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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 102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2 年 11 月 27 日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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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校 102 年 11 月 19 日本校「103-104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第 2 次討論會議決議，各學院需提供 103 及 104 年度計畫資料，內容包含： 

壹、103、104 年度各年度計畫目標 

貳、103、104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經費預估情形與校務規劃之關聯 

2. 本學院 12 月 9 日（星期一）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Center for Tissure 

Regeneration and Repair 羅世皓教授蒞校訪問演講，當天 10:10 至 11:30 於勵學大樓 3

樓半視聽教室舉辦專題演說，講題為 Focal adhesions in tumorigenesis: the expected and 

unexpected，歡迎全院師生一同參與。 

3. 依教育部 102 年 11 月 1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20166129B 號函，教育部「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第 2 階段（103 年 4 月 1 日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自即日起受理申請，

欲申請學校需於 102 年 12 月 24 日前備文提報計畫書及相關資料提出申請。 

4. 本校網頁系統將更換為 joomla 系統，原系統廠商已不再提供維護服務，請各學系務

必派 2-3 名人員參與課程學習。 

5. 本校 103 年度 校務發展計畫-「學生輔及就業情形」面向佔本計畫之 30％，請各學

系配合在 12 月 20 日前完成 101 學年度畢業生流向調查，並於學系網頁呈現相關統

計資料。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1. 關於學系事務： 

(1)本系依照本校102學年度主管共識營決議及參考中山大學提供有意願教師名單辦

理，通過5位教師合聘案。合聘教師須以協助碩、博士班化學尖端領域特論授課為

主軸，待收齊教師合聘申請表後，再由系上草擬簽呈，將提交學校審議。 
系所單位 合聘教師 專長 
中山大學/化學系 梁蘭昌 教授 無機化學、配位化學 
中山大學/化學系 李志聰 副教授 多功能性材料開發 
中山大學/化學系 王家蓁 助理教授 氣膠態科學、生物物理 
中山大學/化學系 林伯樵 助理教授 醣類合成、生物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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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材料與光電科學系 郭紹偉 副教授 超分子化學、孔洞材料 
(2)本系依目前已合聘教師之狀態如下， 

系所單位 合聘教師 聘期 
中山大學/化學系 吳明忠 教授 聘期103.7.31 
中山大學/化學系 葉文彥 教授 聘期103.7.31 
中山大學/化學系 謝建台 教授 聘期103.7.31 

中山大學/化學系 蔣燕南 副教授
簽呈完成，將召開三級三審教

評會審議。 

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 蘇明德 教授 
簽呈完成，將召開三級三審教

評會審議。 
2. 關於學生事務：本系系學會為推廣國中學生對化學的喜愛，將在102年12月31日於龍

華國中校區舉辦【花化世界】活動，藉由有趣的實作活動帶領學生接觸奇妙的化學

世界。 
3. 關於演講事務：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1. 本學系傑出系友講座 11 月份舉 2 場次，11 月 20 日邀請補教界徐家源老師、雪霸國

家公園陳家鴻技士、衛生福利部謝文欽技士主講；11 月 27 日邀請華經資訊公司謝秉

宸經理、長庚大學陳昶翰助理教授及生技製藥類橋接計畫辦公室專利組柯淑芬專案

經理。 

2. 本學系 102 學年度安全講習將於 11 月 29 日下午 4 時 N216 舉行，課程內容包含：

暗房使用規則、滅菌室管制區域進入設定、純水機及製冰機使用規範、細胞培養室

管制規定及內部儀器使用規範、照膠系統及安全逃生說明等等。 

3. 本學系系學會校外服務-帶動中小學活動，活動地點：新民國小，活動內容如下：10

月 16 日種子的旅行、10 月 29 日彩蝶萬花筒、11 月 28 日原生植物園及 12 月 10 日

飛禽、爬蟲。 

 

 
生物科技學系： 

日期 演講者 任職單位 演講題目 

11/18 
Tohru Yamada 

(山田亨) 
Keio University 
(慶應義塾大學化學系) 

Silver-catalyzed C-C Bond 
Formation with Carbon Dioxide

12/03 朱達德博士 台灣科技檢驗公司副總裁 職涯講座 

12/11 郭士民教授 義守大學生醫工程學系 講題未定 

12/18 劉典謨董事長 景天生技 生技創業歷程 

12/25 蒙國光教授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講題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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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3 學年度本學系碩士班甄試已於 102 年 11 月 18 日舉辦面試，參加面試人數 7 人，

招生人數 8 人;生技醫藥產業研發碩士學位學程，參加面試人數 3 人 ，招生人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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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發展組-謝寶森組長報告： 
1. 學生學習成效長期追蹤資料庫。 
2. 院核心課程-科學倫理教學評量(人社院設計問卷)結果及改進方案。 

3. 與廈門大學的交流合作。 

 
研究發展組-陳逸夫組長報告： 

 
參、上次會議執行追蹤:無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討論 12 月 12 日 102 學年度第 4 次校行政會議報告內容。 
 決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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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Tohru Yamada 

(山田亨) 
Keio 
University 
(慶應義塾大

學化學系) 

Silver-catalyzed C-C Bond 
Formation with Carbon 
Dioxide 

化學系 12/03 朱達德博士 台灣科技檢驗

公司副總裁 
職涯講座 

化學系 12/11 郭士民教授 義守大學生醫

工程學系 
講題未定 

化學系 12/18 劉典謨董事長 景天生技 生技創業歷程 

化學系 12/25 蒙國光教授 交通大學應用

化學系 
講題未定 

生技系 12/9 羅世皓教授 加州大學戴維

斯分校 Center 
for Tissure 

Focal adhesions in 
tumorigenesis: the expected 
and un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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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eration 
and Repair 

生技系 12/17 樓一強副總經理 岑祥生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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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學院所學系學生活動： 

(1)化學系-102 年 12 月 31 日於龍華國中校區舉辦【花化世界】活動，藉由有

趣的實作活動帶領學生接觸奇妙的化學世界。 
(2)生物系- 

I. 傑出系友講座 11 月份舉 2 場次，11 月 20 日邀請補教界徐家源老師、

雪霸國家公園陳家鴻技士、衛生福利部謝文欽技士主講；11 月 27 日

邀請華經資訊公司謝秉宸經理、長庚大學陳昶翰助理教授及生技製藥

類橋接計畫辦公室專利組柯淑芬專案經理。 
II. 帶動中小學活動，活動地點：新民國小，活動內容如下：10 月 16 日

種子的旅行、10 月 29 日彩蝶萬花筒、11 月 28 日原生植物園及 12 月

10 日飛禽、爬蟲。 
3. 本學院各學系 103 學年度碩、博班甄試入學錄取情況  

學  系 學  制 招名額 報名人數 錄取人數 

正取/備取 

化學系 碩士班 12 20 12/8 

博士班 2 2 2/0 

生物系 碩士班 7 17 7/5 

生技系 碩士班 8 7 7/0 

生技醫藥產

業研發碩士

學位學程 

碩士班 4 3 3/0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二  
  案由：本學院各學系 102 年 8 月 1 日至 102 年 10 月 31 日績效表。 
 決議：照案通過。下次資料統計期間為 102/11/1-103/1/31。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三  
  案由：本學院參與道明中學及台南二中活動名單。 
 決議： 由化學系及生技系各派一位同學參與。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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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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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1253 已規劃為本學院公用細胞培養室。 
2. PBL 學生包含國科會暑期大專生。參與計畫學生必須參加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壁報競賽 
3. 由谷小姐設計暑期實習廠商滿意度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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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柒、下次會議預定討論提案-無 

捌、散會：11 月 27 日下午 17 時 30 分整。 
玖、下次會議時間：102 年 12 月 25 日(星期三)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