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軍訓室(校安中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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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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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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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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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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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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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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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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軍訓室黃建嘉 先生   分:2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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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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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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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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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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sa.kmu.edu.tw/index.php/zh-TW/%E5%90%84%E9%A1%9E%E8%A1%A8%E5%96%AE/44-%E7%B7%A9%E5%BE%B5-%E5%84%98%E5%BE%8C%E5%8F%AC%E9%9B%86%E7%94%B3%E8%AB%8B%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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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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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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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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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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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1-6月學校週邊交通事故發生熱點 

13 

1
件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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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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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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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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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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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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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品勵學、實證濟世、深耕國際、永續高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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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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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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