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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3 月 27 日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聯會預定召開四次，另外二次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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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報告 

一、 有報考 108 年第一次國家考試者，請於 108 年 4 月 30 日前至學生資訊系統 D.2.0.05 證

照(含英檢)維護，上傳及格證明後列印紙本送到各學系及教務處審查。 

二、 107 學年度「跨校/跨域研究學習成效競賽暨壁報成果展」稿件請於 108 年 4 月 26 日(五)

前繳交至各學院院辦，海報預計於 5 月 27 日（一）至 5 月 31 日（五）在第一教學大

樓穿堂展出，請大家踴躍投稿。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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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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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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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你和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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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學系課程整合用書

(PBL)，讓修課學生自行查閱，歡迎同學們多多利用。 

(二) 校園正版授權軟體及自由軟體使用請至本校下載專區 https://fs.kmu.edu.tw 點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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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請善加利用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網站，查詢著作權法相關 規範 https://ipr.kmu.edu.tw。 

衛保組報告  

因天氣逐漸炎熱，將進入登革熱高峰期，提供以下幾點預防方式:  

(五) 赴流行地區活動，務必做好防蚊措施，保障自我健康。 

(流行地區 : 東南亞、非洲、大洋洲、中南美洲等國 !!! )  

(六) 注意預防蚊蟲叮咬，並加強校園及居家環境清潔(巡、倒、清、刷)。 

(七) 視需要使用防蚊液或穿長袖長褲外出。 

(八) 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登革熱疑似症狀，請儘速就醫，並主動

告知醫師旅遊史。 

(九) 學生可至 WAC 系統 D.2.9.06-自主健康管理系統登錄，俾利掌握校園傳染病感染情形。 

課外組報告  

畢業生優秀獎項申請自 4 月 1 日起至 4 月 20 日截止，群育及四育並優獎申請採線上申請，

志工獎採紙本申請;請畢業班代轉達班上同學注意學校網頁公告訊息，依規定提出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詳細請參考獎項授予要點及審查評分標準(相關訊息可於 4/1 後於學務處網頁中查

詢：學務處首頁→課外活動組→畢業生優秀獎項)。 

軍訓室報告 

一、 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請假手續最遲於請假期間屆滿後七日內上網完成請、補假，超

過七日，請假系統將自動阻擋，無法存檔完成。另外請假兩日(含)以上，需上傳證明

文件，公假必須有院長批示簽陳。事假須事先提出申請，並檢附證明文件檔案上傳，

始得辦理。因事請假逾一日以上者須備齊家長或監護人證明。 

二、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一) 毒品混合變裝新態樣 

1. 彩色充氣氣球：裡面可能填裝“笑氣”毒品。 

2. 來路不明的藥物或白色粉末：可能是毒品偽裝。 

3. 外表討喜的糖果、巧克力：可能是加料毒品。 

4. 開封的飲料或調酒：容易加入無色無味Ｇ水、FM2 毒品。 

5. 咖啡包、茶包、奶茶包…真假難分：需留意封口是否重複包裝，如有異常，請



勿使用。 

(二) 常見藥物濫用—副作用對健康的影響 

1. Ｋ他命：濫用Ｋ他命可能產生心搏過速、血壓上升、意識模糊、幻覺、無理行

為及胡言亂語等；長期拉Ｋ可能導致頻尿、膀胱發炎、膀胱受損萎縮。 

2. 搖頭丸：體溫過高(可高達 43℃)、脫水、低血鈉、急性高血壓、心律不整、凝

血障礙、橫紋肌溶解及急性腎衰竭等症狀，嚴重者可能導致死亡。 

3. 安非他命：猜忌、多疑、妄想、情緒不穩、易怒、視幻覺、聽幻覺、觸幻覺、

強迫或重覆性的行為及睡眠障礙自殘、暴力攻擊行為。 

(三) 健康、反毒、愛人愛己—健康自主管理 

1. 建自信、自尊心，養成良好生活作息，培養健康休閒活動。 

2. 學正向的問題解決技巧，不靠藥物提神與減肥。 

3. 建正確情緒抒解方法，不隨意接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 

4. 遠是非場所、提高警覺性，絕不好奇以身試毒。 

三、 預於 4 月 30 日(週二)中午 1200-1300，假濟世大樓 CS302 教室,舉辦 107-2 學期第 1 次

交通安全教育講座，邀請高雄市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交通組黃俊雄警佐針對 106-107

年高雄市 18-24 歲族群交通安全事故案例分析，請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四、 年來時有系學會(社團)租賃遊覽車發生糾紛事件，為避免校外活動時租賃遊覽車發生類

案，應慎選信譽良好之旅行社或評鑑優良之遊覽車公司及訂定契約、行前檢查、實施

逃生演練等應行注意事項等，以確保活動之安全。 

五、 依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建築物火災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最多。另文化大學大典館

火災，二位女學生因錯誤逃生知識，致呼吸道嚴重灼傷，險些致命。學務處預訂於 4

月 1 日(一)中午 1200，假濟世大樓 CS301 教室舉辦「消防逃生與用電安全」講座，特

別邀請專家學者，教授如何預防電氣火災發生，遇到火警如何逃生自救，歡迎同學踴

躍報名參加。 

六、 時值校外租屋旺季，有租屋需求的同學，請至學生資訊系統-租屋資訊查詢。本系統房

屋係經過學校消防安全檢查合格，且房東均在校登記有案，有利於同學租屋參考。另

學務處軍訓室網頁「賃居專區」，提供租屋安全、賃居權益等訊息。 

七、 學務處備有符合內政部版本租屋契約，歡迎有需求同學索取使用。另如果校外租屋遇

有糾紛，可逕向軍訓室反映協處。 

八、 近期有數位同學於操場遺失物品，請轉知同學，運動時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及錢包等，

以免造成不必要之困擾，總務處設有置物櫃請同學多加利用，若有遺失物品可至軍訓

室或至學生查詢系統失物招領查詢。 

九、 鑒於日前校內發生幾起疑似詐騙案件（於東側門，有自稱是學校包商工人因身上未帶

錢（錢包掉），要加油、吃午餐而向同學借錢，說會還，但過約定時間仍未出現，同學

也未留下對方任何資料，類似手法）請教、職員、生提高警覺，遇任何可疑人、事、

物請立即反映校安中心 07-3220809，由校安中心處理。 

十、 「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你和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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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園正版授權軟體及自由軟體使用請至本校

下載專區 https://fs.kmu.edu.tw 點取。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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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多

加利用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網站，查詢著作權法相關 規範https://ipr.kmu.edu.tw。 

十一、 重申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協助轉知同班同學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未經授權，

勿擅自掃描、影印、下載或上傳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十二、 本學期 107-2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專題講座預定於 108 年 04 月 22 日星期一中午

1200-1300 時邀請橋頭地方法院楊富強法官假 CSB101 教室舉行，屆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加。 

十三、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訂於 6月 1日 0900-1100時星期六假國研大樓高醫國際會議中心 A

廳舉行，5 月 31 日上午 0900-1000 時及 6/1 日中午 1110-1150 時於第

一教學大樓前進行畢業班級師生畢業團體照，請各畢業班代協助轉達

系所主任、師長與班上同學知悉。各項畢業典禮資訊，除了通知各班

級畢委與公告畢委會臉書專區外，亦會公告訊息於學務處校園網頁

「畢業典禮籌備會專區」提供點閱。或掃描右方 QR code 查詢。 

十四、 107 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指定役別機關甄選作業規定： 

(一)申請時間︰107 年 4 月 17 日上午 8 時至 107 年 4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 

(二)對象︰73-89 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役男。 

(三)申請程序︰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登錄個人相關資訊後再依規定辦理。 

(四)指定役別請上內政部役政署網站查詢或洽軍訓室簡皇娟教官。 

十五、 108 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招募 1、2、3 年級同學，另志願役軍士官就業班

隊招募應屆畢業生，歡迎上國軍人才招募網站查詢或洽軍訓室簡皇娟教官。 

軍訓室現場補充報告： 

(一) 上次會議請各班代轉發校外租屋安全檢核表請收齊後繳交給各系教官、校安。 

(二) 因舊一、二棟施工緊急求助鈴柱 1 大講堂柱 2 東側門尋號無法傳送至駐校警，同學如遇緊

急情況可通知校安中心 07-3220809 由值班同仁處理。 

(三) 同學如遇補習班進入教室發傳單除通知駐校警處理亦請轉知校安中心值班同仁處理。 

學生會報告 

https://ipr.kmu.edu.tw/


學生會 會務報告 

第十五屆學生會會長 遊芳晨 

108/03/27 代聯會 







李記紅茶冰 
紙飛機高雄青年旅館 

(快去抽獎!!!) 

米粒設計 團體服/客

製化禮贈品/印刷品 

高雄大新駕訓班 

(團報更省錢!!!) 

田季發爺 

高雄自強店 

錢櫃KTV 

高雄中華新館 



活動資訊 



四合一選舉 

 3/29登記截止 

 五月初投票 

畢業季系列活動 

五月 

 

歌唱大賽 

 5/1(初賽) 

 5/16(複賽) 

 

端午節節慶活動 

 5/22 

權益推廣週 

 4/22-4/24 

Dress code 

 4/24 



思考之旅—《回，不回 

——通訊軟體綁架》 

 5月中 

部員(儲備幹部)招募 

 隨時 

思考之旅— 

《自信心》 

 4月底 



海報申請 

確定好欄位及欲張貼時間，請拿著欲申請的文宣品，於每週
一、三、五中午12：00-13：00及17：00-18：00至學生會會
辦申請。 

先查看是否有空的海報欄位並選擇欲張貼之欄位。 
注意：一個活動只能申請最多2個欄位，若是申請陳其張貼
則只能貼一張。 

※ 記得要有中英文 !!!!!  
※ 活動結束麻煩自己徹海報 !!!!! 

一般張貼：14天 
長期張貼：21天 



感謝大家 

高雄醫學大學第十五屆學生會 
 

By Students,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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