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代聯會報告事項 

107 年 12 月 20 日 

代聯會報告： 

一、 請 107-2 班代加入高醫 107-2 代聯會社團 (掃描右方 QR code)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48158189321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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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各班代上網維護幹部名單步驟： 

進入校園 web 資訊系統(https://wac.km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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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階段再填入手機號碼及 

e-mail →存檔 

請注意：學年請填 107，學期請填 2 

三、 召開班會時請務必事先通知導師及系教官參加，以利將學校重要資訊轉達於同學。 

四、 請 107-1 班代領 107-1 班級證書（限班級幹部名單於系統上輸入有誤，且已和承辦

人說明欲更正者），請於 12/26（星期三）中午過後至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領取（位

置：濟世大樓一樓品德走廊上）。 

教務處報告： 

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停修時程為 107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27 日，學士班學生

如有學習上因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原因，請於申請期程內填寫「停修課程申請

單」，經任課教師及系所主管簽核同意後送教務處備查，完成停修課程作業程序，

逾時不予受理。 

二、 107 學年度學生「閱讀&幸福」性平創意口號暨徵文活動，收件截止日為 12 月 28

日。今年特別新增「性別平等創意口號」的徵選，以強化學生對於性別議題的重

視以及推廣性別平等之觀念。 

三、 108 年 1 月 4 日，假本校勵學大樓 A1 教室辦理性別平等講座，邀請臺南市政府衛

生局家暴加害人處遇--蔡沂真治療師/社會工作師，蒞校演講「大學校園的性別意

識培力面面觀」，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四、 目前本校推動跨域學習與多元發展，鼓勵同學多申請跨領域學分學程，相關學程訊

息可參考學分學程網站，以下列出參與學分學程好處 (學程相關課程修讀問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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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教務處詢問)： 

    1. 學習不再僅限於本科系課程 

    2. 修讀學程可以超修學分數 

    3. 修讀完成頒發學程證書 

    4. 本科系既有的學程規定課程都列入學程學分數  

    5. 在你的大學修業年限修讀完成即可 

學務處軍訓室報告： 

一、 寒假期間，系上舉辦 2 日（含）以上戶外活動首先應注意天候變化及熟悉地形環境，

體育署「四不要」提醒: 1.不要逞強 2.不要去危險水域 3.氣候不佳，不要從事戶外

活動 4.不要在無防雷設施的建築物內避雨，如登山、畢旅、露營等，請提出申請，

以利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報備。如果有寒假期間出國計畫，請上學生請假系統登錄。 

二、 近期又有同學練球時遭竊，在此特別再次提醒大家，風雨球場、第一教學大樓鏡牆、

排球場、綜合實驗大樓等場所，均為校內失竊重點場地，請同學在上述場所活動

時，務必提高警覺，特別注意隨身物品，背包集中放置時，亦請著人看守較佳。 

三、 寒假辦理營隊活動時，務必提醒所有隊員，注意個人隨身物品，避免遺失或失竊。 

四、 本校同盟路正門東側人行道，時有同學逆向行駛入校，不僅造成自身危險亦影響出

入車輛安全；另西側機車停車格因位處入校轉彎處，同學停(牽)車時請注意來往車

輛及自身安全。 

五、 跨年假期將至，同學在從事慶祝活動時，務必注意行車安全，勿疲勞駕駛，團體活

動時騎在最前面的機車必須注意速度及跟車狀況，切忌闖紅燈及超速，否則易造

成後面跟車同學視線狹隘進而發生意外。 

六、 網路詐騙從未停止，近期以電話及網購詐騙為多，警方 165 詐騙專線公布 11 月高

風險網購平台前三名為：蝦皮拍賣、北極熊企業及旋轉拍賣，現在年關將近，提

醒同學，接獲疑似詐騙電話，請打 165 防詐騙專線電話或與校安中心(07-3220809)

聯絡。 

七、 寒假即將來臨，請同學們妥慎安排假期，注意個人安全，同學避免涉足不正當場所，

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班上同學如果發生特殊意外狀況、遭遇變故或有任何異

狀，請班代立即與校安中心 3220809 或跟院學安人員聯絡協助處理(教育部 108 年

寒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公告於學務處最新消息歡迎點閱)。 

八、 時值秋冬，為預防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發生，請校外賃居同學注意瓦斯器具裝設及使

用安全，並牢記「三不三要」防毒原則；三不：用火不關窗、燃器不置內、紗窗

2



不積垢；三要：通風要檢查、配管要檢測、爐具要檢修；並養成良好使用習慣，

以維自身及別人的生命安全。 

九、 學生請假必須在 7 天內完成，例如要請 12 月 1 日的假，務必要在 12 月 8 日前完成

線上請假。 

公假需檢附院長核准之簽陳當證明，兩天(含)以上的事、病假須檢附證明文件檔案

上傳；另實(見)習學生請假，除依上述規定外，應先列印出假單以紙本辦理，經實

(見)習單位及臨教部主管核章後，再送回學務處辦理。 

十、 「內政部役政署公告」 (108)年 1/1 起民國 89 年次役男出境應經核准： 

今年寒假將要來臨，許多家庭會安排出國旅遊，內政部役政署呼籲民國 89 年次（含

以前）出生的男子，如果要出境，應經事先申請核准，以免造成困擾，影響遊興。

108 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89 年次男子已屆 19 歲，達法定兵役年齡，具有役男身分。

內政部役政署表示：要出國短期旅遊的役男，可持護照、身分證及印章向鄉（鎮、

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辦公時間內隨傳隨辦；現就讀國內學校在學緩

徵役男，役男出境觀光可經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主題單元進入，連結至系統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申請短期出境，經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將立

即核准出境，列印核准通知單後，自核准當日起 1 個月內可多次使用通關出境，

並請役男於出國日 3 天前完成出境之申請。 

十一、 再次通知：入學至今尚未申請緩徵同學，請自行至學務處網站下載”緩徵/儘後召

集申請表”(學務處首頁→各類表單→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送交軍訓室辦理。

未繳申請表，視同不申請緩徵及儘後召集，相關兵役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十二、 108 年應屆畢業役男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營時程申請須知宣導。 

十三、 為服務校外賃居生，軍訓室網頁設置有校外賃居網、租屋情報站等資訊，提供同學

校外租屋訊息、學生租屋權利與新聞、租屋安全知能及違建、不合格住宅、租屋

相關資源及活動等內容，歡迎同學踴躍參考運用。另內政部近期公告「房屋租賃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本校為配合

內政部前揭政策規定，已將原有高醫租屋契約修正，新版已公告學校網頁，請同

學到學務處索取，或自行至學務處資訊平台網站(goo.gle/bjCibi)下載高醫版或內政

部版房屋租賃契約書運用。 

十四、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活動流程表及各系所師生團體畢業照程序表與各學院畢業茶

會的人數及場地統計表草案，均已於 12/4 日畢委會會議時發給各系所畢委。各草

案均以去年的模式先做規劃，按照各系畢業人數分配場地。場地如需更動必須兩

系所協調達成共識後始可以交換場地;團體畢業照拍照程序表，依去年的順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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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若要換時段將會考量各班拍照的人數及特殊原由來盡量協助各位調整以符合

各系的需要，請各位班代再次協助轉達畢業委員相關料務必在 12 月 25 日之前將

調查表陳系所主任核閱（簽註意見）後繳回學務處業管承辦人（軍訓室廖國宏校

安組員 R071065@kmu.edu.tw）以利在下次畢聯會會議前修訂資料及擬定畢業典禮

實施計畫。 

十五、 二手教科書傳承活動(有償議價)，請協助宣導二手書相關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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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ac.kmu.edu.tw/index.php?pno=studbook 

十六、 108 年應屆畢業役男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營時程申請須知 

為配合國軍新兵訓練容量並利役男生涯規劃，爰辦理 108 年應屆畢業役男入營時

程申請措施，請 83 年次以後出生役男詳閱下列說明： 

(一) 常備兵役各軍種梯次及徵集員額的配賦，內政部係依據國防部提供的新訓單位

容訓量，按各直轄市、縣(市)待徵役男人數比率分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再分配應徵集人數予各鄉(鎮、市、區)公所，由戶籍地公所依據兵役法施行法

第 3 條及徵兵規則第 5 條規定，依出生年次及抽籤日期與籤號，排定梯次徵

集對象。另因教育學制因素，每年有大批應屆畢業生集中於 6 月同時間從學

校畢業，同時等待入營服役，惟國防部新兵訓練中心接訓員額固定，因此，各

戶籍地公所須依前揭徵集順序，分批安排役男入營服役。 

(二) 為利役政人員瞭解役男可徵集情況，請 108 年應屆畢業須服常備兵役軍事訓

練役男按個人需求情形，於申請期限內登入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http://www.nca.gov.tw/）首頁/主題單元/「應屆畢業役男入營時程申請系統」

提出申請，以利役政單位徵集作業： 

1. 6 月可畢業依續接受徵集入營：申請期限預定自 108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8 年 6 月 17 日下午 5 時止。申請 6 月可畢業，優先依續接受徵

集入營役男，應於 108 年 7 月 5 日前向戶籍地公所役政單位確認是否已畢

業，已確認畢業者依出生年次及抽籤日期與籤號順序，排定專列梯次優先入

營；未如期於 6 月畢業或未確認者，按待徵役男身分，依出生年次及抽籤日

期與籤號順序徵集。 

2. 延緩入營：申請期限預定自 108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08 年 9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 

3. 未提出前二項申請者，於徵集完「6 月可畢業依續接受徵集入營」役男後接續

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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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8 年各軍種入營日期以國防部公布為準，戶籍地公所將依申請人之出生年次

(83、84……90)及抽籤日期與籤號，分批安排役男入營服役。 

(三) 另「108 年 6 月可畢業依續接受徵集入營須知」及「108 年延緩入營須知」，

預計於 108 年 5 月公布於內政部役政署、各直轄巿、縣(巿)政府網站，屆時

敬請上網查閱或請洽詢戶籍地公所。 

學務處生輔組宿舍報告： 

一、 因上學期住宿費已將寒假住宿費用納入，住宿生可將個人物品留置於原寢室，不須

清空，但若有貴重物品則請自行保管。住宿資格為一學年，若本學期班上有住宿

舍之同學下學期不續住，請於 12 月底前提出退宿申請。無申請者將視為下學期續

住，繳費單上將會有住宿費，請班代廣為宣導。 

二、 107-2 各類學雜費減免登錄申請暨繳費截止時間：108/1/19~2/13，就學貸款登錄申

請暨銀行對保與學校緩繳手續截止時間：108/1/19~2/15，請轉告同學勿延誤申請。

減免後欲辦理就學貸款的同學，務必完成減免程序後，再行辦理銀行對保手續。 

三、 新增、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後，無法自行列印獎懲證明、書卷獎證明及幹部證明，

請有需求的同學務必於畢業前自行列印後，前往聯合辦公室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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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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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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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會務報告 

第十五屆學生會會長 遊芳晨 

107/12/18 期末社長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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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7



8



9



10



重要資訊 

N大樓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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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下學期上課時段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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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民火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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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薪傳營 

邀請各社團負責人參與籌備小組 

規劃薪傳營活動 

設計更具有經驗傳承及幹部訓練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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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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