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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 12：10 - 13：00 

開會地點：CS-301 教室（濟世大樓 3F） 

主席：劉景寬 校長 

出席人員：楊俊毓副校長、羅怡卿學務長(陳朝政副學務長代)、莊麗月研發長、何美泠產學

長、黃耀斌總務長、莊弘毅國際長(郭昶志組長代)、陳正生主任秘書(李敏君組長

代)、李志恒院長(石啟仁組長代)、王瑞霞院長、黃友利院長、王麗芳院長、凌儀

玲主任、陳昭彥主任、黃博瑞組長、陳惠亭組長(楊秋蓮小姐代)、陳信福組長、

陸文德組長、學生會代表、宿自會代表、僑生代表、陸生代表、外籍生代表及 132

位同學參加。 

記錄人員：周大文 

 

壹、 主席報告 

針對近期部份同學投書校長信箱有關校務發展問題，特別利用此一機會向大家詳細說

明。(如附件一) 

貳、 與校長有約 Q & A 

一、會前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說明：(如附錄) 

現場同學對會前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若無異議，則照案通過，依會辦單位說明處理；有

意見者會中討論紀錄如次(項目二之(一))。 

  二、學生提案與師長回覆 

(一)會前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討論： 

※案號 1—畢業典禮是否改期案 (課外組組長說明如附件二)： 

      綜合學生畢委、畢聯會幹部、醫學院等意見，建議如下： 

1.依原訂 6/10 上午第一階段全校大畢典，下午第二階段各學院(系所)小畢典。 

2.醫學系和牙醫系的第二階段小畢典調整至 6/10 晚上舉行。 

      校長裁示： 

      本案請在今日(3/20)下班前討論定案。 

※案號 3—學程課程相關問題案(教務長說明) 

有關學程課程相關問題，將更新學程中心網頁，以Ｑ&Ａ方式呈現，以供全體同學參

考與瞭解。 

      校長裁示： 

      請教務處會同圖資處就學程過程(尤其是跨系之學程過程)研究將系統整理完善，讓

所有同學選課過程更為順暢。 

※案號 5—課程抵免標準案 (通識中心主任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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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主任： 

○一本中心學分抵免皆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進行行政處理。本案適用於

該辦法第五條第二款：「科目名稱、學分數及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學生應

提供相關課程資料，由授課教師及系所主任審核認定。」因此需由國文教師進

行審核認定。 

○二國文抵免原則係經本校三位國文專任教師討論、達成共識，由國文召集人統一

處理。抵免原則以本校國文課程設計內涵為準據（含教學目的、大綱、教材範

疇、授課進度），再針對轉學生原就讀學校國文授課內容的符應性，分別給予

0-4 學分的抵免；由國文召集人進行審核認定。 

○三經查本學年度由成大轉進本校該學系、並提出國文申請的學生共三位：其中兩

位提出的相關資料顯示為「國文（綜合文類）」，因符應上述原則，皆得到四學

分的完全抵免。另一位所提的資料顯示為「國文（現代詩）」，應屬中文系的單

一文類選修課程，符應性實弱，故僅給予 2 學分抵免。 

○四學生若不瞭解其中的差異性，可直接詢問用印的李玲珠老師，或向本中心洽詢，

應可即刻解惑。 

○五為協助學生理解、減少疑惑，本中心會製作抵免原則說明，並將之公告於中心

網站。 

校長裁示： 

○一請教務處與通識中心詳細瞭解其他學校針對同樣課程學分之準則如何劃分，以

為研究參考之依據。 

○二課綱與他校不同旨在給學生更多元的學習，若課程內容在同一級別而課綱各

異，本校採尊重立場。 

○三基礎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之劃分與抵免準則之律定，責由校級課程委員會討論。 

※案號 6—低年級上修高年級課程加簽案 (教務長補充說明) 

上修課程之加簽決定權在主課老師。若有情況特殊者，可至教務處說明，由教務處

協助辦理。 

※案號 9—啟川大樓健身房延長開放時間案(運醫系說明) 

○一為提供學生優質的實習場所而成立之體適能健康中心，提供部份時間供全體教

職員工及進修推廣課程使用。 

○二中心成立之主要任務為： 

1.提供運醫系及相關科系教學及實習之場所，使學生能理論及實務結合，造就

一流人才。 

2.提供學校教職員工生、醫院員工及畢業校友體適能健康管理實踐之場所，建

立正確的運動保健觀念。 

3.運動附設醫院資源，推動輔助醫療服務，以因應全球性強調身、心、靈整合

醫學體系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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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實獨特的多元化醫學結合體適能健康管理及預防醫學經營理念。 

○三本中心除開放時段外，其餘時段亦提供場地借用協助課程、大三學生課程實驗

操作、大四學生醫院實習指導個案、大學部及研究生研究計畫，以及骨科部運

動醫學中心等使用。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系級 教師 上課時間 

105-1 體育-健康體適能 通識教育中心-1 年級 陳昭彥老師 週三 1000-1200 

105-1 重量訓練 運動醫學系-2 年級 郭藍遠老師 週四 1000-1200 

105-1 運動處方實習 運動醫學系-3 年級 朱奕華老師 週四 1500-1650 

105-2 體育-健康體適能 通識教育中心-1 年級 陳昭彥老師 週三 1000-1200 

105-2  運動醫學系-2 年級 郭藍遠老師 週三 1500-1650 

○四上學年度試辦開放延長至晚上 2100 時，試辦期間前往運動人數未達預期(平均

為當日人數之 1/5)，故後續無延長開放時間之規劃。 

日  期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當日總人數 75 74 66 55 74 68 75 69 52 65 

1200-1400 17 21 15 20 17 14 18 25 課程借用 22 

1530-1930 45 47 48 27 46 41 52 36 46 38 

1930-2100 13 6 3 8 11 13 5 8 6 5 

預計人數 20% 17.3% 8.1% 4.5% 14.5% 14.8% 19.1% 6.6% 11.5% 11.5% 7.6% 

○五目前 1730 時至 1930 時係由工讀生負責，考量延長時段管理人員安全及人事成

本因素，所以現階段仍以原時間開放。(工讀生人事成本：以目前時薪及投保費

用計算，每月將多支出約 6900 元)  

工讀生人事成本 原開放時段 延長開放時段 

工讀時數 1730~1930(2 小時) 1730~2100(3 小時) 

工讀生薪資 

工讀金 

133*2=266 元/日 

266*30=7980 元/日 

工讀金 

133*3.5=465.5 元/日 

465.5*30=13965 元/日 

雇主負擔費用 

勞保 789 元 

勞退 8700*6%=522 元 

二代健保 7980*1.91%=152.4 元 

勞保 1126 元 

勞退 15840*6%=950.4 元 

二代健保 13965*1.91%=266.7 元 

工讀生薪資+雇主負擔 9443.4 元 16308.1 元 

增加金額 6864↑ 

(二)現場提案討論： 

※熱水供應時間以外特殊需求案 

部份非宿舍提供熱水時段(例如早上或運動後)，請協助解決洗澡問題。 

總務長、營繕組組長說明： 

目前規劃在Ｂ館一樓設有男女淋浴間，熱水供應時段以外有因運動等特殊需求的同

學，可至Ａ館管理員處辦理登記後，持卡片進入使用。 

※重設僑陸組案 

上次會議決議再設僑陸組，迄今尚未成立，請問目前進度為何？ 

校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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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組織規程已經校務會議通過呈報教育部，目前尚在審核中，請耐心靜候。 

參、臨時動議： 

  一、物治系二年級本學期學費提高，且雜費應明列明細。 

   會計室主任說明： 

   本學期並未調漲學雜費，學費與雜費金額均公告於會計室網頁，同學可自行前往查閱。 

   若有特別需要瞭解雜費之定義，可逕往會計室查看。 

二、香粧系「整體造型設計實習」課程係四下學程選修課程，本學期不開課，造成四年級

錯過最後修課機會，影響畢業時程。 

   教務長說明： 

(一)本課程教師因屬兼任，選課人數設定門檻較高，且屬小班授課，即使人數不足，

但仍以兩年開一次課為原則，不影響學生權益。 

(二)本課程可以上修，爾後將向學生說明清楚，避免錯失修課機會。 

(三)若有學程問題影響畢業，宜提早告知教務處，俾採特殊因應開課。 

三、針對印尼教育部之高等教育受獎者之獎學金，基於台灣與印尼政府的協定，由於只拿

到了三年的獎學金，請高醫根據協定給予第四年的獎學金。 

國際處說明： 

國際處已依照 ESIT計畫辦公室提供之獎學金項目與金額編列至 106 學年度預算中，因

目前仍進行預算審議中，待審核結果公布後會立刻告知學生。 

肆、主席結論：略 

 

伍、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20 分整。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1

106年3月20日

高雄醫學大學

105學年度第2學期「與校長有約」

報告者：劉景寬校長

dwchou
文字方塊
附件一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2Innovation, Legislation, Knowledge, Mission, Universality

學生對校務發展問題
 高醫董事會公益化。

 購置和川停車場未來規劃。

 高醫屏東、台南關廟及馬來西亞分校分院之發展評估。

 高醫中山併校。

 仿效中國醫30億百師的計畫，重金禮聘海外知名大師級

學者回台授課。

 增設中醫系。

 與中研院南院合作。

 於小港機場或亞洲新灣區建立國際轉診中心。

 新建停機坪擴展高醫醫療。

 學生參與學校校務發展。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Innovation, Legislation, 

結語



進度報告

與畢聯會醫學系及牙醫系等畢委討論
105學年畢業典禮日期

報告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報告人：組長 陳惠亭 副教授

1

dwchou
文字方塊
附件二



2

本案業已於106年3月16日(四)提案至校務首長會議

討論，經校務首長熱烈討論後

裁示先調查畢業班級影響的系所、人數及相關問題

後再陳報。



3

關於105學年度畢業典禮，截至目前

與畢聯會主席、醫學、牙醫等各系畢委的討論紀錄：

1.想參加大畢典但不能參加的人數：醫學系7人，牙醫系預訂

今天會統計出來。

2.在職生(腎照系)意見：因排班和訂餐廳(小畢典+謝師宴)不
便更動，希望維持原規劃(6/10上午大畢典)。

3.僑聯會意見：因家長行程更動會衍生不必要的開銷，希望維

持6/10，上下午對調與否沒有太多意見。

4.醫學院顏院長建議：兩階段畢典宜同一天，如要維持6/10，
提議大畢典下午辦。

5.醫、牙希望學校能同意他們的小畢典在6/10晚上舉行。因為

考區可選擇，及早通知同學就可以選擇南區考場。



4

綜合目前畢委、畢聯會幹部、醫學院等的意見

建議

1. 依原訂6/10上午第一階段全校畢典，下午為各

學院(系、所)的第二階段小畢典。

2. 醫學系和牙醫系的第二階段調整在6/10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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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  由 會辦單位說明 備  考 

1 由於校方於行事曆訂定以及學期
中各項會議中，並未發現預官測
驗與畢業典禮衝突，儘管要參與
考試的同學有發現日期衝突的義
務，並提報給校方知道，但也請
校方及其他各系所同學體諒醫學
牙醫兩系，在校最後一年必須於
全台各地教學醫院進行臨床實習
課程，工作報告繁忙也有無法盡
善盡美的狀況。 
 牙六畢業生共 89位，男性同學
佔約三分之二共 56位，扣除已服
兵役、免役等特殊狀況同學約莫
10位，共計仍有約 46 位是待服兵
役役男。由於同學分散全台各
地，無法一一確定每個同學是否
一定會報考預官測驗，但也因此
無法保證這些同學不參加測驗。
因此本系在進行網路投票時，多
數女生及其他同學也抱持尊重這
些可能會參與測驗的同學，因國
家義務與人生中唯一一次畢業典
禮衝突，可能導致必須放棄其中
一邊。 
 故本系投票結果有 42位同學選
擇改期至 6/11，11位同學選擇改
期至 6/4，36 位同學並未表達意
見。 
 同時也煩請高醫各系所同學體
諒，由於醫七牙六的同學都是必
須服 11個月兵役，因此有考預官
測驗需求的人數較多，並非單純
多數尊重少數之原則。謝謝校方
及辛苦的相關同學。 
(牙醫六 張同學) 

聽聞 106 年度的畢業典禮有可能
改期，希望學校不要改期。 
行事曆的意義就是讓大家可以事
先做好準備。僑生的家人已經定
了機票，如果改期，他們行程將
失去原本的意義。 

(牙醫三 許同學) 

1.本校行事曆之期程及內容，教務處僅

彙整各單位重大慶典、相關業務之活

動日期後，提交教務會議議決後公告

並非由教務處自行訂定。 

2.故本學年度畢業典禮時間是否更

改，將請畢業典禮統籌單位進行評

估。若需修改行事曆之畢業典禮日

期，煩請畢業典禮統籌單位提案至教

務處，經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公

告。 

1.本案提 3/16 校務首長會議討論，決

議由學生會主導調查全體畢業生意
見。 

2.經與醫學系、牙醫系畢委及畢聯會主
席討論： 

(1)本案業已於 106 年 3 月 16 日(四)提案至校

務首長會議討論，經校務首長熱烈討論

後，裁示先調查畢業班級影響的系所、人

數及相關問題後再陳報。 

(2)學務處經 3月 17日(五)至 19日(日)與畢聯

會主席、幹部、醫學系、牙醫系及腎臟照

護學系等各系畢委討論後，重點摘要紀錄

如下： 

○1 想參加大畢典但不能參加的人數: 醫學

7 人，牙醫系預訂今天會統計出來。 

○2 在職生(腎照系)意見: 因排班和訂餐廳

(小畢典+謝師宴)不便更動，希望維持原

規劃(6/10 上午大畢典)。 

○3 僑聯會意見:因家長行程更動會衍生不

必要的開銷，希望維持 6/10，上下午對

調與否沒有太多意見。 

○4 醫學院顏院長建議兩階段畢典宜同一

天，如要維持 6/10，提議大畢典下午辦。 

○5 醫、牙希望學校能同意他們的小畢典在

6/10 晚上舉行。因為考區可選擇，及早

通知同學就可以選擇南區考場。 

(3)綜合目前畢委、畢聯會幹部、醫學院等的

意見，建議： 

○1 依原訂 6/10 上午第一階段全校畢業典

禮，下午為各學院(系所)的第二階段小

畢典。 

○2 醫學系和牙醫學系的第二階段調整在

6/10 晚上。 

教務處 

 

 

 

 

 

學務處 

課外組 

會前建議事項彙辦單 

dwchou
文字方塊
附錄



2 於 2/24 上校內問題反映系統學程

中心等相關問題，至今皆未得到

回應，不曉得是系統問題，或是

那些行政單位處理進度過慢。 

(醫社四 謝同學) 

經詢問秘書室，該生填寫問題反映單

存檔後，未按”送出”鍵，故秘書室於 3

月 13 日下午 18:49 始判行轉至教務

處，3 月 14 日上午 08:00 即處理該生

反映之問題，並於當日下午陳核，奉

核後將於資訊系統回覆。 

教務處 

3 已於校內問題反映系統中反映許

多攸關於學程課程安排、修課機

制、行政人員對於申請證明回應

反覆不一等問題，其問題不再此

一一贅述，希望校長有約時，學

程中心能提出回應。 

(醫社四 謝同學) 

該生反映六個問題，已於 3 月 14 日於

資訊系統上詳細回覆，簡述如下： 

1.學程課程依往例以同學申請當學年

度起往後各學年度之課程規劃皆適

用。 

2.學程課程規劃相關問題由學程發展

委員會會議中議決。 

3.學程課程將於 106 學年度開始在課

程備註欄標記。 

4.以往僅在下學期受理學生申請學程

證明書，現考量學生需求，於學程學

分修畢後，在學期間皆可提出學程證

書之申請。 

教務處 

4 Try to solve the accommodation problems 

for PhD students living with their family in 

Kaohsiung. 

(醫博三 Batbold Batsaikhan) 

本校宿舍為男女分宿，且無家庭房之

設置。 

The dormitory is arranged respectively 
for male and female; no family room is 
available. 

有家庭的學生，建議於校外租屋為宜。 
Students who have a family, it is 
advisable to rent an apartment outside 
the school. 
 
 
國際處回覆如附件說明。 

學務處 

 

 

 

總務處 

 

 

國際處 

5 關於課程抵免的部分  想請問高

醫對抵免的準則，我和成大的同

學一起考進高醫，曾經在成大修

過相同的國文課，她抵了兩學期

我只能抵一學期，為什麼？ 

(牙醫一 黃同學) 

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主要由課程

主負責教師依據學生提供之資訊，評

估是否可以抵免，必要時得由課程主

負責教師進行甄試。 

因此有關各課程之抵免標準，建議可

與課程主負責教師進行溝通，詢問相

關抵免準則。 

教務處 



6 關於加退選 學校選課關於低年

級上修高年級課程不能直接網路

選課必須跑人工加簽費時又費

力。 

(牙醫一 黃同學) 

各學系皆會規劃基礎、進階課程藍

圖，有些課程需要先備知識，有些課

程修課有一定順序，且需由學系評估

學生是否得以上修高年級課程，故需

採人工加簽。 

教務處 

7 學校的飲水機（特別是是勵學大

樓）經常發生故障和缺水。 

(醫學三 張同學) 

1.每台飲水機約配備 10.7 加侖水量，

常因連續取水造成儲水不足、進水製

造中，可至其他大樓取用。 

2.本校各大樓計有賀眾冷熱飲水機

101 台，每月定期維護，每半年定期

清缸。統計 105 學年度飲水機故障維

修紀錄如附件。 

3.各大樓一樓及勵學 A1 教室前因常有

校外人士以大桶取水，係缺水主因之

一，擬將”連續出水”鍵取消功能，外

人若長站飲水機前取水，將引起往來

注意；惟將致取水鍵故障率提高。 

總務處 

8 新館四人房住宿品質不符合所收

之費用，2016 年颱風來玻璃碎裂

造成牙醫系同學受傷住院，2017

地震宿舍就沒有熱水可以洗澡，

平時沒有地震也常常沒有熱水等

等。 

(牙醫一 黃同學) 

1.106.2/11 地震導致 A 館 13 樓熱水機

房水管斷裂，廠商漏夜搶修，儘快

在最短時間於 2/16 恢復供水。 

2.105.9/14 莫蘭蒂 13 級颱風，本校部

份建築物設備受損，學校所有相關業

務單位均投入風災後受損復原工作。 

3.宿舍無熱水供應： 

(1)12-13 樓高層因水壓問題導致熱

水忽冷忽熱，已編列 106 學年度

預算。 

(2)8 樓整區無熱水，因未再次發生，

目前持續觀察中。 

(3)2/21 通報無熱水係因未將熱水供

應由原設定之”寒假模式”切換

回”冬季模式”，當天即處理完

畢。 

(4)其他單間無熱水多屬個案，三角

閥卡水垢，通報營繕組當即處

理。 

颱風、地震因屬天災，建築物設備受

損請同學體諒，非天災之事件說明如

上，感謝同學關心，所有同仁將盡心

做好防範，以維住宿同學安全。 

總務處 



9 啟川大樓一樓的健身房 

開放時間太不合理： 

1530~1930 和 1200~1400，這樣要

上課到傍晚的同學根本沒有使用

時間，之前說要改善也沒有，希

望，能延長開放時間。 

為什麼不請工讀生？ 

(牙醫一黃同學、牙醫二洪同學) 

尚未回覆。 

105-1第 1次會議由牙醫二洪同學所提
有關此一問題運醫系之答覆： 

1.上學期試辦延長開放時間，但因人數
少，未達預期效果，且考量管理與
人事成本等因素，故維持原開放時
段。 

2.未來將視學員人數及使用率，再評估
試辦延長開放時間之可行性。 

運醫系 

10 操場紅土保養與維護 

相信許多師生都有跑步的習慣，但是

從大一跑到大二，老實說越來越對學

校的操場感到害怕。鞋子跑完一次就

要清一次、風吹起看到了紅土滿天滾

滾……想詢問校方 

1.操場上次的維修清理作業是什麼

時候 

2.是否有定期保養維修【請不要只是

灑水】 

3.是否有機會和必要整建操場為 pu

跑道 

4.紅土須定期清理與更換，有考量始

用顆粒較粗的紅土替代嗎？ 

操場不僅是學校的門面，更是許多人

的運動，舉凡各大系隊校隊還有來高

醫運動的校外人士，以長遠來看，為

了安全與健康，可更換為 pu 跑道或

定期更換新紅土。 

(物治二 黃同學) 

104-2 第 2 次校長有約紀錄： 

※改建 PU 跑道案(體育中心說明) 

1.就醫護角度而言：紅土跑道對身體安
全上的維護較 PU 跑道更佳。 

2. PU 跑道有年限問題，必須持續更

換，後續維護成本較高。 

1.操場於每年寒暑假期間會做定期保

養維護將不平整區域修補平整及以
顆粒較粗之紅土補充。 

2.因操場建置至今，已超過 10 年，總
務處將配合校園景觀規劃，考量重
新修整跑道及操場草坪，並編列預
算施作。 

體育中心 

 

 

 

總務處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與校長有約」國際事務處說明 

 

本校總務處已與金園大飯店(步行至本校僅需 10分鐘)接洽國際生宿舍租賃事

宜，規劃說明如下： 

 

預計由總務處與飯店進行後續簽約事宜，由學務處彙整宿舍資訊後，本處擬配合

公告校內外籍生週知。 

 

The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already made arrangements of dorm affairs with the 

Garden Plaza Hotel which takes 10 minutes from KMU. The plan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1. Tenement partner : KMU graduate students, KMU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edical 

staff from KMU hospital  

2. Offered a total of 20 guest rooms to be students dormitory( all will be located on 

the same level 4F) 

3. Monthly rental price : 

Twin room :  

 Two small beds  -  6000 TWD /person 

 Two large beds  -  8000 TWD/person 

 Two large beds with living areas 9000/person 

Single room : 

 8000-10000 TWD/room 

4. Equipped with complete indoor facilities : MOD/telephone/hair dryer/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5. Public facilities : Front desk service/fitness center/water dispenser/microwave 



6. Other Add Ons paid service are available : parking lot/room cleaning 

service/breakfast  

The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will sign a contract with the Garden Plaza Hotel,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will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dorm project and the 

office of Global Affairs will give the information to foreign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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