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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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年 10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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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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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人員：周大文小姐 

壹、 總務長宣導說明 

一、學校各項活動訂購便當，都要求廠商配合不附免洗餐具，請各位同學同步配合學校環

保與垃圾減量政策。 

二、請班代協助宣導，勿將家中垃圾帶至學校。 

三、目前總務處在學校各處安裝有電量示意電子看板，以統計學校各項機具耗電情形，作

為檢討修改的依據，同時呼籲同學們配合節約用電，教室、寢室的燈、冷氣、投影機…

等，不用時務必養成隨手關閉的習慣。 

四、若對 ISO-50001有興趣，可至總務處網頁進一步瞭解。 

貳、 軍訓室劉秦豪先生報告(如附件第 5～20，22，23項) 

一、請假請在 web上填寫假單，公假及事假需事前完成請假，病假、喪假等事後一星期必

須完成請假手續，超過一星期後請假資料即無法上傳。 

二、同學校外賃居須格外注意居住處所安全，可參考學務處/軍訓室賃居服務網頁提供之各

項安全須知。遇有租屋問題，可聯繫各院生活輔導校安人員，提供適當之協助或建議。 

三、學務處為增進同學校外租屋安全知能，預訂於 11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 13

時於 CS-302教室辦理賃居生座談會，會中特別安排「維護校外租屋居家的安全」的講

座，由高雄市消防局專業講師主講，歡迎同學於 11月初注意學務處網頁公告，踴躍報

名參加。 

四、期中考即將來臨，請同學須妥善分配時間，不要沉迷於網路遊戲，以免影響到課業及

健康，另慎選網路遊戲種類，避免因不當內容情節影響同學。 

五、法務部多次來函請學校加強防詐騙宣導，學校亦曾有多次案例發生，請轉知同學接獲

可疑電話或訊息，請打防詐騙專線電話 165，或向教官室尋求協助。 

六、本校校安中心服務電話、學生申訴專線及性侵害、性騷擾申訴專線 07-3220809，請班

代轉告同學知悉，近日有許多同學在運動場運動時遺失物品，請同學注意妥善保管個

人物品避免遭竊；另於 10 月 26 日邀請三民一分局偵查隊林雅玲巡官假濟世大樓

CSB101教室實施反霸凌宣導請踴躍報名參加。 

七、學校有重要消息，均會公告在學校網頁並發 e-mail，請班代表轉達同學，定期上學校

網站及收 e-mail的習慣，以免權利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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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民國防有獎徵答網際網路活動即至日起至 10月 31日下午 17時止，請參加者進入國

防部官網（www.mnd.gov.tw）點選「全民國防有獎徵答」圖示，全數答對者得參加抽

獎活動，獎品豐富歡迎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九、83~89 年次在學男子有意願於 107 年及 108 年連續 2 年暑假期間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

軍事訓練者，可於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5 日前，準備學生證正反面(或在學證明)影

本、役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印章，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詳

情請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查詢，或洽詢鄉(鎮、市、區)公所兵役

單位)。 

十、8月及 9月份遺失物已公告於學校網頁上，請班代轉知有遺失物品的同學上網查詢。 

十一、近期校園周遭民眾已針對違規停放機車通知警察進行拖吊，為維護同學個人財務及

民眾行的權利，請同學發揮公德心，將機車停置於學校停車場內或停車格內。 

十二、高雄市道路交通安全促進會來函通知：近年來交通事故中每 10人就有 6人是因騎乘

機車肇事而死亡，而機車事故年齡以 15-34歲佔 25.5%為最高，提供安全騎車 10要訣

予同學參照，以保護同學行車安全(如附件 1)。 

十三、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通知：請同學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相關本校

週邊公車路線及優惠(如附件 2)。 

十四、雲林縣政府製作道安手遊 APP「奇萌籽 GO」，可讓同學在遊戲潛移默化中獲得道安

相關知識，同時也可以參加比賽嬴得獎金，請同學參考下載(如附件) 

十五、本校東側停車場自本學期開始汽車進出動線實施修正，汽車新設置出口位於察哈爾

一街與山東街路口，部分汽機車駕駛人尚未熟悉該動線，經過該出口時未能注意交通

號誌，以致險象環生，故提醒同學行經該處時務必遵守交通號誌減速慢行，確保行車

安全。 

十六、學務處為經濟上需要協助的同學提供愛心餐卷，有需要的同學可至學務處網頁下載

申請書，經導師(或學安人員)、系主任確認其生活困境及實際需求後，經學務處審核通

過，向學務處軍訓室郭添漢先生領取餐券。 

十七、106學年「智慧財產權保護教育宣導週」預於 12月 4-8日將辦理宣導講座、有獎徵

答及二手教科書傳承活動(有償議價)，請協助宣導並踴躍參與另有關其他二手書相關網

址，提供各位同學參考： 

(一)智慧財產局二手教科書買賣網址：(http://2handbook.nasme.org.tw) 

(二)本校二手教科書買賣網址：(ttp://wac.kmu.edu.tw/index.php?pno=studbook) 

十八、106學年畢業班級委員聯合會議，業於 106年 9/27及 10/18召開相關決議事項已公

告 學 務 處 最 新 消 息 及 106 級 畢 委 會 臉 書 （ Facebook ） 粉 絲 專 頁

(https://m.facebook.com/groups/128804067643036)。 

★國防部公告因應兵役制度轉型，配合 107年不再徵集義務役役男入營，自 107年起停止

辦理「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作業」，請轉知同學知悉。 

參、 主席報告：(如附件第 1～4，21，24項) 

一、班級幹部證書已分發給各班級，請轉達班上同學幹部證書為有效證件，遺失不補發，

http://www.mnd.gov.tw/
http://www.nca.gov.tw/
https://m.facebook.com/groups/12880406764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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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妥善保管。 

二、現在進入季節轉變，早晚溫差較大，請轉知同學平日做好衛生保健工作，若有身體不

適情形立即就醫，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三、目前已進入登革熱高峰期，今年高雄市疫情持續升溫，請檢視住宿周圍環境，以杜絕

登革熱。請同學持續清除居家積水容器，落實環境自我管理預防工作，並全力配合市

府防疫政策，才能保障自身及家人的健康。 

四、四年級畢業班應開始檢視自己的各項積分，大學部群育及體育獎狀需要分別向課外組

及體育教學中心備齊佐證資料提出申請；如果需要申請「四育獎狀」，德育(操行)必須

記滿一大功，群育獎狀則需積分在 10 分以上。至於「優秀研究生」(每 10 人取 1 名)

則需研究論文發表至少 1篇以上。 

五、為讓本校教職員生能便利獲取其他圖書館的資料，圖書資訊處提供下列服務，歡迎多

多利用。 

館際合作 

服務項目 
可取得圖書、文獻類型 

申請方式 付費 合作館 
圖書 西文期刊 中文期刊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 
(Rapid ILL)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289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 ✔ ✔ 線上申請 須付費 411 

高高屏代借代還服務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46 

合作館互借閱覽證服務 ✔   流通櫃台辦理 免付費 16 

高高屏虛擬借書服務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46 

付費服務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免費服務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Rapid ILL) 
 高高屏代借代還服務 
 合作圖書館交換借書證(在本館換取他校的「館際合作借書證」後, 讀者自行前往他
館借書及還書) 

 高高屏虛擬借書服務(請依「服務規範」持證至合作館借閱圖書及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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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日多有畢業生為申請醫院的工作回校申請獎懲證明，建議在校同學如有記過者，可

進行銷過，避免影響未來工作申請。(獎懲紀錄可至學校資訊系統 D.2.3.07查詢，證明

應自行列印後至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蓋章認證始生效力) 

二、請各班代檢查所領幹部證書內容是否無誤，若有資訊錯誤，請即送回聯合服務中心更

正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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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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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醫三 黃○○ 

▲國研地下室學生餐廳煙霧彌漫，可否改善。 

  (處理單位：總務處) 

陸、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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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代聯會報告事項 

106 年 10 月 24 日 

一、班級幹部證書已分發給各班級，請轉達班上同學幹部證書為有效證件，遺失不

補發，請妥善保管。 

二、現在進入季節轉變，早晚溫差較大，請轉知同學平日做好衛生保健工作，若有

身體不適情形立即就醫，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三、目前已進入登革熱高峰期，今年高雄市疫情持續升溫，請檢視住宿周圍環境，

以杜絕登革熱。請同學持續清除居家積水容器，落實環境自我管理預防工作，

並全力配合市府防疫政策，才能保障自身及家人的健康。 

四、四年級畢業班應開始檢視自己的各項積分，大學部群育及體育獎狀需要分別向

課外組及體育教學中心備齊佐證資料提出申請；如果需要申請「四育獎狀」，德

育(操行)必須記滿一大功，群育獎狀則需積分在 10 分以上。至於「優秀研究生」

(每 10 人取 1 名)則需研究論文發表至少 1 篇以上。 

五、請假請在 web 上填寫假單，公假及事假需事前完成請假，病假、喪假等事後一

星期必須完成請假手續，超過一星期後請假資料即無法上傳。 

六、同學校外賃居須格外注意居住處所安全，可參考學務處/軍訓室賃居服務網頁提

供之各項安全須知。遇有租屋問題，可聯繫各院生活輔導校安人員，提供適當

之協助或建議。 

七、學務處為增進同學校外租屋安全知能，預訂於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至 13 時於 CS-302 教室辦理賃居生座談會，會中特別安排「維護校外租屋居家

的安全」的講座，由高雄市消防局專業講師主講，歡迎同學於 11 月初注意學務

處網頁公告，踴躍報名參加。 

八、期中考即將來臨，請同學須妥善分配時間，不要沉迷於網路遊戲，以免影響到

課業及健康，另慎選網路遊戲種類，避免因不當內容情節影響同學。 

九、法務部多次來函請學校加強防詐騙宣導，學校亦曾有多次案例發生，請轉知同

學接獲可疑電話或訊息，請打防詐騙專線電話 165，或向教官室尋求協助。 

十、本校校安中心服務電話、學生申訴專線及性侵害、性騷擾申訴專線 07-3220809，

請班代轉告同學知悉，近日有許多同學在運動場運動時遺失物品，請同學注意

妥善保管個人物品避免遭竊；另於 10 月 26 日邀請三民一分局偵查隊林雅玲巡

官假濟世大樓 CSB101 教室實施反霸凌宣導請踴躍報名參加。 



十一、學校有重要消息，均會公告在學校網頁並發 e-mail，請班代表轉達同學，定期

上學校網站及收 e-mail 的習慣，以免權利受損。 

十二、全民國防有獎徵答網際網路活動即至日起至 10 月 31 日下午 17 時止，請參加

者進入國防部官網（www.mnd.gov.tw）點選「全民國防有獎徵答」圖示，全數

答對者得參加抽獎活動，獎品豐富歡迎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十三、83~89 年次在學男子有意願於 107 年及 108 年連續 2 年暑假期間分階段接受常

備兵役軍事訓練者，可於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5 日前，準備學生證正反面(或

在學證明)影本、役男及家長(法定代理人)印章，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

役單位提出申請(詳情請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查詢，或洽詢

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 

十四、8 月及 9 月份遺失物已公告於學校網頁上，請班代轉知有遺失物品的同學上網

查詢。 

十五、近期校園周遭民眾已針對違規停放機車通知警察進行拖吊，為維護同學個人

財務及民眾行的權利，請同學發揮公德心，將機車停置於學校停車場內或停車

格內。 

十六、高雄市道路交通安全促進會來函通知：近年來交通事故中每 10 人就有 6 人是

因騎乘機車肇事而死亡，而機車事故年齡以 15-34 歲佔 25.5%為最高，提供安全

騎車 10 要訣予同學參照，以保護同學行車安全(如附件 1)。 

十七、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通知：請同學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相

關本校週邊公車路線及優惠(如附件 2)。 

十八、雲林縣政府製作道安手遊 APP「奇萌籽 GO」，可讓同學在遊戲潛移默化中獲

得道安相關知識，同時也可以參加比賽嬴得獎金，請同學參考下載(如附件) 

十九、本校東側停車場自本學期開始汽車進出動線實施修正，汽車新設置出口位於

察哈爾一街與山東街路口，部分汽機車駕駛人尚未熟悉該動線，經過該出口時

未能注意交通號誌，以致險象環生，故提醒同學行經該處時務必遵守交通號誌

減速慢行，確保行車安全。 

二十、學務處為經濟上需要協助的同學提供愛心餐卷，有需要的同學可至學務處網

頁下載申請書，經導師(或學安人員)、系主任確認其生活困境及實際需求後，經

學務處審核通過，向學務處軍訓室郭添漢先生領取餐券。 

廿一、近日多有畢業生為申請醫院的工作回校申請獎懲證明，建議在校同學如有記

過者，可進行銷過，避免影響未來工作申請。(獎懲紀錄可至學校資訊系統D.2.3.07

查詢，證明應自行列印後至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蓋章認證始生效力) 



廿二、106 學年「智慧財產權保護教育宣導週」預於 12 月 4-8 日將辦理宣導講座、

有獎徵答及二手教科書傳承活動(有償議價)，請協助宣導並踴躍參與另有關其他

二手書相關網址，提供各位同學參考： 

(一)智慧財產局二手教科書買賣網址：(http://2handbook.nasme.org.tw) 

(二)本校二手教科書買賣網址：(ttp://wac.kmu.edu.tw/index.php?pno=studbook) 

廿三、106 學年畢業班級委員聯合會議，業於 106 年 9/27 及 10/18 召開相關決議事項

已公告學務處最新消息及 106 級畢委會臉書（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m.facebook.com/groups/128804067643036)。 

廿四、為讓本校教職員生能便利獲取其他圖書館的資料，圖書資訊處提供下列服務，

歡迎多多利用。 

館際合作 

服務項目 
可取得圖書、文獻類型 

申請方式 付費 合作館
圖書 西文期刊 中文期刊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 
(Rapid ILL)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289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 ✔ ✔ 線上申請 須付費 411 

高高屏代借代還服務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46 

合作館互借閱覽證服務 ✔ 流通櫃台辦理 免付費 16 

高高屏虛擬借書服務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46 

付費服務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免費服務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Rapid ILL) 
 高高屏代借代還服務 
 合作圖書館交換借書證(在本館換取他校的「館際合作借書證」後, 讀者自行前往他館借書
及還書) 

 高高屏虛擬借書服務(請依「服務規範」持證至合作館借閱圖書及還書) 

廿五、近日有多起他校性平事件案例，再次提醒各系、社團以及相關單位在辦理班

上或系上相關活動時應尊重、認同他人多元性別特質，肯認多元、尊重他人，

除具娛樂效果與留意安全外，切忌不可逾越應有之分際，而在活動過程中，亦

須注意隨意而起之內容是否妥當，以避免類此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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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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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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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涉敏感，現今已有「性別平等教育法」、「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法令規範其處理程序，若有疑似性平

事件時，請立即告知相關人或單位(包含系上老師、導師、教官、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等)，會由專人負責處理並正式啟動相關機制，以保障當事人權益。 

廿六、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和周大文小姐聯絡，聯絡電話 3210571 或電子信箱

R991036@kmu.edu.tw。 

★國防部公告因應兵役制度轉型，配合 107 年不再徵集義務役役男入營，自 107 年

起停止辦理「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作業」，請轉知同學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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