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代聯會報告事項 
                                        

109 年 2 月 27 日 

一、 本次代聯會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以線上公告重要報告事項，請各班級班代確實代為宣

導下列各事項。 

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聯會預定召開四次，另外三次分別為 3/25、4/29 及 5/27，屆時

請準時與會（停辦或延後另行通知）。 

三、 請 108-2 班代加入高醫 108-2 代聯會社團 (掃描右方 QR code)   (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31016787568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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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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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請有擔任幹部證明書同學可自行至資訊系統列印（D.2.9.10.b 歷年擔任班級幹部證明

書），將不於代聯會議上發放幹部證書。 

六、 召開班會結束後，請班代至「D.2.9.00.c 班會記錄維護」進行維護。 

總務處報告 

一、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總務處預防措施如下： 

1. 總務處清潔人員於各棟大樓走廊地板、樓梯扶手、電梯車箱及樓層按鍵等處以 1:100

稀釋漂白水清潔消毒。 

2. 廁所內備齊洗手乳，提供隨時清潔使用。 

3. 各大樓及地下停車場出入口、放置酒精消毒劑提供使用。 

4. 教室內備有 1%二氧化氯消毒劑，可用於課桌椅面及手部清潔消毒。 

5. 以上各類用品如用完，可向總務處反應，隨時補充。 

教務處報告 

一、 108-2學生選課期程 

第一階段加退選 2/10(一)-2/14(五) 12：00止 

第二階段加退選 2/14(五)20:00-3/2(一)24:00止 

人工加退選     3/3(二)14:00-3/6(五)17:00止 

學生確認選課清單 3/3(二)~3/16(日) 

二、 有關本學期研究生注意時程如下： 

 109.03.10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截止 

 109.03.01-109.03.31 碩士班一年級上網維護指導教授名單 

 109.04.10應屆畢業研究生上網登錄研討會論文發表書面收件截止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310167875689108/


 109.04.17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截止 

三、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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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學系通知參加醫師(一)、牙醫師(一)、藥師(一)考試之學生至學生資訊系統 D.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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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資處報告 

一、 為落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提供讀者良好閱覽環境，圖書館即日

起實施以下措施。並視疫情狀況，如有調整將另行公告。防疫期間，敬請讀者多加配合。 

甲、 凡進館讀者務必全程配戴口罩(請自備)，並於大門入口處擺放乾洗手液供讀者使

用。 

乙、 疫情尚未減緩前，暫停校外人士換證入館，後棟出入口暫停開放通行。 

丙、 調整寒假還書日期 

 原訂本學期寒假延長借書，還書日期為 109 年 2 月 26 日(三)，因應延後開學，還

書日期延長至 109 年 3 月 4 日(三)前歸還。 

 借閱圖書到期日與預約書保留日為 109 年 2 月 6 日至 2 月 26 日者，皆延長到期日

至 109 年 3 月 4 日。 

丁、  館舍環境每日定期(4 小時)消毒一次 

 每日進行入出館門禁推桿及自助借還書機觸控螢幕消毒作業。 

 每日定期消毒自修室閱覽座位，若讀者有疑慮，另備有酒精提供讀者自行擦拭。 

 一樓大廳設有圖書滅菌機，提醒借書讀者利用。 

戊、 為避免群聚感染，圖書館 2-3 月活動與講座延期，包含圖資週、利用教育實體課程。 

二、 因應新冠肺炎來襲，圖書館於前棟一樓大廳舉辦「防疫養身」主題書展，歡迎同學踴躍借

閱。 

三、 圖書館自本學期開始試辦家用版視聽資料外借服務，歡迎同學至圖書館後棟二樓視聽資料

展示區挑選影片並借閱。 

生輔組報告 

學生畢業後無法登錄學生資訊系統印製各類證明書，請記得於完成離校手續前，自行印製所需

各類證明文書，前往聯合服務辦公室用印，避免畢業後為各類證明文書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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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燒時請勿自行服用退燒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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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為及早發現疑似個案及防堵病毒傳播，請

大家配合以下事項: 

1. 即刻完成線上防疫課程，網址為http://wm.kmu.edu.tw/info/10040005 

2. 即刻完成填報校務系統「T.1.0.010b.旅遊與接觸史」。 

3. 若有國外旅遊史的同學，請入境後 14天內每日早/晚各量體溫一次，並至校務資訊系統

「D.2.8.11-自主健康管理」登錄，上課期間請戴口罩(自備)。 

4. 見/實習學生請依循各實習醫院相關規定，一般學生請依循學校公告措施，配合居家檢疫

或自主健康管理。 

5. 防疫物資(口罩、體溫計)以自備為原則，被衛生單位通知需自我健康管理者、有發燒或

呼吸道症狀，可酌情登記口罩使用。 

6. 開學期間每間教室備有消毒劑，請同學更換教室時使用消毒劑自行噴灑桌椅或手部，5

秒後自動揮發即有消毒功效，不須擦拭，維護環境清潔，保障自我健康。 

7. 每日紀錄自我生活活動軌跡(含旅遊史及接觸史)，落實政府防疫措施。 

全民防疫 人人有責，讓我們一起為這場防疫之戰盡

一份心力!願平安健康與您常在~ 

四、 忙著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同時也別忘了流感疫情: 

1. 要用肥皂勤洗手、咳嗽戴口罩等生活好習慣 

2. 要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防範病毒傳播 

3. 要警覺流感症狀，及早就近就醫治療 

4. 生病要按醫囑服藥多休息，落實不上班不上課 

5. 如出現症狀要儘快就醫，掌握治療黃金時間 

 

http://wm.kmu.edu.tw/info/10040005
https://wac.kmu.edu.tw/tea/teaper/team1016b.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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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線上申請，請畢業班代轉達班上

同學注意學校網頁公告訊息，依規定辦理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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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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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轉知復學役男同學儘速申請緩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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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若接獲疑似詐騙電話或簡訊，可向 165 反詐騙專線或教官、校安組員求助，以避免造

成金錢損失等困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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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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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常有同學騎機車行駛於同盟路大門左、右兩側人行道，此舉已違犯道路交通安

全管制條例，請同學遵守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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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有接獲鄰近居民反映，本校校外賃居學生於租屋處大聲喧嘩，影響到附近居民及同

學的休息，請同學在夜深人靜時，請特別注意到音量。夜間騎車經過住宅區巷弄時請

減速，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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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賃居同學應注意住宿環境，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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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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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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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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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學生請假系統新增：是否出國、入（過）境中/港/澳/日本/新加坡/泰國/韓國或中央疫情

指揮中心宣布不宜前往地區及國別，請同學請假時務必填寫；另外，防疫期間若有請

假出國(入【過】境中/港/澳/日本/新加坡/泰國/韓國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不宜前往

地區)假單需要陳校長核定。 

十五、 又是新學期的開始「保護智慧財產權」-你我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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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由於 109 年大學儲備軍官團招募已達目標，故 109 年第 2 梯次停止招生。 

有任何疑問請洽軍訓室簡皇娟教官。 

十八、 109 學年度畢業委員徵選，即日起開始辦理推派或徵選，報名至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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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畢委報名截止，4/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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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所屬系所畢委或畢委會。 

十九、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日期為 6 月 6 日（星期六），畢業班級與師長拍攝畢業團體照為 6

月 5 日及 6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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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畢業典禮籌備會專區」網址 QR code 

廿、   有關防疫訊息請至學校網址:https://www.kmu.edu.tw/index.php/COVID-19 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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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尊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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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須注意活動內容是否妥當，以避免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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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