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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年 5月 15日（星期三）12：00～13：00 

開會地點：CS-301 教室（濟世大樓 3F） 

主席：鐘育志校長 

出席人員：楊俊毓副校長、余明隆副校長、洪文俊副校長、賴秋蓮教務長、周汎澔學務長、黃

耀斌總務長、吳文正產學長、鄭添祿研發長、戴嘉言圖資長、陳桂敏國際長、戴嘉

言主任秘書、田英俊院長、李澤民院長、黃耀斌院長、王瑞霞院長、黃友利院長、

張學偉院長、呂佩穎院長、許芳益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凌儀玲主任、體育教學中心

陳昭彥主任、語言與文化中心蔡蕙如主任、康雅婷秘書、林揚凱組長、陳信福組長、

陸文德組長、陳朝政副學務長、張松山主任、黃博瑞組長、學生會代表、宿自會代

表、僑生代表、陸生代表、外籍生代表及 209位參與同學 

記錄人員：吳昱儀 

壹、 主席報告： 

校長致詞：各位主管、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簡報報告（簡報檔如附件）: 

1. 今年除了醫學系 2個年級外每個系均有開放轉系，牙醫學系有 3個名額，並首創 3年級

也可以轉系，醫學系 3年級開放 2個名額。 

2. 本校前陣子至彰基談實習合作，郭院長提出不錯的條件，包含較多的實習名額、醫管系

及公衛系可以專案辦理、醫學與護理沒有人數的限制、醫牙護住宿免費等。相關訊息將

會於教務會議討論。 

3. 鼓勵學生在校進修，增加五年一貫錄取名額，除了免學雜費以外，預研生如果有錄取國

立大學碩士班正取的名額，加上核發 12萬元之獎學金。 

4. 高醫提出千里馬計畫，每個月補助 5萬塊，博士班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50萬，未來編列

500萬預算。各學院研究所也積極募款中，如果博士班未來表現良好，亦有額外的獎學

金。 

5. 與學生權益相關部分為：行政會議增加學生代表 2名、與學生幹部有約每月舉辦一次、

邀請學生代表參與重要事項討論以及每學期兩次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 

貳、 與校長有約 Q & A 

一、會前建議事項處理情形討論：(如附件)  

※案號 2、 3、4、6、7、8、9、12、13—照會辦單位說明處理。  

※案號 1—學生證改版相關提案(教務處補充說明) 

1. 國際學生證效期只有一年，後續的維護需要大學生自己付錢，且仍需考量個資的安全

性。 

2. 學生證掛失流程會在教務處網頁公告，並加強宣傳。 

※案號 10、11案—合江大樓相關提案(總務長補充說明) 

今天資料皆為回覆教育部的內容，學效用很多時間和同學溝通說明，皆已同學權益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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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1080326下午接到合江部分表示仍無法調降租金，學校部分上簽呈核定協商終止，

1080327上午有三位合江住戶學生代表參加相關簡報會議。 

所有相關資訊都在總務處網頁，歡迎同學了解。另外本校有另找兩處作為宿舍替代方案，

會後會邀請學生會、宿自會學生代表一起場勘，有興趣了解的同學可以聯繫學生會或宿自

會，預計下周二帶同學去現場看。 

參、 現場提案與師長回覆 

※現場同學提案—學生證遺失後續作業討論案 

教務處回覆：考量到個資問題，故學生證掛失由學校部分自己處理，退費部分學校會與一卡

通公司共同討論，流程部分學校會再改進。但遺失學生證的同學也是需要負責任。 

校長總結：責成教務處再與一卡通公司研擬最快速且保護學生個資的最適當方法。 

肆、 主席結論：略 

伍、 散會：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3：0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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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校學生與校長有約」 

會前建議事項彙辦單 

案號 案  由 會辦單位說明 備考 

1 

請問上次會議教務處提出的學

生證線上掛失系統以及退費時

程，目前的處理進度，謝謝 

（牙醫四 潘同學） 

教務處： 

本組於 4/26 召集圖資處與一卡通公司及

德鋐科技公司共同討論掛失系統相關議

題，一卡通公司及德鋐科技同意協助於本

校網頁提供掛失系統，該程式預計於 5月

底完成，6 月初測試驗收後即可使用，屆

時同學登錄系統後即可自行掛失，掛失訊

息即刻傳至一卡通公司，此學生證立即失

效且無法復效。待同學至勵學大樓自動繳

費機繳費後，持申請聯至教務處補辦，三

個工作天後即可領取新學生證。 

退費時程已與一卡通公司協調後，將不再

由學校發退費通知，改由學生填寫掛失申

請日後 10個工作天，持身分證件親至後驛

站（R12）一卡通行政中心領取退費。 

教務處 

5 

針對上次會議學生證掛失的部

分，教務處的處理是否有完善

的說明跟辦法？ 

（醫管資三 賴同學） 

2 

學校的體適能中心目前只有四

台跑步機，但是事實上還有空

位可以擺放，而且長期跑步機

都是最多人使用的常常排不到

隊，但是機台數量卻比腳踏車

少，希望能增購一到兩台跑步

機或滑步機! 

（醫學二 張同學） 

運醫系： 

本中心設備有心肺功能運動器材及重量訓

練器材，而重量訓練器材除了機械式器

材，亦有自由重量槓鈴、啞鈴與藥球等。

在使用自由重量或是其他訓練伸展時亦需

要適當大小空間，如再擺放體型較大的跑

步機或滑步機，空間壓縮擁擠，會造成使

用不便及安全疑慮。 

本中心收入經費用於支付工讀生薪資、器

材設備購置與維護，以及相關用品採購。

近期中心內的多功能訓練機損壞無法維

修，目前評估購買重量訓練器材替換，惟

經費有限，故暫不考慮增購已有的跑步機

或滑步機。 

本中心已在跑步機上標示「器材限時使用

40分鐘，當使用者多時，請於時間到時禮

讓他人使用」，也歡迎同學可以選擇其他運

動訓練。 

運醫系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樂見本校師生運動健身風氣盛行，期許校

方亦能補助添購器材或擴大運動空間。 

3 

N 大樓地下二樓的教室有臭味~ 

上課很不舒服 

（醫社一 張同學） 

環安室： 

環安室接獲通報後至第一教學大樓地下二

樓量測，1080313 及 1080319 量測數據中

顯示該樓層排水孔處，總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TVOC)值均超過標準值 (如附件一，

TVOC標準值:0.56 ppm)。本室立即與總務

處營繕組召開改善協調會，營繕組處理方

式為在排水孔處加裝活動式排水孔蓋，使

排水孔蓋平時為關閉狀態。改善後

(1080321)目前該樓層 TVOC 值已明顯降

低。3 月迄今監測資料如附件一，然第一

教學大樓地下室二樓通風不佳，氣味容易

聚積，且該樓層有化糞池，易產生令人不

舒服異味，目前仍與營繕組尋求解決之道。 

總務處： 

環安室於 1080313及 1080319量測後發現

排水孔處之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值

均超過標準值。經協調會討論，總務處營

繕組於排水孔處加裝活動式排水孔蓋，使

排水孔蓋平時為關閉狀態。改善後

(1080321)目前該樓層 TVOC 值已明顯降

低。事務組清潔人員亦表示已改善許多。 

TVOC異味須源頭管制，實驗室人員應遵守

規範將實驗廢液倒入廢液桶，嚴禁倒入水

槽，第一教學大樓許多排水管漏水是因有

機溶劑腐蝕，多次造成不同程度水損，垂

直排水系統最後皆流向 B2F污水坑，多種

藥品化合會產生甚麼問題無法掌控。 

環安室

總務處 



4 

班上常發生老師上課上到整點

時，還沒上完，冷氣卻自行斷

電的狀況。在 11：50 的時候也

有類似的情形。會讓老師有

種：是不是在催促下課，便草

草收尾的情形，想請問學校是

否有改善的方法。 

（醫學三 王同學） 

總務處： 

1. 總務處已逐步將教室環境控制導入課

表系統，目前已完成國研大樓 IR201、

301、401、501(照明、空調及 e化講桌)

及勵學大樓 A1、A2 及 A3 教室(照明及

空調)，本學期試辦中，照明及 e 化講

桌為當節課提早 10分鐘開啟、延後 10

分鐘關閉，空調為當節課提早 10 分鐘

開啟、下課準點關閉。 

2. 預計 108學年度 9月開學會完成全校教

室空調課表化，當節課提早 10 分鐘開

啟、下課準點關閉。 

3. 照明及 e 化講桌課表化則逐年編列預

算辦理。 

總務處 

6 

將拆建的校舍正好位於學校大

部分自修室附近 噪音的部分

會怎麼處理呢 謝謝 

（藥學一 蘇同學） 

總務處： 

依據政府法規噪音管制法及噪音管制標準

之規定辦理。 

(預計拆除舊棟宿舍約 3個月) 

總務處 

7 

可否提早公布下學年的行事

曆？記得前兩、三年前都不會

到那麼晚 5 月才公布，如果學

校能提早公布下學年行事曆，

就比較方便學校社團、學生個

人的暑假規劃，相信有很多社

團都不停到教務處詢問開學日

期，希望學校下學年能考慮提

早公布。以僑生及外籍生來

說，也可以較早買機票，也較

有機會買到價格較低的機票。 

（牙醫四 陳同學） 

教務處： 

本校行事曆參酌人事行政局所公告之行事

曆，於每年 2月份擬定下一學年的行事曆

草案，先請各行政單位及教學相關單位初

步審視行事曆草案的內容，並經教務會議

及行政會議審議後公告(大約都是 4-5 月

份公告)。 

惟人事行政局下一年度的行事曆皆於每年

5-6 月才會公告，故對本校行事曆之規劃

亦造成不便及困擾。 

目前對於有來詢問開學日之同學，亦會先

告知預計開學日，以供學生可先行安排行

程。 

教務處 

8 

想請問，拆掉重建宿舍之事總

務處於何年何月何日在其首

頁、高醫信箱發放公告，正式

通知學生？並於何年何月何日

發放公文或正式消息於學務處

生輔組、宿舍自治會？謝謝 

（運醫四 吳同學） 

總務處： 

新建宿舍工程各階段均上網公告，4/10剛

完成建築師遴選(已於 108年 4月 25日公

告及電子郵件通知)，未來每一階段(如外

管線遷移、主體營造工程發包、拆除舊館

舍等)都會於確認後事先公告。 

總務處 



 

9 

目前學校規定研究生只能於每

學期開學後兩個月申請口試，

此結果等同於一年只有 4 個月

可以提出申請，然而期刊審稿

時間非常不一定，結果可能導

致已達到畢業門檻，卻又要繳

交一學期的學費，下學期才能

畢業。想詢問學校是否可以延

長申請期限，像交通大學、中

山大學、成功大學一樣，門檻

抵達後(例如學期結束前一個

月，方便學校行政人員作業)，

仍可申請該學期口試畢業。 

（醫博六 呂同學） 

醫學院： 

所有學生申請學位論文口試申請（碩、博

士班）皆依照教務處每學年初前公告之行

事曆辦理，惟有博七學生得於下學期檢具

簽呈經教務長核定提出隨到隨審則不受限

於此。 

教務處： 

1.有關研究生申請論文口試期程部分，第

二學期為配合優秀研究生畢業獎項之頒

發，教務處需於 4 月中旬將已提出口試

之研究生成績等資料提供予學務處彙整

及開會審議。 

2.目前參考其他大學作法，詳如下表，將

提案討論修改本校研究生申請口試期

程。唯有關優秀研究生畢業獎項部分，

將依學務處畢業班四育獎申請截止時間

為主，並於行事曆公告，以期限內提出

申請口試之研究生為主。 

學校名稱 申請論文口試截止日期 

高雄醫學大學 
上學期：11 月 9 日 

下學期：4 月 12 日 

台北醫學大學 
上學期：10 月 24 日 

下學期：4 月 3 日 

中國醫藥大學 
上學期：12 月 7 日 

下學期：6 月 10 日 

中山大學 
上學期：1 月 21 日 

下學期：7 月 24 日 

成功大學 
上學期：1 月 20 日 

下學期：7 月 20 日 

交通大學 口試前 4 週 
 

教務處 

醫學院 

10 

目前學校規定博士生申請畢業

需在學期開始後 2 個月內提出

申請，這樣表示一年 12個月只

有 4 個月可以申請畢業，然而

博士生在國際期刊發表通過的

時間不一定，許多人遇到 paper

已在 revision(我身邊就 4 個

同學遇到這樣的問題)，因無法

掌握期刊審稿速度，而錯過 2

個月申請日期，明明最後是在

當學期得到論文接受，但卻不

能畢業，要再等 6 個月後才能

申請畢業。在其他國立大學(成

功大學、中山大學)都為隨到隨

審制度，然而高醫卻只有 7 年

級下學期才可隨到隨審。希望

可以跟校長爭取博士班延長畢

業申請期限，例如：開學後 4

個月或跟其他學校一樣隨到隨

審，希望校長能讓博士班學生

有更寬裕的時間準備畢業論

文，且能盡早就業，謝謝！ 

（醫博六 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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