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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班級代表聯合會第 3 次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4 月 28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CS-201 教室（濟世大樓 2F） 

主席：林主席虹伶 

出席人員：（如附件一簽到單） 

列席人員：學務長、教務處代表、總務處代表、圖資處代表、人社院代表、體育教學中心主

任、各學院綜合組組長、軍訓室主任、生輔組組長、各學系教官、學生會會長。 

記錄人員：郭庭伃同學 

壹、 學生會長吳家儀同學報告(詳細內容請參考附件二) 

一、介紹學生會接下來活動及學生會二月到四月的財務狀況，請各班班代確認財務明細，

並簽名繳回。 

二、說明學校近期各項政策的變更情形(通識中心問卷、三合一選舉等等)，請各班班代回去

向同學宣導，踴躍參與! 

貳、 代聯會主席報告: 

特別說明下述代聯會宣導事項第一及第二點，請各班班代於 5 月 18 日前召開班會，選

舉出下學期班級幹部，並告知新任班代於 5 月 26 日前來參與代聯會。 

參、 高雄新興分局黃景富警官反詐騙演講：(如附件三) 

一、向同學宣導反詐騙的觀念。 

二、介紹各類詐欺案件的型態，請班代回去向同學宣導，切勿受騙上當，避免財務上的

損失。 

肆、生輔組周大文小姐報告: (如附件四) 

宣導以下生輔組報告事項中的第九點，請同學在辦任何活動時，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5

月 4 日起高雄地區開始第三階段限水，希望同學協助宣導周知，共同配合節約用水，共

體時艱。 

一、 請各班級於 5 月 18 日前召開班會選舉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幹部，並將幹部名

單（表格請至學務處網頁下載[學務處首頁→各類表單→學生幹部名單空白表]）於 5

月 22 日前寄周大文 R991036@kmu.edu.tw，以利會議召開及幹部證書之製作。 

二、 下一次代聯會時間 5 月 26 日，主要目的為選舉 104 學年度代聯會主席、參加校務

會議及校級委員會學生代表，由下學期新任班代參加，並請有意願為同學服務之班

級代表至學務處找周大文小姐報名（報名資格－代聯會主席：104 學年度班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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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截止日期 5 月 25 日。 

選舉新任學生代表之校級委員會： 

（一）校務會議 

（二）教務會議 

（三）教學品質促進委員會 

（四）學生事務委員會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七）課程委員會 

（八）學生實習委員會 

三、 學校在每位同學入學時均會主動給一個電子郵件信箱，帳號為學號前加 u，而學校

各項有關同學權益訊息均會透過此信箱告知，請轉知同學善用學校信箱，亦可將此

信箱信件轉寄至習慣使用之信箱，以免錯過重要訊息。 

四、 依據外交部「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將目前對旅客旅遊安全有影響之國家及地區，

分成黃色警示(提醒注意)、橙色警示(建議暫緩前往)及紅色警示(不宜前往)等3級，

平時倘遇某一國家或地區突發重大事件，將隨時增列或調整分級情形。凡經外交部

發布旅遊警示之地區，前往旅遊時應特別注意安全，如屬不宜旅遊地區，應儘量避

免前往，請同學於辦理畢業旅行時特別注意；另選擇領有交通部旅行業執照之合法

旅行社，或由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會員(領有會員證書)之合法旅行社承辦，

並於行前簽訂由交通部觀光局核定付諸實施的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俾保障旅客權

益。 

五、 重申同學請假，請確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辦理，以免影響權益；「學生請假辦法」

請至「學務處法規專區」第 16 項詳閱。網址：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5%AD%B8%E5%8B%99%E8%99%95 

六、 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使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影印書籍及教材，以免侵害他

人著作權。 

七、 遺失物品之同學，可上網查詢(學生資訊系統→一般學務→Q.0.01失物招領查詢)，並

至聯合服務中心領回遺失物品。 

八、 近來校園頻傳同學物品遺失事件，請同學注意貴重物品的保管。 

九、 日前東華大學發生「迎新活動學長強灌學弟烈酒，導致被害學弟險送命」的事件，

特別提醒大家，在舉辦各項類似活動時，避免安排有安全顧慮的項目，務必以安全

為首要考量，以免肇生憾事。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5%AD%B8%E5%8B%99%E8%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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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最近租屋問題鬧得沸沸揚揚，學務處軍訓室為協助大家解決校外賃居問題，訂於 4

月 29 日 1700 時至 1900 時於濟世大樓 CS-302 教室實施「校外租屋實用指南講座」，

特別邀請崔媽媽基金會講師蒞校演講，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十一、山東街商家前來學校投訴同學在其店前亂停車，導致嚴重影響出入，請呼籲班上同

學將車停於合格區域。 

十二、自由同盟轉北平街或左轉自由路應在自由路待轉，否則易發生擦撞、追撞及自摔，

本校同學前已有多起案例，請務必轉告同學遵守交通規則，避免因違規或疏忽造成

後悔莫及之傷害，保障自我安全。 

十三、請勿在宿舍公共區域（如信箱區、樓梯間…）堆放個人物品，宿自會幹部將不定期

拍照清理；另信箱邊緣鋒利，為免傷及同學，請轉告住宿同學：信箱內置放物品請

勿溢出造成信箱蓋開啟而割傷經過同學。 

十四、5 月 11 日～5 月 15 日為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請轉達同學踴躍前往投票。 

十五、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和周大文小姐聯絡，聯絡電話：3210571 或電子郵件信箱

R991036@kmu.edu.tw。 

伍、上次會議執行追蹤 

無 

陸、提案討論：(書面建議) 

    無 

柒、臨時動議 

無 

捌、新增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V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有，共  案，如下： 

案號 追蹤事項 負責人 

   

玖、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選舉校級委員會之新任學生代表。 

拾、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00 分整 



第 4 頁，共 4 頁 

拾壹、下次會議時間：104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 中午 12：10 分整。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 Association 11th



 會務報告

第十一屆高醫學生會 真心不騙





 1.深化+輔助課程4/15通識課程委員會通過決議，104新年
度部分系上舊制課程仍會開課，同時也會增開至少5門以
舊生優先選擇的深化通識，通識教育中心近日陸續委託各
系調查尚未完成深化及輔助課程的人數以利開課作業。

 2.104學年度大一新生“電腦資訊課程”0學分預計設計基
本能力前測，原因李惠珠老師說明學校認為「現在學生幾
乎都具備電腦基礎能力，以往教學內容為主機等電腦配件
或是程式編寫等課程，並非所有專業系所所必備的」，校
方希望以「基礎的」測驗內容施測，若通過測驗即可不必
修課，目前由醫資管系老師彙編題目中。

 3.大學入門因有評分項目影響成績排名的疑慮，故改以做
體驗課程，內容部分除了6堂大型課程外皆為各系安排內
容，至於內容改進處學生會也進行調查
(http://ppt.cc/H6B8)，希望匯集同學的想法轉達給校方。

 以上關於通識課程的資訊，在5/1開完通識指導委員會會
議通識教育中心會陸續公告詳細相關消息！

















 http://kmusa.pixnet.net/blog/

post/273426673

http://kmusa.pixnet.net/blog/post/273426673












節約
與保護 生態復育






















第 11屆學生會 2~4月經費使用明細 

日期 內容 金額 備註 

  收入 支出 帳戶餘額  

1030217 高醫匯入 3342  654,085  

1030318 公聽會(二)餐費  11,200 642,885 學校全額補助 

1030324 醫療服務隊  15,000 627,885  

1030401 政大、致理技術學院遠程交流回存 12,996  640,881  

1030401 醫療服務隊回存 5,476  646,357  

1030401 公平交易水果攤回存 2,889  649,246  

1030401 

103-2公平交易水果攤、新聞大小

事、思考之旅、評鑑費、撒報、三合

一選舉 

 23,336 657,742  

1030410 高醫匯入 26,138  683,880  

1030414 撒報 3月稿費  2,475 681,405 學校全額補助 

1030414 聰明小記寄送郵資  350 631,055  

1030414 特約小計  3,310 677,745  

1030414 撒報(3月份)  1,800 675,945 學校全額補助 

1030414 帶動中小學餐費  3,500 672,445 學校全額補助 

1030414 二合一幹訓  9,200 663,245 學校全額補助 

1030414 高雄聯合大學組織研習會  3,600 659,645 學校全額補助 

1030414 評鑑費(影印)  7,766 651,879 學校全額補助 

 

各位班代表 大家好： 

 學生會上任至今，也已經要卸任將棒子交給下一屆學生會，或許這一屆還有很多事情沒有達到

大家的理想，那也希望學生會能有在改進的地方，可以請各位班代能夠跟我們說一聲，謝謝大家！ 

第十一屆高醫學生會會長吳家儀 

班級：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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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一分局

偵查隊副隊長黃錦富



詐欺案件型態
LINE詐欺

智冠遊戲my card 詐欺

網路購物詐欺

小額付款詐欺

簡訊詐欺

假扮檢察官詐欺

投資高利息吸金、詐欺

海外詐欺



智冠遊戲my card 詐欺
 用LINE聊天，表示要援交，1小時2千元，要用my card
點數交易，用不同地點的超商，共18筆8萬元，再要求
保證金6千元。

 露天賣場，購買物品誤為12個，為取消數量，郵局人
員會聯絡，待郵局人員聯絡後，告知購買my card 點
數沖帳，共5千元。

 用LINE聊天，表示要援交，為驗證是否為警察，要用
my card 點數交易，告知帳號密碼後，約在飯店見面
，從早上等到黃昏。約2萬4千元。

 佯稱合作金庫行員，將拍賣物品取消，戶頭多出1萬元
，要賣用my card 點數1萬元還合作金庫。



智冠遊戲my card 詐欺
 Yahoo網站下標購買ipad mini轉帳匯款8千元，數日後
仍未收到貨品，但接到自稱奇摩客服人員，表示退錢
，要到超商購買my card 才能退錢，並將卡號、密碼
LINE給對方，共損失12萬8千元。

 佯稱內部設定疏失，必需用金融卡才能設定，被害人
以大嘴鳥宅配金融卡給詐騙集團，並將密碼告知，被
害人發現發現帳號遭詐騙集團利用，並有多達15筆的
不明款項遭提領，其中一筆為自已的遭騙的款項(從郵
局轉入自已的帳戶)。







網路購物詐欺(一)
 Yahoo露天購物網站，打電話佯稱「因作業的疏失，
誤將客戶設定為團購約訂」，為取消分期付款，要到
ATM對帳。

 等一下會有銀行人員和你聯絡。

 佯稱郵局人員，已取消成功，為確認要到ATM操作。

 依電話指示操作ATM 輸入29985元，對方佯稱按錯了
。

 再回家用網路轉帳49888元，對方佯稱按錯了



網路購物詐欺(一)
 再回家用網路轉帳輸入一次49888元(第三次轉帳)，對
方又佯稱按錯了。

 再度以電話要求到後火車站ATM再操作一次，輸入
2004元(第四次)。

 被害人拿存摺補登發現錢已被轉帳，驚覺被騙。



網路購物詐欺(二)
 Yahoo露天購物網站買衣服，打電話佯稱「因作業的
疏失，誤將客戶設定為分期付款」。

 等一下會有銀行人員和你聯絡。

 佯稱銀行人員，已收到中止傳真，要去就近的ATM操
作，消除這筆訂單。

 再叫被害人朋友操作ATM。

 朋友聽整個過程之後，驚覺是詐騙。

 拿存摺補登，錢已被轉帳。



網路購物詐欺(三)
 Yahoo露天購物網站買智慧型，打電話佯稱「因作業
的疏失，誤將客戶設定為分期付款」。

 等一下會有銀行人員和你聯絡，問被害人存戶有無存
款，不趕快設定，錢會被轉走。

 要去就近的ATM操作，才能連線取消設定。

 依電話指示操作ATM。

 設定錯誤，再要求操作一次。

 要求去超商買「MY CARD 」點數，告知序號及密碼

 拿存摺補登，錢已被轉帳。



簡訊詐欺
 收到一封黑貓宅急便簡訊

 黑貓宅急便通知您，您的快遞請簽收
http://goo.gl/y68wgf

 接收人點開，連結黑貓宅急便官方網站，按照簡訊內
容查詢，並無包裹。

 上網查詢電信帳單，新增5000元的帳單。



簡訊詐欺



假扮檢察官、公部門詐欺
 被害人接獲詐騙集團電話佯稱：因被害人的姪女向醫
院申請心臟外科病歷, 取得信任，證明涉嫌洗錢案，通
知被害人前往統一超商接收署名「臺北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周士諭之刑事傳票及行政凍結管收執行命
令傳真，並叫被害人將銀行帳戶內之存款提領出來交
付監管，不然將逕為拘提及凍結銀行資產、、、」。

 被害人心生恐懼不疑有他，遂按詐騙集團成員電話中
所指示，第1 次在「台灣銀行」108 萬元提領出來，前
往高雄市三民區「佳宏飯店」508房內，交付予1 名自
稱地檢署高專員之年輕男子收取監管，交付被害人1 
張偽造之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周士諭之監管科
收據1 張) 。



假扮檢察官、公部門詐欺
 詐騙集團成員食髓知味，陸續再以電話與被害人連絡
，以相同手法繼續詐騙被害人，被害人不疑有他，第2 
次在彰化銀行，按詐騙集團成員電話所指示，將其銀
行帳戶內之存款450 萬元提領出來，外匯至「香港匯
豐銀行。

 第3、4次以相同手法騙460萬、480萬元，損失金額約
1500萬元





投資高利息吸金、詐欺
 三民一分局員警於104年2月10日接獲民眾報案，揭發
張○騏等5人(妻、會計、妹婿、小三)組成之違法吸金
、詐騙案，金額高達50億餘元，受害人數多達250餘人
，以投資未上市股票等方式，以高利潤4/6分帳誘使被
害人投資供犯嫌使用，並以老鼠會方式榨乾被害人及
親友，由於不少被害人是菜藍族的媽媽，背負數千萬
元的債款痛不欲生。



其他型態
 電話佯稱是朋友，因有欠錢對方催的較急，先借3萬元，匯
款後打電話確認時，友人接聽佯稱朋友在忙，之後電話再
也不通了。後經再請友人詢問是否有借錢，確認沒有之後
，始知遭騙。

 電話告知小孩的同學的母親因生病開刀住院，向錢莊借72
萬元，找不到借錢的人，小孩是保人，目前小孩在錢莊手
上，要求拿錢還債，被害人先領50萬元交付後，要求先見
小孩一面，但遭嫌犯拒絕，還要餘額22萬元，被害人起疑
，打電話給小孩，回簡訊正在上課，始知遭詐騙。

 佯稱手機送修要電話號碼，收到簡訊「驗證碼」後來在電
話帳單收到小額付款3千元購買點數。





結 語
一、上網購物不用my card 交易。以現金到超商取貨繳款。

分期付款以實體店面為主。減少線上刷卡風險。

二、遇有郵局、銀行對帳，主張臨櫃辦理。

三、取消電信公司小額付款。

四、不明簡訊勿好奇點選。

五、注意正常作業程序、勿讓嫌犯有機可乘

六、反詐欺三步驟：

1、聽電話內容。

2、掛斷電話。

3、查反詐欺專線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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