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迎新第 0 哩活動 Q & A

1. 請問實驗技術之課程，例如:西方墨點法實驗技術之課程，詳細開課
時間、地點？(生技碩學生提) (請生物科技學系答覆,謝謝)
A: 西方墨點實驗以及其他重要的生物科技相關實驗將會在同學們的
大二上下學期課程教授。課程主負責老師以及相關資訊為:
開課序號

開課 進度 大綱 系所組別

0222003

是

0222002

是

ABIY4
ABIY4

科目名稱

選必修

通識別

年級 學分 授課教師

生技系 * 生物技術實驗 1 必修

非通識

2

2

王記慧

生技系 * 生物技術實驗 1 必修

非通識

2

2

陳炳宏

2. 請問 101 入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碩士班的畢業門檻？(醫化碩學生提)
(請醫化系答覆,謝謝)
A:
(1) 畢業總學分 30 學分。
(i) 必修學分(含碩士論文 6 學分)：12 學分。
(ii) 選修學分：18 學分（選修課程七科選三科修習）。
(2) 選修科目最低開課人數 3 人。
(3) 本學系98 學年度入學新生畢業前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之檢定，
未通過者須加修英文學分。
(4) 本學系碩士班對與本校簽訂協議之學校所開設課程之科目與學分，經指導教
授及系主任同意得承認其學分。
(5) 本學系碩士班學生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可選修本校其它系所所開設生
物統計之相關課程。(依教務處2011年6月20日通知辦理)。

3 如何選擇指導教授，除了”實施辦法”內的條件外，有緣分、相關專
業…，如果指導教授不接受我怎麼辦？如何處理？ (公衛碩學生提)
(請公衛學系答覆,謝謝)
A: 學生們可以在未來的一個學期的期間與老師會談，若相關背景合適，
且教授無過多研究生，老師們通常會指導新進學生。若學生仍無法找到指
導教授，學系主任與研究所導師會輔助學生尋找教授指導。

4 請問 101 入學毒理學博士學位學程的畢業門檻要修幾學分？
必修要修幾學分？選修要修幾學分？方能畢業，網路上都找不到？
(毒理博學生提) (請毒理學博士學位學程答覆,謝謝)
A: 毒理學博士學位學程第一學年必修共 7 學分，選修共 35 學分。第二學
年必修共 14 學分（含博士論文 12 學分）。
研究生除博士論文 12 學分外，至少應修滿 18 學分。每學期最多可修
習 15 學分。
詳細科目及相關規定請參閱本學程網站說明
http://toxico.kmu.edu.tw/?p=course

5. 請問如何取得 endnote15 版？(公衛碩學聲提) (請資訊處答覆,謝謝)
A:
請同學在校內登入本校檔案下載服務︰校園大量授權軟體(學生版)
http://fs.kmu.edu.tw
帳號用學號 (不加 u)
密碼用本校 e-mail /學生資訊系統密碼
成功登入後，即可看到書目軟體 EndNote X5，
以上若有任何問題請與資訊處聯絡︰
校內分機: 2184
E-mail: oit@kmu.edu.tw
服務台︰濟世大樓 7F CS-722

6. 請問有關學務處事務內容之學雜費減免事項，若申請人資格不符，
是否能主動通知，並退還相關文件。例如:申請表格與印章，非等
到當事人電話詢問才知資格不符合 ，且證件正本寄回後，並未退回
相關申請資料，亦未告知資格不符合原因。(醫資所學生提) (請學務
處答覆,謝謝)

A:學雜費減免申辦時，若有資格不符合之申辦文件，會依序通知同學
補件或不符合之原因。
醫資所在職專班學生申請學雜費減免，依照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就讀研究所在職專班、延長修業年限、重修、補修者，其就學費用
不予減免，於同學致電詢問時，與同學確認為在職專班學生，並告
知同學不符資格要件。
然因學雜費減免申辦期間因詢問電話過多，導致審核時間加長，造
成同學等待過長而致電詢問，深感歉意，已檢討改進，將於下次申
辦期間加派工讀生協助通知。

7. 請問如何申請校內停車？(護理碩學生提) (請總務處答覆,謝謝)
A: 學生
請點 "學生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學生資訊系統密碼(選課時用的密碼)
資訊系統首頁>>D.學生資訊系統>>D.5.總務資訊>>D.5.04.汽機車停車位申請及
列印
11.查詢通知書內容請至車管會網扯:
http://oga.k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

相關資訊張貼:
公
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4 日
主旨：為辦理 101 學年度學生汽、機車位之申請，請依說明事項之開始日起至學校勵學大樓（車
管會辦事員處）申請。
說明：一、汽車部份：提供學生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40 個固定車位申請，
（實習醫師

18 位，其他年級 22 位）繳清潔
維護費大車位每月 1100 元，
「由排氣量 1800cc（不含）以上者申請」，小
車位每月 1000 元，
「由排氣量 1800cc
（含）以下者申請」
。
（繳交清潔維護費可分學年或學期繳交清潔維護費，
抽籤．公告通知後逾三日未繳費
者，視同自動取消停車資格。申請人數超額時，以抽籤決定。申請人數
不足時，車位撥與教職員工車位
使用(開放場地時間:運動場地下 24H、和川停車場 AM0630-AM0100)。
1‧實習醫師申請時段自即日起至 101 年 8 月 16 日下午十七點止，同教職員
工抽籤。其他年級學生辦理運動場地下汽車申請時段自 101 年 9 月 1 日起
至 101 年 9 月 12 日下午十七點截止（辦理時間上午 0900 時起至下午 1700
時止），學生汽車抽籤日期：101.9.13 日星期三,地點:同盟路校門口警衛
室，時間中午:1230-1320 止，抽籤時大小車位合併抽放入籤筒，如抽到大
車位需換小車位、小車位需換大車位時，必須在現場與同學交換完登記
蓋章戳後至勵學 1 樓車管會工讀生處辦理繳費與領證。
2‧屬晚上或星期六、日上課之學生不限名額(可採單位統一辦理方式)。夜校
生操場地停之汽機車申請時段自 9 月 1 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至學校網路
首頁由學生系統＞進入 T5 總務資訊系統＞T.5.0.0.6 車位申請登入，至勵
學樓 1 樓車管會工讀生單一窗口處查證後憑繳費收據及領證，辦理繳費
學校出納組。夜間上課學生，下午五時四十分後採非固定車位停放地下
二層及三層且不得停放過夜，星期六、日上課之學生，可採非固定車位
停放，但亦不得停放過夜，違者取消停放資格一年。繳清潔維護費用每
一學年計 2000 元。
3‧車位係供自行開車者申請，停車位之申請須檢附本人之駕照及行照影本，
車子若非本人所有，而屬公司行號者須附使用同意書，屬直系親屬、配
偶者且須附其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4‧和川停車場部份憑識別證入場停放，申請時段自 101 年 9 月 1 日起開始，
辦理分配以先辦先停方式（學生部份僅限 50 個車位提供）發完後均以後
補辦理，清潔維護費每月 1000 元。
5‧車輛如非申請人本人所有，不得代他人申請車位，如有違規，則依本校
相關法令處理，並取消申請資格。
6‧汽、機(腳踏)車識別證如有遺失、毀損、申請補發時須另繳納工本費 50 元(腳
踏車 25 元)。
7‧本校學年度之汽車識別證，請置於車窗內擋風玻璃前左下方處，機車、腳踏車
則貼于車輛前左方。
8‧學生汽車部份請列印申請書至車管會工讀生處辦理。
附註:(有關家樂福汽車停放不比照車管會辦理方式，請直撥(07-3121671-872 蔡課長或服
務台 875 洽詢車位事宜))。

二、機、腳踏車 (含和川汽車停車場) 部份：（機腳踏車憑申請書辦理證照查驗、繳費
領據、領取車證）。

1‧學生申請時段自101 年9 月1 日9 時起開始受理，在勵學大樓一樓管理室辦理）
，9 月30
日後由車管會辦事員在總務處事務組賡續辦理，辦理時依學校上班日為主，出納組
結算作業時間至下午十七時止(辦事員單一窗口服務時間:上午 0900 時至下午
1700 時止,服務為上班時段:週一至週五)。
2‧同盟路校門口警衛室進入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1276 位請憑識別證入場停放
﹝和川停車場位於十全一路九十四巷在南館宿舍後面共 700 個機車位﹞，
機、腳踏車兩場均可停放。
3‧學生每學年度一次繳交清潔維護費 100 元(腳踏車 50 元)，如中途退、休學
不另退款。

4‧必須填寫申請書後執至出納組蓋章及繳費，回工讀生窗口處繳交申請書及
出示學生證、駕照、行照等證明後，領取機車識別證。
5‧申請者所附之行車執照如非申請者本人所有，交付申請人之「直系親屬」、
「配偶」之行車執照替代，不得代他人申請車位，如有違者，則依本校相關法令處理，
並取消申請資格，非本人車輛須附車主同意書。
6‧運動場地下及和川停車場二樓及三樓之車位在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學
校可因需要調撥使用。
7‧識別證兩場適用請貼機車前左方處(腳踏車正前方)。
8‧機車請務必依規定進行排氣定期檢測。
9‧本會僅提供停車，請自行鎖好，車輛失竊或受損不負賠償之責。

三、請至學校網站: http:/wac.kmu.edu.tw 研究助理申請停車場網址>>資訊系統首頁>>T.教職
員資訊系統>>T.D.研究助理系統>>T.D.2.1.汽機車停車位申請及列印。學生申請停車場
網址>>資訊系統首頁>>D.學生資訊系統>>D.5.總務資訊>>D.5.04.汽機車停車位申
請及列印（車管會查詢 6988、工讀生查詢 2132）
。

停車場管理委員會

8.英文門檻的部分學校有開補助教學，是在碩一還是碩二的時候開課？
是在上學期還是下學期？那是在網路選課嗎？(職安碩學生提)
(請人文社會科學院語言與文化中心答覆謝謝)
A：1. 本校針對英文畢業門檻之配套措施為開設 1 學期 0 學分「進修
英文」課程，每週上課 2 小時，大學生、研究生皆可修習。

2. 請上資訊系統 D.2.5.05.證照(含英檢)維護

9.英文補助報名費是事前還是事後報名？(職安碩學生提)
(請人文社會科學院語言與文化中心答覆謝謝)
A： 1. 考後將成績單連同報名表於規定期限內至語言與文化中心申
請補助。
2. 申請期限：上學期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
下學期 6 月 1 日至 30 日
（以上時間若有變更，將事前公告於語言與文化中心網頁）

10.請問大學修過進修英文，那研究所是否可抵免，還是還要再修一次？
(運醫碩學生提) (請人文社會科學院語言與文化中心答覆謝謝)
A：大學與研究所為不同學制，因此不可抵免。必須再參加一次校外
英文檢定，不通過畢業門檻者方能修習進修英文課程。

11 若大學是通過校內檢定是否可當作畢業門檻？(生化碩學生提)
(請人文社會科學院語言與文化中心答覆謝謝)
A：本校畢業門檻採取具有公信力的英文檢定，若是學校自行設計的
英檢，因公信力不足，無法當作畢業門檻。

12 請問國際學術交流相關補助？(醫化碩學生提)
(請國際事務中心答覆,謝謝)
A:目前所提供補助的類別如下：
1.交換研習(含姊妹校交換見實習)
2.學生聯盟組織會議
3.國際志願服務
4.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5.學海系列
6.增加國際產業實習
7.其他：參加國際競賽…等

關於補助金額的標準,請參考以下網頁
http://ciae2.kmu.edu.tw/ezcatfiles/b012/img/img/652/20219611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