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醫學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 12：10 -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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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紅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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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霞院長(曾惠珍組長代)、黃友利院長(陳明德組長代)、王麗芳院長、陳
昭彥主任、黃博瑞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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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位同學參加。
記錄人員：周大文
壹、 主席報告
針對上一次會議有關校務發展問題補充說明，條列於資料 1~8 項，請同學參閱，若仍有
疑問，可於會中提出。(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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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健身房補充意見案：
校長裁示：
請運醫系依學生會郭同學所提建議，先行協商出較適合開放(或延長)之時間，以為
後續參考之依據。
※案號 10—性別議題圖書購置案(圖資長說明)
購買此類書籍無大問題，但此類書籍置放地點較需多方考量由於圖書館係開放空
間，宜避免有十八歲以下孩童接觸。
校長裁示：
公共書籍仍應由學校圖書館選擇適當地點置放，不宜置放於科系。
※案號 14—意見反應系統修改案(學生會代表郭同學補充)
1.已處理完畢案件應在系統內呈現已處理狀況。
2.限制字數導致系統無法顯示完整回覆內容，建議取消字數限制。
3.系統無法分階段回覆，初步回覆後，後續處理情形無法在系統中顯現，導致回覆
內容不完整，亦無法實施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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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裁示：
請秘書室與圖資處針對系統作業與運作管理規則部份，專案研討處理。
※案號 16—外籍生未抽到宿舍所面臨問題案
校長裁示：
請國際處與生輔組共同協助有關外宿合約、輔導溝通等問題，宜設立單一窗口協助
討論解決。
※案號 17—A 館交誼廳設備更新暨宿舍座椅補充案(事務組組長及總務長補充說明)
交誼廳設備原則上以可修先修，不可修採購為主，交誼廳電視確定無法修復，擬購
置安裝。
校長裁示：
請總務處協助處理。
(二)現場提案討論：
※醫技系 Phumelele Yvonne Siphepho 住宿特殊需求案
個人因為健康因素(氣喘+肺炎)沒辦法吹冷氣或風扇，所以目前是被安排在緊急傷病
房，但下學期抽到的是四人房，我很難也不願另外三位室友配合我不開空調。我並
不是要求學校給我單人房，但因為我的身體狀況緣故，學校是否能有一些幫助或安
排，因為校外找房子跟房東的溝通有困難，我目前錢也不夠付 2 個月的押金。
校長裁示：
這是個特殊案例，我們會處理。(This is a special case, we will deal with it.)
※醫化博 D.Ganesh Kumar 宿舍廚房不足案
學校有許多印度生都會需要用到廚房，目前廚房仍不敷使用，造成極大困擾。
國際處:會再與學務處及總務處規劃討論看看。
※醫技系 Kevin Leroy Louis 醫技專班停招案
醫技外籍專班停招，對個人未來升學紀錄與工作專業認定是否會有影響？
校長說明：
醫技專班的招生需要諸多資源，且由教育部決定；如果可以克服資源問題，學校當
然樂見成班。
學歷問題自可放心，就學紀錄完整，不影響未來專業認定。
※醫技系 Joann Kathy Grant 英語授課案
當初因為高醫有英文學程班(English program)所以才選擇來，但上課後發現很多時
候老師的英文我們沒辦法聽懂，以至於影響到我們的學習，有時候我們提出問題，
老師也用中文回答，讓我們很難瞭解教授的內容。
校長說明：
這需要再向系上瞭解是那些課有這樣的問題後，再針對問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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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社系 周同學 放寬跨領域選修申請資格案
學校鼓勵跨領域選修，但現有”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辦法”規定必須在大三申
請，大四開始修讀，且必須在大四完成學位考上碩班；如此針對雙主修同學極為不
利，因為雙主修多半需要延畢一年才能完成雙學位。
建議放寬在大四申請預延生，大五開始選修碩士班課程，並且完成學士學位，以進
入預延生的行列。
希望讓更多學生多方嘗試跨領域選修，同時亦有利於學校招生。
校長說明：
非常好的建議，針對雙主修的同學，大三(含)以上均可申請，如此便有較大的彈性
空間。
紀錄後請教務處參辦。
參、臨時動議：
※醫學系 李同學
住宿採電腦隨機抽籤分配為原則，規範中離島(澎湖、金門等)同學均能”保證住
宿”，外籍生卻無法優先保證入住，是否有違「公平原則」？建議：
一、保障外籍生優先住宿權。
二、若有「B 館(醫護大樓)優先分配外籍生」之原則，請讓住宿資訊透明、公開化，
確保每一位外籍生清楚知道他們的權益和保障。
三、若學校經費不足，住宿空間不够，可否提供外籍生校外租屋的友善管道，使他
們在校外租屋時，能有英文租賃契約與能以英文溝通的房東，同時提供外籍生
租屋問題諮詢。
校長說明：
外籍生校外租屋相關配套措施，請國際處著手研擬。
肆、主席結論：略
伍、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1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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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
會前建議事項彙辦單
案號
1

案

會辦單位說明

屏東要蓋分校或分院十年前的 屏東要蓋分校或分院是十年前的規劃，
新聞嗎？生醫園區是去年的新 目前屏東分院床數已被衛服部收回，而
生醫園區是去年提出的構想案，未來屏
聞嗎？
(醫學一 吳同學)

2

由

備

考

秘書室

東校地之規劃將配合校務整體發展時程
與重點，進行發展計畫。

第三教學大樓目前規劃是整合 1.於 104 年初因應本校容積率問題，向高
兩棟舊棟嗎？會保留校史館
雄市政府陳情，經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
嗎？可否藉此機會擴增重要科
會專案小組多次審議，該委員會 104 年
系，例如：陽明的特色之一生醫
7 月 3 日第 47 次會議決議時有條件另
工程或跟醫材研發相關的二類
核容積率，其中第三次便是擬於 112 年
科系，串聯學校醫材碩博士學
底前申請第三教學大樓，則核予容積率
程，例如：五年學碩/七八年學
達 385.92%(前題是依序完成前二項建
博一貫，提升研發能量。
設)。至於未來第三教學大樓的建築位
(醫學一 吳同學)
置及使用規劃，目前均尚未定案，相關

總務處

議題仍待校方後續詳加評估再議。
2.有關五年學碩及碩博五年一貫作業，本
校各系所已行之多年。104 學年度起，
本校配合「教育部推動產學合作培育研
發菁英計畫」，結合產業界之資源，開
設特色學位學程供學生修讀，分別有醫
學研究所開設之「生技醫學產業菁英博
士學位學程」
，及牙醫學系所開設之「醫
療器材產業研發博士學位學程」，藉由
修讀博士學位方式招收學生，培育出具
有專業知識、臨床經驗之博士級高階產
業人才。
3.為鼓勵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相
關系所，本校已訂定「學士班學生修讀
碩士班課程辦法」及「學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
。

3

與中山大聯合創生醫（高醫大） 1.依據本校「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與中山
工程（中山大）雙聯學位。
大學「中山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
(醫學一 吳同學)
制實施辦法」規定，雙聯學制係為拓展
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合作，加強與
境外大學學生之交流學習。
2.為提升學生多元學習環境，本校已與中
山建立跨校輔系、雙主修，提供學生修

教務處

教務處

讀。此外，本校亦訂定「學生申請雙重
學籍辦法」，提供學生跨校取得雙學位
機會。

4

高醫大和中山大聯合爭取國衛
院南院的高雄分院設立→共同
規劃生醫園區或經營高雄科學
園區。
(醫學一 吳同學)

國衛院台南院區位處成大醫院建築
群中，位置在成大醫院正對面，目前因
應日益攀升之登革熱疫情與國際間茲卡
病毒疫情持續擴大之威脅，設立「國家
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將以「防疫
作戰帶領研發」為準則，建置在地化之
防治體系。整合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等單位在傳
染病、蚊媒病毒基因、血清流行病學、
以及在空間地理資訊系統(GIS)之數學
演算應用等領域已累積相當之研究能
量。本校亦積極參與蚊媒病中心研究計
畫，預計於 106 年 4 月底前個別通知審
查結果。

研發處

中研院南部分院與國衛院台南院區
因地緣關係均著重與成功大學之研究合
作，且研究團隊為邀請制，本校位處高
雄因受限地區性而不易受邀加入研究團
隊，但本校已與中山大學簽署研究合作
備忘錄，目前也組成數個研究合作群，
近年論文發表亦逐年成長，免年均超過
250 篇論文。未來基於受邀參加南台灣蛋
白質體研究計畫與蚊媒病中心研究計
畫，本校將更積極與上述兩單位建立合
作關係並促進三方研究合作以提高本校
研究研究水準。

5

應用醫學科學學程重設或多與 1.「應用醫學科學學程」截止至 104 學年
中山大合作設立學程。
度停招前僅 32 人申請修讀，22 人放棄
(醫學一 吳同學)
修讀，餘 10 人當中有人已畢業，另 2
人目前在校，並由該學程負責系所導
學生修讀。該學程為與中山大學合作
之學程，其執行期間，學生反映至中
山大學上課路途遙遠，負責系所已將
課程規劃由 3 門至中山大學修讀之課
程改為 1 門，同學修讀意願仍舊不高，
並要求全面性於本校開課即可，學程

教務處

系所認為學生反映意見已失去跨校合
作學程之精神與多元發展之目的，並
於 102 學年度學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
過該學程於 104 學年停招。
2.目前本校已與中山大學合作跨校學分
學程供學生修讀，分別為「藝術治療
學程」
、
「生物多樣性課程」
。為擴大兩
校學生跨領域修讀管道，兩校自 106
學年度起將開放學生跨校至中山大學
修讀學分學程。

6

高大+高應大+高醫大+高科大+
目前國內第一個聯合大學系統為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由國立中央大
中山大=高雄聯合大學系統。
(醫學一 吳同學)
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陽明大學組

秘書室

成。感謝同學建議，未來可朝成立大學
聯盟的方向努力。
本校目前與中山大學成立攻頂聯
盟，聯盟迄今五年，各項成果傑出。

7

8

9

建議董事會購置杏一學舍的親 將轉知董事會。
屬蓋（國際）或一般學生的宿舍
租給學生。
(醫學一 吳同學)

秘書室

和川停車場採買後有足夠的停
車空間的話，還有必要大規模的
擴建嗎？
(醫學一 吳同學)

總務處

目前校方正在規劃購置東側停車場土地
(原「和川停車場」)，因此有關運動場
擴建地下停車場一案，在通過市政府交
通影響評估後，目前已暫停執行。

"健身房人數不如預期的確切含 1.人數不如預期係以延長時段人數未達
運醫系
當日總人數 1/5 為準。目前是以延長
意?
時數 1.5 小時佔每日開放總時數 7.5
預期的標準為何?
小時之比例為計算方式故以 1/5 為準。
平均不到五分之一是指總人數
2.”平均不到 1/5”是指此時段計算的
還是特定時間點人數?
人數不管是 1730 時前後進場，只要是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恰當的時間
在 1930 時之後離開者即納入計算，計
讓學生可以運動?"
算延長時段離館人數佔當日總人數是
否到達 1/5。
(牙醫一 黃同學)
3.在 104 學年度試辦延長開放，在延長
開放時段的人數佔當日總人數平均約
11.5%，未達當日總人數的 1/5(亦未達
20%±5%)，故維持原開放時間。(請參

閱附表)
4.本中心體適能健康促進班(非學分班)
簡章上已註明開放時間，學員可先考
量時間是否可以配合再行報名參加。
濟世大樓 B1 重訓室晚間開放至 2100
時，亦可到此運動。
5.樂見校內運動風氣盛行，教職員工生
及附院員工對於自身健康管理意識提
高，願意藉由運動健身增進體適能，
下學期前會再依據參加人數與使用狀
況，評估是否試辦延長開放，進而調
整開放時段及收費標準等使用規定。

10

高醫性別研究所的學生倘若需
要添購與「性」有關的研究書
籍，但卻被列為圖書館所規定的
「18 禁」門檻，也就是所謂的「不
被圖書管列為採購」的書目，請
問這有無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那我們應該如何解決此問題？
謝謝。

圖資處與大家一樣重視性別議題，
歡迎推薦購買此類圖書。
在收到薦購資訊後，圖資處會主動
轉請性別所教師進行專業推薦，即可完
成此類圖書薦購程序。
若有相關問題，請與圖資處採編典
藏組聯絡。
本案已於學院與校長有約時獲得回
覆。

圖資處

1.外籍生暑假行李寄放期限問 1.暑假退宿時間 6/23 中午 12:00 至 6/25
中午 12:00，非暑假留宿生應搬離宿舍。
題與新學年宿舍分配方式。
2.僑外生暑假行李寄放問題。
2. 僑 生 及 外 籍 生 行 李 開 始 寄 放 時 間 為

學務處
生輔組

(性別所碩二 洪同學)

11

(牙醫二 許同學、柯同學)

6/26 上午 8:00 至 17:00，僑生開放 A
館 0216-0219 室，外籍生開放 A 館
0220-0223 室。
3.暑假留宿時間 106/6/26—106/8/30（計 9
週）
。
4. 8/30 12:00pm 搬遷到 106 學年度的床
位或校外住宿地點，包含僑外生的行
李也要搬出。
5.8/31 宿舍清潔。
6.新生進住時間 9/1-9/3。
7.新學年宿舍分配方式：除低收、身心障
礙生外，為求公平起見所有參加登記
的同學(包含外籍生)均以電腦隨機抽
籤分配之；另外考量外籍生的生活方
式及風俗民情，盡可能分配住在一
起，所有外籍住宿生資訊均已提供給
國際處，若外籍生想與熟識者同住，
可至國際處查詢後，再進行換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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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資 區 的 門 關 閉 的 時 候 有 聲 經檢視後，原門扇所裝設之門弓器速度
音，容易影響自修，希望能加裝 稍快，已調整完成。
請同學協助觀察，若還有類似問題，可
緩衝裝置。
(藥學二 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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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通知營繕組處理。

於產學營運處--創新育成中心 1.『銀髮服務創新創意工作坊』舉辦之目 產學中心
的在於透過活動過程，替長者及銀髮產
所舉辦的『銀髮服務創新創意工
業發想創新解決方案，瞭解目前長期照
作坊』活動，其主辦單位所提供
護市場面臨的困境，互相學習交流，並
的補助條件一改再改，嚴重影響
安排在 5 月 10 日(三)舉辦團隊成果發
參加學生權益。
表會，邀請業界專家指導。
鑒於此事件，希望校內各單位所 2.當初活動海報公告團隊報名參加，若通
舉辦比賽或是活動，必須要有一
過資格審查，會有補助的費用，後續因
參與人數很多，以及規劃的補助方式有
個獨立單位進行審核及監督，並
稅額扣除的問題，承辦人員與校內長官
能夠接受學生投訴；以確保學生

參與活動時候的權益。
(運醫四 杜同學)

討論結果，使用獎勵金的方式依照行政
流程核銷給參與團隊。
3.由於杜同學向主辦單位提出質疑，主辦
方也於 106 年 5 月 8 日報二)召集全體
參與團隊進行解釋，後續杜同學亦已簽
收獎勵金核銷單據，並同意參加成果發
表的活動。
本校設有稽核室，亦有訂定「學生申訴
辦法」。
「學生申訴辦法」可於本校法規資料庫
→法規查詢→法規資料目錄下點選「學
務處」之法規即可查詢到。

秘書室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學生申訴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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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反應系統目前尚有逾期兩 逾兩年之回覆事項，經清查後皆為超過
年尚未處理之事項，請問校方是
否有統一處理時限，以及是否有
超過時限之處置？目前希望一
個月內回覆問題，若為需開會解
決之事務，也可以讓系統設定為
可以二次回覆，方便後續追蹤。
(醫學四 郭同學)

系統回覆限制字數之案件，承辦單位皆
已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回覆反應人員，留
於系統是為表示學生曾反應此類問題，
學校皆於期限內有進行回覆。

秘書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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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工 讀 生 工 讀 皆 要 打 卡 上 工讀生自 106 年 2 月 1 日始需至 Web 系 學務處
班，但為何每個月都要手動填寫 統 Q.6.0.12 簽到與簽退，皆已全面 E 化，
月報表，系統是不是能改善，目 採線上作業，不需要填寫月報表。
前這樣造成工讀生十分困擾。
(醫社四 謝同學)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on’t

關於外籍生住宿校外之獎學金補助問

have housing for next semester. We

題，臺灣獎學金(MOE、MOST 及 MOFA)

have concerns about their scholarship

受獎生每個月會代扣學雜費，剩餘生活

and housing.

費全額發給受獎生，可自行運用；校內

Issues like communicating with a

KMU 獎學金受獎生之補助規定，已於今

landlord, or scholarships like MOFA

(106)年 5 月 8 日召開國際學術交流委員

paying for housing outside of the

會執行小組會議，修改本校「優秀外國

school need to be discussed.

學生校內獎學金實施要點」之條文，其

OGA is already aware of the issue, I

中包含受獎生住宿校外之補助規定，不

(Alex Gittin) just want to attend the

過法規修訂仍須送行政會議審議，正式

meeting with our campus president to

修法通過後會再公告。

help other students talk with him in

For this question, first, the student who

person.

received

(後醫二 Alexander)

scholarship, part of their scholarship will

許多外籍學生下個學期沒有抽
到宿舍。
如果住宿校外，又面臨獎學金不
够支應宿費及住宿校外與房東
溝通的問題。
OGA 已 經 獲 悉 此 一 問 題 ， 我
（Alex Gittin）只想出席會議，
和校長一起幫助其他外籍同學
解決這個問題。

MOE,

MOST

and

MOFA

pay the tuition fee and they will get the
remainder of the money directly.
Moreover, abou the KMU scholarship,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Committee’s Executing Group Meeting
already

amended

the

law

of

KMU

scholarship. It contains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student who received KMU scholarship
and living outside.
However, this law still need to examinated
by Executive meeting and approved by the
president. Once the law be announced, we
will let student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國際處

學生宿舍 N、S 兩館陸續收到多
位住宿生反映兩館中間有一棵
掌葉萍婆因為正值開化季節，所
以會發出令人無法接受的噁心
味道，是否請學校正視這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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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N 館前 2 棵掌葉蘋婆，每逢開
花季節確有異味產生，因屬校園景觀部
份，總務處已於 5 月 5 日校園景觀委員
會提案，經委員會同意移除，並找適合
樹種栽植。

總務處

總務處事務組已委請廠商評估，將於近
期移除。

A 館交誼廳電視損壞有一陣子
了，且部分沙發椅不堪使用，是
否可以進行更換？
(運醫二 李同學)

高醫體適能健康中心延長開放評估表
日

期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平均

75 人

74 人

66 人

55 人

74 人

68 人

75 人

69 人

52 人

65 人

67.3 人

17 人

21 人

15 人

20 人

17 人

14 人

18 人

25 人

課程借用 22 人

16.9 人

45 人

47 人

48 人

27 人

46 人

41 人

52 人

36 人

46 人

38 人

42.6 人

13 人

6人

3人

8人

11 人

13 人

5人

8人

6人

5人

7.8 人

延長時段佔
17.3%
總人數百分比

8.1%

4.5%

14.5%

14.8%

19.1%

6.6%

11.5%

11.5%

7.6%

11.5%(＜20%)

當日總人數
中午
1200-1400
下午
1530-1930
延長時段
1930-2100

高雄醫學大學 105 年度第 2 學期「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
滿意度調查問卷分析
1. 您對「學生問題即時反應系統」的滿意度為何?

2. 您對本次活動的內容滿意度為何?

3. 您對主題設定與內容的一致性滿意度為何?

4. 您對此次活動時間的安排滿意度為何?

5. 您對此次活動地點的安排滿意度為何?

6.此次活動對您本身有所助益的滿意度程度為何?

7.整體而言，本次活動的滿意度為 92%

8.本次活動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
(1) 校長和各師長很用心傾聽與解決問題，謝謝您們
(2) 練習英聽，希望之後有翻譯員。

9. 希望本座談會可以增加的內容
10.其他意見與建議
(1) 希望能有和各系院長有約的活動。
(2) very good.

高雄醫學大學 105-2「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翦影

校長主持座談
報名出席踴躍
圖資長答覆同學提問

高雄醫學大學 105-2「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翦影
生輔組長答覆同學提問

國際處答覆同學提問

總務長答覆同學提問

高雄醫學大學 105-2「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翦影

同學提問
同學提問
同學提問

高雄醫學大學 105-2「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翦影

同學提問
同學提問
同學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