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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代表聯合會第 1次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年 9月 30日中午 12時 10分 

開會地點：濟世大樓 CSB-101教室 

主席：潘雅宜同學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列席人員：學務長、教務處代表、總務處代表、圖資處代表、各學院綜合組組長、軍訓室主

任、生輔組組長、各學院教官。 

記錄人員：周大文小姐 

壹、 介紹代聯會主席：醫技系四年級潘雅宜同學。 

貳、 職涯組謝季霖小姐報告：(如附件) 

性向測驗獎勵活動宣導說明。 

參、 軍訓室黃仲強總教官報告 

一、因應募兵制兵役制度轉型，有關「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

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簡要說明，請至學務處/軍訓室/軍訓教育網頁查詢。 

二、為瞭解同學校外租屋安全狀況，學務處需建立學生校外賃居名冊，以利安排校安暨

生活輔導員實施賃居訪視。因此，請各班代依照各院生活導師所提供之賃居名冊，

確認資料是否無誤，並將名冊電子檔於 10月 7前逕寄各院生活導師。 

三、學務處為協助同學租屋服務，拍攝學生校外賃居服務微電影，現已放置學務處首頁

宣導影片處，歡迎同學上網觀看，以增進個人賃居安全知能。 

四、機車族同學，請把車停至地下停車場及和川停車場，勿停於黃線、紅線及店家門前，

以免影響他人進出及遭拖吊。 

五、依統計資料顯示，本校每年交通事故均以一年級新生騎機車肇事率最高，經研析以

新生考取機車駕照時間不久，對騎乘技術及性能不嫻熟，且對高雄地區路況不熟所

致，建議一年級同學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以確保生命及財產安全。 

六、近期本校同學發生購買遊戲點數沖帳及按指示操作 ATM 轉帳等詐騙手法遭騙取財

物；另有家長接獲孩子被綁架勒贖金錢，經家長來電查詢，均為詐騙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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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協助。 

七、請各班代通知復學、轉學、轉系及延畢生辦理緩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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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王占魁教官處辦理(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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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須知—宣導(王占魁教官)。 

九、同學在操場打球（足球、棒球、壘球）請注意周遭運動人士之安全，並遵守體育教

學中心之規定申請使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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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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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尋求助：透過防制校園霸凌「多元反映管道」尋求協助，並得向 iWIN網路內容防

護機構(02)3393-1885、www.win.org.tw或社群網站提出申訴或檢舉。 

肆、 生輔組周大文小姐報告： 

一、目前各班班級幹部名單仍有「香粧一」尚未繳交(公衛一資料不完整)，「口衛三、四，

香粧一，生技二」尚未上網維護幹部名單，影響幹部證書製作及幹部個人權益，請

班代儘速於週五(10/2) 前將幹部名單電子檔寄至系生活導師及周大文小姐信箱，同

時上網維護幹部名單，俾利辦理後續證書頒發事宜。 

二、各班代上網維護幹部名單步驟： 

請上 校園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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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階段先填學年,學期，學號→存檔(系統會帶出同學在學校系統內所留資料)。 

(二)第二階段再填入手機號碼及 e-mail→存檔 

三 、 請 各 班 代 加 入 高 醫 104-1 代 聯 會 粉 絲 團 ( 網 址 ：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68361800005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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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請班代轉知同學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之各項規定，尤其勿影印教科書及下載影片、

軟體等資訊，以免觸法。圖書館麗文書局有二手書專櫃，同學可前往參考。 

五、本校原四育獎狀申請規則今年有新的修改，畢業班同學如欲爭取「畢業生優秀獎項」

(即原四育獎狀)，請參考新修「畢業生優秀獎項授予要點」(學務處首頁→生輔組→

相關規章→請假、獎懲、畢業生優秀獎項)。 

六、本學期「宿舍電影院」已於 9/18日開播，本學期影目可於學務處首頁→生輔組→宿

舍輔導→宿舍電影院參考，歡迎同學（不限住宿生）每週五 1800時前往新舘視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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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 

七、隨著天氣逐漸炎熱，登革熱疫情也升溫，請同學定期清潔週遭積水容器，視需要使

用防蚊液或穿長袖長褲避免蚊蟲叮咬，若有發燒、肌肉痠痛等情形請立即就醫。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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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學生平安保險本學期由遠雄團體保險公司承保，若同學發生意外事故或疾病住院，

可攜帶診斷證明書、收據、印章、存摺帳戶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至衛生保健組

申請理賠。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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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請新生及舊生務必上網填寫學生健康資料表，緊急聯絡人或同學的電話資料有異

動，請記得更新。(資訊系統首頁>>D.學生資訊系統>>D.2.學務資訊>>D.2.8.02.健康資

料表填寫)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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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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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同學欲辦理畢業旅行或班遊需選擇合格有牌照之旅行社及導遊，且在租用車輛使

用時，要依交通部訂頒之「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辦理，並注意行程規劃及

活動安全。另需至學務處提出班級活動申請與繳交狂犬病宣導切結書（學務處網頁/

各類表單）。 

十四、重申學生請假辦法，略述如下： 

(一)請假一律採網路辦理；請假 2天以上所需之證明文件改為檔案上傳，但見習學生請

假仍以紙本辦理 

(二)准假權責：1天→生活導師，2至 3天→導師，3至 7天→系主任(所長)，7天以上

→院長。 

(三)詳細內容請見網址：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學生請假辦法。 

十五、自 102 學年度開始，同學們想在校內工讀，必須上網報名參加菁英工讀職能培育

認證；欲參加 104-1學年度校內菁英工讀認證同學〈採線上認證〉，須將您的學號與

姓名 E-mail給生活輔導組賴小姐〈m765005@kmu.edu.tw〉，同學們可以在 E-learning

數位學園專區閱讀並通過線上認證。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
mailto:m765005@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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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來「教授指定參考書專區」看書，可以省省您的荷包 

開學囉！許多同學光是學雜費、生活費和交通費就快要負荷不了，再加上購買上課

使用的教科書，更是一筆沈重的負擔。別擔心，除了接收學長姐的二手教科書之外，

現在您還有另一種選擇，讓圖資處買書給您閱覽！ 

圖資處特於圖書館後棟二樓設立「教授指定參考書專區」，提供各類指定參考書讓修

課學生自行查閱，沉浸在安靜的書香環境裡培養自我學習的樂趣，歡迎同學們多多

利用喔。 

專區位置：圖書館後棟二樓 

「教授指定參考書/課程整合用書」網址 

http://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printed-resources/reserved-textbook 

十七、本學期代聯會預定召開四次，另外三次分別為 10/27、11/24及 12/22，屆時請準時

與會。 

十八、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和生活輔導組周大文教官聯絡，聯絡電話 3210571或電子郵

件信箱 R991036@kmu.edu.tw。 

伍、提案討論：(含書面建議) 

一、護理四 陳○○ 

▲很多老師反映：投影機的影像不佳，影響教學效果。經瞭解很多教室都有相同問題(經

現場調查計有W21、A3、CS210、N111、W12…等)，建請業管單位能在學期開始前先

行巡視確認。 

(處理單位：教務處、總務處) 

二、職治碩 蔡○○ 

▲濟世大樓部份教師辦公室冷氣故障，造成長期無空調狀況，影響師生討論研究品質(經

現場調查共有 CS510、CS501、W21、W13…等教室或研究室有相同問題)，請協助改善，

以提升教學品質。 

(處理單位：總務處) 

三、後醫一 戴○○ 

▲濟世大樓二樓男廁之洗手乳盒掉落，導致無洗手乳可用。(可直接上網填寫維修即可) 

▲本系部份教室為固定使用，往往因老師延長上課或下午續用，中午休息時分會續留教

室，然教室中午未輸送冷氣，導致室內悶熱難受，是否可以放送冷氣。 

(處理單位：總務處) 

四、牙醫五 郭○○ 

▲見習期間常需借用教室實施小組教學，但現在借用制度改為「只准幹部申請借用，且

http://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printed-resources/reserved-textbook
mailto:聯絡電話3210571或電子郵件信箱R991036@kmu.edu.tw
mailto:聯絡電話3210571或電子郵件信箱R991036@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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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耗時」，對常有需求之非幹部同學造成困擾，建議能予開放申請資格。 

 (處理單位：教務處) 

五、運醫三 趙○○ 

▲CS312、CS301教室的 powercam無法使用(現場調查另有 N218、W24教室有相同問題)，

請協助查修。 

 (處理單位：教務處) 

陸、臨時動議 

無。 



高雄醫學大學 

「複合向度性格測驗（MAPA）及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

斷平台（UCAN）測驗班級競賽」報名表 

 

學    院:     學  系: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以下由主辦單位填寫－－－－－－－－－－－－－－－-- 

繳交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審核狀況:  

回報完成人數:         人(MAPA) /         人(UCAN) 

實際完成人數:         人(MAPA) /         人(UCAN) 

百   分   比:          % 

完 成 時 間 :       年     月     日     時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需繳交報名表，繳交日期自2015年9月14日(一)至2015年10月23日(五)。 

2.需繳交班級人員名冊紙本及電子檔(休/退學、延畢生請註明於學生簽名處)。 

3.班上學生無法登入時，請來電洽詢(07)3121101#2280郭先生將為您排除問題。 

4.請於收件時間繳交，逾時將列入隔日計算。 

5.參賽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應已詳閱並同意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規範。 

6.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之。 



複合向度性格測驗（MAPA）及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測

驗班級競賽統計表 

學    院: _____________    學  系: 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請勾選 

完成種類 

施測同學簽名 

(休退/學、延畢生請註明)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MAPA□  UCAN□  

 



高雄醫學大學 104 學年度 
「複合向度性格測驗（MAPA）及大專校院

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測驗班級競賽」 
 

全班上網填卷率超過 90%，可拿到班級獎勵金！！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10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4:00 前繳交資料。 
☆報名對象：以大一新生班級為單位。(不含學位學程班) 
☆MAPA 連結網址：http://mapa.kmu.edu.tw 
☆UCAN 連結網址：https://ucan.moe.edu.tw/Account/Login.aspx 
☆獎勵： 

班級人數 

獎金 

全班建置完成率 

達90%以上未滿100% 

全班建置完成率達

100% 

40人以內 2400元 3000元 

41-60人 3200元 4000元 

61-90人 4000元 5000元 

91-130人 4800元 6000元 

131人以上 8000元 10000元 

備註:參與競賽班級學生需同時施測MAPA測驗及UCAN平台之職業興

趣探索。 

☆成績公告時間：104年 10月 30日後公告於學務處職涯發展組網頁。 
☆詳情請參考以下公告網頁：

http://tlep2.kmu.edu.tw/tlep2013/knewsdetailmanage.php?nid=3573 
 
☆主辦單位：學務處職涯發展組 
            104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主軸三「產學攜手職涯加值」 
☆連絡電話：07-3121101 #2178 謝小姐 

 

 

http://mapa.kmu.edu.tw/
https://ucan.moe.edu.tw/Account/Login.aspx
http://tlep2.kmu.edu.tw/tlep2013/knewsdetailmanage.php?nid=3573


複合向度性格測驗（MAPA）及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測

驗班級競賽統計表(範本) 

學    院: _____________    學  系: 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請勾選 

完成種類 

施測同學簽名 

(休退/學、延畢生請註明) 

學士後醫學系 陳小芳 9712345 MAPA□V   UCAN  □V 該同學簽名代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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