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療學系

公告樣張

106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單】
學測准考證號碼：********姓名：OOO
壹、繳交資料＆甄試費用：
一、繳交資料：
1、學歷(力)證件：
(1)境外學歷(含持國外、香港澳門地區、大陸地區學歷)，須繳交學歷證件影本。
(2)其餘考生一律免繳。
2、甄試面談時間‐勾選單「回條」(106‐03‐16(四)本學系寄出，106‐03‐22(三)以前面談生寄回)：
(1)請於「甄試面談時間‐勾選單」，勾選希望面談的時間。
(2)將「第 1 聯」回條寄回本學系(或傳真：(07)322‐2691)，「第 2 聯」由面談生存查。
(3)若無勾選或未寄回「回條」，將由本學系自行安排面談時間。
3、審查資料：本學年度本學系無須繳交審查資料(也無須上傳)。
4、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1)低收入戶：
①報名費全免。
②補助交通費：補助前來甄試面談生交通費(每位面談生補助 1 次)，台中以北(含台中、
離島、花蓮及台東)補助 700 元；台中以南(含高雄)補助 500 元，於甄試當日給予。
(2)中低收入戶：報名費減免 60%。
二、甄試費用：
1、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可於本校開放繳費期間，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自 106‐03‐17(五)上午 9 時起至 106‐03‐21(二)止。
【至金融機構臨櫃辦理繳費或匯款者，
至 106‐03‐21(二)下午 3 時 30 分截止；以 ATM 轉帳繳費則開放至夜間 12 時止】
(2)未於規定期限內辦理繳費者，即未完成報名手續(視同放棄)，逾期概不受理繳費，且不
得參加指定項目甄試。
2、請依照以下步驟進行繳費作業：
Step1：進入本校招生資訊網https://enr.kmu.edu.tw/index.php。
Step2：無須註冊「新帳號」
，請直接點選「登入」並輸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使用者名
稱：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必需大寫)，密碼：民國出生年月日共 6 碼】。
Step3：於本系統網頁「大學甄選」項目，點選「繳費資訊」，即可查詢考生個人所屬第
二階段報名費之轉帳帳號。
【備註：此轉帳帳號為考生個人專用帳號，且若報考二系組者，則有兩筆轉帳帳
號，敬請務必留意，及詳閱各學系組繳費費用】
Step4：轉帳成功後，可重新登入本系統網頁「大學甄選」項目，即可查詢繳費是否成功。
【查詢結果為繳費成功，即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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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列印報名封面。【供「審查資料」須另繳交紙本至本校者，可黏貼於郵寄信封袋
外】
～轉帳如有問題，請洽本校教務處招生組

電話：(07)323‐4133，(07)323 4135～

三、收件截止日期/地址：
請於 106‐03‐22(三)以前(郵戳為憑)，將「境外學歷影本(若無免附)、甄試面談時間‐勾選單(回
條)」，以限時掛號寄至：高雄郵政第 72‐100 號信箱 高雄醫學大學教務處招生組 收。
貳、甄試日期：106‐04‐08(六)

注意！

參、(預計)甄試時間＆地點：(將依實際面談人數調整)
(預計)時 間

程

序

地

08：30～08：55

上午面談者‐開始報到

09：00～12：00

進行面談

12：00～13：00

休息時間

13：00～13：25

下午面談者‐開始報到

13：30～18：00

進行面談

點

國際學術研究大樓 4 樓 (考生家長休息室: 7 樓)
※註：近 ikari (怡客)咖啡 後門之電梯

國際學術研究大樓 4 樓 (考生家長休息室: 7 樓)
※註：近 ikari (怡客)咖啡 後門之電梯

肆、面談生「報到」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本甄試通知單、國民身份證或護照供查驗(查驗後隨即歸還)。
二、面談順序確定時間，預計於 106‐03‐31(五)以前，以限時專送寄出並公告於本學系網頁
http://respcare.kmu.edu.tw/，請留意收件及查詢；為避免影響全體面談生權益，寄出及公告後
，恕難接受任何理由要求變更面談時間順序。
三、請依公告之「面談時間」
，分別於「上午、下午」報到(詳細報到時間，將於面談順序公布時標
註)，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棄權，且恕難接受要求補考及退費。
伍、「面談室」注意事項：
一、為避免甄選委員對學校之不同印象，面談生應試時，請勿穿著高中制服。
二、面談要點著重學生之基本應對及推理能力，面談生以輕鬆自在的心情應試即可。
三、面談當日，現場不接受任何審查資料，面談生亦不得攜帶任何資料、物件進入面談室。
陸、寄發甄選總成績/成績複查：
本校預計於 106‐04‐14(五)榜示並寄發甄選總成績，並開始接受成績複查，成績複查於 106‐04‐20(四)
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
‐‐‐‐‐‐‐‐‐‐‐‐‐‐‐‐‐‐‐‐‐‐‐‐‐‐‐‐‐‐‐‐‐‐‐‐‐‐‐‐‐‐‐‐‐‐‐‐‐‐‐‐‐‐‐‐‐‐‐‐‐‐‐‐‐‐‐‐‐‐‐‐‐‐‐‐‐‐‐‐‐‐‐‐‐‐‐‐‐‐‐‐‐‐‐‐‐‐‐‐‐‐‐‐‐‐‐‐‐‐‐‐‐‐‐‐‐‐‐‐‐‐‐‐‐‐‐‐‐‐‐‐‐‐‐‐‐‐‐‐‐
聯絡人：呼吸治療學系 陳宥伊小姐
電話：(07)312‐1101 分機 2325 轉 52

傳真：(07)322‐2691

網頁：http://respcare.kmu.edu.tw/

E‐mail：resp@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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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療學系

回條

公告樣張

106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選面談時間‐勾選單】
第 1 聯 高雄醫學大學呼吸治療學系 存查聯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學測准考證號碼

通訊地址 □□□

聯絡電話(手機)

■希望面談時段(單選，下列五項，請「V」勾選其中一項即可)：
1、□只能上午
2、□最好上午，若額滿可排下午
3、□只能下午
4、□最好下午，若額滿可排上午
5、□上午、下午皆可
■面談時間順序，將依照勾選時段，由南至北排序；若無勾選或無寄回，則由本學系自行排定。
■(預計)報到/面談時間(以 106‐03‐31 公告為主)：
上午：開始報到(預計 08：30～08：55)，面談時間(預計 09：00～12：00)
下午：開始報到(預計 13：00～13：25)，面談時間(預計 13：30～18：00)
■注意事項：
1、本勾選單請面談生於 106‐03‐22(三)以前(以郵戳為憑)，將「第 1 聯」寄回本學系，第 2 聯由面
談生存查 ；面談時段經排定確認後，預計於 106‐03‐31(五)以前 寄出並公告 於本學系網頁
http://respcare.kmu.edu.tw/，請留意收件及查詢；為避免影響全體面談生權益，寄出及公告後恕
難接受任何理由要求變更面談時間順序。
2、請依公告之「面談時間」，分別於「上午、下午」報到(詳細報到時間，將於面談順序公布時標
註)，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棄權，且恕難接受要求補考及退費。
面談生簽章

家長(監護人)
簽

章

日期

106 年 3 月

日

請由此剪開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療學系
106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選面談時間‐勾選單】
第 2 聯 面談生 存查聯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學測准考證號碼

通訊地址 □□□

聯絡電話(手機)

■希望面談時段(單選，下列五項，請「V」勾選其中一項即可)：
1、□只能上午
2、□最好上午，若額滿可排下午
3、□只能下午
4、□最好下午，若額滿可排上午
5、□上午、下午皆可
■面談時間順序，將依照勾選時段，由南至北排序；若無勾選或無寄回，則由本學系自行排定。
■(預計)報到/面談時間(以 106‐03‐31 公告為主)：
上午：開始報到(預計 08：30～08：55)，面談時間(預計 09：00～12：00)
下午：開始報到(預計 13：00～13：25)，面談時間(預計 13：30～18：00)
■注意事項：
1、本勾選單請面談生於 106‐03‐22(三)以前(以郵戳為憑)，將「第 1 聯」寄回本學系，第 2 聯由面
談生存查 ；面談時段經排定確認後，預計於 106‐03‐31(五)以前 寄出並公告 於本學系網頁
http://respcare.kmu.edu.tw/，請留意收件及查詢；為避免影響全體面談生權益，寄出及公告後恕
難接受任何理由要求變更面談時間順序。
2、請依公告之「面談時間」，分別於「上午、下午」報到(詳細報到時間，將於面談順序公布時標
註)，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棄權，且恕難接受要求補考及退費。
面談生簽章

家長(監護人)
簽

章

日期

106 年 3 月

日

交通資訊
●火車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兩公里，車程約 5 分鐘。
●小港機場轉搭計程車約 30 分鐘。
●開車沿中山高速公路南下→下「鼎金交流道」於民族路左轉，再於同
盟路右轉，即達本校→下「九如交流道」沿九如路往火車站方向，於
自由路右轉，遇同盟路右轉，即達本校。
●高鐵車站轉搭計程車約 17 分鐘，沿大中路於自由路右轉，再於同盟
路左轉即達本校。
●高捷車站轉搭捷運接駁公車，由後驛站出入口 2搭乘紅 29接駁車，即
達本校。

停車資訊
1、外賓停放：
(1)本校第一、第二來賓停車場：在附設醫院內，由自由路進入，費
用每小時 30 元計(30 分鐘內以 15 元計，超過 30 分鐘以 30 元計)，
第一來賓停車場地面有機車停車場，費用每次 20 元計。
(2)同盟路上路邊收費停車格。

面談地點：
國際學術研
究大樓 4 樓

2、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停放：
(1)運動場地下停車場：在校園內，由同盟路進入，限本校教職員工
生停放汽、機車。
(2)和川停車場：由十全一路 94 巷進入，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停放汽、
機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