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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業務 

服務地點:生活輔導組辦公室CS102(學務處旁) 

服務地點:職涯發展組辦公室 

境外生輔導 
僑、陸生相關業務 

 安心就學措施：各類學雜費減免、就學貸款、弱勢助學計畫、
緊急紓困金、愛心餐券、校內工讀 

 各項校內外獎助學金 
 學生宿舍相關業務 
 學生獎懲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 

2 



協助學生安心就學 
項目 

各類學雜費 
減免 

(每學期初申請) 

軍公教遺族(卹內、卹滿)、現役軍人子女、原住民學生、身心
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
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弱勢助學計畫 
(每年9月申請) 

1.家庭年所得70萬元以下。 
2.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年所得合計在新臺幣2萬元以下。 
3.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在新臺幣650萬元
以下。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 

就學貸款 
(每學期初申請) 

1.家庭年收入逾114萬元至120萬元(含)者，半額利息由借款人
自行負擔。 

2.家庭年收入超過120萬元，且家中有二位子女就讀高中職以
上學校者，全額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各項校內外獎助學金 
(每學期初申請) 

1.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清寒及身心障礙優秀學生助學金、緊
急紓困金、愛心餐券、低收入戶學生免住宿費 

2.書卷獎學金、校內獎學金 

3 



性別平等教育 
校園性平事件包括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等。 

常見的性騷擾樣態例如：不受歡迎的肢體接觸、講黃色笑話或是具性暗
示的言語、偷窺、偷拍等。 
常見的性霸凌樣態例如：嘲笑或非議他人的性別特徵、發表歧視不同性
傾向的言語等。 
 
 

性平會申請調查的聯絡窗口為生輔組李嘉苹小姐(07)3121101#2823。 

亦可撥打校安專線(24小時專線) (07)3220809 尋求及時的協助。 

我們的性平宣示：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級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

多元及個別差異。(防治準則第六條)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防治準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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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摘要 

 
 

 

 
       

住宿安全關懷 1.星期一至星期四每日22：30－23：30由幹部向住宿生進行留宿狀態關懷。  

2.連續3日未回宿，且未向幹部說明理由，自第4日起每日記5點，超過7日由學

務處學生安全相關人員通知家長。  

宿舍規範及違規處理 
 

1.宿舍違規行為記滿50點以上者，以書面通知家長，記滿60點以上者，註銷下
學年度的宿舍申請及宿舍候補資格。  
2.宿舍違規行為記點事項，記滿100點者得勒令退宿。 

從事下列行為記50點 1.未經登記進入他人住宿館舍或異性住宿區域。  
2.未經登記攜帶異性、非此住宿館舍之住宿生、非住宿生進入住宿區域。  
3.在宿舍內（簡易廚房除外）烹煮食物。  
4.未經許可擅自開啟宿舍頂樓者。  
5.喧嘩或以他法製造噪音，影響公共安寧，不聽勸阻或累犯。 
6.在宿舍內飲酒、賭博、抽菸等。 

從事下列行為者，視情
節輕重記80點或勒令退
宿 

1.頂讓床位、私自調換床位、霸占床位或排斥他人入住。  
2.在宿舍內飼養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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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的相關措施 

 
 

 

 
       

住宿生健康關
懷 

1.進入宿舍需以學生證刷卡、簡訊實名制。 
2.非必要，謝絕家長、廠商與訪客進出宿舍。 
3.以酒精消毒使得進入。 
4.宿舍幹部會提醒住宿生登記今日體溫。 
5.入口處紅外線體溫測量。 

境外生出入境
事宜 
(僑生、港澳生) 
 

1.建立境外新生聯繫群組，及時關懷聯繫。 
2.提供相關證件辦理資訊及追蹤進度。 
3.協助預定檢疫旅館及衛教。 
4.提供入境行前須知(檢疫相關流程與費用資訊) 
5.入境後居留證與防疫補助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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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出入境事宜(僑生、港澳生) 

收到學校通知 
訂機票及檢疫旅館、
入境許可證明 

完成核酸檢測、健康申報 入住隔日起14+7天 
檢疫隔離 

辦理簽證及相關文件 

入學、協助線上申辦
居留證及防疫補助 

待學校提供教育部核准入
境公函以利後續簽證申辦 

港澳生入台簽證；
非港澳生居留簽證 

學校幫忙預定檢疫旅館；告知學
校抵台日期時間/協助向教育部
申請入境許可證明 

3日內COVID-19核酸檢驗
陰性報告；請詳閱學校提
供之入境行前須知 
  

不可外出；除疫前須再採檢 
檢疫旅館22天自費(學校補助
7000元/人) 
 
  

僑委會防疫補助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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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我加入社團，可以……… 

排解功課與研究壓力 

建立豐富人脈 

訓練第二專長 

培育軟實力 

贏在就業起跑點 

歡笑天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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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讀書，還能做什麼…課外活動組1 



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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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及社團介紹…課外活動組2 

課外活動諮詢： 
課外活動組：濟世大樓1樓學生事務處 

學生會辦公室：CS116 

社團辦公室：濟世大樓B1、B2 

社團介紹： 
社團總數：學生會、系學會20個、社團數79個（共100個） 

社團屬性：學藝性、康樂性、音樂性、體能性、服務性、聯 

                      誼性 

社團網頁：課外活動組網頁>社團總覽 



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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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入門的第一步…課外活動組3 

社團嘉年華： 
活動日期：110年10月14-15日（星期四~五） 

指導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主辦單位：學生會 

活動內容： 

社團靜態擺攤活動 

社團動態表演 

 

 

☆ ☆ ☆邀請您一同來加入社團☆ ☆ ☆ 

☆ ☆ ☆豐富你的大學生活☆ ☆ ☆ 





我們提供的服務有： 

• 專屬你的生涯規劃、職涯發展及就業輔導。 

• 個別與團體職涯適性測驗，讓你更了解自己的優勢。 

• 主辦及協助各系辦理生/職涯發展及就業輔導講座活動。 

• 就業前協助模擬面試及履歷自傳撰寫指導。 

• 關懷追蹤畢業校友流向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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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態度培養的職涯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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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態度培養的職涯發展組- 

一、新生入學階段 
 

1. 提供「MAPA複合向度性格測驗」，透過MAPA幫助你第一步的職涯探索。
(性格測驗) 
→http://mapa.kmu.edu.tw/ 

 
2. 教育部UCAN就業職能診斷平台，定向自己的未來。(職能測驗) 

→https://ucan.moe.edu.tw/Account/Login.aspx 
     

 
 
 

                           
 

  
 

http://mapa.kmu.edu.tw/
https://ucan.moe.edu.tw/Account/Login.aspx


二、在校期間 
 「職涯學堂」以學生需求角度提供最適切的小班制諮詢服務 

 提供轉系、升學、就業、國外留學、生涯規劃等相關問題諮詢 

 諮詢&報名地點：學務處職涯發展組辦公室  

 

 
 

 職涯組辦理各項 職涯講座 活動，讓你充滿就業能量 

 

-重視態度培養的職涯發展組- 



深耕計畫申請對象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5. 原住民學生 

6. 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7. 懷孕學生、撫養未滿3歲子女學生 

8. 家庭突遭變故，經社工人員訪談審定通過後需協助之本校學生 

• 環境協助 

• 學習協助 

• 身心協助 

• 夢想協助 

• 就業協助 

非經濟類協助 經濟類協助 

• 生活協助 

• 深耕計畫獎助金 

承辦單位: 學務處職涯組 
(國研大樓郵局ATM旁辦公室) 



深耕計畫獎助學金申請項目 

獎助金項目 獎助學金額 

學業精進獎助學金 每學期 5,200~20,000元 

向學助學金 每個月 3,000~6,000元 

補助報名/認證費 每張證照 上限4,000元 

證照獎勵金 每張證照 2,000元 

鼓勵就業獎勵金 每學期 6,000元 

就業媒合獎勵金 每年度 2,000元 

社會回饋獎助金 每年度 6,000元 

安定生活助學金 每學期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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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莎 
咖啡 

郵
局 

我們的位置在國際學術研究大樓1樓(路易莎咖啡對面，郵局提款機旁邊) 

聯絡電話：（07）3121101轉2280、2018 
E-mail：career@kmu.edu.tw  
網址：http://career.kmu.edu.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00〜12：00   下午1：30〜5：30 

單一窗口服務 

職涯發展組歡迎你 
-重視態度培養的職涯發展組- 

有職涯相關問題，歡迎至本組諮詢，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高雄醫學大學職涯發展組 

 
 

職涯
發展
組 

http://career.kmu.edu.tw/




 

成員介紹 
 

資源教室 
陳怡珊 
輔導老師 

人社院 
郭怡君 
諮商心理師 

口腔 
醫學院&護
理學院 
陳怡璇 
諮商心理師 

生科院 
陳俊任 
諮商心理師 

學輔中心 
彭武德 
主任 

健科院 
張凱鈞 
臨床心理師 

醫學院藥
學院 
葉真秀 
諮商心理
師 

醫學院- 
胡智淵 
諮商心理師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1 

資源教室 
羅允廷 
輔導老師 

行政助理 
林冠足 

資源教室 
曾惠子 
輔導老師 



諮商/心理治療 
提供舒適及安全的環境，以個別或團體的方式進行， 
由心理師陪伴學生一起渡過求學過程中的每段困境， 
並協助從中找尋新的生命經驗、力量和方向。 

心理測驗 
提供新生入學測驗、實習前心理測驗、團體與個別心理測驗， 
凡系所、班級或學生個人有意願做測驗者均可至本組預約， 
並由心理師進行施測與解釋結果。 

心靈牌卡 
提供各種心靈牌卡，可個別或團體使用， 
凡班級或學生個人有意願使用者， 
均可至本組預約，並由心理師協助進行。 

生理/神經回饋 
提供醫療等級的生理/神經回饋設備， 
由心理師進行相關評估與治療。 

網路預約 

提供線上諮商預約服務。 
線上預約心理諮商系統路徑： 
資訊系統首頁→D.學生資訊系統→D.2.學務資訊 
→D.2.7.01.預約心理諮商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2 

 

學輔中心  服務內容 
 



心理衛生 
推廣活動 

針對情緒、壓力、人際、生涯、愛情、家庭、性別等議題， 
舉辦演講、座談、工作坊、電影欣賞等活動。 

班級輔導 
依據同學們的需求，開放多項輔導主題， 
由導師或任課老師向本組申請，我們將安排輔導老師至班上進行座談。 

輔導股長  
作為班級與心理及諮商輔導組的橋樑， 
助人技巧訓練與相關培訓活動，輔導股長會協助關心班上同學狀況， 
為班上同學申請班級輔導活動、團體測驗，轉知心輔組的活動訊息。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3 

 

學輔中心  服務內容 
 



生活協助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同儕協助特殊需求、輔具申請、情感支持關懷。 

學業協助 安排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考試協助、獎助學金申請。 

輔導與轉介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心理輔導，有醫療需求學生，會同衛生保健組聯絡與關心同學健康狀況。 

轉銜服務 辦理身心障礙鑑定、召開新生期初會議、畢業生轉銜會議。 

社會適應 
辦理期初期末活動聚餐交流，並辦理學生活動如生命教育講座、 
工作坊、生涯演講等提供學生生活多面向參與。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4 

 

資源教室 服務內容 
 



 

服務資訊 
 

服務地點 

學輔中心：濟世大樓一樓CS103 

資源教室：濟世大樓一樓CS118 

諮商室與團體空間：國研大樓一樓IR101 

服務時間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聯絡電話 
(07)312-1101轉 2121 

(07)3162814 

諮商室與團體空間 
國研大樓一樓IR101 

資源教室 
濟世大樓一樓CS118 

學輔中心濟世大樓一樓CS103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5 



 

個別諮商室 環境介紹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6 



 

Facebook 
 

高雄醫學大學-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7 

https://www.facebook.com/%E9%AB%98%E9%9B%84%E9%86%AB%E5%AD%B8%E5%A4%A7%E5%AD%B8-%E5%BF%83%E7%90%86%E5%8F%8A%E8%AB%AE%E5%95%86%E8%BC%94%E5%B0%8E%E7%B5%84-528361167263762/


 

高雄醫學大學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關心您 
 





位置：濟世大樓一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 ~ 17:30  

聯絡電話：07-3121101 轉分機：2117 

非服務時間的緊急傷病事件 

請撥打校安專線：07-3220809 

或視情況撥打119 



緊急傷病處理 

護理人員可提供第一時
間的緊急傷病處理及協
助就醫。 

 

保健服務 

備有相關的儀器設備，
如：血壓計、身高/體
重計、體脂肪測定儀等，
歡迎同學測量。 

健康諮詢 

若有健康及就醫問題或不
知如何處理自己疾病時，
護理人員可提供相關諮詢
與建議。 

 
衛生教育活動 
辦理各項健康講座及活動，
並公告於學務處網頁及粉
絲專頁，歡迎同學踴躍報
名參加。 

衛生保健組服務項目-1 



餐飲衛生稽查 

每週抽查校園餐飲店家，
以確保餐飲安全及衛生。 

 

哺(集)乳室 

衛保組旁設有哺(集)乳室，
提供產後有哺(集)乳需求
者使用。 

 

僑、陸生保險 

協助僑生投保全民健康保
險及陸生傷病保險。 
 

 

其他 

重要健康訊息及疫情公告，
歡迎至衛生保健組網站查
詢。   

 



體檢報告於10月中旬發出，並陸續辦理體檢說明會。 

 

若血液、尿液檢查及胸部X光有異常，請於學生門
診進行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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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業務宣導-新生入學體檢 



肝炎檢查無表面抗體者，因有較高風險感染B型肝炎，
請配合施打B型肝炎疫苗，並於實習前施打完畢，避免
影響實習。 

 

 B型肝炎疫苗施打一劑，兩週後驗抗體，再隔兩週後查
閱檢驗報告，若順利產生抗體，則不需完成第二、三
劑疫苗；若尚未產生抗體，則需施打第二劑，隔五個
月再打第三劑，三劑注射完成後再進行抗體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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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業務宣導-B型肝炎疫苗施打 



護理人員可提供愛滋病與其他性傳染病諮詢，並
轉介附設醫院進行匿名篩檢。 

 

本校設有五台保險套販賣機，避免從事不安全的
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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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業務宣導-愛滋病防治 



本校為無菸校園，校園內禁止吸菸，同盟路校門
口外左右各20公尺為禁菸區。 

 

違者將依本校「學生獎懲準則」第八條第五款予
以申誡處分，且依「菸害防制法」規定違者最高
罰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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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業務宣導-菸害防制 



掛號 
1.臨櫃掛號： 

看診日上午7時30分至中午12
時30分止，請攜帶健保卡及學
生證至高醫附設醫院掛號窗口
掛號，診別請填寫高醫  學生特
別門診。 

  

2.網路掛號：
http://www.kmuh.org.tw/  

(請由附院網頁→網路掛號→家
庭醫學科、精神科→高醫學生
特別門診) 

看診及就醫優惠 

看診費用：學生優待價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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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912元(政府補助100元，分上下學期各

繳406元) 

 

保險給付項目： 

身故保險金、校園意外身故、殘廢保險金、

醫療保險金（含重大燒燙傷保險金、住院醫

療保險金、住院外科手術給付、意外傷害事

故門診醫療保險金）、食物中毒保險金、初

次罹患癌症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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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申請時效： 

因疾病或意外事故發生後兩年內可提出

申請。 

 

理賠申請手續： 

可至衛生保健組諮詢理賠事宜。 

檢齊相關文件：1.申請書、 2.診斷證明

書、3.就醫收據、4.私章、5.匯款金融帳

號、6.身分證正反面影本、7.學費繳費單

親至衛生保健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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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急救保健箱： 
請於活動前三日至「學生資訊系
統→衛生保健組」完成線上申請，
完成申請後請親自至衛保組借用器
材。 

 
借用輔助用具： 
請親洽衛生保健組借用相關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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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衛生好習慣及配合防疫規定，確實遵守勤洗手、非必要勿外出
，外出必配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並維護呼吸道衛生與咳嗽
禮節等良好個人衛生習慣；保護自己、保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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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軍訓室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2

軍訓室(含校安中心)各學院服務團隊
學 院 學 系 教官/校安組員 電 話

醫學院

醫學系 黃建嘉 2120#22

後醫系、運醫系

呼治系、腎照系
簡皇娟(教官) 2120#38

口腔醫學院 程言美 2120#37

藥學院 劉治強 2120#32

護理學院 郭添漢 2120#23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職治系

醫放系
劉秦豪 2120#25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公衛系

醫資管系
邵國文 2120#33

生命科學院
醫化系、生物系

生技系
劉允文 2120#36

人文社會科學院 王占魁 2120#34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3

軍訓室(含校安中心)業務職掌

校園安全(王占魁)

交通安全(程言美)

賃居安全(劉允文)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劉治強)

民主法治教育(黃建嘉)

智慧財產權(邵國文)

品德教育(黃建嘉)

全民國防教育(簡皇娟)

學生兵役(郭添漢)

重大慶典

(邵國文、劉秦豪)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4

• 近年國內外大學發生多起校園安全社會事件，提
醒同學多注意自身安全：

一、提醒同學上學或參加社團活動勿單獨太早到，

不要太晚離開，務必儘量結伴同行，絕不行經

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避免單獨留在室內場所或偏僻的角落，不單獨

上廁所，確保自身安全。

三、在學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事、物均應提高警

覺，應立即通報師長及校安中心(校安中心有教

官或校安組員24小時值勤07-3220809)協處，預

防校園危安事件發生。

平安健康快樂學習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常見詐騙手法

網路購物詐騙：
詐騙集團假借電話、網路、郵購之交易流程錯誤，誘騙受害
者進行ATM轉帳

手機認證碼詐騙：
手機收到認證碼簡訊後，歹徒來電宣稱誤輸號碼，要您把認
證碼告訴他。一旦對方得知此認證碼即完成小額付款的動作

LINE詐騙訊息：
假冒親友傳訊息，以手機故障、沒電等理由請您告知手機號
碼、身分證號碼等資料，再以認證碼簡訊詐騙；或是附上不
明連結，植入木馬病毒入侵，攔截小額付款認證碼

校園竊盜防制
一、落實宿舍(賃居)門禁的管制。
二、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上課

運動時注意周遭人事物。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原有巡邏點
附院急診室門口

博愛路H館
宿舍大門口

(新增)

東側自
行車棚
(新增)

同盟路
駐警隊
(新增)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誠信篤實‐ 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

學生請假審核流程

學生請假作業說明
(依109年9月4日學務會議通過學生請假辦法修訂)

學生
請假

導師
3日內

系主
任或
所長
4~7日

系統e‐
mail通知

系統e‐
mail通知

院長
8日
以上

T.4.22.學生請假
審核作業_導師用

T.4.23.學生請
假審核作業系

主任用

系統e‐
mail通知

T.4.24學生請假審核
作業系院長用

學生請公假附須上傳一級主管核准之公文(簽呈)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承辦人:軍訓室黃建嘉先生 分:2120#39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選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程合格每門可折抵役

（訓）期如下：

（一）83年次以前：折抵役期4.5日（不足1日不列

入計算）。

（二）83年次以後：折抵軍事訓練2日。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全民國防教育與兵役折抵說明



兵役相關須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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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緩徵/儘後
召集申請表

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

退伍令正
反面影本

免役證明書
正反面影本

第一類 未服役者 ˅ ˅
第二類 已服役者 ˅ ˅ ˅
第三類 免服役者 ˅ ˅ ˅

對象：今年入學之大學部、研究所新生及轉（學/系）、復學生(男生)。
填寫及繳交相關資料如下表：

 83年次以後出生之男同學，已完成分階段4個月之軍事訓練者，需繳交
辦理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並貼妥身分證、退伍令正反面影本。(同
第二類，相關規定如次頁簡報)

請同學自行至學務處網站下載--緩徵/儘後召集申請表
(http://osa.kmu.edu.tw/front/bin/home.phtml)

請班代於10月1日前將資料收齊，送交學務處軍訓室郭添漢校安組員辦
理，以維自身權益。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1.83年次以後出生之役男，自102年起，經判定為常備役體位
者，改徵服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

2.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練之施訓內容，區分為5週入伍訓練

及11週專長訓練，訓練期間合計16週。(服完兵役了)

3.役男得依其志願，於每年11月15日以前於內政部役政署網站

首頁申請(https://www.nca.gov.tw/stage/hp2/HP1.aspx)連

續2年暑假，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練；申請人數逾訓練

員額時，以抽籤決定之。

4.其他兵役相關請洽軍訓室郭添漢校安組員 分機2120#35

83年次以後役男服軍事訓練役申請事宜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賃居安全宣導與說明

一、有校外租屋需求，可上學校資訊系統/D.2.0.99租
屋資料/查詢。

二、D.2.9.00.a學期住宿資料維護務必詳實填寫，無論

(住家中)、(校外租屋)或(住學校宿舍)，均應填
寫居住處所地址或宿舍編號，以利遇緊急事件聯
絡，學期中若居住地有變更也請變更修正。

三、搜尋高醫大賃居資訊站，有租屋安全、常識及租

賃契約等，同學可多多利用。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交通安全宣導

一、本校位處高雄市三民區，校園緊臨民族一路、十

全一路、同盟一路及自由一路等交通要道，周邊

交通流量大，同學初至高雄常因路況不熟，騎乘

機車較易肇生交通意外事故，請同學注意安全。

二、本校結合環保、綠能、愛地球的觀念，鼓勵同學

多利用附院周邊完善之大眾交通運輸網及U-Bike。

三、學生若發生交通意外事故，除立即報警與保持現場

外，可撥07-3220809，請求校安中心值班人員協助。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110年1-6月學校週邊交通事故發生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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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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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件

地停3
件

3
件

1件
5件

4件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一、本校
交通意外
事件，依
肇事原因
分析以
「疏忽不
小心」、
「車速過
快及未注
意車前狀
況為肇事
主因。

二、發生
交通意外
事件請儘
速報警並
通知校安
中心，避
免因社會
經驗不足
及驚慌失
措造成後
續協調及
調解之困
難與損失。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防制學生藥物濫用宣導

網路傳言施用毒品

者未來可免服兵役

一事，係屬不實訊

息。施用毒品除有

害身心外，並無免

服兵役之可能，倘

誤用第一、二級毒

品(如混合型毒品咖

啡包)，其刑期較兵

役更長，同學勿受

網路謠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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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毒品混合變裝新態樣

 彩色充氣氣球：

裡面可能填裝“笑氣”毒品。

 來路不明的藥物或白色粉末：

可能是毒品偽裝。

 外表討喜的糖果、巧克力：

可能是加料毒品。

 開封的飲料或調酒：

容易加入無色無味G水、FM2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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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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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建立自信、自尊心，養成良好生活作息，培養
健康休閒活動。

學習正向的問題解決技巧，不靠藥物提神與減
肥。

建立正確情緒抒解方法，不隨意接受陌生人的
飲料、香菸。

遠離是非場所、提高警覺性，絕不好奇以身試
毒。

健康、反毒、愛人愛己—健康自主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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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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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
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切勿非法影印!

★校園正版授權軟體、圖庫及自由軟體使用請至本校下載專區
https://fs.kmu.edu.tw點取。切勿非法下載、複製與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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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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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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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年國家防災日演練
依行政院規劃「國家防災日」推動「全國學生地震演習」活動，

「抗震保安，感動123」之主軸辦理：本校定於開學後(9月24日)
實施，相關計畫另行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蹲下、掩護、穩住3個要領-為本次演練重點，考量疫
情，停辦疏散、集合點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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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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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緊急通報處理平安專線

07-3220809

提供友善溫馨學習環境，維護學生安全

學務處‧軍訓室(校安中心)關心您!

敦品勵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學校用心

家長放心

學生開心

友善校園溫馨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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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軍訓室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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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KAOHSIUING MEDICAL UNIVERSITY  

再次恭喜各位家長及歡迎同學 

加入高醫的大家庭成為高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