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醫學大學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班級代表聯合會第二次座談會議記錄
壹、時間：99 年 3 月 29 日中午 12 時 00 分
貳、地點：濟世大樓 CS201 教室
參、主持人：代聯會王主席培諭
肆、出席人：全校各班班代表及學代（如簽到單）
伍、列席人：楊學務長美賞、教務處、總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各學院綜合組長、生
輔組熊仁先組長、各學系生活導師
陸、會議記錄：洪筱恬同學
柒、主席報告：
感謝大家排空參加本學期第二次代聯會，時間也差不多了，現在就開始我們今天
的會議。
捌、楊學務長美賞報告：
謝謝生輔組熊組長準備了這次的會議，讓學校跟同學可以透過代聯會達成意見的
交流。第一點，學校很希望同學們能夠多多反應學校做不好的地方，學校會以最
快的速度改善。第二點，同學班上可能會有一些轉生、留生等等，希望同學們可
以多多給予關心，營造一個友善溫馨的校園。
玖、學生會權益組報告：
有兩份問卷分別是針對地停調查表與公共腳踏車事務，請各位班代拿給班上有使
用地下停車場的同學填寫，因為同學們寶貴的意見是學生會改善的動力，也希望
能夠藉由此份問券建議學校做出具體的改善，謝謝大家。
拾、總務處事務組蔡組長報告：第二教學大樓目前地下幾層樓已近完成，預計明年九
月完工，在此向大家預告跟同學們日常生活比較有相關的部份，希望同學們可以
提些建議讓學校知道，以便日後招商時，學校可以提供這些資訊給廠商，以利規
劃。
一、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與周邊建築物動線
1. B1F 與濟世大樓連通。
2. 1F 可與勵學大樓及舊ㄧ、二棟相連通。
3. 4F 與濟世大樓露臺連通。
4. 5F 與附院啟川大樓連通。

二、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地下一樓美食區（約 205 坪）
、二樓咖啡廳（約 150 坪）。

三、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空間使用：

1. B2：國際會議廳、教務處教室。
2. B1：學生及教職員餐廳、學生活動空間。
3. 1F：學生活動空間、學務處、生涯輔導中心。
4. 2F：coffee shop、教務處教室。
5. 3F：學生社團空間。
6. 其他：各處室、實驗室及研究中心。
四、

工程進度及美食區招商預定進度：
1. 興建大樓預定 100 年 9 月底完工。
2. 100 年 10 月美食區得標廠商進行裝潢。
3. 預計 101 年 2 月正式營業。

五、

校方初步構想：
1. 自助餐區維持現況。
2. 便利超商遷移至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地下美食區，部分空間經營簡餐、飲
料站、小吃..等。
3. 二樓設 Coffee Shop ，經營特色套餐，咖啡等，構想以寧靜幽雅格調。
4. 委外廠商進行規劃、經營及管理。
5. 預定採評選方式選出優勝廠商。

六、

優點：
1.

未來學生活動空間集中（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地下一樓及二樓區、一樓、
三樓）

2.

便託商店遷移至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可結合學生活動，帶動人潮，增加
其他櫃位之營業收益。

3.

餐飲共用區擺設更多之座位，提供學生更寬廣的休閒空間。

拾壹、教務處課務組李組長報告：
一、個別化課業輔導：學生課業有需要協助之處，可以透過授課教師、導師或是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就可請課輔助理協助輔導。
二、

課輔方式：(1)1 對 1(2)2-10 人小班教學(3)問題解答(4)學習輔導角

學習輔導角：
(1)每週一至週五：12:00~13:00(學習資源專區)、17:00~18:00(圖書管 2F
第二討論室)。
(2)四月份輔導科目：微積分、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普通物理學、生物

統計學、解剖學、心理學相關科目。(當月之時間及科目於每個月 1 日
會在另行發 mail 及公告在教務處網頁)。
(3)輔導對象：只要是該科目課業上有問題，都可以在安排的時段內到現場
尋問值班的課輔助理。
三、課輔助理身分：(1)一般課輔助理(2)領取書券獎之榮譽課輔助理。
四、課輔助理培訓：99 年 4 月 10 日於臨床專業技能教室舉辦「課輔助理陪訓活
動」。
報名網址：http://cfd2.kmu.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74(欲參加
培訓者，4/3 前完成報名)。
伍、課輔助理新制度：自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榮譽課輔助理每學期可輔導時
數提高為 60 小時(每小時 250 元，共計 15000 元，超過十數比照大學部鐘點
費給付)。
六、 榮譽課輔助理座談會：99 年 4 月 1 日 12:00~13:00 於 A3 教室舉行座談會，
參與對象為各學系榮譽課輔助理。
拾貳、學務處熊仁先組長報告：
一、 本日（3 月 29 日）晚上於 N630 召開校園公共議題說明會－宿舍網路控管說明會，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二、 舊生宿舍預定於 3 月 30 日下午 2 點於學務處會議室公開電腦抽籤，歡迎有申請
宿舍同學前來見證。
三、 自 3 月起學務處已開始實施校外賃居生訪視，目的在瞭解同學租屋處之安全，並
會將租屋結果彙整，提供未來同學校外租屋之參考，希望同學屆時接到學務處電
話時，能配合協助。
四、 海軍 99 年敦睦訓練支隊預定 4 月 23 日至 24 日於高雄港開放參觀，歡迎有興趣
同學前往。
五、 近期有數位同學於操場遺失物品，請轉知同學，運動時請勿携帶貴重物品及錢包
等，以免造成不必要之困擾。
六、 近日發現東側門腳踏車停車場有多輛腳踏車停放多時，佔用場地且車體髒污、锈
蝕、破損，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請轉知同學，若於六月前未處理，將以廢棄
物由高雄市環保廢棄物單位處理。
七、 教育部再次提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同學使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影印書籍
及教材，以免侵犯他人著作權並避免觸法，另外學務處已成立「本校二手教科書
線上交換買賣平台」網站，歡迎同學使用。
八、 99 年預備軍、士官選填官科及梯次時間（3 月 19 日零時至 3 月 30 日 1700 時截

止），請成績達最低標準分數同學至 http://eseocd.mnd.gov.tw，列印三份簽名
後，送至學務處陳啟文教官處審查。
九、 4 月 13 日 12:10 於 CS201 召開 98 學年度第 5 次畢聯會，請轉達各系所畢業籌備
委員按時參加。
十、 『一般替代役』於 4 月 1 日至 15 日起受理役男申請，煩請畢業班班代轉知班上
男同學知悉。
十一、 再次呼籲同盟路大門口及東側門出口，請同學們不要在那邊聚集，以免發生危
險。
十二、 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和熊教官聯絡，電話：3220809 或電子郵件信箱：
sammual@cc.kmu.edu.tw

拾參、Q&A：

高雄醫學大學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代聯會建議問題彙整表
建議系級 建議事項

承辦單位

具體處理情形

如果第二教學大樓第 總務處

現在交誼廳約有 160 坪，內含全家

下一樓還要招商的

便利商店 30 坪，第二教學大樓完工

話，那相對的空間會

後，規畫地下一樓有 200 多坪為學

不會受到壓縮？

生及教職員餐廳，預定設有全家便

備考

利商店和五個廠商，總共使用空間
約 40 坪，學生活動空間約 160 坪，
屆時整個活動空間會比現在交誼廳
多 30 坪左右。
現有之學生餐廳是否 總務處

現有之學生餐廳不會搬遷，因學餐

會搬遷？

所需廚房空間佔地較大，會佔掉太
多空間

護理三

置物櫃移到了新大

體育組

圖書館移出之置物櫃投錢之後，鑰

樓，可裡面幾乎都是

匙可自己保管，因此無法管理，是

滿的，同學們上體育

否交由學生會制定出租辦法，繳費

課時都找不到格子

租用。

放，希望有人管理。
化四

因為有很多人會在

總務處

陳核配合需要辦理。

學務處

之前有貼過公告，多次勸導，亦曾

史懷哲大道那裡運
動，很多東西都會放
在附近，希望使懷哲
的燈光可以加強。
藥學系老 請同學不要再第一
師

教學大樓穿堂打排

規畫作為成果展示區，但效果並不

球，若是要打的話也

好。本議題列入下次會議討論議

麻煩留個通道給予

案，請各班代表與同學討論解決方

行走。有沒有辦法可

案。

以管理？
醫技二

班上同學有些轉生

學務處

同學們可以多使用學校資訊系統的

對於學校的校務有

「學生問題即時反應系統」
，在那裡

問題，曾寫 E-mail

會立刻處理同學們的問題。

給各處室的信箱，可
是回信緩慢，時常過
了時限後才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