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全校學生社團社長座談會流程表 

日期：109年 06月 08日(星期一) 、06月 09日(星期二)12：00- 13：10             

地點：IR201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12:00-12:10 報到  

1.簽到並領取會議資料 

2.核對資料並請詳閱資料 

3.社團互動交流 

12:10-12:15 主席致詞 

課外組 

陳以德組長 

12:15-12:20 性別平等宣導 
生輔組 

李嘉苹小姐 

12:20-12:40 課外活動組組務報告 
 課外組 

王慶煌先生 

12:40-12:50 學生會會務報告 
報告人： 

第十六屆學生會會長林妘潔 

12:50-13:00 提案討論  

13:00-13:10 臨時動議  

13:1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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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全校社團社長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06月 08、09日中午 12時 

開會地點：IR201教室 

主持人：課外組陳以德組長                  紀錄：王慶煌先生 

出席者：學生會長及幹部、各社團社長、各系學會會長 

列席者：課外組陳以德組長、生輔組李嘉苹小姐、楊秋蓮小姐、康雅

婷小姐、王慶煌先生、陳玫伶小姐、鄭蕙瑾小姐 

 

壹. 師長致詞： 

    陳以德組長：各社團在暑假期間辦理活動時，也要遵守相關的防

疫措施；很多社團都在交接期，學校的防疫規定請務必列入交接，希

望社團能充分配合推動防疫新生活規範。 

 

貳. 業務報告 

一、 生輔組李嘉苹小姐：性別平等業務宣導(如附件 1) 

二、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課外活動組業務報告資料(如附件 2) 

 

參. 學生會會務報告 

    第十六屆學生會會長林妘潔：詳如附件 3  

肆. 提案討論(無)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09年 06月 08日 13時 05分散會 

      109年 06月 09日 13時 05分散會 

 



性別平等宣導
高雄醫學大學

活動辦理注意事項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



高醫的性平宣示

學校教職員工生
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
應尊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防治準則第六條)。

性別尊重。友善校園

2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
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
騷
擾

3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常
見
樣
態

探詢他人的隱私、性傾向、性生活 不受歡迎的肢體接觸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利用職權或機會脅迫對方

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的過度追求或暴力分手

講黃色笑話或是具性暗示的言語 向他人展示色情圖片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
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性
騷
擾

性
霸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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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見
樣
態

嘲笑或非議他人的性別特徵、性別特質，如：「波霸」、「娘娘腔」

發表歧視不同性傾向的言語，如：「死gay」

傳遞與性有關令人討厭的紙條或謠言



學生活動觸犯性平法
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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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牙醫系宿營宣誓詞事件 宣誓詞中含有不妥字眼

台大雄友之夜事件 仿色情片照片和劇情的宣傳文案

屏科大迎新事件 隊呼中含有性器官等不雅字眼

長榮大學宿營事件 麵包放下體叫學妹吃

中原大學迎新事件 要求隊員脫光衣褲闖關

景文科大迎新事件 要求學弟妹脫掉內衣褲、脫光男生身上放
食物要求女生用嘴咬，學長姊於事後被檢
察官依強制罪起訴

從活動宣傳到內容設計，每個環節都要特別小心注意!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42214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322/1081868/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91061
https://udn.com/news/story/7317/3386818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921/37788263/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678512


學生活動觸犯性平法
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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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科自動化、中臺護理迎新事件 用系所名稱設計帶有不雅負面文義之諧音
文字活動主題。

清華大學「工廷計女」宿營

淡江大學社團臉書宣傳事件 具有性別歧視內容的臉書宣傳文。

使用網路平台時，發言避免使用帶有髒話
或惡意、猥褻的言詞表達辱罵或對他人進
行騷擾。
擔任網路發言平台管理者也應善盡管理之
責。

從活動宣傳到內容設計，每個環節都要特別小心注意!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009/577012.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925/781699.htm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514003420-260402?chdtv


避免性別事件發生!
• 不當的命令、口號、宣誓詞、問答題目、肢體碰觸、
裸露、強制行為…等，請於活動環節設計時多加注意。

• 活動內容需要設計者的相互討論及監督，確保不會有
符合性別事件態樣的環節

1.不確定活動內容是否為參加者所歡迎，寧可先不要
排入環節。

2.如果察覺到活動內容是不受歡迎時，應立即停止。

• 「尊重」每個人的主觀感受、身體自主及性別特質。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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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遇到性騷擾等狀況時
該怎麼辦?

當你/妳遭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等狀況時，
首先要確定自己的感覺。
不論對方是善意或無意的行為，還是惡意的騷擾，
只要讓對方知道你覺得不舒服，對方就應該尊重你的感受。

判斷狀況，視情況選擇是要勇敢大聲地說「不」，
或是婉轉告知對方；是要直接做出反抗，或是請求旁人協助。

盡可能詳細地紀錄下事情發生的經過，
有助於未來若想提出申請調查時，可作為證據之用。
向學校提出調查申請時，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來負責處理
校園性騷擾問題，並提供給被害人必要的協助。

1

2

3

8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摘錄自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例調查處理實務手冊



高醫性平會聯絡資訊

高雄醫學大學性平會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頁

law@kmu.edu.tw

申請調查窗口:高雄醫學大學學務處生輔組李小姐

亦可撥打24小時專線07-3220809尋求及時協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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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全校社團社長座談會報告資料 

 

(一) 學輔經費、募款經費：配合本校會計時程，本學期學輔經費核銷資料請於

109年 6月 28日(五)下午 17時前，送至課外活動組，補助之成果報告請

上資訊系統填寫列印，並經輔導老師簽名後交至課外活動組。109年 6月

30日(二)以後辦理之活動請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核銷，至遲於 109 年 7月

13日(一)下午 17時前核銷完畢。 

備註：學輔經費及深耕計劃經費皆為教育部補助經費，同一活動不可同時

申請兩筆補助，如有重複申請之情事，請速通知承辦人放棄補助。 

(二) 108學年度第 4次社團審議委員會將於 109年 06月 17日(三)中午 12時假

濟世大樓第下二樓學生巧思創意空間召開。(請各屬性社團委員代表務必準

時出席參加) 

(三) 109學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月 30日止，填表單報名 

活動方式： 

第一梯次：109年 8月 24日至 8月 25日止，參加社團:學生會、系學會、 

          服務性社團、聯誼性社團。 

第二梯次：109年 8月 26日至 8月 27日止，參加社團:學生會、學藝性社 

          團、音樂性社團、體能性社團、康樂性社團。 

活動地點：高雄市澄清湖水漾會館 

109集合地點：國際學術研究大樓玄關 

報名網址： 

備註：本活動為年度重要社團幹部訓練，請新社長務必出席，如社長不克

參加，請另派代表出席，未出席參加者酌扣當年度平時評鑑成績及不補助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基本運作費。如因故需更換參加人員請於 109年 8月 1

日前通知承辦單位課外活動組。 

(四) 為提升學生社團辦理活動核銷學校經費之效率，建議各社團及系學會應落

實社團幹訓及經驗傳承，且負責核銷社團經費人員應先行檢核，再向課外

組各承辦人員辦理核銷，避免一錯再錯的問題影響經費核撥。 

(五) 為因應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各社團辦理活動必須填寫集會風險評估表、防疫

及應變計畫、活動申請表及企畫書向課外組申請，若無向課外組申請活動，

則場地及器材不予借用。 

(六) 於山區或土石流警戒區進行戶外活動之社團加強注意活動人員之人身安

全，並且於活動前提出活動申請報備，若於活動期間遇到颱風等天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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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依照學校校安中心的指示，延後或結束活動。 

(七) 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核備，並請輔導老師輔導。

學生活動期間原則上以非上課期間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需於上課期間進

行社團、學系及班級活動者（以 2日為限），需經相關課程授課老師、系主

任及學院院長之核准，並送學務處核備後且完成請假程序，始得辦理。 

(八) 學生社團活動不得以辦理活動為理由向學校申請公假。 

(九) 請各社團贈送及販賣食品之活動，必須符合社團宗旨，且須事先擬定衛生

安全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方准予活動。此外，不得於教室、社團辦

公室等場地煮食及用火；另要有活動申請才能預借場地。 

(十) 近年來詐騙事件層出不窮，如有接獲來路不明之電話，或有發現相關可

疑之詐騙事件，請不要輕易上當受騙，應立即向校安中心反應，或報警

處理。 

(十一) 社團辦理活動申請，企劃書內容要與活動執行內容相符，宣導文宣不可

誇大不實並請注意社會觀感問題。 

(十二) 社團移交資料於即日起可上網填寫，填寫後列印紙本資料，並經新舊任

社團負責人及輔導老師簽名後繳交至學務處，繳交期限為 6月 30日(星

期二)17：00前，如有特殊狀況請洽各屬性社團承辦人。 

(十三) 請各社團注意停社之規定，並辦理相關後續事宜： 

   ◎社團停止活動及解散 

     停社： 

     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者，停止社團活動（以下簡稱停社）： 

一、 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 

  召開社員大會時，應由社團輔導老師簽准後，申請停社。 

二、 社團有一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年內未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更新社團資料者。連續二年停社者，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 

      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 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被處以停社處分者。 

   第二十七條 社團之懲罰： 

            學生社團違反法令、校規、本辦法規定或公序良俗 

            者，除行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分外，學務處經召 

            開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對社團依情節之輕重予以 

            下列之處分： 

一、 警告並列入記錄，作為社團評鑑與經費補助審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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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 

三、 停止活動（停社處分）。 

四、 解散社團並撤銷登記。 

◎學生社團之解散： 

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解散之決議，檢附申請書報請學務處核准

後解散之，後送本委員會備查。有二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二年內未

至學務處更新學生社團資料者，得由學務處提報解散申請案送交本

委員會審議後解散。 

   ◎學生社團停社或解散後之財務處理： 

社長須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財產之清點及清

理並歸還學生社團辦公室空間使用權等。未清理完畢遺留之財產，

視同遺棄物處理。社長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學生社團財產清點及繳交

者，經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再次通知仍未於一個月內辦理者，得提交

本委員會討論建議懲處。 

＊備註：連續兩年未參加社團評鑑，且評鑑成績為丁等社團者，以停

社懲處。 

(十四) 109年暑假器材借還須知 

配合 109年 8月 31日社團嘉年華，本組器材將於 109年 8月 28日(五)

至 109年 9月 1日(二)進行管制，除社團嘉年華活動外，暫不外借，

109年 8月 28日(五)前之活動須於 109年 8月 28日(五)12時前全數

歸還完畢。 



108-2第二次社長大會

高雄醫學大學第十六屆學生會



收支表

NTD 671,537



六月分活動

• 6/8、6/9 12:00 社長大會

• 6/10 12:00 高醫青年領袖與校長座談會

• 6/11、6/12 18:00 法律知能研習

• 6/16 12:00 活動部《粽望所歸活動》

• 原定社團星光大道延期至109-1



KMU 夏季T

• 聯絡窗口→高雄醫學大學KMU.classic t-shirt

https://www.facebook.com/KmuGoodTshirt/


THE LAST！

• Hi！第十七屆新任會長



THANK YOU

高雄醫學大學第十六屆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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