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代聯會報告事項 

107 年 11 月 22 日 

代聯會報告： 

一、 請各班於 12/10 前召開班會，選舉下學期班級幹部（召開班會時請事先通知導師及

系教官參加），並於本學期第四次代聯會（12/20）前選出下學期班代表及幹部。 

二、 請 107-2 班代加入高醫 107-2 代聯會社團 (掃描右方 QR code)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481581893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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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代聯會預定召開四次，本學期最後一次代聯會為 12/20，屆時請準時與會。 

四、 遴選新任 107 學年度代聯會副代表，11/16 開放網路報名遴選，並於 11/22 代聯會

現場表決通過由心理系徐同學擔任副代表一席。 

教務處報告： 

一、 依據 107 年 9 月 4 日召開 107 學年度場地借用問題檢討會議決議，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調整第 5～9 節課之上課開始時間延後 10 分鐘，即第 5 節為 13:10～

14:00、第 6 節為 14:10～15:00、第 7 節為 15:10～16:00、第 8 節為 16:10～17:00

及第 9 節為 17:10～18:00。 

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停修時程為 107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27 日，學士班學生

如有學習上因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原因，請於申請期程內填寫「停修課程申請

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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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目前本校推動跨域學習與多元發展，鼓勵同學多申請跨領域學分學程，相關學程訊

息可參考學分學程網站，以下列出參與學分學程好處(學程相關課程修讀問題可以

來教務處詢問):  

    1. 學習不再僅限於本科系課程 

    2. 修讀學程可以超修學分數 

    3. 修讀完成頒發學程證書 

    4. 本科系既有的學程規定課程都列入學程學分數  

    5. 在你的大學修業年限修讀完成即可 



學務處軍訓室報告： 

一、 法務部多次來函請學校加強防詐騙宣導，學校亦曾有多次案例發生，請轉知同學接

獲可疑電話或訊息，請打防詐騙專線電話 165，或向軍訓室尋求協助。 

二、 同學在運動場活動時請注意個人隨身物品，應寄放在置物櫃或請專人看管避免遭

竊。 

三、 為即時處理同學校外生活緊急安全事件，每學年均會調查同學住宿（住家/住校/租

屋）情況，資料務求正確性與及時性，同學若於學年當中住宿資料異動者，務請

至學生系統更新 D.2.0.06.學期住宿資料維護。 

四、 內政部公告自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施行『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請同學於租賃房屋簽約時，務必使用符合『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之房屋租賃契約，以保障雙方權益。本校在學務處辦公室櫃臺有

放置學校版本租賃契約，歡迎同學索取使用。 

五、 時值秋冬，請校外賃居同學注意瓦斯器具裝設及使用安全。裝設瓦斯器具應設置於

空氣流通之場所；使用應慎防漏氣，睡覺前關閉瓦斯開關，養成「人離火滅」的

好習慣，維護個人、環境生命財產安全。 

六、 曾有里民向學校反映，同學於校外租屋處製造噪音及亂丟煙蒂等行為，造成社區居

民困擾。請同學於賃居處注意個人音量控制，勿產生噪音擾人及不隨意亂丟垃圾，

以維護社區安寧和諧。 

七、 11 月 23 日（明日）12：00-13：00 於濟世大樓 CS302 教室，舉辦賃居生座談會「一

氧化碳中毒預防」，已報名者請準時與會，未報名者歡迎現場報名。 

八、 12 月 12 日 1330-1700 時軍訓室舉辦海軍陸戰隊學校參訪，報名請洽簡皇娟教官。 

九、 轉達教育部來函籲請各校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因應本(107)年 10 月 28 日某校

發生學生於校園內發生命案，為防範校園肇生重大校安事件，有關校園安全維護

宣導如下： 

(一) 提醒同學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

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 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

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確保自身安全。 

(三) 課後社團及課後照顧班或自習班級之教室應集中配置，減少放學後樓層出入口

動線，便於加強管控人員出入，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四) 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

勿聽信他人的要求，交金錢或隨同離校。 

(五) 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愛心(便利)商

店，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六) 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愛心(便利)商

店，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十、 學務處邀請三民第一分局辦理被害預防觀念教育請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十一、 同學如遇緊急事件可以通知學務處校安中心專線 07-3220809  24H 值勤協助處理。 

十二、 請假須上網填具假單，其請假逾一日以上者，應上傳有關證件，送出後始完成請假

手續；除病假或特殊情形之事假、公假外，請假應於事前申請；實習及見習學生

請假應經實習見習單位主管許可後向學務處辦理之。(參閱學務處生輔組網頁─相

關規章─學生請假辦法)。 

十三、 內政部役政署公告明(108)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89 年次役男出境應經核准；要出國之

役男，可持護照、身分證及印章向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或以

網路方式(http://nas.immigration.gov.tw/)申請出境。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及役男

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尚未履行兵役義務之役男出境(國)應經申請核准。內政部役政

署業已建置「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役男可經由該署網站主題單元進

入，連結至系統(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申請短期出境，經查核無兵役管

制情形者，將立即核准出境，列印核准通知單後，自核准當日起 1 個月內可多次

使用通關出境。 

十四、 「機車速度過快」及「未保持安全車距」等 2 項，為本校同學發生交通事故之主因，

請同學遵守交通規則，以確保行車安全。另發生交通意外事故，第一時間應通報

警方到場處理，以避免衍生無法鑑定肇事責任，而無法辦理求償理賠情事。 

十五、 107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週預訂於本 107 年 12 月 1 至 7 日舉辦，主要

活動有: 

(一) 創意海報設計繪畫競賽：繪畫內容：以保護智慧財產為主題內容，以電腦繪製

或手工繪畫創作。報名及收件：自公告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 日止。優勝作品

獎勵第 1 名 1 名(3,000 元禮券)、 最佳主題獎 1 名(1,500 元禮券)、最佳創意獎

1 名(1,500 元禮券)、 最佳繪圖獎 1 名(1,500 元禮券)、佳作 1 名(1,500 元）。 

(二) 認知教育檢測宣導暨摸彩活動：以（面紙）文宣品先進行全校保護智慧財產權

相關知識及「經濟部智慧財產權之【智財權小題庫】宣導」乙週，並依題庫題



目製成認知測驗卷十題於 12 月 5 日活動當日於郵局前廣場進行認知檢測及摸

彩活動。參加人員限於活動現場參加認知檢測，填答測驗卷完畢後經工作人員

核對答案完全正確者，得以當場進行摸彩箱摸取獎項核對獎品（藍牙手提式喇

叭、資料盒..等）。活動測驗每人限參加乙次機會(不可重複摸獎)。 

(三) 智慧財產權專題講座：邀請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張啟祥律師(講座)就著作權問

題實施講座。演講日期： 107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1200-1300 時。假濟世大樓

CSB101 教室舉行。 

(四)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暨☆二手書傳承☆活動-邀請各學系畢業班級學生無償傳

承或麗文書局寄賣方式文宣宣導，於 12 月 4-5 日結合畢聯會會議辦理及郵局

前廣場宣傳。 

十六、 107 學年年度畢業班級委員聯合會第三次會議預定於 107 年 12 月 04 日假濟世大樓

CS301 教室舉行。為利畢業典禮實施計畫草案擬定，本次會議另邀請各畢業班級

班代共同與會以廣納建言，請轉通知各畢業班級委員及畢業班級班代務必到場參

加。另年度各次會議相關資訊與會議紀錄均已公告於學務處首頁畢業典禮籌備會

專區請同學點閱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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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交通安全-交通部運研所30日死亡統計人數、治安-警政統計年報、消防安全-消防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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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天約8人交通事故死亡 

101-106年30日內死亡人數與受傷人數： 

 死亡人數：每日仍約有8人死亡 

 受傷人數：人數仍將近40萬人 

交通部國內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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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 

 機車死亡人數，比例超過6成 
 弱勢用路人(自行車與行人)死亡人數 下降17.4% 
 小客車死亡人數下降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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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國內現況分析 



339 332 320 

271 
307 

0

100

200

300

400

102 103 104 105 106

每週近6名年輕人機車死亡 

4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 

 18歲至24歲機車死亡人數雖有下降，但每週仍近6名死亡 

交通部國內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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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週邊交通事故發生熱點地圖(106年9月-1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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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1年9月3日臺教學(五)字
第1070135944B號令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
應行注意事項」。 
https://reurl.cc/9rbDx 
案內對各校辦理校外活動租賃遊覽
車應注意事項已有詳細律定及參考
附件，請於辦理活動時參照辦理。 

https://reurl.cc/9rbDx
https://reurl.cc/9rbDx


學務處生輔組宿舍報告： 

一、 為維護宿舍整潔，「宿舍公共空間(寢室以外之空間)嚴禁置放私人物品」，特此提醒，

請宣導周知並配合遵行；違反規定放置於公共區域內之物品(如球隊物品，個人行

李箱，鞋子…等)，宿舍幹部將定期清理，並公告周知。 

二、 宿舍之公共空間(含頂樓)均屬於宿舍大樓之一部分，只要在此範圍內進行之行為，

均視同要遵守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之規定；近來發現常有住宿生上去頂樓活動，

因顧及學生安危，頂樓皆有加裝警報器，同學此舉將觸發警報器，校警及校安人

員皆會收到通報出動查看，因門上皆貼有警告標語，故初犯將口頭警告，再犯者

記 50處分，希望班代回去能多加宣導。 

學務處衛保組報告： 

一、 現在進入季節轉變，早晚溫差較大，請轉知同學平日做好衛生保健工作，若有身

體不適情形立即就醫，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二、 衛保組提醒全校教職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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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口罩需求可至衛保組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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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時請攜帶『高雄市人口密集機構等群眾感染高風險場

域就醫回條』-可至高醫學務處衛保組公告網頁下載，俾利衛生單位釐清致病原並

執行適當之防疫措施，以有效遏止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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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多元、尊重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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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須注意隨意而起之內容是否妥當，以避免類此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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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現場報告（請見下頁）： 

 

 



學生會會務報告 

報告人：第十五屆學生會會長 遊芳晨 

11月22日 



近期活動 



協助宣傳 



協助宣傳 



活動預告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2月 

思考之旅— 
流浪而後生 

冬至送暖— 
紅豆生相思 

聖誕節— 
交換禮物 



小提醒 

 

 

• 官網的更新 
 
• https://www.facebook.com/kmustyle/  
  (高醫特約食tyle) 
 
• https://www.facebook.com/KMUStudentsRights/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會學生權益專區) 
 
• 網路留言 

 
• Office Hour (每周一、三、五 中午12-13 下午17-18) 



小提醒 

 

 



感謝班代們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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