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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代聯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12：00～12：50 

開會地點：CSB-101 教室 

會議主席：徐采一同學 

出席人員：班級代表(如簽到表)、圖資處代表（高煜凱）、各學院綜合組組長（黃啟清老師、王彥雄老

師、林雅凡老師、楊麗玉老師）、生輔組黃博瑞組長、張松山主任、校安人員、學生會代表

（陳予涵） 

記錄人員： 黃郁倫小姐 

壹、 主席報告 

一、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代聯會每月召開一次會議，一學期共召開四次，屆時請準時與會。 

二、 班代加入高醫 109-1 代聯會社團 (掃描右方 QR code)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35874533785009/requests/ )，

爾後有關各項重要宣導事項，都會利用該網頁傳達，各位班代亦

可以該網頁進行各項事務溝通。 

三、 各班代上網維護幹部名單步驟： 

進入校園 web 資訊系統(https://wac.kmu.edu.tw/) → 幹部、導師生、工讀-D.2.3.00.班

代班級幹部維護 → 將其他幹部資料完整鍵入並存檔(填學年、學期、學號) → 存檔(系

統會帶出同學在學校系統內所留資料) → 第二階段再填入手機號碼及 e-mail →存檔 

四、 擔任幹部證明書同學可自行至資訊系統列印（D.2.3.01 歷年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書），將

不於代聯會議上發放幹部證書。 

貳、 各處室報告： 

生輔組報告 

一、 教育部提供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

者可申辦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請班代轉知訊息給予有需求之學生 

 申請表格及申請須知請參閱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網頁 

 學務處公告網址：https://reurl.cc/K6jQej 

 申請期程及對象： 

 1090915 起至 1091020 截止、逾期視同放棄不予受理 

 低收入戶學生（本校提供低收學生免費宿舍，故不得申辦） 

 中低收入戶學生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之學生 

二、 校內宿舍低收入戶補助： 

（一） 申請對象：本校具有低收入戶資格之校內住宿生。 

（二） 申請時機：109 年 10 月 7 日前辦理。 

（三） 證明文件：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當年度有效期限內）正本。 

（四） 補助標準：以 A 館 4 人房$11,000 為準，低於$11,000 以實際繳費金額退費。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35874533785009/requests/
https://reurl.cc/K6jQej
https://reurl.cc/K6jQ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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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一、 配合推動選課清單無紙化，各位同學於 109 年 9 月 14 日至 109 年 9 月 25 日止，至資

訊系統「D.1.22.課表查詢與選課清單確認」確認選課資料，以確保選課資料正確。 

二、 學生於學期當中發現您無法負荷所修讀的課程，可以於每學期 12-13 周提出停止修課

的申請。申請通過後，該課程即不列計成績，也不計入當學期修讀的學分數，但是在

成績單中仍會保留該門課程名稱，並標示為停修(英文成績單註記 W)。 

申請停修後之當學期學分數，不得低於最低應修學分，且最多以兩門課程為限，一但

申請通過停修後，即無法再依據任何理由申請復修，因此申請停修前，建議妥為考慮。

若有意願辦理停修之學生，請於期中考試週後留意教務處網頁最新消息。 

 

衛保組報告 

一、 為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請各位同學配合以下事項: 

1. 若經由衛生單位通知為確診個案接觸者，請立即連繫衛保組(07-3121101 轉 2117)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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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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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

燒時請勿自行服用退燒藥，應立即戴口罩，切勿入校並適切就醫或在家休息，且立即

通報衛保組及導師，及將體溫登錄至校務資訊系統 D.2.8.11。 

3. 進入教室上課或參與室內活動，請全程配戴口罩。 

4.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維持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應戴口罩。 

5. 確實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良好個人衛生習慣；保護自己、保護他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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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校內設有五台自動電擊器(AED)，分別於濟世大樓一樓電梯口、第一教學大樓地下一

樓電梯口、國研大樓地下二樓電梯口、新館宿舍一樓、同盟路警衛室旁，若發生緊急

傷病事件可至最近處拿取。 

三、 本校為無菸校園，請同學勿於校園內吸菸，若有發現校內吸菸者，請向總務處事務組(校

內分機 2124#32)、校警隊(校內分機 2188)、軍訓室(校內分機 2120#25)或衛生保健組(校

內分機 2117)通報。 

四、 適逢季節交替之際，請同學留意個人衛生，若有呼吸道症狀請使用口罩，並做好自主

健康管理，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阻遏校園流感群聚發生及避免疫情擴散。 

五、 請同學注意肺結核七分篩檢法:出現咳嗽 2 週為 2 分、有痰為 2 分、胸痛為 1 分、體重

https://wac.kmu.edu.tw/loginnew.php?PNO=stum2906b.php&usertype=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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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為 1 分、食慾不振為 1 分等症狀，加總超過 5 分者，請儘速至醫療院所胸腔內科

做檢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防治結核病最重要的關鍵。 

六、 時值入秋氣溫略降，更適宜病媒蚊生長，請加強居家環境清潔(巡、倒、清、刷)，勿讓

病媒蚊有機可乘；若有登革熱疑似症狀，請盡速就醫，保障自身健康，並至校務資訊系

統 D.2.8.11登錄，俾利掌握校園傳染病感染情形。 

七、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0 月將舉辦新生體檢說明會併發體檢報告，當日由家醫科醫師說明

體檢報告，請班代協助轉知班上同學，請各位同學務必參加。如有問題可至衛生保健

組(健康中心)詢問，或打電話到 07-3121101 轉 2117 詢問。說明會地點：濟世大樓 3 樓

CS302 教室，各系時間如下: 

圖資處報告 

一、 「保護智慧財產權」-從你我做起。 

(一) 敬請同學多加使用圖書館後棟二樓【教授指定參考書專區】正版教科書，勿非法

影印。 

(二) 校園正版授權軟體請至https://fs.kmu.edu.tw下載安裝。 

(三) 著作權知識請多利用本校智慧財產權網站 https://ipr.kmu.edu.tw。 

(四) 敬請研究生配合申請口試前提交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畢業論文需簽署並裝訂

「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 

二、 圖書館提供免費國際館合服務 

針對本校無法下載全文之西文期刊文獻，歡迎同學可利用免費國際館合服務提出複印

申請，詳情請連結圖資處網站->圖書服務->館際合作服務。 

三、 圖書館於開學期間舉辦「圖資週」活動(9/7-10/31)與「新鮮人求生指南」迎新活動

(9/1-10/31)，歡迎同學踴躍參與，詳情請連結圖資處網站最新消息。 
 

四、 針對本校常用圖書/資訊服務的登入說明與帳號使用期限，已整理公告如下，請同學參    

       考，謝謝！  

       常用圖書/資訊服務的登入說明 

日期 系所 講師 

109/10/06(星期二)中午 12:00~12:50 醫化系&應化系&物治系 家醫科醫師群 

109/10/07(星期三)中午 12:00~12:50  醫技系&醫社系&生技系 家醫科醫師群 

109/10/08(星期四)中午 12:00~12:50  公衛系&藥學系 家醫科醫師群 

109/10/13(星期二)中午 12:00~12:50  牙醫系&心理系 家醫科醫師群 

109/10/14(星期三)中午 12:00~12:50  生物系&呼治系&職治系 家醫科醫師群 

109/10/15(星期四)中午 12:00~12:50  醫放系&運醫系&口衛系 家醫科醫師群 

109/10/20(星期二)中午 12:00~12:50  醫學系 家醫科醫師群 

109/10/21(星期三)中午 12:00~12:50  香粧系&醫管資&生科學士班 家醫科醫師群 

109/10/22(星期四)中午 12:00~12:50  護理系&後醫系 家醫科醫師群 

https://fs.kmu.edu.tw/
https://ipr.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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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information-services/newstudent 

       常用圖書/資訊服務帳號有效期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notice/accountexp 

五、 圖資處資訊系統組介紹學生資訊系統新功能，預計五分鐘。 

 

 

性平會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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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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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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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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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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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訓室報告 

一、 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須知：為便利在學役男提出申請，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s://www.nca.gov.tw/stage/hp2/HP2-1.aspx）首頁/主題單元建置「申請分階段接受常

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自 10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至 109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5 時

受理申請。 

二、 按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並須在 19 歲徵兵及齡前一年底至當年 2 月間

接受兵籍調查，建立兵籍資料。91 年次男子明年徵兵及齡，可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

頁點選進入「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系統，登錄兵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後即可完成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notice/account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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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籍調查作業。 

三、 110 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針對大學 1-2 年級同學招生，109 學年第一梯次將於 10 月

19 日-11 月 13 日報名，有興趣同學請逕行至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網站或洽簡皇娟教官。 

四、 請各班代通知復學、轉學、轉系、延畢生及寒、署假期間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滿

結訓具備後備軍人身分者辦理緩徵／儘後召集事宜。相關申請表格可自行至學務處首

頁左側”各類表單”下載「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填妥後交至學務處郭添漢校安組員

處辦理(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 

五、 學務處為能及時協助同學校外(賃居)緊急事件，本學期為加速服務同學，並考量個人權

益，日前已請各班代將各系(班)住宿調查表單傳給所有同學，請同學逕自上網填寫表單

資料，並務必確實填寫。未填寫者將請導師或系(所)輔導教官(校安組員)列入優先訪查

關懷對象。 

六、 學務處為協助同學租屋服務，學務處網頁放置攸關同學租屋權益及安全相關資料及影

片，歡迎同學上網觀看，以增進個人賃居安全知能。 

七、 交通部為加強行銷宣傳效果、深耕交通安全觀念，推動「9 月 14 日至 20 日交通安全

週」，本次主題為「路口慢看停行人優先行」。有關路口行人安全教育文宣資料可至：

教師 e 學院、168 交通安全入口網查詢。 

八、 中華民國汽車安全協會辦理「學生總動員─2020 全國交通安全『貼圖』設計競賽」， 

所學生所舉辦之交通安全宣導活動，活動日期自 109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相關詳

細資訊請參閱該協會公告資訊（http://carsafety.org.tw/Frontend/News.aspx），獎金優渥，歡

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九、 機車族同學，請把車停至地下停車場或指定停車區，勿停於黃線、紅線及店家門前，

避免因違規或影響他人進出遭檢舉拖吊。 

十、 依統計資料顯示，本校 108 學年上學期交通事故以一、二年級學生騎機車肇事率最高，

月份以 10、11 月為尖峰，經彙整資料研析原因如后： 

  (一)新生取得機車駕照時間短，對騎乘技術及性能不嫻熟，且對高雄地區路況不熟所

致。 

(二)舊生自認已熟悉環境及車輛特性，疏於注意前車、號誌及路面狀況而肇生意外。 

    建議同學響應環保、綠能、愛地球的理念，儘量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十一、 為確保同學臨時乘坐機車安全及避免違規受罰，本校提供臨時借用安全帽 25 頂，分別

放置於大門口警衛室及新館宿舍管理室，有需要的同學請依規定登記借用；另請借用

時能愛惜公物，且使用後立即歸還，以利更多同學借用。 

十二、 109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正式演練時間：109 年 9 月 21 日(週一)上午

09 時 21 分。依據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注意事項，實施 1 分鐘地震避難掩護，

及疏散至集合地點點名等演練動作，演練對象：由當日一年級授課班級、第一教學大

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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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內行政、教學單位參與演練 

十三、 請同學們應時時提高警覺，每天與家人保持聯繫，避免成為歹徒詐騙取財的受害者。

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 3 步驟：「保持冷靜」、「小心

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詳如反詐騙宣導文宣。尋求協助或電校安

中心 07-3220809。 

十四、 準備及實施各類活動（例如迎新活動），安全永遠是最重要的考量，各班、各系學會在

安排各項活動時，請注意安全，切勿從事任何危險行為，（例如點燃線香表演香舞，以

免造成燒燙傷或火災）、大胃王比賽等。戶外活動請辦理保險，並在事前向學務處申請

活動准許（班級戶外活動請向軍訓室報備，系學會活動請向課外活動組申請），始具有

請領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之資格。 

十五、 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網路素養，如果遭遇網路霸凌事件時，可以怎麼做： 

(一) 不謾罵：不要與對方謾罵，也不要張貼讓對方不舒服的言論。 

(二) 請刪文：先以訊息通知對方，告訴對方你的感受，請對方刪除讓人不舒服的貼文。 

(三) 留證據：若告知對方刪文後仍未改善，則將讓人不舒服的內容截圖下來，留做證

據，並與家長或老師討論如何處理。 

(四) 快阻斷：使用社群網站的「解除朋友關係」或「封鎖」等功能，阻斷網路霸凌行

為人與你的聯絡，避免繼續看到不舒服的貼文(霸凌相關刑責如文宣資料)。 

(五) 尋求助：透過防制校園霸凌「多元反映管道」尋求協助，本校防制霸凌專線

(07)322-0809、教育部 0800-200-885 申訴或檢舉。 

十六、 學生請假辦法，略述如下： 

(一)請假一律採學生請假網路系統辦理；請假 2 天以上所需之證明文件請上傳檔案，公

假要有院長批示簽呈；見習學生上網填寫假單後，列印紙本辦理請假事宜。 

(二)准假權責 3 天內→導師(目前 1 天暫由教官及校安組員核定，待圖資處資訊系統修

改完成後，再行公告通知)，3 至 7 天→系主任(所長)，7 天以上→院長。 

(三)補假必須在 7 天內上網申請(例：補請 10 月 1 日的假，務必在 10 月 8 日前完成請

假) 

十七、 鑒於新興混合式毒品逐漸在年輕族群間流行，有關此類毒品除有精美包裝之特徵，易

降低施用者對於毒品的警戒性外，新興混合式毒品多為第三、四級毒品與精神藥物之

隨機混合，其危險性乃至致死率更難以預估，為讓同學對新興毒品的辨識及反毒技巧

有所認知，相關資訊載於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enc.moe.edu.tw/，俾供參考。 

十八、 「保護智慧財產權」-你我同行。歡迎同學借閱正版教科書【教授指定參考書專區】，

請勿非法影印; 使用正版教科書，絕不影印複製與下載散播未經授權之著作與教學資

源，避免侵害他人著作權而觸法!校園正版授權軟體及自由軟體使用請至下載專區

https://fs.kmu.edu.tw 點取；相關著作權知識請多加利用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網站， 

https://ipr.kmu.edu.tw;凡研究生申請口試前要提交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比對方法可參

考圖資處網站說明：圖書服務→電子館藏查詢→Turnitin 偵測剽竊系統)，繳交論文時

需簽屬「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並裝訂於紙本論文中。 

http://enc.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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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本校校園為開放空間，請同學注意保管個人貴重物品，並留意週遭行為異常人士，若

需協助，請電校警隊(校內分機 2188)。 

通識教育中心報告 

一、 磨課師-這是通識教育中心選用讓高年級學生採認為博雅課程的，適用缺博雅領域／學分、大

四正在實習或無法選課的同學，這學期的課程(領域)有 3門，簡介： 

 領域別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公民與社會 職場情緒軟功夫 https://reurl.cc/AqERgZ 

跨域融通 學會學：學習之道 https://reurl.cc/V6G5EN 

審美鑑賞 旅行：文學與影像 https://reurl.cc/V6G536 

二、 選課方式：至通識教育中心人工選課，9/16截止。 

總務處口頭報告 

一、 為維護師生安全，已於需進行管制之大樓頂樓設置開門警報監視系統，請同學留意誤

觸。 

二、 教室冷氣為空調課表化，即有課程時此間教室方有冷氣。 

學生會報告 

一、 9/29(二)18:00-20:00 學生會新血招募說明會，詳細內容可見本校學生會粉絲專頁。 

參、 提案討論：無。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2:50，感謝各位參與會議。 

 

https://reurl.cc/AqERgZ
https://reurl.cc/V6G5EN
https://reurl.cc/V6G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