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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 102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2 年 10 月 30 日 16：00-17:20 
開會地點：第一教學大樓 9FN935 
主席：王麗芳院長 
出席人員：王麗芳、張夢揚、張學偉、陳炳宏、陳喧應、謝寶森、陳逸夫、

鄭添祿（請假）   

列席人員：柯瓊惠、黃杏如、李文婷、谷涵茵 

記錄人員：黃杏如 

 
壹、 報告事項 

院長報告： 

1. 本學院 101 學年度教師獲獎明細： 

(1)技術移轉卓越獎(技轉金額 200 萬以上)：鄭添祿  

(2)產學合作卓越獎(產學合作金額 183 萬以上)：賴辰雄 鄭添祿  

(3)產學合作績優獎(產學合作金額 99 萬以上)：張學偉   

(4)產學合作優良獎：杜采潓  

(5)專利獲證教師：王志鉦、鄭添祿、王英基、曾誠齊、王麗芳、張學偉、陳喧應  

(6)全國性創新創業獲獎團隊  

A. 第 8 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賽創業組第 1 名  

指導老師：鄭添祿  

參與人員：謝元欽 林文瑋 莊智弘 曾明洋  

B. 第 8 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賽創業組第 3 名  

指導老師：鄭添祿  

參與人員：鄭以安 高千涵 胡翠文 蔡亞倫 何愷文 蔡佳蓉  

C. 南科創新創意創業競-金牌獎  

指導老師：鄭添祿  

參與人員：謝元欽 林文瑋 莊智弘 曾明洋  

(7)2012 年研究績優教師  

A. 優秀論文獎 (IF>5.0 者或領域排名前 10%，51 名)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添祿 教授 7.24% 10.677/6.12% 7.837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鉦 教授 9.09% 6.142/9.09% 6.142/2.82% 5.535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張夢揚 教授 9.09% 6.142/9.09% 6.142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麗芳 教授 5.66% 7.041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信允 副教授 12.50% 6.378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英基 教授 9.09% 6.142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泊余 教授 9.33% 4.387  

生物科技學系 林盈廷 副教授 3.03% 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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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學系 陳炳宏 副教授 8.06% 3.334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永福 助理教授 9.68% 3.010  

B. 研究計畫績優獎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添祿 教授  

生物科技學系  邱建智  副教授  

C. 研究成果績優獎一般教師組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學偉 教授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麗芳 教授  

(8)101 學年度績優導師：黃斌助理教授 

(9)101 學年度績優輔導師：黃博瑞助理教授 

(10)101 學年度教學優良：謝寶森教授、李景欽副教授 

(11)校友會優秀論文獎：張學偉教授、王麗芳教授 

2. 校方已同意本學院優先規劃 N1235 為公用細胞培養室，並由本校搬遷預算之結餘款

核撥 70 萬元採購單人無菌操作台、CO2 培養箱及門禁系統。 

3. 本校自我評鑑作業內評延至 103 年下半年，外評為 104 年上半年。 

4. 本校 60 週年校慶文史作業近期內即將展開，本學院由謝寶森組長及林淑芬小姐擔任

聯絡窗口。 

5. 本學院所屬學系 103 學年度碩、博班甄試入學報名情況： 

學  系 學  制 招名額 報名人數 

化學系 碩士班 12 20 

博士班 2 2 

生物系 碩士班 7 17 

生技系 碩士班 8 8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1. 關於學系事務：(i)本學系擬聘任普林斯頓大學化學系楊皓(Yang Haw)副教授為本校

兼任客座副教授事宜，目前正在作業中。(ii)本學系擬聘任嘉義大學化學系應用化學

系暨研究所蘇明德教授為本校合聘教授，已提交簽呈送學校審議。(iii)本學系研究所

招生事宜：碩士班(12名)與博士班(2名)之甄試日期訂於11月18日(星期一)，已對系上

之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進行宣傳。 
2. 關於學生事務：本學系醫化組今年招收一名陸生(陳O瑜)，教育部為了解政策執行的

影響與相關檢討改善，委託銘傳大學進行「陸生來臺就學政策影響」問卷調查。「系

上任課教師」與「系上修課同學」將登錄「陸生來臺就學政策影響」之網路問卷平

臺，依據不同身分別，點選所屬問卷進行填寫。今年之陸生招生比照去年，相關作

業已繳交，確定之名額將由學校匯整，報教育部後審核通過，才能確認。 
3. 關於演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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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1. 本學系 10 月 18 日邀請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自然資源學院 Dr.Dale R. 

McCullough 教授蒞校訪問演講，Dr.Dale R. McCullough 其研究專長為大型哺乳動物

之行為、族群及經營管理，講題：My Wildlife Rsearch in Taiwan。 

2. 本學系依照本校 102 學年度主管共識營之決議辦理與中山大學合聘事宜，經本學系

102 年 10 月 15 日 102 學年度第 2 次系務會議決議合聘張學文教授、宋克義教授、

陳孟仙教授、江友中副教授、黃弘文助理教授、李昆澤助理教授等 6 位，並且已通

知 6 位老師提供相關審查資料。 

3. 本學系系學會於 10 月 22 日舉辦系友回娘家及模擬面試活動，系友回娘家邀請陳惇

聿系友（生物繪畫、生態攝影）、何原彰系友（本校學士後醫）、朱佩瑜系友（成

大生物資訊暨訊息傳遞所）；模擬面試邀請喬本生技研發處詹佑忠系友及林建昇系

友擔任面試官。 

4. 本學系及生技系參與本校碩士班課程分流計畫，依照就業及升學管道規劃適當之課

程。 

 
生物科技學系： 
1. 103 學年度本學系碩士班甄試報名截至 10 月 28 日止報名人數 8 人，生技醫藥產業

研發碩士學位學程報名人數 0 人。 
2. 本學系將於 102 年 12 月 17 日(星期二)邀請岑祥生技公司樓一強副總經理至本學系

進行特別演講，演講題目：(1)蛋白質生技產品之研發、應用、品管與運銷、(2)生
技服務業之我見。歡迎本學院教師踴躍參加。 

 
各組報告： 
綜合業務組-陳喧應組長報告： 
1. 本學院第一教學大樓 11F 空間規劃案。 
2. 本校 12 月份國際化訪視，英文網頁建置問題。 
 
教學發展組-謝寶森組長報告： 

日期 演講者 任職單位 演講題目 

11/06 羅順原教授 中興化學系 

Concise Synthesis of alpha-GalCer and Its 
Analogs: Including Unusual Wittig Diene 
Formation and Unexpected Mitsunobu 
Cyclization 

11/20 張崇毅教授 中研院生化所 
Structural mechanisms for covalent inhibition 
and processive proteolysis of the Lon protease 

11/27 陳炳宇教授 中興大學化學系 
Paramagnetic NMR spectroscopy of 
Metalloporphyrins 

11/27 朱達德博士 SGS 副總裁 TBA (職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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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海外實習預計詢問單位：廈門大學、新加坡大學、韓國祥明大學。 

 
研究發展組-陳逸夫組長報告： 

1. 產學營運處推動產學檢測服務平台，以期增加本校與業界之合作機會。 

 
參、上次會議執行追蹤:無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討論 11 月 7 日 102 學年度第 3 次校行政會議報告內容。 
 決議：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1. 本學院所屬學系近期預辦理校外專家學者合聘作業：化學系-普林斯頓大學化

學系楊厚(Yang Haw)副教授為兼任客座副教授、嘉義大學化學系應用化學系

暨研究所蘇明德教授。生物系-合聘中山大學張學文教授、宋克義教授、陳

孟仙教授、江友中副教授、黃弘文助理教授、李昆澤助理教授等 6 位。 

2. 本學院所屬學系演講活動： 

學系 日期 演講者 任職單位 演講題目 

化學系 11/06 羅順原教授 中興化學系 Concise Synthesis of 

alpha-GalCer and Its 

Analogs: Including Unusual 

Wittig Diene Formation and 

Unexpected Mitsunobu 

Cyclization 

化學系 11/20 張崇毅教授 中研院生化

所 

Structural mechanisms for 

covalent inhibition and 

processive proteolysis of the 

Lon protease 

化學系 11/27 陳炳宇教授 中興大學化

學系 

Paramagnetic NMR 

spectroscopy of 

Metalloporphyrins 

化學系 11/27 朱達德博士 SGS 副總裁 TBA (職涯講座) 

生物系 10/18 Dr.Dale R. 

McCullough 

美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

My Wildlife Rsearch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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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自然資源

學院 

3. 本學院所屬學系 103 學年度碩、博班甄試入學報名情況： 

學  系 學  制 招名額 報名人數 

化學系 碩士班 12 20 

博士班 2 2 

生物系 碩士班 7 17 

生技系 碩士班 8 8 

4. 本學院生物系學會於 10 月 22 日舉辦系友回娘家及模擬面試活動，系友回娘家

邀請陳惇聿系友（生物繪畫、生態攝影）、何原彰系友（本校學士後醫）、

朱佩瑜系友（成大生物資訊暨訊息傳遞所）；模擬面試邀請喬本生技研發人

員詹佑忠系友及林建昇系友擔任面試官。 

5. 本學院所屬學系 11 月份教師出國參與國際研討會： 

學系 教師 會議名稱/題目 日期 地點

生物系 謝寶森 

副教授 

海峽兩岸鳥類會議發表論文及

考察 

102/11/06-11/13 杭州 

中國 
 
 提案二  
  案由：本學院執行教卓 2-4 產業研發人才培育計畫進度案。 
  說明：  

1. 規劃「生技產業研發」核心課程、特色跨領域課程與學位學程/陳炳

宏主任或王記慧老師 
2. 生醫核心實驗室-張學偉主任 
3. 融入 PBL-王麗芳院長 
4. 經由跨領域的實作專題學習，訓練學生生物醫學及醫藥化學的跨領域

學習知能、技能與學習態度，提升學生升學及就業競爭力。檢視實作

專題研究學習，課程執行成果-陳喧應組長 
5. 場域/企業實習的媒合與訓練-鄭添祿產學長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場域實習考核指標。 

      （□下次追蹤時間  月  日 （星期  ）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下次會議追蹤事項-海外實習。 

      
柒、下次會議預定討論提案- 
 
捌、散會：10 月 30 日下午 17 時 2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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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下次會議時間：102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三) 下午 4 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