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代聯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年 9月 27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 

開會地點：濟世大樓 CSB-101教室  

主    席：周佩霓同學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 席 者：教務處代表(註冊課務組葉竹來組長)、總務處代表(事務組陳信福

組長、營繕組陸文德組長)、圖資處代表(張簡昭芬小姐、王暐婷小

姐、高煜凱小姐)、各學院綜合組組長（黃啟清組長、趙于欣組長、

林豐佑）、生輔組組長、劉秦豪學安人員、學生會代表 

記錄人員：吳昱儀小姐 

壹、 主席報告：請尚未繳交幹部名單及上網維護幹部名單之班級儘速於下

週五(10/5) 前繳交，勿影響幹部證書製作及幹部個人權益。 

貳、 軍訓室劉秦豪學安人員報告：如附件第四～二十二項。 

參、 性平會李嘉苹小姐報告：性平小提醒如附件第二十三項。 

肆、 總務處報告：如附件第三十項。 

伍、 教務處報告：如附件第三十一項。 

陸、 職涯組報告：如附件第三十二項。 

柒、 學生會報告：請各位班代跟班級同學告知請關注學生會粉專，將於 10

月中校慶活動辦理一系列活動。 

捌、 提案討論：無。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107年 9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12時 35分。 



高雄醫學大學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一次代聯會報告事項 

107年 9月 27日 

一、 目前尚未繳交幹部名單及上網維護幹部名單之班級，請班代儘速於下週五(10/5) 前將幹部

名單電子檔寄至承辦人吳昱儀小姐信箱（yyw@kmu.edu.tw），勿影響幹部證書製作及幹部

個人權益，並同時上網維護幹部名單，俾利辦理後續證書頒發事宜。 

二、 各班代上網維護幹部名單步驟： 

請上 校園資訊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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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階段再填入手機號碼及 e-mail→存檔 

三、 請 各 班 代 加 入 高 醫 107-1 代 聯 會 社 團  ( 掃 描 右 方 QR code)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97770187288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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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網路素養，如果遭遇網路霸凌事件時，可以怎麼做： 

(一)不謾罵：不要與對方謾罵，也不要張貼讓對方不舒服的言論。 

(二)請刪文：先以訊息通知對方，告訴對方你的感受，請對方刪除讓人不舒服的貼文。 

(三)留證據：若告知對方刪文後仍未改善，則將讓人不舒服的內容截圖下來，留做證據，

並與家長或老師討論如何處理。 

(四)快阻斷：使用社群網站的「解除朋友關係」或「封鎖」等功能，阻斷網路霸凌行為人

與你的聯絡，避免繼續看到不舒服的貼文。 

(五)尋求助：透過防制校園霸凌「多元反映管道」尋求協助，本校防制霸凌專線

(07)322-0809、教育部 0800-200-885申訴或檢舉。 

五、 分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須知—宣導(王占魁校安組員)。 

六、 因應募兵制兵役制度轉型，有關「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

練期間實施辦法」簡要說明，請至學務處/軍訓室/軍訓教育網頁查詢。 

七、 請各班代通知復學、轉學、轉系及延畢生辦理緩徵／儘後召集事宜。相關申請表格可自行

至學務處首頁左側”各類表單”下載「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填妥後交至學務處王占魁校

安組員處辦理(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 

八、 學務處為及時處理同學校外緊急事件，以往均請班代調查同學校外居住狀況。本學期為加

速服務同學，並考量個人權益，已於日前 email 給所有同學，請同學逕自上網填寫表單資

料，請同學務必確實填寫。(https://goo.gl/FP7vJH)  

九、 學務處為協助同學租屋服務，學務處網頁放置攸關同學租屋權益及安全相關資料及影片，

歡迎同學上網觀看，以增進個人賃居安全知能。 

十、 機車族同學，請把車停至地下停車場或指定停車區，勿停於黃線、紅線及店家門前，避免

https://wac.kmu.edu.tw/indexrunf.php?runno=stum2300.php%2c0
http://osa.kmu.edu.tw/index.php/zh-TW/


因違規或影響他人進出遭檢舉拖吊。 

十一、 依統計資料顯示，本校 106 學年上學期交通事故以一、二年級學生騎機車肇事率最高，月

份以 10、11月為尖峰，經彙整資料研析原因如后： 

  (一)新生考取機車駕照時間短，對騎乘技術及性能不嫻熟，且對高雄地區路況不熟所致。 

(二)舊生自認已熟悉環境及車輛特性，疏於注意前車、號誌及路面狀況而肇生意外。 

    建議同學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注意相關交通法規，以確保生命及財產安全。 

十二、 為確保同學臨時乘坐機車安全及避免違規受罰，本校提供臨時借用安全帽 25頂，分別放置

於大門口警衛室及新館宿舍管理室，有需要的同學請依規定登記借用；另請借用時能愛惜

公物，且使用後立即歸還，以利更多同學借用。 

十三、 近期本校同學發生購買遊戲點數沖帳及按指示操作 ATM轉帳等詐騙手法遭騙取財物；另有

家長接獲孩子被綁架勒贖金錢，經家長來電查詢，均為詐騙電話。請同學們應時時提高警

覺，每天與家人保持聯繫，避免成為歹徒詐騙取財的受害者。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慎

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 3 步驟：「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尋求協助或電校安中心 07-3220809。 

十四、 校內設有五台自動電擊器(AED)，分別於濟世大樓一樓電梯口、第一教學大樓地下一樓電

梯口、國研大樓地下二樓電梯口、新館宿舍一樓、同盟路警衛室旁，若發生緊急傷病事件

可至最近處拿取。 

十五、 本校為無菸校園，請同學勿於校園內吸菸，若有發現校內吸菸者，請向總務處事務組(校內

分機 2124#32)、校警隊(校內分機 2188)、軍訓室(校內分機 2120#25)或衛生保健組(校內分

機 2117)通報。 

十六、 準備及實施各類活動（例如迎新活動），安全永遠是最重要的考量，各班、各系學會在安排

各項活動時，請注意安全，切勿從事任何危險行為，（例如點燃線香表演香舞，以免造成燒

燙傷或火災）、大胃王比賽等。戶外活動請辦理保險，並在事前向學務處申請活動准許（班

級戶外活動請向軍訓室報備，系學會活動請向課外活動組申請），始具有請領學生平安保險

理賠之資格。 

十七、 重申學生請假辦法，略述如下： 

(一)請假一律採網路辦理；請假 2天以上所需之證明文件改為檔案上傳，公假要有院長批示

簽呈；見習學生上網填寫假單後，列印紙本辦理請假事宜。 

(二)准假權責：1天→校安組員，2至 3天→導師，3至 7天→系主任(所長)，7天以上→院

長。 

(三)補假必須在 7天內上網申請(例：補請 10月 1日的假，務必在 10月 8日前完成請假)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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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107學年畢聯會於 9/27假濟世大樓CS301召開第一次會議，相關會議議程及時程將公告 107

http://enc.moe.edu.tw/


學年畢聯會 FB 粉絲專頁上，屆時請各畢業班委員務必參加委員聯合會議提供建言，維護

權益，齊心戮力迎接107學年畢業典禮，另請各畢業班委員廣泛蒐集班上在學期間團體照(含

師長)，俾利於 108年 6月 1 日畢業典禮上，撥放歡樂的校園時光影片。 

二十、 按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並須在 19歲徵兵及齡前一年底至當年 2月間接受

兵籍調查，建立兵籍資料。89年次男子明年徵兵及齡，於 107年 10月 11日上午 10時至

11月 30日 24時，可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點選進入「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系統，

登錄兵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後即可完成兵籍調查作業。(新增) 

二十一、 108年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針對大學 1-3年級同學招生，108學年第一梯次將於 10月 29日

開始報名，軍訓室於 10月 17日中午在 CSB101教室舉辦說明會，有興趣同學請上網報名

或 洽 軍 訓 室 簡 皇 娟 教 官 ， 網 址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oqVfx4-aFMdBwuI6g5Fiv-CwuY1WpKPHJTpFBlUsyM/edit 

二十二、 「保護智慧財產權」-從你我做起。歡迎同學借閱正版教科書【教授指定參考書專區】，請

勿非法影印; 使用正版教科書，絕不影印複製與下載散播未經授權之著作與教學資源，避

免侵害他人著作權而觸法 !校園正版授權軟體及自由軟體使用請至下載專區

https://fs.kmu.edu.tw 點取；相關著作權知識請多加利用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網站， 

https://ipr.kmu.edu.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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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性平會小提醒： 

(一) 辦理班上或系上相關活動時請特別注意尊重他人多元性別差異，肯認多元、尊重他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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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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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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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申請調查管道：學務處 李嘉苹小姐，07-3220809(24H)。 

二十四、 提供免費快速的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Free interlibrary loan!) 

RapidILL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目前包括美國、加拿大、香港及台灣的大學逾二百多所

圖書館參與資源共享，對於本校館藏未能提供的西文期刊文獻，將幫助讀者快速取得文獻。

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校圖資處網站，或電洽讀者服務組業務承辦人詢問 (分機 2133*80 

/ill@kmu.edu.tw)，謝謝。 

二十五、 來「教授指定參考書專區」看書，可以省省您的荷包 

開學囉！許多同學光是學雜費、生活費和交通費就快要負荷不了，再加上購買上課使用的

教科書，更是一筆沈重的負擔。別擔心，除了接收學長姐的二手教科書之外，現在您還有

另一種選擇，讓圖資處買書給您閱覽！圖資處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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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修課學生自行查閱，沉浸在安靜的書香環境裡培養自我學習的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01&Itemid=1284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01&Itemid=1284
mailto:ill@kmu.edu.tw)，謝謝


樂趣，歡迎同學們多多利用喔。 

專區位置：圖書館後棟二樓，「教授指定參考書/課程整合用書」網址：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printed-resources/course-reserves 

二十六、 歡迎校內師生踴躍使用此快速、免費的服務！本學期「宿舍電影院」已於 9/28日開播，歡

迎同學（不限住宿生）每週五 1800時前往新舘視聽室觀賞。 

二十七、 畢業班同學如欲爭取「畢業生優秀獎項」(即原四育獎狀)，請參考新修「畢業生優秀獎項

授予要點」： 

(一) 學務處首頁→學務處法規專區→26畢業生優秀獎項授予要點、46優秀研究生獎勵要

點。 

(二) 學務處首頁→各類表單→畢業生優秀獎項。 

二十八、 同學在操場打球（足球、棒球、壘球）請注意周遭運動人士之安全，並遵守體育教學中心

之規定申請使用。 

二十九、 本校校園為開放空間，請同學注意保管個人貴重物品，並留意週遭行為異常人士，若需協

助，請電校警隊(校內分機 2188)。 

三十、 總處報告： 

(一)因應東側停車場租約到期，學校增設了學生宿舍 A館 B2F、醫研大樓 1F前廣場及醫研

大樓 B1F等三處機車停車場，於運動場地停 B1F塗銷 16格汽車位，改增劃 90格機車

位，並向寶盛停車場承租了 73格汽車位，於 107年 10月 1日起提供給教職員工生停車

使用，以解決停車位不足之問題。 

(二)各區停車場開放時間如下：  

停車場 開放時間 關門時間 備註 

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全天候開放 
 

醫研大樓 1F前廣場 

及 B1F機車停車場 
上午 06:30 凌晨 01:00 

全天候開放入場，出場

時間依開放時間管制 

學生宿舍 A館 B2F 

機車停車場 
上午 06:30 凌晨 01:00 

 

寶盛汽車停車場 上午 05:30 凌晨 01:30 
 

(三)醫研大樓 B1F機車停車場待使用執照變更完成後，再行開放。 

(四)醫研大樓 1F前廣場及 B1F機車停車場，原規劃從同盟路校門進場，醫研大樓北側門(靠

自由路)離場，惟因市政府交通局要求重新評估之因素，北側門出口將延遲開放使用，

待市政府評估完成後再另行公告開放日期，故 10月 1日起本停車場出口仍暫時由同盟

路校門警衛室旁車道離場，請師生同仁們在離場時要減速慢行、注意行車安全。 

三十一、 教務處報告： 

(一) 學生人工加退選將於 9月 28日止，需加選通識課程或其他選課同學，請於期限內將人

工加退選單繳回教務處。 

(二) 配合推動選課清單無紙化，各位同學於 107年 9月 25日至 107年 10月 9日止，至資

訊系統「D.1.22.課表查詢與選課清單確認」確認選課資料，以確保選課資料正確。 

https://olis.kmu.edu.tw/index.php/zh-TW/library-services/printed-resources/course-reserves


(三) 學分學程 

三十二、 學務處職涯發展組宣導 

 (一) 107學年度MAPA性格、UCAN興趣測驗已經上線，請各系(所)班代協助宣導班上同學

上網進行測驗，MAPA性格測驗網址: http://mapa.kmu.edu.tw (帳號:學號不加 u；密碼:

身分證 10碼第 1個字母大寫，僑生、外籍生為居留證號碼)，UCAN興趣測驗網址: 

https://ucan.moe.edu.tw (帳號: 1019+學號；密碼:身分證 10碼第 1個字母大寫，僑生、

外籍生為居留證號碼)，有任何疑問請洽詢職涯發展組 07-3121101轉 2280。 

 (二)請各系(所)班代協助宣導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弱勢學生獎助學金」申請，申請項目有:

學業進步獎助學金(每學期 10000元)、向學助學金(每月 3000元)、實習助學金(每月 6000

元)、補助報名/認證費(依實際金額補助)、證照獎勵金(考取後補助 1000元)、鼓勵就業

獎勵金(每學期 8000元)，第一階段申請即日起至 107年 9月 28日止，第二階段請洽詢

職涯發展組或網站公告，申請內容詳情請至「學務處高教深耕計畫-弱勢學生輔導暨獎

補助專區」網址觀看。 

三十三、 本學期代聯會預定召開四次，另外三次分別為 10/25、11/22及 12/20，屆時請準時與會。 

三十四、 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和生活輔導組吳昱儀小姐聯絡，聯絡電話 3220817 或電子郵件信箱

yyw@kmu.edu.tw。 

 

http://mapa.kmu.edu.tw/
https://ucan.moe.edu.tw/
mailto:聯絡電話3220817或電子郵件信箱yyw@kmu.edu.tw
mailto:聯絡電話3220817或電子郵件信箱yyw@k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