未來需要準備些什麼？

 型／ 型／ 型／ 型

3

三創資源介紹－
有沒有人告訴你 ……



4

三創資源介紹－
創新創業教育的核心理念 (1/2)

接觸不同的思考模式與議題形塑價值觀點

美國 4C 教育

 創造與創新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協同共創 (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

 有效溝通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5

三創資源介紹－
創新創業教育的核心理念 (2/2)

結合不同的概念及思考模式來形塑價值觀點

創意／創新／創業精神

社會創新／社會企業

設計思考／跨域互動

價值創造／商業模式

將多元的議題融入自己的專業領域，發展屬於自

己的未來



三創資源介紹－
產學處在營造三創生態環境的角色

6

產學營運處

產學合作組
智財保護與
科技管理組

創新
育成

衍生
新創

產學
合作

技術
移轉

智財
管理

整合學校研究資源，形成單一全方位服務窗口

內部資源連結
(學院、醫院、研究中心)

外部資源連結
(政府、法人、業界顧問)

創新育成
中心

團隊輔導

人才培訓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

SPARK計畫

推動創新創業計畫

高教深耕計畫
／三創議題

計畫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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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8

促成創業團隊
成立新創公司

藉三創概念養
成系列活動，
培養有創業意
願者具備創業
所需之基本知
能。

藉創新創意工
作坊活動，促
進跨領域合作，
加值團隊的創
意構想及落實
商品化過程。

結合校內外專
家與業師，提
供多元化專業
諮詢服務，輔
導團隊提高創
業成功機會。

輔導創業團隊
參加全國性創
業活動，協助
其測試、優化
及落實創業構
想並有效發展。

三創資源簡介－
從教室／場域實踐到新創



9

衍生
新創事業

資金媒合
專業
正式
課程

創業
正式
課程

創業非正式課
程／研習實作

創新創意工作坊

創業競賽
驗證
學習

新創團隊輔導 創新育成

三創資源簡介－
推動三創之整合模式



三創資源簡介－
持續累積三創教育的資源

10

 營造三創學習的生態環境

 建置三創學習空間

 協助開設三創相關的正式課程

 引進創新創業非正式課程 (研習會、講座)

 推動跨領域及實務操作的工作坊

 導入系列專業輔導與資料庫系統

 舉辦校園創業競賽及輔導團隊校外參賽



三創資源簡介－
營造三創學習的生態環境

11



國際研究大樓2樓 (IR215)
行動辦公室 40坪

創業園地
(Synapse co-working space)

國際研究大樓3樓 (IR339/340)
階梯教室 + 實作教室 50坪

創客基地
(Synapse Lab)

校園東側生技教育館
高階Maker設備 106.2坪

創新研發基地
(Innovation R&D Building)

12

三創資源簡介－
建置三創學習空間



團隊討論空間及創意發想

透過預約租用可以直接在園地進行創業

規劃討論。

行動辦公室

提供討論空間，團隊可與鄰座的團隊認

識討論。激發出跨領點子。

業師諮詢

創業任何問題及想法居可以與產學營運

處同仁討論，或邀請業師來諮詢。

13

三創資源簡介－
建置三創學習空間：創業園地 (Synapse)



創業／創客工作坊

舉辦三創及創客課程 (3D列印、IOT、商

業模式、偶動畫及3D繪圖軟體等)。

創客設備租借

可預約借用3D列印機、三軸穩定器及小

型攝影棚等。

創意原型試作

透過設備與工具如3D列印或小型雷雕機

等完成創意的原型試作。

14

三創資源簡介－
建置三創學習空間：創客基地 (Synapse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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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協助開設三創相關的正式課程 (1/2)

課程名稱 時間 課程主要內容

生物科技與智慧財產權 (生技二)

上 (六) 3-6
專利法、專利閱讀、專利檢索、專利分析、專

利分析報告
生醫與智財實務特論 (醫研碩)

進階生醫與智財實務特論 (醫研博)

生物科技商品化與行銷實務 (生技二)
下 (六) 2-7

產業與競爭分析、新產品開發、科技行銷、企

劃書撰寫智財與創意商品化實務特論 (生技碩)

如何創業 (生物二) 上 (二) 5-6 創業概念、創業經驗分享、創業商業模式

創業思維與實踐 (醫管資二) 下 (二) 7-8
創業概念、創業構想、精實創業、商業模式、

創業簡報
創新創業 (醫研碩)

上 (二) 5-6
進階創新創業 (醫研博)

創業實務 (生物二) 下 (二) 5-6 創業實務、創業經驗分享、創業計畫書撰寫

商業模式與營運企劃 (醫管資三) 上 (一) 7-8 商業模式分析、運用與設計、計畫書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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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協助開設三創相關的正式課程 (2/2)

創新創業／進階創新創業課程



17

三創資源簡介－
引進創新創業非正式課程

研習會／講座／培訓營

專利探勘與加值實務研習會 (28小時)

科技商品化與行銷實務研習會 (36小時)

創業系列講座 (16場／年，2小時／場)

未來創業家創業培訓營 (初階12小時，進階12小時)



場次 主題

1. 課程介紹及專利說明

2. 專利分析案例分享與專利知識養成檢索技巧

3. 專利檢索實作

4. 專利趨勢分析解析

5. 專利趨勢分析實作

6. 專利趨勢分組報告

7. 專利技術分析解析與專利技術分析實作

8. 專利技術期末報告

三創資源簡介－
專利探勘與加值實務研習會 (4hrs/週)

18



三創資源簡介－
技術商品化與科技行銷實務研習會 (6hrs/週)

19

場次 主題

1. 創新與新產品研發

2. 科技行銷

3. 收集生技產業市場資訊攻略秘笈

4. 競爭分析與產品定位

5. 預算與財務規劃

6. 企劃書撰寫與個案分析

7. 企劃成果發表



三創資源簡介－
未來創業家創業培訓營

20

初階課程：創業準備

第一天

09:30-11:00 創業家與創業精神

11:00-12:30 認識自己與從身邊開始著手

13:30-16:30 創意發想與設計思考

第二天

09:30-11:00 原型試製

11:00-12:30 實地觀察

13:30-15:00 界定問題與發展解決方案

15:00-16:30 原型製作、討論與簡報

進階課程：創業規劃

第一天

09:30-11:00 商業模式與個案討論

11:00-12:30 價值主張與顧客需求

13:30-15:00 行銷與顧客關係

15:00-16:30 收益模式與建立優勢

第二天

09:30-12:30 設計商業模式

13:30-15:00 表達創業想法的藝術

15:00-16:30 分組討論與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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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推動跨領域及實務操作的工作坊 (1/6)

工作坊類別 名稱 主要內容

創意×實作技能

 樂高機器人工作坊

 AI x IOT機器人工作

 3D列印基礎繪圖實作工作坊

 lustrator基礎設計及設計工作坊

 手機攝影工作坊

原型試製×創意開發×概念實踐

創新×行銷技能
 服務設計工作坊

 故事行銷工作坊

 社群行銷工作坊

價值創造×理念傳達×行銷推廣

創業×實戰技能
 募資計劃實戰工作坊

 簡報口語表達工作坊

 商業模式企劃工作坊

價值建構×概念測試×資源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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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推動跨領域及實務操作的工作坊 (2/6)

無人機基礎實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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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推動跨領域及實務操作的工作坊 (3/6)

微電影工作坊 物聯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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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推動跨領域及實務操作的工作坊 (4/6)

 3D列印 x IOT工作坊  3D基礎繪圖工作坊



25

三創資源簡介－
推動跨領域及實務操作的工作坊 (5/6)

樂高機器人工作坊 募資計畫撰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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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推動跨領域及實務操作的工作坊 (6/6)

商業模式企劃工作坊 簡報口語表達工作坊



27

三創資源簡介－
導入系列專業輔導與資料庫系統 (1/2)

創業輔導ITIS 產業資料庫

專利檢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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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校園創業競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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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校園創業競賽 (2/2)

本屆校園創業競賽已開跑

沒有具體創業構想亦可報名

參賽，報名後即可展開創業

輔導，協助完成創業構想。

競賽資訊請參考網址：

https://synapse.kmu.edu.tw/e

vent/113

https://synapse.kmu.edu.tw/event/113


30

 戰國策全國創業競賽：

101-109年共獲8個第一名，

2個第二名，5個第三名，12

個佳作的優異成績。

 教育部U-Start計畫：106-109年共10團隊獲50萬補助。

 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 (FITI) 計畫：106-109年間共有8組

進入40強名單，有6組進入20強，有4組進入10強決選

，4組獲創業傑出獎及200萬元創業基金補助。

三創資源簡介－
輔導團隊校外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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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與市府合作／參加區域創業聯盟

 109 年與高雄市

青年局合作成為

「創業 OStar 創

業衛星學校」

結合各校專長領

域，以衛星體系

概念提供高雄在

地青年創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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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資源簡介－
帶領團隊及育成企業參展／推廣業務

 InnoVEX展、生技展、國際醫療展、技術博覽會、醫療科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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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衷心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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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衷心的提醒－
有權利也可能會侵權

即使是發明人也可能會侵權

因僱傭關係而不擁有智財權

因經費來源 (政府) 而不擁有智財權

因合作合約規範中之權利歸屬而不擁有智財權

因合作合約規範中之保密責任

因保密同意書之保密責任

實施時須同時利用他人的智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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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衷心的提醒－
不要輕易揭露

可能喪失專利新穎性或不具營業秘密的要件

先申請專利再發表論文或進行論文口試。

提送學位論文時須注意是否公開 (含摘要)。

不要輕易接受媒體訪問或公開展示。

可能淪為為人作嫁或違反保密責任

與產業界或其他人士洽談相關成果時，先請其簽署保

密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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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衷心的提醒－
不要對外提及與業務相關的訊息

洩漏業務上知悉他人秘密罪

刑法第316條 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師、

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

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

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五萬元以下罰金。

不輕易為試驗結果或產品作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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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衷心的提醒－
不是有簽署保密同意書才需保密

洩漏業務上知悉工商秘密罪

刑法第317條 依法令或契約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

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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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衷心的提醒－
不要貪圖或受誘惑於一時之利益

背信罪

刑法第342條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

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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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衷心的提醒－
不要輕忽保密責任的嚴重性 (1/2)

營業秘密法課以刑事重責

營業秘密法第13-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以下略)。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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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衷心的提醒－
不要輕忽保密責任的嚴重性 (2/2)

域外加重刑事處罰

營業秘密法第13-1條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

澳門使用，而犯前條第一項各款之罪者，處一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五千

萬元以下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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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營運處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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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營運處聯絡方式－
歡迎大家常來走走……

第一教學研究大樓12樓 (辦公室／產學 - 智管 - 育成)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2 樓 (IR215 創業園地)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3 樓 (IR339／IR340 創客基地)

分機：2360 (第一教學大樓辦公室)

2822 (創業園地)／2379 (創客基地)

網址：https://ooiuc.kmu.edu.tw (產學營運處)

https://synapse.kmu.edu.tw/ (高醫大創育學園)

https://ooiuc.kmu.edu.tw/
https://synapse.kmu.edu.tw/


Live life in permanent beta.
(人生是永遠的測試版)

── Reid Hoffman

(LinkedIn 創辦人)

參考資料：Hoffman & Casnocha (2012) “The Start-up of You: Adapt to the Future, Invest in Yourself, 
and Transform Your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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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研發事務簡介
(研究補助與資源)

1

研究發展處 學術研究組 石啟仁組長 /教授

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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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
物中心

主任：謝翠娟
副教授

技佐：2名
技工：3名
組員：1名

學術研究組

組長：石啟仁
教授

組員：3名

行政規劃組

組長：王焰增
副教授

組員：1名

研究資源組

組長：許雅玲
教授

技士：1名
技佐：5名
組員：2名

醫學資訊
與統計中心

主任：翁世峰
副教授

技佐：2名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鄭添祿教授
副研發長：吳志中教授

研發處組織架構圖

學術倫理
辦公室

主任：林彥克
副教授

組員：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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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研究資源，聚焦特色研究

 校級研究中心

 學術研究組

 研究資源組

-研究資源整合發展中心(大型儀器設備)

 醫學資訊與統計中心

 實驗動物中心

 學術倫理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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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學術研究中心

 環境醫學研究中心

 癌症研究中心

 新藥開發暨價創研究中心

 再生醫學暨細胞治療研究中心

校級任務導向型研究中心
 長期照顧研究中心

 神經科學研究中心

 熱帶醫學暨傳染病研究中心

 大數據研究中心

 智慧醫療健康照護研究中心

 世代研究中心

 應用基因體研究中心

 液態生物檢體研究中心

 人本健康專業教育研究中心

 物質暨行為成癮研究中心

校級研究中心計畫

https://devel.km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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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課程系列研習營

依各開課單位課程規劃，主要於暑期 7~8 月期間進行；
校級研究中心課程於學期中第九節進行

*下列為表訂開課時程，但因應疫情關係，各課程是否如期召開，
目前仍須請各學員直接洽詢各開課單位確認，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https://devel.kmu.edu.tw/index.php/zh-TW/%E9%AB%98%E6%95%99%E6%B7%B1%E8%80%95%E5%B0%88%E5%8D%80/110%E5%B9%B4%E9%AB%98%E6%95%99%E6%B7%B1%E8%80%95%E8%A8%88%E7%95%AB/%E5%BC%B7%E5%8C%96%E7%89%B9%E8%89%B2%E7%A0%94%E7%A9%B6%E9%A0%98%E5%9F%9F%E4%B9%8B%E6%95%99%E5%AD%B8%E4%BB%8B%E9%9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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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服務人次 教育訓練場次 協助發表論文數

研究資源整合發展中心建置良好的研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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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及服務內容:

 德國GEQAS國際認證的塑化劑毒藥物定量分析平台

 提供700坪研究空間，16台高階貴重儀器(1.3億)，各式研究平台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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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儀器與研究室

200
400 MHz NMR
600

GC-MS

LC-MS

自動旋光光譜儀

小分子結構解析

大分子結構鑑定

蛋白質核心設備

LC-MS/MS

MALDI-TOF

Triple-Q-MS

活細胞離子偵測

CELLR細胞內
離子偵測系統

高階流式細胞儀 (13色)

雷射共軛焦顯微鏡(超高解析)

多層次螢光影像系統(高速系統)

細胞分子螢光分析

TissueFAXS 類流式影像

自動擷取定量系統

組織螢光定量分析

Real-time PCR 
system

基因表現分析

高敏感度活體分子影像系統

雷射都卜勒微流影像儀

活體動物影像分析

公用BSL-2生物安全第

二級實驗室管理

生物安全實驗室

https://crrd.kmu.edu.tw/index.php/zh-TW/corelab#%E6%A0%B8%E7%A3%81%E5%85%B1%E6%8C%AF%E5%84%80-%E5%B1%A4%E6%9E%90%E8%B3%AA%E8%AD%9C%E5%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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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人次 教育訓練場次 分中心預約使用時段數

醫學資訊與統計中心全人口醫學資料庫分析服務平台

特色及服務項目:

 同步經營衛福部統計處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高醫研究分中心

 提供2,300萬人醫療資訊庫、獲得ISO27001資安認證

 提供校內外諮詢、協作、媒合、教育訓練資料庫分析相關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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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chia.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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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中心提供國際認證的動物試驗資源

國際級標準化硬體設施、
良善照護管理制度、嚴
謹IACUC監督、完備教
育訓練之動物實驗研究
環境。

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會

1.動物實驗審核
2.動物人道管理監督

主任委員1名
常任委員 15名
執行秘書 1 名

實驗動物中心

1.動物代養服務
2.動物實驗教育訓練
3.動物實驗儀器管理

主任1名
專任獸醫師 1名
工作人員 6 名

研究支援

特色及服務內容:

 中心及斑馬魚核心實驗於107年11月8日榮獲「AAALAC International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

鑑及認證協會」最高等級【Full Accreditation】認證

 目前中心8F及9F面積共約600坪，兩個樓層皆規劃為乾淨級傳統動物房，具有正壓動物房、

負壓ABSL-2實驗室與合乎標準之大、小手術室。

 9F設有air shower提供高品質無特定病原(SPF)小鼠飼養與基因轉殖鼠繁殖，8F提供大鼠、小

鼠及中、大型動物飼養

 動物代養服務、動物實驗教育訓練及動物實驗儀器管理

https://animal.kmu.edu.tw/index.php/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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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辦公室持續推廣校園學術倫理教育

特色及服務內容:

 每年舉辦3場學術倫理講座

 受理學術倫理案件

 提供學術倫理諮詢

 近三年學倫案件下降(檢舉成案/確認違反)

 強化對掠奪性出版社期刊之警覺意識

學術倫理辦公室
主任一名
組員一名

定期舉辦學術倫理講座
受理校內學術倫理案件
協助提供學倫相關諮詢

積極維護學術倫理

提升學術研究誠信

增進學術倫理知能

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一名

審查委員7至11名
(含校外公正人士2名)

學術倫理案件審查

91.4 92.4
95.8 97.2

93.8

107.07.03 107.12.25 108.04.29 108.07.02 108.12.16

滿
意
度

(%
)

講座日期

本校學術倫理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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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演講簡報檔已陸續刊登於研發處學術倫理辦公室網頁供全校師生及研究相關人員作教育用途。

學術倫理辦公室-學術倫理教育講座
旨在積極維護學術倫理、提升學術誠信及增進研究相關人員學術倫理知能。

日期 演講題目 滿意度(%)

107.12.25
「淺談學術倫理與誠信」

（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黃ㄧ修副教授 )
92.4

108.04.29
「英文改寫與防治英文抄襲」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劉繼仁特聘教授)
95.8

108.07.02
「賠了論文又折金？！談低品質的掠奪性出版及其預防之道」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潘璿安執行秘書)
97.2

108.12.16 「研究倫理與申請審查實務」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執行秘書)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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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校內外計畫申請、變更及研究相關獎補助措施：

 校內外研究計畫申請、補助及推廣之相關業務

1. 科技部、國衛院、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其所屬單位研究計畫

2. 其他機構（彰基、奇美等其他機構）研究計畫

3. 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種子計畫）

4. 新聘教師專案計畫

5. 前瞻重點研究計畫

6. 出國進修返校服務教師專題計畫

7.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8. 大學生暑期研究計畫

9. 財團法人健康科學文教基金會醫學系學生暑期研究計畫

 校內外研究相關獎勵及補助之相關業務

1. 教師研究論文獎勵

2. 學生期刊論文獎勵

3. 研究績優教師選拔

4.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學術研究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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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會議或出國研究申請

補助案名稱 申請日期

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申請學生須於會議首日前兩個
月之月底前完成線上送件
(例:8月5日會議首日，需於6
月30日前完成線上送件)

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6月1日-校內截止收件日(以研
發處公告日期為主)

＊詳細辦法及各項表格，可至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首頁> 

各類補助辦法查詢與下載。

＊科技部各項計畫申請及補助，請至科技部網站進入「研究人才個

人網」線上製作及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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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科技部鼓勵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
究成果，以利擴大國際視野，強化研究能力，
並建立國際研究交流合作關係。

 於會議首日所屬月份之前二個月之月底前至科
技部網站完成線上送件，需要文件：
1.申請書
2.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3.擬發表之論文摘要
4.指導教授推薦函（註明外語能力）
5.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如論文全文)

 補助項目：往返機票，會議註冊費

https://www.most.gov.tw/sci/ch/detail?article_uid=bf1bf8bd-42b8-4089-aea6-45ed1fcc94bb&menu_id=6b4a4661-9126-4d0c-897a-4022c82114a9&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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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帳號步驟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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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申請人資格：現正就讀於國內大學博士班且在學一年以上，獲

推薦機構推薦出國研究，且可於畢業前完成國外研究者。

 補助期間：七個月至一年

 補助公費：以一年補助新台幣九十萬元為計算標準。

 每年六月一日起開放網站線上申請，需要文件：

 外國語文能力鑑定證明。

 國外研究機構或指導教授接受前往研究之同意函，信函出具
人須簽名。

 所長或博士指導教授出具之資格證明。

 所長或博士指導教授出具之推薦函(由申請人通知推薦人於系
統繳送)。

 大學、碩士及博士學程歷年成績單。

 國外研究計畫書。

 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至少一篇，本項文件需為 A4 紙四十頁
內，檔案在 10MB 以內）。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b3d896f9-c70a-4bec-8fcb-e387b51b2a54&menu_id=6b4a4661-9126-4d0c-897a-4022c82114a9&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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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學生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依據本校「學生期刊論文獎勵要點」辦理。

 學生以第一作者身分發表SCI、SSCI、EI、A&HCI、
THCI或TSSCI期刊論文，並以本校及就讀系所為第一單
位，且其通訊作者需為本校專任教師或合聘教師。

 學生投稿時為在學身份，且論文被接受時，以畢業後2年
內為限。

 博士班研究生畢業門檻論文，得申請獎勵，惟其獎勵金
以10%計算。

 作者之國家名稱須符合教育部論文列名原則之規定。

 每篇論文依刊登期刊品質與論文別獎勵1,250~15,000元。

https://devel.kmu.edu.tw/index.php/%E5%AD%B8%E8%A1%93%E7%A0%94%E7%A9%B6%E7%B5%84/%E7%A0%94%E7%A9%B6%E8%AB%96%E6%96%87%E7%8D%8E%E5%8B%B5/38-%E5%AD%B8%E7%94%9F%E7%A0%94%E7%A9%B6%E8%AB%96%E6%96%87%E7%8D%8E%E5%8B%B5


誠信篤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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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可用電子資源簡介

圖書資訊處讀者服務組 徐淑倩



研究生可用電子資源簡介
一. 提供量多質精之醫學相關電子資源

提供3萬多種電子期刊、10萬種電子書、130種資料庫， 並可透過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http://er.kmu.edu.tw）進行檢索。

二. 購置多樣化研究型工具
包含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Turnitin線上偵測剽竊系統。

三. 積極擴展雲端學習資源
雲端書櫃、雲端資料庫

四. 定期開設相關推廣課程
109學年度新增主題式資源介紹如護理學、實證醫學、人文社會學…

http://er.kmu.edu.tw/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 提供單一帳號密碼認證，方便讀者校外連線使用。
– 多元化的瀏覽方式及詳細清楚的電子資源分類。



館藏重要電子資源一覽
airiti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中文） Cochrane Library實證醫學資料庫

ClinicalKey臨床醫學資料庫 UpToDate實證醫學資料庫

MicroMedex 藥學資料庫 Nature電子期刊系統

ProQuest健康與醫療資料庫 SciFinder-N / Reaxys化學資料庫

SDOL 電子期刊系統 Wiley 電子期刊系統

WOS引文資料庫

EBSCO系列電子資料庫
(包含MEDLINE Complete、Dentistry & Oral Sciences、CINAHL、ASC
及Nursing Reference Center醫學、牙醫學、護理學與綜合性學科主題)



注意事項

• 電子資源使用對象限本校教職員生，請留意合理使
用規定，勿將帳號密碼告知他人，並定期更新密碼
，以免帳號被駭客盜用。

• 請勿使用任何軟體，有系統或大量下載資料。
• 任何使用上的問題，請透過以下管道與我們聯繫。

– 電洽校內分機 2133轉71-72
– 來信 erm@kmu.edu.tw詢問
– 親赴圖書館三樓讀者服務組辦公室
– 加入圖書館LINE好友私訊

mailto:erm@kmu.edu.tw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

目前提供EndNote20版給予師生下載
(下載網址 http://fs.kmu.edu.tw)

– 建立個人圖書館，可有系統的整理書目資料。
– 自動產生正確的引用格式及參考書目格式。
– 簡化研究論文寫作流程，節省時間。

http://fs.kmu.edu.tw/


編輯及期刊格式預覽
(可套用7149種期刊格式)

群組分類功能



選擇套用期刊格式加入書目



注意事項

• 多數資料庫皆可提供參考文獻匯出至EndNote功能
– 華藝線上圖書館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Google Scholar(Google 學術搜尋)
– 常用醫學資料庫 (PubMed、EBSCO)
– 常用電子期刊系統 (SDOL 、Wiley)

• 若需套用的期刊格式未出現在EndNote中，請來信
erm@kmu.edu.tw圖書館可代為製作(約需1-2個
工作天)。

mailto:%E8%AB%8B%E4%BE%86%E4%BF%A1erm@kmu.edu.tw


Turnitin線上偵測剽竊系統



自105學年度開始，畢業口試(繳交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與
紙本論文(裝訂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論文修改完成證明)
有相關規定，請研究生多加留意。



Turnitin線上偵測剽竊系統
http://www.turnitin.com

 可自動計算出與相似文字的百分比，提供研究生自行偵測
論文之原創性。

 本校學生皆可登入Turnitin帳號使用，
唯申請帳號方式和109學年度以前
不同，請參考圖書館網頁公告。

http://www.turnitin.com/


您的原始論文 Turnitin比對結果

下
載
比
對
報
告



Turnitin比對報告



高醫學位論文提交系統



高醫學位論文提交系統
https://cloud.ncl.edu.tw/kmu

 目前使用國家圖書館論文提交系統，畢業前須至系統完成
論文提交方可離校。

 待接獲論文審核通過後，請攜帶以下正本文件至圖書館後
棟三樓辦理離校手續。包含

• 2本紙本論文
• 論文修正完成證明
• 學位論文授權書(本校及國家圖書館各1份)

https://cloud.ncl.edu.tw/kmu/


高醫學位論文提交系統
https://cloud.ncl.edu.tw/kmu

依學位授予法第16條規定，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以利學術
流通及分享。若論文著作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等事項，
須延後公開論文，需另填寫「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並
經學校審議單位(指導教師與系所辦公室核章)認定後，得予不公
開或一定期間內不公開

請注意：以投稿期刊為理由不在延後公開原因中

https://cloud.ncl.edu.tw/kmu/




其它



研究生借書/視聽資料相關規定

• 借書冊數與期限
可借30冊，借期28天，可續借３次

• 視聽資料借閱片數與期限(限家用版)

可借２片，借期７天，不可續借

• 如找不到書可填單代為尋書
• 若本館未典藏該書，可使用館際合

作向他館借書。



Rapid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
 服務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申請費用：可免費申請館內無法下載之西文期刊文獻，

每月至多20篇。
 處理時間：1-3個工作天，待接獲電子郵件通知請至圖

書館櫃台領取文獻。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terlibrary-loan-service/rapid-ill


行動學習資源

校園簡訊服務
提供個人借閱紀錄通知，包含
– 圖書將到期通知
– 逾期通知
– 預約書到館通知



行動學習資源

雲端書櫃
近3萬冊電子書可下載於行動載具閱讀
(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數位學園密碼)

– 華藝中文電子書(iRead eBook)
– 凌網中文電子書(HyRead Library)
– UDN中文電子書(UDN Library)

https://www.airitibooks.com/
https://kmu.ebook.hyread.com.tw/
https://reading.udn.com/udnlib/kmu
































謝謝聆聽


	01.教務處110學年度研究生新生座談會110.07.01
	02.國際處學生參與國際研習相關補助for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03.學務處生輔組110研究生新生座談會1100629
	高雄醫學大學 �110學年度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投影片編號 2
	學務處組織與服務項目
	生輔組-獎助學金
	生輔組-研究所一般助學金
	生輔組-助學措施
	境外學生服務
	性別平等
	住宿服務
	緊急協助資源
	軍訓室-各學院學安人員
	軍訓室-尊重智慧財產權宣導�
	投影片編號 13
	軍訓室-兵役相關須知說明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諮商輔導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諮商輔導聯繫
	學輔中心-資源教室
	衛保組-平安保險
	衛保組-僑生健保
	衛保組-僑生保險、商業保險
	衛保組-特別門診
	職涯輔導
	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
	除了讀書，還能做什麼…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及社團介紹
	社團入門的第一步
	投影片編號 27

	04.產學處110學年度研究生新生座談會
	05.研發處110-研究生新生座談會-研發處
	06.圖資處110研究生第0哩110.07.01
	研究生可用電子資源簡介
	研究生可用電子資源簡介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館藏重要電子資源一覽
	注意事項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注意事項
	Turnitin線上偵測剽竊系統
	投影片編號 12
	Turnitin線上偵測剽竊系統  �http://www.turnitin.com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高醫學位論文提交系統
	高醫學位論文提交系統https://cloud.ncl.edu.tw/kmu
	高醫學位論文提交系統https://cloud.ncl.edu.tw/kmu
	投影片編號 19
	其它
	研究生借書/視聽資料相關規定
	Rapid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
	行動學習資源
	行動學習資源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