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代聯會報告事項 
                                        

107 年 3 月 6 日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聯會預定召開四次，另外三次分別為 3/27、5/8 及 6/5，屆時請

準時與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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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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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自 107-2 開始可自行至資訊系統列印（D.2.3.01 歷年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書），本學期開

始不於代聯會議上發放幹部證書。 

總務處報告 

一、 為使本校教室、場地及能源管理更合理化，達到智能校園之目標，自本學期起，國研

大樓 IR201/IR301/IR401/IR501 等 4 間大教室將試辦教室環境控制場地課表化： 

(一) 已排課或已核准之借用場地者： 

(1) 上課前 10 分鐘及下課後 10 分鐘為照明及資訊講桌緩衝時間，做為課前準備與

課後轉檔使用。 

(2) 上課前 10 分鐘及下課準點為空調供應時間。 

(二) 未排課或未申請借用場地者：空調、照明及資訊講桌皆無法開啟。 

(三) 有任何疑問請洽總務處事務組(分機 2124 轉 38)，或請上校務資訊系統【D.5.03.修

繕及環境清潔通知維護】填報。 

二、 第一教學大樓 1F 設有 3 處置物櫃，分別設置於左右二側樓梯前及後川堂斜坡道前，共

有小格置物空間(寬 30cm x 高 35cm x 深 45cm)145 格及大格置物空間(寬 42cm x 高

35cm x 深 45cm)60 格，自 108 年 2 月 18 日起開放使用，請遵守置物櫃使用須知，並

依置物櫃操作說明正確使用。 

•置物櫃使用須知 

1. 本置物櫃僅供物品寄放使用，不負任何保管責任，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 

2. 嚴禁寄放食物、易腐、易燃及任何危險物品。 

3. 本置物櫃僅限當天寄放使用，每週一上午 9 時前進行全面清空，管理單位得將物

品視為遺失物品，送學務處招領。 

4. 請愛惜使用，如不當使用造成密碼鎖損壞，須賠償 500 元工本費。 

5. 使用前請詳閱使用說明，並依指示操作使用，如有問題請洽總務處事務組或警衛

室。 



教務處報告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未開成班人工加選資訊將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修習未開成班學生

加選其他課程，請各位同學務必於收學校信箱信件，並依據信件內容辦理加選課程作

業。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停修時程為學期第 12 週開始申請並於第 13 週結束前，填寫「停

修課程申請單」辦理至多兩門課程之停修，逾時不予受理。 

三、 有關本學期研究生注意時程如下： 

 108.03.01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截止 

 108.03.01-108.03.31 碩士班一年級上網維護指導教授名單 

 108.04.12 碩士班論文考試申請截止、應屆畢業研究生上網登錄研討會論文發表書

面收件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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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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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相關課程修讀問題可以來教務處詢問，謝謝) 

圖資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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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詳細說明> 

免費服務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Rapid ILL)<中文提出申請及詳細說明> <西文提出申請及詳細說明> 

 高高屏代借代還服務<提出申請> <詳細說明> 

 合作圖書館交換借書證 <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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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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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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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自主健

康管理。 

二、 衛保組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校園”為發生群聚感染之高風險場域，為維護全校師

生同仁健康，有咳嗽症狀者務必戴上口罩，若有口罩需求可至衛保組索取。並請各位

同學勤洗手及注重手部衛生(雙手不碰眼、口、鼻)；若有發燒、肌肉痠痛、咳嗽超過 2

週、咳嗽有痰、胸痛、食慾降低及體重減輕的症狀，請盡速就醫或至衛保組協助轉介

就醫。 

軍訓室報告 

一、 失物招領可親至學務處查詢或於本校資訊系統 Q.0.01 失物招領查看（含圖片）。 

二、 請轉知同學在校如有遭遇霸凌事件或生活上的問題，歡迎向導師、院教官或學務處輔

導人員尋求協助，校安中心電話:07-3220809 電子信箱: osa@kmu.edu.tw。 

三、 若接獲疑似詐騙電話或簡訊，可向 165 反詐騙專線或教官求助，以避免造成金錢損失

等困擾。 

四、 請同學在體育課或團體活動時，務必注意隨身重要物品要隨身攜帶(例如：手機、錢包

等…)，近來本校有發生研究室遭竊事件，請同學提高警覺，避免再遭失竊。 

五、 近期常接獲附近鄰近居民或住宿同學反應，本校學生在半夜甚至到凌晨，仍在東側暄

鬧，嚴重影響到附近居民及宿舍同學的休息，請轉知同學在夜深人靜經過東側門時，

請特別注意到音量，尤其騎車經過時請減速，以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 

六、 十全一路 94 巷同學常亂停放車輛，請同學依規定停放，尤其紅線及住家門口切勿停

放，以免被拍照舉發或拖吊。 

七、 每學期開學之第二個月為同學肇生交通意外事故之高峰期，請同學們騎乘機車應依規

定行駛並避免車速過快，以維自身及乘客安全。 

八、 台北市陽明山文化大學校門口，2 月 19 日發生死亡車禍事件，ㄧ名大二女學生，過馬

路時被公車撞到，整個人卡在車輪下遭輾致死，提醒請同學行經路口時注意安全。 

九、 文化大學日前發生火災，兩名學生因錯誤逃生觀念，躲在廁所險送命，被救出後住院

插管治療。廁所門多為塑膠材質，遇高溫會迅速熔化，以致濃煙從破口侵入，且廁所

http://ndds.stpi.narl.org.tw/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terlibrary-loan-service/interlibrary-loan-service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terlibrary-loan-service/rapid-ill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en-GB/library-services/rapid-ill
http://kaispill.kuas.edu.tw/sttlrc/hyill/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terlibrary-loan-service/kkp-books-borrow-service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terlibrary-loan-service/interlibrary-borrowing-service
http://kaispill.kuas.edu.tw/sttlrc/hyill/card_index.jsp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terlibrary-loan-service/interlibrary-virtual-library-card
http://webpac.ksml.edu.tw/bookSearchList.do?webpacLang=zh_TW&execodeHidden=true&execode=&search_field=TI&search_input=&searchsymbol=hyLibCore.webpac.search.common_symbol&x=14&y=14&token_cs=6B23E8516E2406178EB90BF4B906DC54&resid=189535426&nowpage=1#webpacLang=zh_TW&execodeHidden=true&execode=&search_field=TI&search_input=&searchsymbol=hyLibCore.webpac.search.common_symbol&x=14&y=14&token_cs=6B23E8516E2406178EB90BF4B906DC54&resid=189536734&nowpage=1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interlibrary-loan-service/%E9%AB%98%E5%B8%82%E5%9C%96%E9%80%9A%E9%96%B1%E6%9C%8D%E5%8B%99


門有通風口，不能阻絕濃煙，此外，多數廁所沒有對外窗，空氣不流通，無法對外呼

救，躲廁所反而送命！同學遇火警時，若逃生路徑安全，儘速往下逃生。若逃生路徑

有濃煙惡火，應躲房間關門抵擋煙熱，撥打 119 報案，透過窗戶對外呼救，等待消防

隊救援，爭取活命機會。 

十、 依據消防署統計資料，建築物火災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最多。同學平日用電避免同一

插座同時使用多項電器，延長線需有過載保險裝置。若賃居處插座表面有焦黑、變形

狀況，應請房東換新，以維住宿安全。 

十一、 請同學注意校外賃居安全狀況，檢查個人賃居處是否裝設滅火器、緊急照明燈及煙霧

偵測器，滅火器裝填磅數是否在標準範圍內？緊急照明燈及煙霧偵測器自行測試是否

正常？使用瓦斯熱水器者，必須裝設於陽台或屋外，且無遮蔽物（窗戶、髒汙的紗窗、

過多的衣物）阻擋空氣流通，以策安全。 

十二、 學務處及校外賃居網提供校外租屋資訊，並預定於 3、5 月份辦理校外賃居安全座談

會，請同學留意訊息並踴躍參加，務必慎選安全之校外賃居房舍，任何問題歡迎至學

務處詢問。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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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載於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enc.moe.edu.tw/，俾供參考。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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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公假需檢附院長核准之簽陳當證明；尤其申請學校補助的同學，需請承辦

人（老師）幫忙上簽陳，並免影響到個人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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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又是新學期的開始「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你和我。歡迎同學借閱正版教科書位於圖

書館後棟 2F 【教授指定參考書專區】，切勿非法影印。另為讓教課書活化再利用，提

倡「資源再利用-有用的書籍不銷毀、不丟棄」的環保精神，請愛讀冊的同學能造福後

期學弟妹，透過二手教科書買賣平台，提升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的二手書交流風氣。 

十六、 二手教科書-共享課本平台相關網址，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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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實物買賣方式實施：高醫校園書坊-麗文書局，提供二手書

寄賣及購買。 

(三) 預於 108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1200-1330 濟世大樓一樓郵局前廣場辦理「保護智

慧財產權」宣導活動。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十七、 108 年大學儲備軍官團招募宣導︰ 

(一)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108 年第二梯次報名日期自 4 月 1 日至 26 日止。 

(二) 107 年 1 月 1 日開始，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生活費支給由每月新臺幣 1 萬元調整為

1 萬 2,000 元。 



有興趣報考或任何疑問請洽軍訓室簡皇娟教官。 

十八、 大學儲備軍官團（ROTC）招募說明會及軍人職涯講座訂於 3/13 日（三）中午在 CSB101

舉行，歡迎有興趣同學前往參加。 

十九、 108 學年度畢業委員徵選，即日起開始辦理推派或徵選，報名至 3/30 日止，請明年度

的畢業班級班代轉知班上同學知悉。作業時程 3/30 畢委報名截止，3/30-4/10 催繳名

單，4/10 日確認所有畢委名單，請下年度畢業班級班代將班級畢委名單轉知系輔導校

安組員或回報給 107 學年度所屬系所畢委或畢委會。 

二十、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日期為 6 月 1 日（星期六），畢業班級與師長拍攝

畢業團體照為 5 月 31 日及 6 月 1 日分兩時段，相關訊息除了通知各班

級畢委與畢委會臉書專區外，亦會公告各項畢業典禮籌備工作進度相

關訊息於學務處校園網頁「畢業典禮籌備會專區」網址點閱。或掃描

QR code 。  

請各畢業班級班代表協助回去後轉告師長（導師、系主任）及同學知悉。以利各項訊息均

能夠透過多管道有效轉達與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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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宣導 
高雄醫學大學 

活動辦理注意事項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 



高醫的性平宣示 

學校教職員工生 
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 
應尊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防治準則第六條)。 
 

性別尊重。友善校園 

2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 
      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 
騷 
擾 

3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常
見
樣
態 

探詢他人的隱私、性傾向、性生活 不受歡迎的肢體接觸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利用職權或機會脅迫對方 

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的過度追求或暴力分手 

講黃色笑話或是具性暗示的言語 向他人展示色情圖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 
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性 
騷 
擾 

性 
霸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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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見
樣
態 

嘲笑或非議他人的性別特徵、性別特質，如：「波霸」、「娘娘腔」 

發表歧視不同性傾向的言語，如：「死gay」 

傳遞與性有關令人討厭的紙條或謠言 



學生活動觸犯性平法 
相關案例 

• 中原迎新事件  

• 台大雄友之夜事件 

• 屏科大迎新事件 

• 龍華科大迎新事件 

• 景文迎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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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921/37788263/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921/37788263/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322/1081868/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91061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89289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678512


當我遇到性騷擾等狀況時 
該怎麼辦? 

當你/妳遭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等狀況時， 
首先要確定自己的感覺。 
不論對方是善意或無意的行為，還是惡意的騷擾， 
只要讓對方知道你覺得不舒服，對方就應該尊重你的感受。 

判斷狀況，視情況選擇是要勇敢大聲地說「不」， 
或是婉轉告知對方；是要直接做出反抗，或是請求旁人協助。 

盡可能詳細地紀錄下事情發生的經過， 
有助於未來若想提出申請調查時，可作為證據之用。 
向學校提出調查申請時，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來負責處理
校園性騷擾問題，並提供給被害人必要的協助。 

 

1 

2 

3 

6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摘錄自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例調查處理實務手冊 



高醫性平會聯絡資訊 

高雄醫學大學性平會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頁 
 
law@kmu.edu.tw 
 

申請調查窗口: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生輔組李小姐

亦可撥打24小時專線07-3220809尋求及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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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幹部.系統維護.操作步驟 
(學生版) 



STEP.1 
 
至資訊系統（https://wac.kmu.edu.tw/） 
 
→點選D.2.3.00班代班級幹部維護 

https://wac.kmu.edu.tw/


STEP.2 
 
• 若無法進到此頁面者表示尚未加入107-2代聯會社團，請先加入社團（FB搜尋高醫

107-2班級代表聯合會議或直接點選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48158189321214/） 

 
• 進入此頁面若只有班代名單則表示已加入社團但未更新班級幹部名單，請盡速完成。 
 
• 已加入社團且完成班級幹部者（學號、電話及E-mail皆要填寫），請按圖示紅框

“簡速表”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48158189321214/


STEP.3 
 
1. 先點選紅框“輸出欄位全選” 
 
2. 再點選紅框“輸出簡速表” 

1. 

2. 



STEP.4 【出現畫面如下】 
 
1. 請印出本頁面，班代確認無誤後於表格下方簽名 

 
2. 於107-2第一次代聯會會議上繳交 

 
3. 若學期中班級幹部有異動者，請班代務必上系統維護。 

班代簽名 



《 D.2.3.01 歷年擔任班級幹部證明書 》 
 

• 自107-2開始可自行至資訊系統列印，本學期開始不於代聯會議上發放幹部證書。 

• 優點： 

1) 可避免同學遺失紙本證書問題 

2) 需要證明書時可隨時自行列印 

3) 同學可上系統確認班代是否有漏key或是key錯名單等問題 

• 列印證書完成後請至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蓋學務處證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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