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代聯會報告事項 

107 年 10 月 25 日 

代聯會主席報告： 

一、 目前尚未繳交幹部名單及上網維護幹部名單之班級，請班代儘速將幹部名單電子檔

寄至承辦人吳昱儀小姐信箱（yyw@kmu.edu.tw），勿影響幹部證書製作及幹部個人

權益，並同時上網維護幹部名單，預計於 11/22 發放幹部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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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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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代聯會社團  (掃描右方 QR code)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97770187288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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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代聯會預定召開四次，分別為 11/22 及 12/20，屆時請準時與會。 

性平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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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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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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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報告： 

機車停車場剩餘車位查詢系統開放使用，為便利人員進入停車場前可以查看各機車場停

放情形，於 web 校務資訊系統中設置機車停車場剩餘車位查詢系統，請教職員工與學

生多加利用。 

點選路徑：校務資訊系統 web 首頁>開放查詢>Q.2.32.機車停車場剩餘車位查詢(2)查詢

網址：https://wac.kmu.edu.tw/qur/qurq0065.php 

學務處衛保組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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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衛保組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校園"為發生群眾感染之高風險場域，若同學出現症

狀時就醫請攜帶『高雄市人口密集機構等群眾感染高風險場域就醫回條』至醫療

院所由醫師協助填寫，以便於第一時間即可提供正確之就醫診斷，俾利衛生單位

釐清致病原並執行適當之防疫措施，以有效遏止疫情蔓延。『高雄市人口密集機構

等群眾感染高風險場域就醫回條』 - 請至高醫學務處衛保組公告網頁下載 

http://t.cn/EzXjohA。 

學務處資源教室報告： 

為維護校園安全，請同學勿於校內車道及人行道溜滑板及打排球，若發生意外，需自

行負擔醫藥費及法律責任。 

學務處軍訓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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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至

13時於 CS-301 教室辦理賃居生座談會，會中特別安排「租屋安全與權益」的講座，

由高雄市地政局專業講師主講，歡迎同學於 10月下旬注意學務處網頁公告，踴躍

報名參加。 

https://wac.kmu.edu.tw/qur/qurq0065.php
http://t.cn/EzXj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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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預劃於 11 月 8日邀請三民一分局偵查隊林雅玲巡官

假國研大樓廣場實施防身術教學請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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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在學 83 至 90 年次役男，符合申請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條件且有意願於 108

年及 109 年暑假期間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者，可於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15 日

下午 17 時前，請自行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首頁/主題

單元/「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進行申請作業。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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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因和川停車場關閉校園周，部份同學貪圖方便違規停車已遭民眾針對違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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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改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十一、 本校杜聰大道已劃設臨時汽車停車格，請同學由自由路側門進出時注意安全。 

十二、 107 學年「智慧財產權保護教育宣導週」預定於 12 月 3-7 日將辦理宣導講座、認

知檢測摸彩、有獎徵答及二手書籍傳承活動，請協助宣導並踴躍參與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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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107 學年畢業班級委員聯合會議，已於 107 年 9/27 及 10/23 召開二次，相關決議

事項及訊息已公告學務處網頁畢業典禮專區及 107 級畢委會臉書（Facebook）粉

絲專頁。請各畢業班級班代向同學宣導參閱。 

http://2handbook.nasme.org.tw/


深耕計畫-高教公共性報告： 

申請項目有：學業進步獎助學金(每學期 10000 元)、向學助學金(每月 3000 元)、實習

助學金(每月 6000元)、補助報名/認證費(依實際金額補助)、證照獎勵金(考取後補助

1000元)、鼓勵就業獎勵金(每學期 8000 元)  

深耕計畫弱勢獎助學金第二階段申請至 10/31 日止 

內容詳情請至「學務處高教深耕計畫-弱勢學生輔導暨獎補助專區」網址觀看。 

圖資處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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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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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高市圖通閱服務 ✔   線上申請 免付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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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圖通閱服務 

二、 宣導報告： 

圖書館推出【I 閱讀】集點抽抽樂」活動，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 活動對象：本校及附屬醫院教職員生 

🎯 活動時間：107/10/1~107/12/31 

🎯 遊戲規則： 

1.達成任一項目即可獲得 1點，凡集滿 10點就可獲得 1 次抽獎機會 

2.集滿 10點請至圖書館 1F 流通櫃檯抽獎，每人限 1次抽獎機會(獎品有限，抽完為

止) 



3.活動結束後將再從所有參加者中二重抽出藍芽喇叭、小米手環...等大獎，將於 108

年 1月中旬通知得獎者並公佈於圖資處網站上 

※集點卡可於圖書館索取 

※請妥善保管集點卡，遺失恕不補蓋 

🎯 保溫瓶、3C週邊、精美文具組、LINE 貼圖豐富獎品等您來拿喔！  

 

教務處報告： 

 

 

 

 

 

 

 

 

 

 

 

 

學生會報告： 



學生會會務報告 

報告人：第十五屆學生會會長 遊芳晨 

10月25日 



近期活動 

校慶系列活動 

停
車
場
滿
意
度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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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宣傳 

返
鄉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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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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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公投 

25 26 27 28 29 30 

11月 

杏仁節 
(感恩節) 

校長與青年
領袖座談會 返鄉專車 

公投之前—
性別x教育x

婚姻 

公投之前— 
核去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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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思考之旅— 
流浪而後生 

冬至送暖— 
紅豆生相思 

聖誕節— 
交換禮物 



感謝班代們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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