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代聯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12：00～13：00 

開會地點：CS302 教室 

會議主席：林宗緯同學 

出席人員：總務處黃耀斌總務長、生輔組黃博瑞組長、班級代表(如簽到表)、各學院綜合組組長（林英

助老師、楊麗玉老師、梁世欣老師、陳建州老師）、張松山主任、校安人員、學生會代表（高

凡璽議長） 

記錄人員： 林季瑤小姐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各處室報告： 

總務處報告 

一、 防疫期間，自 5 月 19 日(星期二)起，暫停校園出入口體溫量測，師生同仁仍需配合刷卡

進入校園，再次進入校園，可出示安心通行證進入。 

教務處報告 

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停修時程為學期第 12 週開始申請並於第 13 週(109 年 05 月 11 日

至 109年 05月 22日)結束前，填寫「停修課程申請單」辦理至多兩門課程之停修，經任課

教師及系所主管簽核同意後送教務處備查，完成停修課程作業程序，逾時不予受理。辦理

停修後，同一學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加選，請同學審慎評估後再提出申請。 

二、 108 學年度暑期開班作業期程，已公告在教務處網站，請同學依照規定時程辦理相關作

業。 

三、 109學年度行事曆已公告教務處網頁，請各位同學可以上網去查閱。 

圖資處報告 

一、 109/5/1-6/24 圖書館於一樓大廳舉辦防疫加油站主題書展活動，歡迎同學到館借閱，詳

情請參閱圖資處網頁最新消息。 

二、 新冠肺炎防疫期間，為保護讀者健康，降低入館找書增加群聚感染風險，圖書館特別提供

「您預約，我找書」服務，歡迎同學多加利用，詳情請參閱圖資處網頁最新消息。 

三、 圖書館與新館宿舍 B1 自修席位採用梅花座方式預約座位，敬請同學多加配合。 

四、 請勿利用雲端硬碟分享未獲授權的內容：Google 提供本校之 G Suite 教育版服務中， 

雲端硬碟的容量相當大，請本校教職員生勿分享未獲授權的內容，以尊重智慧財產權。 

五、重要資料宜有多個備份：雖然雲端硬碟很方便，但對於重要資料宜有多個備份，應避免只 

放一份在雲端硬碟，建議至少要另外存一份備份放在自己能掌握的儲存空間。 

六、畢業後仍可繼續使用本校電子郵件信箱和 G Suite 帳號 (其他服務則否)： 

原則上，圖資處只有在以下狀況才會停用或刪除 G Suite (gap.kmu.edu.tw) 的帳號︰ 

(1) 發生資安事件或違法情事，如帳號遭盜用後對外發出廣告信或詐騙信。 

(2) 連續一年未使用。 

(3) Google 停止免費提供本校此服務 (該服務目前為免費，未來則無法確定)。 

所以同學畢業後，只要不發生以上三種狀況都可以繼續使用。 



七、透過手機桌面捷徑可快速啟動安心通行證，操作方式請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L3AQl4 

八、全校授權軟體網站(https://fs.kmu.edu.tw) 可下載本校授權軟體(Ex:Windows， 

    Office,Acrobat)等,軟體亦有安裝示範影片,請善加利用。 

生輔組報告 

學生畢業後無法登錄學生資訊系統印製各類證明書，請記得於完成離校手續前，自行印製所需

各類證明文書，前往聯合服務辦公室用印，避免畢業後為各類證明文書奔波。 

衛保組報告  

一、 衛保組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校園”為發生群聚感染之高風險場域，為維護全校師

生同仁健康，有咳嗽症狀者務必戴上口罩。有發燒時請勿自行服用退燒藥。並請各位

同學勤洗手及注重手部衛生(雙手不碰眼、口、鼻)；若有發燒、肌肉痠痛、咳嗽超過 2

週、咳嗽有痰、胸痛、食慾降低及體重減輕的症狀，請盡速就醫或至衛保組協助轉介

就醫。 

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個案持續升溫，請各位同學配合以下事項:: 

1. 若經由衛生單位通知為確診者接觸者，請立即來信連繫衛生保健組

(bluesea@kmu.edu.tw) 留下學號、姓名、連絡電話，將會儘速個別聯繫。 

三、 基於敦睦艦隊確診個案活動地點陸續增加，若收到〔疫情警示〕簡訊，請勿驚慌，配

合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持續注意自身健康，需嚴守全程戴口罩及每日至少早晚兩

次量測體溫並至校務資訊系統「D.2.8.11-自主健康管理」登錄，勤洗手等自主健康管

理措施，但仍可到校考試或上課。若有不適（如：發燒、呼吸道咳嗽症狀、嗅覺或味

覺喪失、腹瀉、全身倦怠等症狀），請立刻回報導師或衛保組，並主動至衛保組提醒全

校教職員工生，”校園”為發生群聚感染之高風險場域，為維護全校師生同仁健康，

有咳嗽症狀者務必戴上口罩。有發燒時請勿自行服用退燒藥。並請各位同學勤洗手及

注重手部衛生(雙手不碰眼、口、鼻)；若有發燒、肌肉痠痛、咳嗽超過 2 週、咳嗽有

痰、胸痛、食慾降低及體重減輕的症狀，請盡速就醫或至衛保組協助轉介就醫。 

四、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個案持續升溫，請各位同學配合以下事項:: 

2. 若經由衛生單位通知為確診者接觸者，請立即來信連繫衛生保健組

(bluesea@kmu.edu.tw) 留下學號、姓名、連絡電話，將會儘速個別聯繫。 

3. 請每位同學若身體不適症狀者(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腹瀉、失去嗅覺味覺等症狀)，

配戴口罩盡速就醫，勿入校，並通知衛生保健組或導師。 

https://reurl.cc/L3AQl4


4. 多加利用校務資訊系統 D.2.8.13.-學生防疫日誌，紀錄每日活動軌跡。

https://wac.kmu.edu.tw/loginnew.php?PNO=stum2906b.php&usertype=stu。 

五、 因天氣逐漸炎熱，將進入登革熱高峰期，提供以下幾點預防方式:  

1. 注意預防蚊蟲叮咬，並加強校園及居家環境清潔(巡、倒、清、刷)。 

2. 視需要使用防蚊液或穿長袖長褲外出。  

3. 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登革熱疑似症狀，請儘速就醫，

並主動 告知醫師旅遊史。 

4. 可至校務資訊系統 D.2.8.11-自主健康管理系統登錄，俾利掌握校園傳染病感染情

形。 

六、 近日高溫熱浪來襲，戶外活動預防熱傷害，請落實以下措施: 

1. 補充水分:定時喝水，每天至少 2,000 ㏄白開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可多吃蔬果，

因蔬果含有較多水分。不喝含酒精及大量糖份飲料。 

2. 保持涼爽:穿著輕便、淺色、透氣、排汗功能的衣物。 

3. 提高警覺:隨時注意氣象局發布的天氣預報，選擇適當時間安排戶外活動，避免於

上午 10 點至下午 2 點外出，如果必須外出，建議行走於陰涼處及注意防曬措施；

並注意身體狀況，適當休息並補充水分。 

軍訓室報告 

一、 【重要通知】依據 109.05.18 本校第 21 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學校防疫配套措施，校園

仍謝絕訪客，如需進校洽公，請依程序申請入校，學生宿舍維持每日量體溫，室內確實配

戴口罩，並保持教室座位間隔就座(如梅花座)。。 

二、 【重要通知】因應今年新冠狀肺炎病毒疫情，本校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舉行方式，改以系

(所)為主體，以畢業週方式於 6 月 4 日至 6 月 6 日三天舉行，請各畢業班級班代表協助回

去後轉告師長（導師、系主任）及同學知悉。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週〉各系所場地

時程表(詳如附件)。 

三、 依據 109.03.18 本校第 12 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即日起至六月底，全校所有教職員、學

生、博士後研究員、專任助理禁止出國；如有特殊情況必要出國者（含例假日與國定假日），

須經校方核准後才可前往。至於已出國者，返台後，依規定必須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勿到校上班上課，以維護全體教職員生與家人的健康。另須居家隔離二、居家檢

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假別請勾選 8「自主健康管理」。 

四、 學校為防疫需要關閉部分出入口與管制出入時間，請同學們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務必 

遵守相關規定與措施。近來校安組員校園巡查發現學校東側門、自由路有同學翻牆，師長

與附近居民也有發現及向學校反映，請班代協助轉知同學與勸導，大家共同努力確保同學

們的健康與安全。 

五、 失物招領可親至學務處查詢或於本校資訊系統 Q.0.01 失物招領查看（含圖片）。 

六、 請轉知同學在校如有遭遇霸凌事件或生活上的問題，歡迎向導師、院教官或學務處輔導人

https://wac.kmu.edu.tw/loginnew.php?PNO=stum2906b.php&usertype=stu


員尋求協助，校安中心電話:07-3220809 電子信箱: osa@kmu.edu.tw。 

七、 若接獲疑似詐騙電話或簡訊，可向 165 反詐騙專線或教官、校安組員求助，以避免造成金

錢損失等困擾。 

八、 請同學在體育課或團體活動時，務必注意隨身重要物品要隨身攜帶(例如：手機、錢包

等…)，近來本校有發生研究室遭竊事件，請同學提高警覺，避免再遭失竊。 

九、 十全一路 94 巷同學常亂停放車輛，請同學依規定停放，尤其紅線及住家門口切勿停放，

另常有同學騎機車行駛於同盟路大門左、右兩側人行道，此舉已違犯道路交通安全管制條

例，請同學遵守規定以免被拍照舉發或拖吊。 

十、 請同學們多加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若騎乘機車應戴安全帽並依規定行駛，同時注意保

持安全車距及車速，以維自身及乘客安全。 

十一、 有租屋需求的同學，請逕至學生資訊系統查詢。本系統房屋係經過學校消防安全檢查

合格，且房東均在校登記有案，有利於同學租屋參考。另學務處備有本校同學專用，

符合內政部版本租屋契約，提供有需求同學索取使用，保障同學租屋權益。 

十二、 依據消防署統計資料，建築物火災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最多。同學平日用電避免同一

插座同時使用多項電器，延長線需有過載保險裝置。若賃居處插座表面有焦黑、變形

狀況，應請房東換新，以維住宿安全。走道及樓梯不可堆放物品，避免阻擋緊急逃生，

並應熟悉逃生路線。 

十三、 校外賃居同學應注意住宿環境，檢查賃居處是否裝設滅火器、緊急照明燈及煙霧偵測

器，滅火器裝填磅數是否在標準範圍內？緊急照明燈及煙霧偵測器自行測試是否正

常？使用瓦斯熱水器者，必須裝設於陽台或屋外，且無遮蔽物（窗戶、髒汙的紗窗、

過多的衣物）阻擋空氣流通，以策安全。 

十四、 學生請假必須在 7 天內完成，例如要請 12 月 1 日的假，務必要在 12 月 8 日前完成線

上請假。請公假需檢附院長核准之簽陳當證明；尤其申請學校補助的同學，需請承辦

人（老師）幫忙上簽陳，並免影響到個人權益。兩天(含)以上的事、病假須檢附證明

文件檔案上傳；另實(見)習學生請假，除依上述規定外，應先列印出假單以紙本辦理，

經實(見)習單位及臨教部主管核章後，再送回學務處辦理。 

十五、 「保護智慧財產權」-你我同行。歡迎同學借閱正版教科書位於圖書館後棟 2F 【教授

指定參考書專區】，切勿非法影印。另為讓教課書活化再利用，提倡「資源再利用-有

用的書籍不銷毀、不丟棄」的環保精神，請愛讀冊的同學能造福後期學弟妹，透過二

手教科書買賣平台，提升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的二手書交流風氣。 

十六、 本校二手教科書買賣採實物買賣方式實施：高醫校園書坊-麗文書局，提供二手書寄賣

及購買。 

十七、 因新冠狀肺炎疫情影響，入營時程順延。內政部已公告「109 年應屆畢業役男常備 

       兵役軍事訓練申請提前及延後入營時程說明」。「役男入營時程申請系統」，建置 

       於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主題單元「役男入營時程申請系統」 

       以網路方式申請，俾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依序安排入營服役，入營時段先 

       後順序如下： 



   (一)第一時段：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 

     網路申請時間：109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9 年 6 月 15 日下午 5 時止。 

     預判入營期間：109 年 8 月至 109 年 12 月(海軍與空軍)。109 年 9 月至 110 年 2 

                     月(陸軍)。 

   (二)第二時段：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 

     「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役男徵集完畢後，即接續徵集。 

     預判入營期間：109 年 12 月至 110 年 2 月(海軍與空軍)。110 年 2 月至 110 年 4 

                     月(陸軍)。 

   (三)第三時段：延緩入營 

     網路申請時間：109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9 年 9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 

     「6 月可畢業優先入營」及「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役男徵集完畢後，即接續 

       徵集。 

     預判入營期間：海軍及空軍 110 年 2 月以後，陸軍 110 年 4 月以後。 

性平會報告 

再次提醒各系、社團以及相關單位在辦理班上或系上相關活動時應尊重、認同他人多元性

別特質，應尊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除具娛樂效果與留意安全外，切忌不可逾越應有之

分際，而在活動過程中，亦須注意活動內容是否妥當，以避免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網路言論亦受到法律約束，請注意自身網路發言及使用禮儀。如網路言論涉及辱罵、不實

攻擊而導致他人名譽受損，可能構成公然侮辱或誹謗罪。 

請大家使用網路平台(甚至是匿名版)時，應以相互尊重為發言原則，避免使用帶有髒話或惡

意、猥褻的言詞表達辱罵或對他人進行騷擾。尤其應避免使用帶有汙衊特定生理性別、性

別認同、性別特質、性傾向，或具有性意味、性別歧視的言詞。 

同時提醒，若有同學擔任網路發言平台版主者也應善盡管理之責，以免因散播不受歡迎或

具攻擊性言論造成他人人格受損而需負連帶之責。網路發言應謹慎，以免誤觸法網。 

由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涉敏感，現今已有「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法令規範其處理程序，若有疑似性平事件時，請立即告知相

關人或單位(包含系上老師、導師、教官、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等)，會由專人負責處理並正

式啟動相關機制，以保障當事人權益。 

代聯會報告 

109 學年度代聯會主席、副主席遴選事宜： 

代聯會主席當選人-心理系三年級徐采一同學：投票表決同意票計 33 票（總計 43 位學生）。

代聯會副主席當選人-醫學系三年級李嘉鈞同學：投票表決同意票計 32 票（總計 43 位學生）。 



學生會報告 

109 學年度學生代表遴選事宜： 

校務會議代表（健康科學院）-公衛系一年級張宸昀同學：投票表決同意票計 30 票（總計

43 位學生）。 

※其他校級會議學生代表請有興趣擔任之同學向學生會報名。 

 

參、 提案討論：無。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00，感謝各位參與會議。 



附件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週〉各系所場地時程表 

系所 時間 地點 

醫學影像暨放射學系 

(含碩士班)68 

6/4 

9:00-10:4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公共衛生學系 54 9:00-10:40 演藝廳 

與校長或副校長合照(備註 2) 10:50-11:5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醫化組/應化組)87 
14:30-16:10 國際會議中心 A 廳 

口腔衛生學系 33 13:00-14:4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47 

15:50-17:3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學士後醫學系 57 

6/5 

9:00-10:4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含碩士班博士班)59 
09:00-10:40 演藝廳 

與校長或副校長合照(備註 2) 10:50-11:5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職能治療學系(含碩專班)34 13:00-14:4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呼吸治療學系 48 13:00-14:40 大講堂 

生物系（含碩士班）91 13:00-14:40 演藝廳 

香粧品學系 81 17:10-18:50 國際會議中心 A 廳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53 15:50-17:3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物理治療學系 44 15:50-17:30 演藝廳 

護理學系碩士/博士班 

高齡長照碩士班 31 

6/6 

8:30-10:1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護理學系 60 10:00-11:40 國際會議中心 A 廳 

醫學研究所 62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4 
9:00-10:40 大講堂 

腎臟照護學系 11 9:00-10:40 演藝廳 

與校長或副校長合照(備註 2)  10:50-11:5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心理學系 75 13:00-14:40 國際會議中心 A 廳 

運動醫學系 83 13:00-14:40 國際會議中心 B 廳 

藥學系 93 13:00-14:40 大講堂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碩士

班/在職專班 36 
13:00-14:40 演藝廳 

醫學系 143 15:50-17:30 
國際會議中心 A 廳 

 & B 廳 

藥學系碩士班/博士班 39 15:50-17:30 大講堂 

生物技術學系 41 15:50-17:30 演藝廳 

備註: 1.畢業生人數資料來源係依據教務處 109 年 04 月 28 日所提供最新畢業生名單統計。 

     2.校長或副校長統一於 B廳與各系所畢委代表乙名、四育並優獎第一名學生及優秀研究生 

       獎項、志工獎、全體博士生等合照(由當天畢業典禮活動班級分梯次參加)。 

     3.各系(所)結束活動後，由總務處安排防疫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