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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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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9月 26日中午 12時 10分 

開會地點：濟世大樓 CSB-101教室 

主席：陳珮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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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學安人員、職涯組謝季霖小組、學生會代表。 

記錄人員：周大文小姐 

壹、 介紹代聯會主席：香粧系三年級陳珮甄同學。 

    代聯會副主席：生技系三年級王文俊同學。 

貳、 職涯組謝季霖小姐報告(如附件一) 

性向測驗獎勵活動宣導說明。 

參、 學生會會務報告：(如附件二) 

肆、 總務處陳清富先生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宣導：(如附件三) 

伍、 圖資處張簡昭芬小姐報告：(如附件四第 4，5，17項) 

一、請勿利用網路散布不當內容，以免造成被害人或家屬二次傷害 

    以 105年 3月 28日發生在臺北市內湖區的隨機殺人案「小燈泡事件」為例，被害者為年

僅 4歲的女童「小燈泡」，在隨著媽媽前往捷運途中，遭嫌犯割喉。事件發生後，網路新

聞平臺大幅報導，許多民眾透過網際網路與通訊軟體散布案件現場之身首分離照片。以

上散布不當文字、影像的行為，可能涉及法令如下：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1.第 46條第 3項「網際網路平臺提供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而未採取明確可行防護

措施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第 94條裁罰。 

2.第 46之 1條「任何人不得於網際網路散布或傳送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第 94條裁罰。 

3.第 69 條「不得報導或記載兒少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依第 103條裁罰。 

(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蒙面偽裝」或以「其他方法」「驚嚇」

他人「有危害安全之虞」者。 

(三)刑法第 310條「妨害名譽罪」。 

(四)民法第 195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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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法益」。 

(五)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0之 1條「媒體於報導犯罪案件或製作相關節目時，應注意被

害人或其遺屬之名譽及隱私」。 

(六)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20 條，「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時應注意之事項」。 

您若發現有人違法散布不當網路內容，請向各地警察機關檢舉，警方將立即上網蒐證，

積極查處，以落實保護兒少身心發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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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供免費快速的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Free interlibrary loan!) 

RapidILL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目前包括美國、加拿大、香港及台灣的大學圖書館，

逾二百多所參與資源共享，對於本校館藏未能提供的西文期刊文獻，將幫助讀者快速取

得文獻。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校圖資處網站，或電洽讀者服務組業務承辦人詢問(分機

2133*80 /ill@kmu.edu.tw)，謝謝。歡迎校內師生踴躍使用此快速、免費的服務！ 

陸、 軍訓室王占魁先生報告(如附件四第 6～14， 16，27，30，32，33項) 

一、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須知—宣導(王占魁學安人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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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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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占魁學安人員處辦理(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 

四、學務處為瞭解同學校外租屋安全狀況，需要建立學生校外賃居名冊，以利導師及學安

人員實施賃居訪視，協助同學解決租屋問題，並能及時處理同學緊急事件。因此，請

各班代輔導同學確實登錄更新 D.2.0.06.學期住宿資料維護。其中「目前地址」是指學

期中的居住地，除住屋狀況勾選 1(住家裡)者填寫家裡地址外；勾選 2(校外租屋)者，「目

前地址」應填寫您的租屋地址；勾選 3(住學校宿舍)者，則填寫宿舍房間編號及床號。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01&Itemid=1284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01&Itemid=1284
mailto:ill@kmu.edu.tw)，謝謝
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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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同學填錯或未適時登錄更新，請協助督請同學於 9月 30日前更新完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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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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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依統計資料顯示，本校每年交通事故均以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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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高雄市道路交通安全促進會來函通知：高雄市政府已於易肇事路段(口)，佈設「超速、

闖紅燈、違規停車」自動照相取締桿及機動式三角架或手持數位相機逕行取締舉發。

請同學確遵交通安全規則行車，以免受罰及共促交通安全。 

九、為確保同學臨時乘坐機車安全及避免違規受罰，本校已申購臨時借用安全帽 25頂，分

別放置於大門口警衛室及新館宿舍管理室，有需要同學請依規定登記借用；另請借用

時能愛惜公物，且使用後立即歸還，以利更多同學借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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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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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要有院長

批示簽呈，見習學生請假仍以紙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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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 

(三)補假必須在 7天內上網申請(例：補請 10月 1日的假，務必在 10月 8日前完成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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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鑒於新興混合式毒品逐漸在年輕族群間流行，有關此類毒品除有精美包裝之特徵，

易降低施用者對於毒品的警戒性外，新興混合式毒品多為第三、四級毒品與精神藥物

之隨機混合，其危險性乃至致死率更難以預估，為讓同學對新興毒品的辨識及反毒技

巧有所認知，相關資訊載於紫錐花運動網站「最新消息」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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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http//enc.moe.edu.tw/news.php，俾供參考。 

十三、「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你和我。歡迎同學借閱正版教科書【教授指定參考書專區】，

請勿非法影印;校園正版授權軟體及自由軟體使用請至下載專區 https://fs.kmu.edu.tw

點取；相關著作權知識請多加利用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網站，https://ipr.kmu.edu.tw;

凡研究生申請口試前要提交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比對方法可參考圖資處網站說明：圖

書服務→電子館藏查詢→Turnitin偵測剽竊系統)，繳交論文時需簽屬「無違反學術倫理

聲明書」並裝訂於紙本論文中。 

十四、106學年畢聯會於 9/27假濟世大樓 CS301召開第一次會議，相關會議議程及時程將

公告 106學年畢聯會 FB粉絲專頁上，屆時請各畢業班委員務必參加委員聯合會議提供

建言，維護權益，齊心戮力迎接 106 學年畢業典禮，另請各畢業班委廣泛蒐集班上在

學期間團體照(含師長)，俾利於 107年 6月 9 日畢業典禮上，撥放影片-懷念那些一起

走過充滿歡樂的校園時光。 

柒、 主席報告：(如附件四第 15，18，20-26，28，29項) 

 一、性平會小提醒: 

(一)辦理班上或系上相關活動時請特別注意尊重他人多元性別差異，肯認多元、尊重

他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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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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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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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申請調查管道：學務處 李嘉苹小姐，07-3220809(24H)。 

二、本學期「宿舍電影院」已於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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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前往新舘視聽室觀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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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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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C:/Users/dwchou/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PGJBYQLF/http/enc.moe.edu.tw/new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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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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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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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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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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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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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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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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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生輔組周大文小姐報告：(如附件四第 1，2，3，19，31，34，35項) 

一、目前尚未繳交及上網維護幹部名單之班級：香粧一，影響幹部證書製作及幹部個人權

益，請班代儘速於下週三(10/5) 前將幹部名單電子檔寄至院生活輔導老師及周大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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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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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填學年,學期，學號，手機號碼及 e-mail→存檔(系統會帶出同學在學校系統內所

留資料)。 

三、請加入高醫 106-1代聯會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29097373835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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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c.kmu.edu.tw/indexrunf.php?runno=stum2300.php%2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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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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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務處首頁→學務處法規專區→26畢業生優秀獎項授予要點、46優秀研究生獎

勵要點。 

(二) 學務處首頁→各類表單→畢業生優秀獎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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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學期代聯會預定召開四次，另外三次分別為 10/24、11/28及 12/26，屆時請準時與會。 

七、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和生活輔導組周大文小姐聯絡，聯絡電話 3210571或電子郵件信

箱 R991036@kmu.edu.tw。 

伍、提案討論： 

無 

陸、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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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醫學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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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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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期至106年10月06日(五)下午4:00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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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醫學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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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09 月 15 日(五)至 106 年 10 月 0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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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0 月 18 日後公告於學務處職涯發展組網頁。 
☆活動詳情請參考教卓公告網頁。 
☆注意事項： 
  1.請於收件時間繳交，逾時將列入隔日計算。 
  2.若有發生假造、冒用、盜用第三人之資料或詐欺之情事時，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資格並 
    追回參加所有活動之獎項，所產生之法律訴訟責任由參加者自行負擔，與主辦單位無關。 
  3.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中止或暫停本活 
    動。參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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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競賽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之。 
 
☆主辦單位：學務處職涯發展組 
            10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主軸三「職涯無界從善啟航」計畫 
☆連絡電話：07-3121101 #2178 謝小姐 



會務報告

第14屆學生會

學生會會長
郭慧茹



學生會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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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10月

校慶園遊會-
回到小時候

回到醫玖伍肆
草地音樂會

劇團

社團幹訓-
財務研習

校園整體規
劃說明會

帽T繳費
截止



學生會會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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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期中歐趴-
紅不酪

11月

社團空間管
理委員會

東方藝文周

杏仁節



學生會會務報告

學生會Office Hour時間
每周一、三、五
中午12-13、下午17-18



那瑪夏營隊夥伴招募

時間：1/28(日)出發 1/28-2/2營期

2/3(六)回家

地點：那瑪夏

車程大約2個半小時

形式：似育樂營 從遊戲中學習

一天約2小時排課程或是才藝

具備特質：只要有心有意願誰都歡迎

學生會會務報告



學生會會務報告

學生會幹部招募

秘書次長一名、權益次長一名

符合條件：二年級以上，曾有社團或系會經驗為優先。
具備特質：細心、耐心、有心想在學生會學習、

喜歡豐富生活。

可私訊會長fb，由會長親自與您詳談。



學生會會務報告

感謝各位班代們聆聽



垃圾分類與
資源回收

垃圾分類與
資源回收



目錄目錄

垃圾分類簡介1

一般垃圾2

資源垃圾3

廚餘4

影片宣導5



分3類．好OK分3類．好OK
垃圾分為一般垃圾、資源垃圾及廚餘。



一般垃圾一般垃圾
定義：目前無法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如衛生紙、
頭髮、灰塵、髒的塑膠袋等。



手機及充電器



資源垃圾資源垃圾



資源垃圾資源垃圾



資源垃圾資源垃圾



資源垃圾資源垃圾



寶特瓶、免洗餐具(紙製餐盤、碗碟)、牙膏軟管、保鮮
盒、輕便雨衣等。

可回收塑膠



汽機車座墊、各類球類、膠帶、磁碟片、修正液
瓶、雨鞋等。

不可回收塑膠



定義：為飯菜殘渣、烹煮前撿剩之菜渣、麵食、肉類、
生鮮、熟食或過期食品等。

廚餘廚餘

可回收廚餘



廚餘廚餘
不可回收廚餘



環保署影片宣導環保署影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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