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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KMU典範、關懷同行、榮耀高醫
「107學年度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輔導」紀實

■學務處 張松山主任、程言美、周汎澔學務長

對於本校107學年度新鮮人1,697位(大

學部1,269名、研究所428名)同學而

言，2018年9月11日是個值得歡慶與祝福的

日子，屬於高醫新鮮人的開學典禮暨入學

輔導於是日上午假綜合集會場盛大舉行，

在鐘育志校長與陳建志董事長的恭喜與歡

迎勉勵致詞，楊俊毓副校長、各處處長、

附屬醫院各院長、各學院院長與學系主任

的同聲祝福期許聲中，正式開啟了精采的

學習與研究生涯。

鐘校長介紹師長後，首先指出本校創

立於1954年，是全臺第一所私立醫學院，

1999年改名為高雄醫學大學，所以也是全

臺第一所私立醫學大學。「尊重生命、追

求真理」是本校的核心價值；「誠信篤

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是

鐘校長所提出的治校理念，承繼「樂學至

上、研究第一」的典範，與本校全體教職

員工同仁實踐「人才至上、培育第一；誠

信至上、創新第一；學生至上、跨域第

一；病人至上、團隊第一」。

本校創校之初，杜聰明院長延攬當時

全臺灣頂尖師資，培育醫牙藥護相關專業

領 域 之 學 子 ， 時 至 今 日 ， 已 培 養 出

48,000位醫學及各領域傑出人才。校長特

別提到已徵詢有33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表達

願意蒞校進行教學、研究等合作與指導，

除了肯定本校之教學成就外，更是全校師

生的一大福音。希望同學在高醫大求學期

間，能找到自己人生的「Mentor」，給予

自己在大學與研究所學習這個階段各項的

建議與指引。

校長勉勵大家學習必須要有趣，才有

原動力，未來學校將以人為本，系統性地

規劃跨域學程，與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交

通大學合開網路視訊跨域學程，藉此厚實

學生競爭力；更舉甫獲雅加達亞運直排輪

金牌的物理治療學系趙祖政同學為例，勉

勵每位學生均能成為跨域的斜槓達人。同

時，期許大家在追求研究與專業知識時，

要謹記誠信與創新是在研究學術和職涯上

必須兼顧的準則。在恪守誠信與倫理原則

下產出的成果，才是真正的目標。因此，

希望大家從繳交的作業、碩博士論文，到

論文投稿，都必須審視所有原始資料，不

能逾越學術誠信的規範。

更重要的是大一新鮮人在進入大學之

門後，要培養不會被AI人工智慧取代的能

力，也就是深化個人人文涵養，同時結合

專業能力來關懷弱勢、貢獻所長以服務社

會。高醫一路走來傳承了對社會責任的實

踐；諸如本校35位榮獲「醫療奉獻獎」、

19位獲得「全國醫療典範獎」、26位榮獲

「全國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暨服務奉獻

獎」的教師與校友，他們實踐了「己立立

人、己達達人」，是高醫人的驕傲與典

範。今年，本校在第一屆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博覽會中榮獲頒贈USR(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最佳實踐獎，衷心期盼各位新鮮人

能接續追隨典範、投入關懷行動，讓更多

偏鄉、弱勢得以被看見、被關懷。校長更

以英國物理學大師史蒂芬‧霍金在2012年

倫敦殘障奧運中說過：「記得仰望星空，

別老是俯視腳步，試著為你眼前的事物尋

找意義，驚嘆這宇宙如何形成。請記著要

保持好奇心。無論生命歷程有多艱難，你

也有機會有所成就，重點是不要放棄。」

在就職典禮上，校長向所有貴賓展示你們

學長姊所設計的社團幹部培訓營T-shirt，上

面寫著「Hello, I want to be with you; Let's 

be together.」呼應了African Proverb「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讓現場來賓瞭解我

們高醫學子的創造力、包容力與凝聚力，

能夠同行致遠，盡情地揮灑想法，探索生

活，創造生命價值。

最後，校長以大家一起累積高醫未來

榮耀勉勵同學，在高醫大的栽培下能成為

未來跨域的領導者，今日您以身為高醫人

為榮，明日高醫大以您們為榮，並以今年

在雅加達亞運風光贏得一金一銀體操選手

唐嘉鴻獲獎時說：「親愛的（臺灣）高

醫，我帶著榮耀回來了！」鼓勵與期許在

場每位新鮮人。典禮在校長感謝全體師長

與祝福全體新鮮人身體健康、快樂學習、

日新月異聲中圓滿落幕。

開學典禮後接著是新生入學輔導各項

琳瑯滿目的活動；包括學生會迎新介紹、

新生服務事務簡介(包含教務、學務、總

務、圖書資訊、申訴制度、法規事務、性

別平等、反詐騙、性霸凌、消防防災、防

震、租屋、交通安全與校園安全等)、心理

職涯測驗、大學入門與通識教育介紹等包

羅萬象，期能提供新鮮人一友善、安全、

溫馨與和諧之學習環境。「社團嘉年華」

早在開學典禮前已熱鬧登場，本次活動匯

集全校各性質社團聯合舉辦，計有靜態社

團擺攤展示及動態社團表演等活動，讓新

鮮人能充分的體驗到高醫社團的活力與多

元性，共約1,800名學生參與。另外「高醫

書院相見歡及迎新共膳」於開學典禮當天

辦理，書院相見歡由各書院的書院導師及

學習助理規劃小家迎新，迎新共膳活動由

書院長鐘育志校長、副書院長楊俊毓副校

長與書院執行長周汎澔學務長開場，並舉

辦群育競賽(包含隊呼比賽以及團隊合作活

動)，熱絡各書院彼此情感，共約1,100名

學生參與此活動，同學活潑熱情嗨到最高

點，也為新生入學輔導活動留下美好歡樂

的記憶。

▼107學年度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輔導

▲鐘育志校長致詞



焦點校聞

07 08

焦點校聞

傳承KMU典範、關懷同行、榮耀高醫
「107學年度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輔導」紀實

■學務處 張松山主任、程言美、周汎澔學務長

對於本校107學年度新鮮人1,697位(大

學部1,269名、研究所428名)同學而

言，2018年9月11日是個值得歡慶與祝福的

日子，屬於高醫新鮮人的開學典禮暨入學

輔導於是日上午假綜合集會場盛大舉行，

在鐘育志校長與陳建志董事長的恭喜與歡

迎勉勵致詞，楊俊毓副校長、各處處長、

附屬醫院各院長、各學院院長與學系主任

的同聲祝福期許聲中，正式開啟了精采的

學習與研究生涯。

鐘校長介紹師長後，首先指出本校創

立於1954年，是全臺第一所私立醫學院，

1999年改名為高雄醫學大學，所以也是全

臺第一所私立醫學大學。「尊重生命、追

求真理」是本校的核心價值；「誠信篤

實、跨域創新、典範傳承、同行致遠」是

鐘校長所提出的治校理念，承繼「樂學至

上、研究第一」的典範，與本校全體教職

員工同仁實踐「人才至上、培育第一；誠

信至上、創新第一；學生至上、跨域第

一；病人至上、團隊第一」。

本校創校之初，杜聰明院長延攬當時

全臺灣頂尖師資，培育醫牙藥護相關專業

領 域 之 學 子 ， 時 至 今 日 ， 已 培 養 出

48,000位醫學及各領域傑出人才。校長特

別提到已徵詢有33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表達

願意蒞校進行教學、研究等合作與指導，

除了肯定本校之教學成就外，更是全校師

生的一大福音。希望同學在高醫大求學期

間，能找到自己人生的「Mentor」，給予

自己在大學與研究所學習這個階段各項的

建議與指引。

校長勉勵大家學習必須要有趣，才有

原動力，未來學校將以人為本，系統性地

規劃跨域學程，與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交

通大學合開網路視訊跨域學程，藉此厚實

學生競爭力；更舉甫獲雅加達亞運直排輪

金牌的物理治療學系趙祖政同學為例，勉

勵每位學生均能成為跨域的斜槓達人。同

時，期許大家在追求研究與專業知識時，

要謹記誠信與創新是在研究學術和職涯上

必須兼顧的準則。在恪守誠信與倫理原則

下產出的成果，才是真正的目標。因此，

希望大家從繳交的作業、碩博士論文，到

論文投稿，都必須審視所有原始資料，不

能逾越學術誠信的規範。

更重要的是大一新鮮人在進入大學之

門後，要培養不會被AI人工智慧取代的能

力，也就是深化個人人文涵養，同時結合

專業能力來關懷弱勢、貢獻所長以服務社

會。高醫一路走來傳承了對社會責任的實

踐；諸如本校35位榮獲「醫療奉獻獎」、

19位獲得「全國醫療典範獎」、26位榮獲

「全國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暨服務奉獻

獎」的教師與校友，他們實踐了「己立立

人、己達達人」，是高醫人的驕傲與典

範。今年，本校在第一屆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博覽會中榮獲頒贈USR(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最佳實踐獎，衷心期盼各位新鮮人

能接續追隨典範、投入關懷行動，讓更多

偏鄉、弱勢得以被看見、被關懷。校長更

以英國物理學大師史蒂芬‧霍金在2012年

倫敦殘障奧運中說過：「記得仰望星空，

別老是俯視腳步，試著為你眼前的事物尋

找意義，驚嘆這宇宙如何形成。請記著要

保持好奇心。無論生命歷程有多艱難，你

也有機會有所成就，重點是不要放棄。」

在就職典禮上，校長向所有貴賓展示你們

學長姊所設計的社團幹部培訓營T-shirt，上

面寫著「Hello, I want to be with you; Let's 

be together.」呼應了African Proverb「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讓現場來賓瞭解我

們高醫學子的創造力、包容力與凝聚力，

能夠同行致遠，盡情地揮灑想法，探索生

活，創造生命價值。

最後，校長以大家一起累積高醫未來

榮耀勉勵同學，在高醫大的栽培下能成為

未來跨域的領導者，今日您以身為高醫人

為榮，明日高醫大以您們為榮，並以今年

在雅加達亞運風光贏得一金一銀體操選手

唐嘉鴻獲獎時說：「親愛的（臺灣）高

醫，我帶著榮耀回來了！」鼓勵與期許在

場每位新鮮人。典禮在校長感謝全體師長

與祝福全體新鮮人身體健康、快樂學習、

日新月異聲中圓滿落幕。

開學典禮後接著是新生入學輔導各項

琳瑯滿目的活動；包括學生會迎新介紹、

新生服務事務簡介(包含教務、學務、總

務、圖書資訊、申訴制度、法規事務、性

別平等、反詐騙、性霸凌、消防防災、防

震、租屋、交通安全與校園安全等)、心理

職涯測驗、大學入門與通識教育介紹等包

羅萬象，期能提供新鮮人一友善、安全、

溫馨與和諧之學習環境。「社團嘉年華」

早在開學典禮前已熱鬧登場，本次活動匯

集全校各性質社團聯合舉辦，計有靜態社

團擺攤展示及動態社團表演等活動，讓新

鮮人能充分的體驗到高醫社團的活力與多

元性，共約1,800名學生參與。另外「高醫

書院相見歡及迎新共膳」於開學典禮當天

辦理，書院相見歡由各書院的書院導師及

學習助理規劃小家迎新，迎新共膳活動由

書院長鐘育志校長、副書院長楊俊毓副校

長與書院執行長周汎澔學務長開場，並舉

辦群育競賽(包含隊呼比賽以及團隊合作活

動)，熱絡各書院彼此情感，共約1,100名

學生參與此活動，同學活潑熱情嗨到最高

點，也為新生入學輔導活動留下美好歡樂

的記憶。

▼107學年度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輔導

▲鐘育志校長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