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10 學年度第 5 次畢業班級委員聯合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時-13:00 時 

開會地點：濟世大樓 CS302 教室 

(本次會議採實體與線上會議並行 Google Meet 會議視訊) 

https://meet.google.com/xiv-woih-hod 

主席：畢聯會會長 林琪真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紀錄人員：吳佳晏、陳芃諭、洪彤昀 

 

壹、主席致詞： 

歡迎大家來到第 5 次畢業班級聯合會議，會議前半段為行政單位報告，後半段為畢聯

會報告。 

貳、報告事項： 

一、承辦單位軍訓室蕭登倨校安組員報告 

各位長官、老師、同學大家好。首先報告的是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整體規劃構想與

流程，是循歷年實施計畫模式，參考 107學年度正常版與 108、109學年度因疫情影

響的調整版，調整版會因疫情有一些變化。本次報告的實施計畫草案，係經過二次

行政單位工作協調會與四次畢業聯合委員會議討論修訂，亦經 111 年 3月 17日第四

次重大慶典會議修正通過。以下為本計畫重點: 

(一)畢業團體照，一般生的拍照時間為典禮前一天 06/10(五)上午 09:00~10:10，大

約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所以每個班級之間銜接時間緊湊，請各班級依據表定時

間提前 10 分鐘就位，避免班與班之間互相等待。系學會會長請提醒大家。實習

班級、在職專班因為在校外，所以拍照時間訂為畢業典禮當天，典禮結束時間約

上午 11:00，結束後立刻至拍照地點就位，總拍攝時間大約只有半小時左右，拍

照地點是在第一教學大樓廣場前，雨天備案是在綜合集會場。拍照的地點有分成

A、B兩組，都是在第一教學大樓。 

(二)畢業典禮程序部分，和歷年大部分是雷同的，比較特別的是今年的驪歌為本屆同

學自創歌曲，與廠商合作拍攝錄製，在唱畢業驪歌程序時會請該曲的創作團隊上

台，帶全體畢業生唱本屆自選畢業歌曲「出發」。 

(三)有關校園巡禮的路線規畫，依往例由校旗引領，校長為首，校務首長、院長、系

主任與老師帶領畢業生依指定路線繞校園一圈，畢業班級有班牌引領，系學會會

長請邀請全體畢業生參加，也請一併提醒師長於 08點 20分於綜合球場暨集會場

前就位。畢業生及管樂社請於 08點 05分前抵達，校園巡禮將於 08 點 20分準時

開始。若遇雨天則取消校園巡禮。校園巡禮路線由風雨球場開始，沿著史懷哲大

道，至舊棟南側，再沿著東側門旁邊，最後走到國研廣場。再分流兩路至國研大

樓 A廳。 

(四)第二階段為小畢典，各系所於自己分配的場地舉辦的正冠茶會。時間為

12:00~17:30。程序由各學系自行規劃，畢聯會已有先預借場地，後續由教務處、

https://meet.google.com/xiv-woih-hod


總務處、附院協助，場地借用時間原則上為前一天 17:00至畢典當天 18:00，附

院的場地已於去年 110年 12月 24日進行預借，請各系所限於借用時間內辦理活

動。 

(五)最後是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各學院授證正冠)預算分配，各學院依照畢業班的人

數，每一人 200 元的額度來做分配。經費預算的留用則等到第四次重大慶典委員

會會議紀錄核定，我們會把正式實施計畫分送至各單位，也會依據計畫預算分配

額度申請經費流用。後續各單位就可根據流用的經費來辦理所需活動。也請各單

位在預算使用需符合會計室的相關結報規定，以上為今年度畢業典禮計畫的重點，

後續的時間交給其他行政單位與畢聯會做報告。謝謝。 

二、學務處課外組鄭蕙瑾報告 

(一)現場各位師長同學還有線上的各位大家好，我是學務處課外組的鄭蕙瑾，這邊有

兩件事情跟大家報告，稍早有透過畢聯會也有公布在借還群組的器材借還須知，

目前已經有一半的系所派代表進器材協調群組，如果系上還沒有派代表的也請到

學務處一樓找我加入群組，或者是找以前的負責人，基本上我們的群組都是沿用

的，所有的協調都可以第一時間透過群組來去做聯繫。今年畢業典禮在 6/11，

循往例在禮拜五就會做課外組的器材管制，各系務必在 5/13 之前填寫好系上小

畢典所需要的器材，才會來的及進行協調。器材的項目跟備註的部分都在簡報上，

所有的清單跟介紹在早上都已經傳到器材的群組裡，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到學

務處一樓課外組找我，或是在群組直接詢問。 

(二)課外組這邊還有一個畢業生優秀獎項，下禮拜五就可以開始申請了，獎項說明都

在課外組的網頁，學務處課外組下拉有一個畢業生優秀獎項專區，就會進入到我

們說明的頁面，有的是需要主動提出申請，有的是已經結束申請的，這邊需要提

醒的，大學部的體育獎、群育獎、四育並優、志工服務需要大家至線上做主動申

請的動作，這幾個獎項是如果沒有自己申請，到時候是一定不可能得獎的，大家

可以在這段期間上去看一下說明及檢附的一些相關文件。這裡需要更正的是，今

年已經完全走線上作業，不會有紙本的收取，系統時間是開放到 4/20 23:59，

只要系統進得去都可以作上傳。如果有問題的話，每個獎項都有不同的承辦人，

請尋找該獎項的承辦人。學生利他獎的話如果經過院推舉，確定會得獎的話，請

同學幫我們到系同填寫心得，之後才可以順利地領到獎學金。所有的資訊都會公

告在網站跟粉專，有問題也可以至粉專詢問。 

三、註冊課務組報告 

(一)請同學務必於 111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前至學生資訊系統 (D.1.02 英文姓名

維護)項下確認英文姓名是否正確【建議與護照的英文姓名相同】，以確保英文畢

業證書內容正確。 

(二)110 學年度應屆畢業研究生至學生資訊系統「D.1.45.學術研討會發表維護」登

錄研討會發表資訊，並將書面於 111年 4月 15日（星期五）前先繳交至學系再

繳交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存查，以利後續學務處獎勵優秀研究生作業進行。 

四、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報告 



(一)這裡作一個畢業服的提醒更新，目前登記線上有 1416 件，已經借領的是 1234

件，大部分已完成畢業服借領的部分。 

(二)再來第二學期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表單，這邊都是屬於研究所的部分，陸續都有在

依據上面的時間來去作登記陸續借領。那這邊作一下提醒就是每個班級拿到畢業

服的時候可以先打開來看一下相關的配件有沒有瑕疵或者問題，有問題的話可以

拿到資產組作更換，資產組位於勵學大樓提款機的後面。萬一大學部的同學有沒

有登記到的，麻煩到資產組作補申請。 

   四、軍訓室張松山主任 

(一)畢業典禮當天如果家長有需要邀請卡，請盡快跟我們聯絡，也會請秘書處、教務

處邀請卡盡快完成。 

(二)有關校園巡禮。A廳可容納約 600人，根據以往經驗，在座畢委就是各學院各系

所的正冠當然代表，另外也會安排受獎同學的席位。校園巡禮後會把參與的同學

分流帶來 A廳，希望畢委將訊息帶回班上，邀請同學們踴躍參加。當天也會請總

務處協助錄影、相關紀錄。如果想邀請家長，會請家長先在 A廳後方的多功能教

室依到達時間先後排入場順序。早上 9:00 典禮開始前 10~15 分鐘會做管制，就

會開放家長可以依先後排序進入 A廳。根據以往經驗家長都有位子可以進來觀禮，

如果客滿，再安排至 B廳觀禮。 

(三)授證正冠及頒獎會由總務處聘請專業攝影師為大家紀錄，因此請各位同學的家長、

親友團就不要到台前拍照了。 

(四)邀請大家踴躍參與畢聯會辦的小活動。也希望同學們對畢典有什麼意見隨時提出，

相信好的想法我們都會採納。我們希望幫各位畢業同學辦一場溫馨又值得回憶的

畢業典禮。 

(五)第二階段小畢典各系所的負責人，可能是系學會會長或活動總召，如果場地分配

一覽表承辦人資訊有錯，也請再跟我們講做更正。場地借用是從前一天 6/10 

17:00開始，會和教務處、總務處、附院協調如果 15:00後沒有課，直接優先給

同學們場地布置，把那個時間借下來。而附設醫院原則上就是 17:00 後，如果有

個別需求都還是可以再連絡提出。 

(六)畢業典禮程序表在第四次重大慶典委員會已通過，請同學們、系會長、各學院綜

合組組長，將拍照時間等資訊回去匯報給系主任、首長。 

(七)再次感謝在座及線上各位師長及畢委的協助。 

五、畢聯會會長林琪真報告 

(一)學士照注意事項 

1. 四月起有班級要拍攝畢業照。拍攝畢業照請提前 10-15 分鐘到達指定地點

(個人照 CSB120、團體照國研廣場)。 

2. 學士及碩士有提供一體式畢業服供拍攝個人照使用，勿穿著含有領子的衣服，

如:帽 T、襯衫等，但拍攝團體照仍需穿著自己的畢業服。博士未提供畢業

服道具，故務必攜帶自己的畢業服。也就是說學、碩、博都要帶畢業服，學、

碩士是團體照時要用。 



3. 若拍攝途中有發現任何問題，與攝影師當下無法處理，請聯絡幹部與廠商協

調。 

4. 若有同學在預定時間未拍攝需進行補拍，請畢委跟攝影師協調補拍時間，或

聯絡幹部協助亦可。補拍會開設一個雲端試算表供填寫，若補拍時間當節課

有其他班級拍攝，請盡量先跟該班畢委通知，或請幹部幫忙通知，要做好協

調。試算表各班畢委皆可瀏覽，可在拍攝前進行查看是否有其他班級同學需

進行補拍。 

5. 一月份拍攝畢業照已送達，尚未領取個人照的班級畢委請盡快與幹部，畢務

組聯絡領取。 

6. 四月份拍攝畢業照的班級畢委若未完成表單填寫或匯款相關事宜請盡快完

成。 

(二)宣誓代表、致謝詞代表 

1. 因為徵選方式有改變，因此再次說明。更改為用影片的方式徵選，是為考量

到有同學可能在其他縣市實習，他沒有辦法在中午到場參與，是為求公平性

而做的更改。 

2.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aHWzPc18pQ1MJKG89 

3. 期限：即日起~4/15 上傳影片。 

4. 資格：學士、碩士、博士準畢業生。 

5. 甄選方式： 

(1)甄選者著畢業服，錄製朗誦影片並上傳(不用上字幕)。影片長度：宣誓

代表為 2-3分鐘，致謝詞代表為 5分鐘。 

(2)4/28畢委會議播放甄選者影片，由畢委票選結果，宣誓與致謝詞。 

6. 代表各取一名正取、一名備取。如報名踴躍，畢聯會擇日進行初選，複選同

為 4/28。 

7.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生誓詞文稿： 

我要尊敬並感激我的師長， 

我要珍惜同學，學長姐與學弟妹之間的情誼， 

我要尊重生命的價值並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 

我相信我的工作團隊，不分彼此一起維護與共享團隊榮譽， 

我鄭重地保證憑良心和尊嚴去從事我的專業工作， 

我的職責不因宗教，種族，政治或社會地位而有所偏差， 

即使在威嚇之下，我也不以我的專業知識去違反人道， 

我相信愛與和平是世界共同的語言， 

我要維護並發揚高醫的榮譽與傳統， 

我鄭重並自主地以我的人格作以上的宣示， 

謹守誓言 

宣誓人：〇〇〇 

中華民國 111年 06月 11日 

https://forms.gle/aHWzPc18pQ1MJKG89


8. 致謝詞代表需準備 5分鐘的講稿朗誦，最終講稿內容會再交付學校進行最後

確認，所以可能會有些許更動，請甄選者特別留意。 

9. 畢業生致謝詞參考，詳見報名表內參考網址。 

(三)本屆畢業歌-出發 

1. 心理四 邱筱紜/王傳淵/許智軒投稿獲選。 

2. 投票結果「出發」44.6%，「登出之前」28.1%，「吾十有八而志於勵學濟世」

24.8%，「都市叢林」2.5% 。 

(四)徵！畢業 MV製作 

1. 配合本屆畢業歌-出發，自行組隊進行編劇錄製與剪輯。 

2. 報名：https://forms.gle/mXkHiUsbW1GX5Rji6 

3. 報名日期：3/25~4/8。 

(1)報名完成後，畢聯會會提供團隊一些檔案及詳細說明，團隊要在 5/7 前

完成影片並上傳。 

(2)如有多組畢業 MV團隊，將交由畢業生票選出一個團隊作品，作為本屆畢

業 MV。 

4. 報名資格：不限畢業生，高醫在校生皆可。如果與他校同學組隊，團隊中必

須有高醫在校生。 

5. 影片長度：5分鐘。 

(五)攝影文學展 

1. 畢聯會小活動，歡迎畢業生投稿拍攝作品無論是愛情、友情、學業、美景、

美食等方面(場景以校園或是學校周圍為佳)，將大學各個階段的點點滴滴以

照片的方式記錄下來，再次回顧精彩的大學生活。 

2. 報名：https://forms.gle/GPjSRupycTD49Gyu8 

3. 投稿時間 : 即日起~ 04/15 (不限投稿件數)。 

4. 照片格式 : 限 JPG，檔案大小 1Mb以上。 

5. 畢業生票選出前三名的優秀作品，畢聯會提供精美小禮物-畢業傳情乙份。 

(六)徵！活動夥伴 

1. 再次招募，不限畢業生。 

2. 報名：https://forms.gle/rDw93GTP12npcnj26 

3. 主要活動空間(1)IG-高醫調查局、梗圖等。(2)Gather town-設計闖關遊戲、

線上互動、線上表演/講座等。 

4. 報名方式：私訊畢聯會 IG/FB、活動前開表單、Instagram：kmugc_、FB：

高雄醫學大學畢聯會。 

參、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陸、散會：主席宣布散會 12:55 

染、下次會議追蹤事項：無 

https://forms.gle/mXkHiUsbW1GX5Rji6
https://forms.gle/GPjSRupycTD49Gyu8
https://forms.gle/rDw93GTP12npcnj26


捌、下次會議時間：1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時-13:00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