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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109年4月5日通知「大專校院於連假結束師生返校之防疫注意事項」

，學校應嚴格執行社交距離規範，若不能維持室外1公尺、室內1.5公尺，須全面

配戴口罩

◼ 本校訂有「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學生安心就學措施」，有關考試成績、

學生請假事宜，依本規定辦理。

期末考試因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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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加考試時請一律戴口罩



◼ 依本校訂定之「辦理學生學期考試作業原則」

⚫ 考場安排

◆ 考生座位間隔需保持適當距離，教師可視考試學生人數，多借用中型或小型教室，作為彈性考場運用

◆ 監試人員至考場先行打開門窗，確保試場通風良好，並全程留意考生身體狀況，如有異狀者，請速與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聯繫，並給予適當的協助

⚫ 學生請假與補考

◆ 依學則第 25 條規定，學生於期中、期末考週請假，應向教務處提出請假申請。經核准者，應於考試

日期結束後一週內向該科主負責老師申請補考

◆ 考試期間若需請假，請至校務資訊系統「D.1.3.03n 學生考試期間請假維護」進行申請

◆ 因疫情因素，須住院、居家隔離、居家檢疫之學生，其考試成績依實際成績計算；其餘請假原因之成

績計算方式，依學則第 25 條相關規定辦理

◆ 授課教師得採線上考試方式或改以其它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惟應注意學生測驗公平性，避免影響

學生權利

期末考試因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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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2學期新生註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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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期 備註

寄發入學通知 110年1月21日(星期四)
錄取學生可先憑招生組寄發之入學許可通知書，
辦理後續來台事宜

網路新生個人資料維護
110年1月22日（星期五）至

110年2月19日（星期五）止

學生資訊系統(https://wac.kmu.edu.tw) → 
D.0.01新生報到導覽

選課期程

預選課時間：

110年01月25日（星期一）00：00至

110年02月05日（星期五）24：00止

第一次加退選：

110年02月08日 （星期一）20：00至

110年02月19日 （星期五）12：00止

第二次加退選：

110年02月19日（星期五）20：00至

110年03月02日（星期二）12：00止

系所承辦人員及主管可至資訊系統Q.1.19a系所
查詢學生選課資料

註冊日、開學日 110年2月22日
系辦及主管可至資訊系統Q.1.19.系所查詢學生資
料，查詢學生註冊情形。

https://wac.kmu.edu.tw/


109學年度第2學期新生註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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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線上註冊: 維護「基本資料填寫及上傳身分證件、學歷文件等資料」。

• 另簽切結書保證所提供資料屬實，來校後仍需完成身分證件、學歷文件正本查驗程序。如經查證資料

不符規定或變造之情事，將依本校學則第12條之規定開除學籍。

• 保留學籍、延緩註冊(繳費)，依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線上註冊

• 入境後至註冊課務組完成身分證件、學歷文件正本查驗程序。

• 補辦理體檢(依學務處衛保組規定辦理)

• KMU獎學金(依國際處規定辦理；領取年限實際計算方式須待審核委員會決議)

入境後辦理



◼ 保留入學資格：

⚫ 依據學則第10條規定，新生因故不能完成入學手續者，應於註冊截止前書面向教務處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經核准後，當學年毋需繳納任何費用

⚫ 學生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向教務處或委託各系所承辦人員協助申請保留入學資格及檢具相關證明

◼ 延緩註冊(繳費)：

⚫ 依據學則第14條規定，學生因故無法如期辦理註冊者，須事先向教務處辦理請假手續，經核准

後，始得延期註冊至多以二週為限。但情況特殊經書面請准延緩註冊者，不在此限

⚫ 依109學年度第1學期作法，延緩繳費需求之外籍生請學生填寫「延遲繳費申請單」後，統一

由國際事務處上簽會辦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會計室等相關單位，簽呈奉核後，若學生也

完成線上基本資料填寫及上傳證件，即視同學生完成線上註冊

⚫ 學生來台之後，仍需至註冊課務組繳驗各項證件正本，並完成校內實體註冊程序。

◼ 因應疫情若教育部有相關規範者，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109學年度第2學期新生註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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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109年8月26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2019-nCoV)第二十六次會議

決議辦理。關於返台須隔離及自主管理學生，若無法於開學日至課堂上課，或因

疫情延遲返台上課之學生，其上課方式的因應措施如下：

因疫情無法返台境外生選課(1/3)

9

因應措施 建議作法

同步線上教學

• 建議以同步線上授課為優先，確保學生於課程時段在線上課

• 教師使用遠距教學軟體授課 (可搭配視訊攝影鏡頭)

• 同步進行錄製，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

非同步線上教學 若因時差等因素，而無法同步上課，建議(預先)錄製課程，並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

※考量部分課程屬性，無法完全以錄影等方式取代，建議授課教師仍需有補課之措施，以完善學生之學習內容



【109學年度第2學期針對因防疫影響而無法如期返校上課之陸生、境外生，

建議沿用本校安心就學機制】

項目 彈性修業機制

選課學分數

• 因疫情無法符合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九條，每學期應修學分數規定者，得提出相關證明，並以專案

申請方式，不受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數限制

• 放寬跨校選課條件：針對因疫情無法返校就學之學生，學生不受重補修課程或本校位開課程及修讀科目

學分數限制

• 若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得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 毋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考試成績
鼓勵教師運用本校線上考試系統或數位網路學園進行線上測驗，並請課程主負責教師研擬補救考試，並依

補考成績實際計算

休學

• 以電子郵件方式向教務處各承辦人員申請休學，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委由系所辦理，毋須註冊及

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不受每學期休學申請期限限制；休學期限屆滿仍無法復學者，得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 休學後退全額學雜費用，不受學生休、退學時間點限制

因疫情無法返台境外生選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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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2學期針對因防疫影響而無法如期返校上課之陸生、境外生，

建議沿用本校安心就學機制】

項目 彈性修業機制

退學 透過學務處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不受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規定限制

復學 不受限於開學前完成復學手續，並於返台就學後，系所及課程主負責教師規劃補課事宜

延長修業期限 修業期限屆滿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者，系所協助學生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彈性延長其修業期限

畢業資格

• 學生如期畢業配套：

◆ 學生部分應修科目及學分或畢業條件無法完成者，得向系所提出申請，經系所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後提供替代課程或作法，並簽請同意後，以協助學生準時畢業

◆ 研究所學生於當學期若需進行學位考試者，依「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4條規定，以視訊方式辦理

• 放寬畢業離校辦理時程與程序，得委託他人代辦外，亦可專案申請延後畢業離校，至多延後6週。學位

證書授予日期，依原畢業時間登載

因疫情無法返台境外生選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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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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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育部109年12月3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169145A號「大專校院醫事類科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公函辦理

⚫ 各醫事類科實習課程涉及學生畢業條件及國考資格，如遇新冠肺炎疫情發展情勢嚴峻

，致有部分或全部教學醫院停止實習時，在確保實習品質及培養學生具備應有能力前

提下（即實習總時數及實習項目不變動），實習課程授課方式宜有彈性的處理方式

⚫ 實習課程授課方式，各醫事類科除以實體臨床授課方式為主，各該類科實習課程得以

一定比率內採虛擬（線上、視訊、直播等）或其他（模擬教室、業師或臨床教師到校

）等方式，替代實體臨床授課

學生實習因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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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因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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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

現行機制 應變機制

國考規範 實習臨床課程
虛擬課程

(如：線上、視訊、直播等)

其他課程
(如：模擬教室、業師、臨床教師到校)

醫師
1920小時/48週 1920小時/48週 0小時/0週 0小時/0週

100% 100% 0%

牙醫師
1920小時/48週 1536小時/38.4週 384小時/9.6週 0小時/0週

100% 80% 20%

藥師
640小時/16週 640小時/16週 0小時/0週 0小時/0週

100% 100% 0%

醫事
檢驗師

800小時/20週 400小時/10週 200小時/5週 200小時/5週

100% 50% 50%

醫事
放射師

1040小時/26週 880小時/22週 160小時/4週 0小時/0週

100% 85% 15%

⚫ 教育部前請醫學教育會各類科或相關學會邀集該領域之學校代表及學會，針對該類科實習認定基準進

行討論並獲具共識，並業以109年12月3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169145號函轉考選部納入參採



學生實習因應(3/3)

15

類科

現行機制 應變機制

國考規範 實習臨床課程
虛擬課程

(如：線上、視訊、直播等)

其他課程
(如：模擬教室、業師、臨床教師到校)

物理
治療師

1440小時/36週 1080小時/27週 240小時/6週 120小時/3週

100% 75% 25%

職能
治療師

1440小時/36週 1080小時/27週 360小時/9週 0小時/0週

100% 75% 25%

臨床
心理師

1920小時/48週 1280小時/32週 640小時/16週

100% 66.7% 33.3%

諮商
心理學

1500小時/43週 1200小時/34.4週 150小時/4.3週 150小時/4.3週

100% 80% 20%

呼吸
治療師

無規範 - - -

100% 50% 50%

護理師
1016小時 812小時 51小時 153小時

100% 80% 20%



招生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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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學期預計將有7~10門彈性學習微課程於本校授課，預估約將有400位高中生
入校上課

◼ 預計上課時間：

⚫ 第I週期110.03.10、17、24、04/07、14、21(每週三下午13:30-16:00)，共6週

⚫ 第II週期110.04.28、05/05、19、26、06/02、09(每週三下午13:30-16:00)，共6週

◼ 109-2擬比照109-1高中生入校實名制措施：

109學年度第2學期高中彈性學習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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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之高中學校：雄中、雄女、鳳中、高師附中、中山附中及新莊高中
※待高中選課結束後確認開課課程、選課人數及上課教室安排

高中端宣導防疫
事項；學生先行
於高中量測體溫

綜合球場報到

(僅3/10、4/28)

進入本校校園
(同盟路、自由路或東側門)

出示一卡通刷卡

高中生自行

前往教室

健康關懷問卷於

課堂教室填寫

※每週期僅第1堂課需至綜合球場報到，以利登錄WAC校外人士資料檔
※各門口防疫值班人力安排原則擬同109-1，於上課日週三中午(13:00-14:30)由招生組同仁站點，以俾適時引導高中生入校

第一教學大樓招生組同仁1名+招生組工讀生1名；自由路招生組同仁1名+招生組工讀生1名；東側門將派招生組工讀生駐點



◼ 各教學單位辦理招生考試因應措施原則：「高雄醫學大學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

指引作業原則」（109.02.27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七次會議通過）

◼ 各項招生考試如因疫情須有所異動，係依教育部最新措施辦理，或經過相關招生

委員會商議調整：

⚫ 109.12至110上半年重點招生，含特殊選才、寒假轉學、心理碩入學筆試、碩士及碩專入學

面試、養成公費生面試、大學甄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博士班考試入學面試

⚫ 本組公告各系所面試時段時，將一併公告防疫相關注意事項，如：考生進入校園請配合校園

出入口防疫管制措施、考試期間全程佩戴口罩、宣導盡量不陪考等措施

⚫ 各學系面試所需之口罩、手套、酒精用量將由招生組統籌向環安室及總務處申請；請各學系

再向招生組領取需用數量

◼ 因疫情導致招生試務異動時，將主動公告（本校首頁、教務處及招生資訊網）：

⚫ 考生檢具證明因疫情關係導致無法應試且申請退費者，擬以全額退費辦理

110學年度招生考試時程及辦理原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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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招生考試時程及辦理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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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考試類別 面試/入校筆試日期 預估人數

特殊選才 109.12.25(五) ~ 109.12.29(二) 約60人

寒假轉學考(採面試之學系) 110.01.11(一) 約150人

心理系碩士班入學筆試 110.01.28 約150人

碩士及碩專入學面試 110.01.30(六)~110.02.24(三) 約500人 (分散不同日期)

養成公費生面試 110.04.11(日) 約250人

大學甄選繁星推薦(僅醫、牙面試) 110.04.16(五)~110.04.17(六) 約60人

大學甄選個人申請(所有學系) 110.04.14(三)~110.04.25(日) 約2,000人 (分散不同日期)

博士班考試入學面試 110.04.23~110.04.29 約100人

⚫ 有關大學甄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面試，其備用考場、離島遠距面試之方案及配備，待教育部相關資訊公告後，將與總務處
(紅外線熱像儀等器材借用、校園動線規劃等)、圖資處(視訊連線設備及網路穩定度等)、人資室(防疫排班等)、衛保組(護理
協助等)等單位討論或請求支援

⚫ 因應110大學入學個人申請(本校校系面試時間110.4.14~4.25)試務作業，有關招生組防疫值班人力安排，待教育部或聯招
會相關指引公告並相關配套確認後，擬將再與人資室討論協調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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