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10 學年度第 6 次畢業班級委員聯合會會議 
 

開會時間：111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時-13:00 時 

(因近日國內疫情升溫，原訂 111 年 04 月 28 日會議延期，待召開校內防疫會議與重大慶典會

議，審議畢典因應方案與措施) 

開會地點：濟世大樓 CS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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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i-nsiu-roy 

主席：畢聯會會長 林琪真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紀錄人員：陳芃諭、洪彤昀 

 

壹、主席致詞： 

歡迎大家來到第 6次畢業班級聯合會議，會議前半為行政單位報告，後半為畢聯會報告。 

 

貳、 報告事項: 

 

一、軍訓室張松山主任： 

 

      學校畢業典禮目前基本上係依據學校防疫小組第 52 次會議與第 5 次重大慶典委員會議決

議朝正常模式籌辦中(會視疫情變化滾動修訂)。校長以尊重畢業班同學意見為主，但是

要做好相關防疫措施，確保同學與親友健康安全為前提。我們一直期盼能幫同學們辦一

場溫馨感人與值得同學們懷念的畢業典禮。再次轉達學務長謝謝線上與在座的各學院綜

合組組長、畢聯會會長、幹部與全體畢委、各處組室組長及同仁，感謝大家一年來的辛

苦籌辦畢業典禮。 

 

 二、承辦單位軍訓室蕭登倨校安組員報告： 

(一)各位長官、老師、同學、線上同仁大家好，今天軍訓室報告畢業典禮因應疫情的規劃與

工作進度報告。目前規劃是在有疫情的情況下採正常模式辦理的畢業典禮。備案為依中

央防疫指揮中心規定暨本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辦理滾動修訂，本正常模式方案規劃已於

04月 27日及 05月 04日分別召開第 52次防疫會議及第 5次重大慶典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校防疫措施相關作法:  

全校聯合畢業典禮觀禮人員(家長、親友、朋友)須從觀禮人員手機上先完成填寫高醫通

行證-防疫評估表單(如附件)，蒞校後暫在國研大樓多功能教室等待，並由校方確認已

完成相關必要與加強防疫措施後，依引導人員指示進入會場。 

手機填寫高醫通行證-防疫評估表單 QR CODE(手機收簡訊功能請勿關閉，系統會以簡訊

傳送驗證碼): 

 

 

 

 

 

       1.觀禮人員必要防疫措施 

  (1)噴酒精。 

  (2)量體溫。 

  (3)高醫通行證報名登記制(請觀禮人員手機出示 06月 10日或 06月 11日的高醫通行證

手機截圖；請於 06月 10日或 06月 11日完成填寫高醫通行證-防疫評估表單)。  

       2.觀禮人員加強防疫措施(二擇一) 

   (1)「出示注射三劑疫苗小黃卡紙本(或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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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注射三劑結果手機截圖) 」(三擇一)。 

 (2)出示 06月 10日或 06月 11日的快篩陰性證明手機存檔照片。 

                    ☆填寫實名登記制紙本 (已出示 06月 10日或 06月 11日的高醫通行證手機截圖者 

                      免填)。 

(三)後續因疫情關係畢典計畫若有修正，為掌握時效會先在畢典大群組公告，並請各單位到

學校首頁左下角「畢業專區」的網頁資料查詢，相關的畢典計畫與附件可依各單位所需

的資訊分別去點閱，加速查詢的速度。 

(四)今年畢業典禮預於 111年 6月 10、11日拍攝團體照，分 AB組。地點在第一教學大樓前，

左側階梯(A組)、右側階梯(B組)。 

       1.一般生拍照時間 111年 6月 10日（星期五）上午 09時 00分至 10時 10分。 

    2.實習/在職班拍照時間 111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 上午 11 時 10 分至 11 時 45 分，校

級畢 典結束後，校長與師長會至拍攝地點拍攝，請前面的學系掌控好拍照速度，避

免影響到後面拍攝的學系(雨天備案在綜合集會場)。 

    (五)校園巡禮時間 111 年 6月 11日上午 08時 05分會在風雨球場集合，務必請畢業委員提醒

同學，往年同學來的狀況不理想，希望畢委回去轉達同學(除防疫規定限制以外)都可以

參加。 

(六)有關各學院正冠/茶會場地分配更正如後: 

     1.有毒物學碩士學位學程(改到 N534 教室)及護理學院(改到 NB219A、NB219B 教室)場       

地。 

     2.醫化系 6/10晚上場佈時間延至 19時才開始。 

(七)各院系(所)頒證正冠典禮及茶會，場地已經過在場及線上的畢委確認，目前僅有生物系

的場地因為附院的防疫規定關係，已完成預借附院場地的協調(含布置及預演時間)。 

(八)各處室經費已完成流用到各單位，有關畢業典各項費用、各院系(所)第二階段茶會，均

按照教務處提供畢業學生人數編列預算茶點費（200 元/人），供各院系(所)的場地佈置

費及購置茶點所需費用。為確保安全防疫小組決議各學院系所茶會改發餐盒。 

(九)教務處會安排頒授名譽博士學位證書，接下來是教務長推薦畢業生、頒獎、授證、正冠。

要請各學系或系所（碩士班）有兩位畢業委員的需推派一員，擔任授證、正冠的代表，

所有博士班畢業生都要參加授證、正冠，承辦單位會再確認正冠代表及績優頒獎名單。 

  (十)已進行統計畢業班級人數、預排畢業典禮位置、預購畢業生胸花。 

    (十一)有關典禮司儀、宣示代表、致謝詞代表遴選到 0509，後續將由軍訓室實施訓練。 

   (十二)正進行巡禮舉牌手選任、工讀時數、訓練。 

    (十三)畢業生優秀獎項(包含四育並優獎、(德、智、體、群)育獎及利他獎)得獎人員名單，於

5月 20日（星期五）前公佈於學務處網頁。 

      (十四)畢業典禮第 1 次預演時間預定於 6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參加人

員為畢委、得獎同學、博班畢業生與班代等)，請副校長主持；第 2 次預演於同日下午

3時 30分至 5時，恭請校長主持。 

 

三、學務處課外組報告： 

畢業生優秀獎項的獎狀上面是會有所有畢業生的英文姓名的，那這邊更正一下就是我們等一

下職涯組同仁會告訴大家要去哪裡確認你的一些基本資料，請大家一定要上去確認你的英文

姓名，請一定要跟你的護照一樣，因為你有可能是需要到國外去就學或者是工作，但如果姓

名不一樣有可能他無法認定是你本人的畢業證書。 

(一)我們的獎狀除了會在校級畢業典禮頒發的一些獎狀其餘會在印製完畢後通知各系到學務處

領取，請各班就是到時候還是幫我們關注我們的課外組粉專還有請系會長或者是畢業小畢典

辦理的總召承辦人要記得隨時注意我們這一塊的資訊。 

(二)畢業的器材我們下個禮拜五是我們最後填寫的日子請大家如果你們還沒有確認好要件哪一

些器材的把握最後一個禮拜的時間在 5 月 13 號中午 12 點以前一定要填寫這個表單，我會以



當天 12 點表單關閉進行協調如果你是在表單之後你還要修正或者是你要加借器材的有可能

是完全借不到的，所以請大家就是要注意這個時間。那前幾天又發生就是有些學系他可能大

四的畢委是沒有來參加畢聯會然後導致下面學弟妹辦小畢典的同學不知道這個消息，這個部

分請注意一下，還沒有進到我們器材協調群組的學系或者是班級一定要進入這一個群組，群

組怎麼進去請到濟世大樓一樓就是直接找我，然後現場會讓你掃 QR Code 如果你沒有辦法來

學校那你就私訊粉專那後面的話就是我們粉專的 QR Code，一些我們業務承辦人的資訊其他

所有的資料基本上都可以在學務處網頁還有我們的粉專看到。 

(三)特別提醒大家這邊沒有的原本的學生利他獎的資料上傳是到昨天，目前我們還有一些學系

的獲獎人是還沒有上傳心得跟他的照片，如果現場有利他獎或是線上有利他獎的獲獎人請記

得趕快在下個禮拜可能 10號之前趕快幫我們上傳資料避免後面我們的會來不及印製。 

 

四、學務處職涯發展組報告： 

(一)在學生資訊系統的 D1.07這邊的離校手續的部分，那你們在離校手續的時候需要到各處室去

協調，這邊都有一個清單，這邊主要是兩件事情要請大家幫忙的第一個是到 D1.02 去更新你

的手機、e-mail、英文姓名，由其英文姓名非常重要，因為畢業證書只有一張不能做更改所

以英文姓名特別要注意一下。 

(二)要填寫教育部的畢業生流向問卷到 D1.07這邊右邊都有連結，再點這兩個路徑進行完成，還

有很多同學還沒有填問卷的記得一定要填。 

五、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一)有班級的同學沒有申請畢業服的話想再借用的話那可以直接來我們資產組找黃先生來做一

個借領。 

(二)畢業典禮當天在還畢業服的時候尤其大學部的同學請務必要注意一下，你們在歸還的時候

因為有部份跟廠商借用這個畢業服，注意一下不要還錯了，那學校的畢業帽他的帽頂的釦

子比較大，材質也比較厚實，然後在我們的袍子前面有兩條黑色的絨布，所以大家千萬不

要把衣服還錯了。 

(三)因為畢業服歸還有涉及到損壞的賠償問題，所以原則上不採取全班的歸還。 

(四)畢業服在畢業典禮當天可以歸還，然後當天沒辦法歸還的話，學校有通融一個禮拜的期限，

所以就換句話說你可以在 6 月 20 號以前來歸還，歸還的地點就是在勵學大樓的一樓，超過

這一個禮拜之外的話一天就會罰款 50元，採取累進的方式。 

六、圖書資訊處： 

 

（一）圖書館辦理大學部畢業生離校作業公告 

1.圖書館將於 111/5/26(四)-5/27(五)進行畢業生離校審核作業，同學請連結圖書館流通

系統「個人借閱紀錄」，確認是否歸還借閱圖書及結清逾期罰款。 

(1)若無欠書欠款者，圖書館將辦理該帳號停權作業。 

(2)若有欠書欠款者，請於 5/25(三)前至圖書館流通櫃台歸還借閱圖書及結清逾期罰款，

當日可同時辦理帳號停權作業。 

(3) 個 人 借 閱 紀 錄 網

址:http://mtoread.kmu.edu.tw/webpac/mobile/login.cfm?call=shelf.cfm 

2.帳號停權後將停止以下服務： 

借還書(含視聽資料、平板電腦)、查詢館藏電子資源、借用討論室、申請館際合作。 

但仍可憑學生證入館及預約自修席位系統(至畢業學年度暑假結束前)，包含圖書館四樓

及宿舍 B1等。 

3.如因故需延長借書期限至 6月底，請務必於 5/25(三)前線上填寫申請表。 

http://mtoread.kmu.edu.tw/webpac/mobile/login.cfm?call=shelf.cfm


如果同學要用電子資源做報告，就建議要申請。 

申 請 延 長 借 書 期 限 網

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bOI1CTbQ0DlR4kMPOnxxexF4UlWoPHE

rQerhr5jPSgxGMMw/viewform 

4.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圖資處讀者服務組，分機 2133轉 83；read@kmu.edu.tw。 

(圖書館一樓櫃台) 

（二）圖書館 60+特展畢業生限定活動 

111/5/2-6/11圖書館後棟「圖書館 60+」特展區 

活動一：邀請畢業生至「圖書館 60+」特展區拍照打卡。 

活動二：寫祝福小卡。 

完成兩項活動後向館員兌換紀念品。 

 

七、畢聯會報告： 

 

（一）募集各學系團體照 

1.全校聯合畢業典禮會將各學系之照片製作成影片，請各系畢委收集照片並上傳至雲端。

各系 5-10張照片，以全班、系會、系隊、三人以上小團體為主。 

2.繳交期限：5/13(五)晚上 11:59 

雲 端 網 址 ( 先 前 已 有 傳 在 畢 委 line 群

組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2L7f-

_nk533EPEJhFiyfr1NbLOokBZd?usp=sharing 

（二）針對下屆畢委做畢聯會說明 

1.畢聯會做些什麼？ 

(1)畢為學生與校方間的溝通橋樑。 

(2)召開畢聯會會議(6次/學年) 。 

(3)協助畢業相關行政程序之宣達(包含行政及活動) 。 

(4)安排畢業照拍攝：尋找廠商→畢業生投票決定→簽約→後續拍攝事宜。 

(5)協助協調各系畢業茶會場地、師生照拍照時程。 

(6)畢業季活動規畫安排。 

(本屆為校徽別針、攝影文學展、畢業傳情、畢業餐車&二手市集)。 

(7)推舉畢業嘉賓。 

(8)甄選畢業主題、畢業 LOGO、畢業歌、畢業 MV。 

(9)甄選畢業生宣誓代表及致謝詞代表。 

2.畢業委員職責 

(1)參與畢委會議。 

(2)傳達行政單位、畢聯會相關訊息至系上。 

(3)負責系上拍攝畢業照(個人照、班級團體照)：安排時間、統計人數、收款、與廠商協

調。 

(4)負責系上畢業服租借：統計人數、收款、發放畢業服。 

(5)協助畢業典禮籌備：確認畢業茶會場地與人數、師生照(畢典當天與前一天)時程確認。 

(6)與前一屆系上畢委做交接。 

(7)為全校聯合畢業典禮各系正冠代表，如果系上僅一位代表，為該系當然代表，若兩位

會協調一位為代表。 

3.畢聯會幹部職位 

(1)會長：1 位。配合教官、掌握流、監督活動。必須是畢委，其他幹部則只要求是畢業

生即可。 

(2)副會長：2位。建議大四無實習者佳。 

(3)行政長：組長 1 位，組員 1~4位。負責所有會議紀錄，包含畢委大會及幹部會議。 

(4)活動長：組長 1 位，組員 1~4位。辦理畢業活動、經費申請與核銷。 

mailto:read@kmu.edu.t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2L7f-_nk533EPEJhFiyfr1NbLOokBZ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2L7f-_nk533EPEJhFiyfr1NbLOokBZd?usp=sharing


(5)宣傳長：組長 1 位，組員 1~4 位。粉專管理(IG 與 FB 的發文、公告、表單統計)、活

動宣傳(美宣、文宣) 。 

(6)畢務長：組長 1 位，組員 1~4位。處理畢業服、畢業照。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畢業生宣誓代表甄選 

說明：有兩位同學報名畢業生宣誓代表甄選，將甄選影片傳至畢委 line 群組，原定投票時間

111/05/25 13:10截止。因考量同學上課實習等因素，投票時間改於 111/05/25 22:00截

止。 

決議：經各系畢委投票，運醫四侯佳綺同學獲選本次畢業生宣誓代表。  

 

提案二 

案由：畢業生致謝詞代表甄選 

說明：延長報名時間後，仍僅有一位同學報名，故不另作甄選。 

決議：醫技四洪紹旂同學擔任本次畢業生致謝詞代表，由負責教官協助與指導該同學。 

 

肆、臨時動議 

 

陸、散會：主席宣布散會 13:00 

 

染、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選出下屆畢聯會幹部，並交接。 

 

捌、下次會議時間：11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時-13:00 時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