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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 102 學年度第 6 次行政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3 年 2 月 26 日 15: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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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記錄人員：黃杏如 

 
壹、 報告事項 

院長報告： 
1. 104年度系所暨通識教育自我評鑑作業時程規劃，103年下半年（103.9.23~103.11.28）

內部自我評鑑，103.12.31 繳交內部評鑑結果報告書，104.5.1~104.5.20 辦理實地訪

評。 
2. 本學院 103 年度國際協同經費預估約 26 萬元，請各學系通知教師於 4 月 15 日前提

出，以便學院統籌經費之分配。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1. 本學系自我評鑑作業已於2/10(一)召開第1次籌備會議，討論104年度系所暨通識教

育自我評鑑之評鑑效標調整需求表。 
2. 「學士班學生修讀碩士班課程(預研生)」，為鼓勵本學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留在

本學系就讀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年限，共有5人提出申請，

正將核准名單送教務處核定。 
3. 「外籍碩博士生招生」，本系已規劃窗口，擔任與教務處與國際事務處之橋樑，承

辦外籍生欲報考本系之碩/博士班(名額5/3人)之事宜，包含相關網頁關鍵字蒐尋，英

文申請書與簡介。 
4. 「學生實習」，將於2月底公布實習單位，預計3月底完成名額甄選，請鼓勵大學部

學生參加實習活動。 
5. 演講事宜：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1. 本學系 3 月 12 日至 14 日邀請傑出系友 85 級比利時魯汶大學助理教授連文慧博士及

比利時魯汶大學副教授 Dr. Yves Jossinv 蒞校協同教學，另邀請 5 月 19 日邀請日本

京都大學靈長類研究中心 Dr. Michael A. Huffman 蒞校訪問並專題演講。 

演講日期 演講者 服務機關 地點 

103 年 3 月 5 日 楊皓(Haw Yang)副教授 普林斯頓大學化學系 

國研大樓

03201 

103 年 3 月 12 日 陳炳宇教授 中興大學化學系 

103 年 3 月 19 日 陳美瑾助理教授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103 年 3 月 26 日 謝忠宏助理教授 淡江大學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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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學系職涯導師本學期安排數場職涯座談、一場模擬面試及職場參訪等活動。 

3. 本學系黃斌助理教授 3 月 21 日應邀至屏東中學進行招生座談會。 

4. 本學系新聘外籍教授譚漢詩博士(Dr. Hans-Uwe Dahms)103 年 3 月 1 日到校服務。 

5. 本學系 103 學年度陸生碩士班招生名額 1 名。 

 
生物科技學系： 
1. 本學系 3 月份舉辦 2 場特別演講，分別於 103 年 3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1:00 邀請

中央大學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研究所陳健生副教授，演講題目 : Profiling 
lipid-protein interactions using nonquenched fluorescent liposomal nanovesicles and 
proteome microarrays。103 年 3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3:00 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分
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喻秋華副研究員，演講題目: 斑馬魚之肝癌模式及藥物篩選平
台之建立。歡迎本學院教師踴躍參加。 

2. 本學系 103 學年度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指定項目甄試面試將於 103 年 3 月 28 日
（星期五）舉行，錄取名額 15 名。 

3. 生技系系學會將於 3 月 24 日至 3 月 28 日舉辦生技週活動，內容包括球賽、義賣、
演講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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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醫一甲子刊物院及三系內容。 

2. 學海築夢計畫。 

 
研究發展組-陳逸夫組長報告： 
1. 本學院 4/23-4/24 研討會議程。 

 
參、上次會議執行追蹤:無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討論 3 月 20 日 102 學年度第 6 次校行政會議報告內容。 
 決議： 

1. 為鼓勵本學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留校就讀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習之效果

及縮短修業年限，本學院所屬學系103學年度「學士班學生修讀碩士班課程(預
研生)已申請截止，各學系申請人數分別為：化學系5名，生物系14名，生技系

3名，依規定核准名單於3月底前送教務處核定。 
2. 本學院所屬學系自我評鑑104年度系所暨通識教育自我評鑑之評鑑效標調整分

別已召開會議討論。化學系2月10日召開第1次籌備會議討論，生物系2月7日召

開102學年度第4次系務會議討論，生技系2月12日召開102學年度第5次系務會

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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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學院所屬學系3月份舉辦之專題演講明細如下 
化學系：3月5日楊皓(Haw Yang)客座教授（普林斯頓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3月12日陳炳宇教授（中興大學化學系）、3月19日陳美瑾助理教授（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3月26日謝忠宏助理教授（淡江大學化學系）。 
生物系：3月12日至14日邀請傑出系友85級比利時魯汶大學助理教授連文慧

博士及比利時魯汶大學副教授Dr. Yves Jossinv 蒞校協同教學。 
生技系3月14日(星期五)下午1:00中央大學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研究所陳健

生副教授，演講題目: Profiling lipid-protein interactions using nonquenched 
fluorescent liposomal nanovesicles and proteome microarrays；3月20日(星期四)
下午3:00邀請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喻秋華副研究員，演講

題目: 斑馬魚之肝癌模式及藥物篩選平台之建立。 
4. 本學院將於4月23至4月24日承辦「高醫一甲子系列活動-生命科學暨藥學研討

會:小分子藥物開發」，議程規劃如下： 
日期 時間 主持人 講員 講題

4/23 
Ｗed. 

9:30~9:40 Opening Speech 高雄醫學大學 陳宜民 副校長

9:40~10:40 王記慧
副教授 

王志鉦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
應用化學系 

Synthesis and antitumor
activity of novel bis 
(benzylidene-benzenamine)
disulfides 

10:40~11:00 coffee break 
11:00~12:00 張學偉

教 授 
陳 正 總經理
健亞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特色藥廠於利基市場的挑戰

12:00~13:30 lunch 
13:40~14:40 陳逸夫

副教授 
謝興邦 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
與藥物研究所 

多靶點標靶抗癌候選藥物之研發

14:40~15:40 曾誠齊 
教 授 

郭盛助 講座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Synthesis of Azaflavonoid
Analogs as Anti-tumor 
Agents 

15:40~16:00 coffee break 

16:00~17:00 王麗芳 
教 授 

顧曼芹 總經理 
潤惠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新藥選題的標準與策略 

4/24 
Thu. 

9:30~10:30 張夢揚
教 授 

王英基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
應用化學系 

3,4-dihydroisoquinolin-1(2
H)-ones from 
o-oxiranylmethylbenzonitri
le intermediates and 
TBAB/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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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50 王麗芳 
教 授 

胡宇方 副總經理 
台灣東洋藥品製劑研
發中心  

台灣小分子藥物製劑的開發及全
球市場機會 

11:50~13:20 lunch

 
13:20~14:20 

高佳麟
副教授 

孫仲銘 教授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Enantioselective synthesis
of (R)-Silodosin by  
ultrasound-assisted 
diastereomeric 
crystallization 

14:20~15:00 綜合討論(102學年度學生論文壁報口頭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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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度系所評鑑效標調整案。 
  說明：化學系(附件 1)、生物系（附件 2）及生技系（附件 3）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下次追蹤時間  月 / 日 （星期○）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提案三  
  案由：本學院第一教學大樓 11F 空間調整案。(附件四) 
 決議： 

請各學系將初步規劃內容回系上討論是否可行，調整內容如下： 
1. N1116 生技系 
2. N1118 及 N1119 學院公用細胞培養室並由生技系規劃使用管理辦法。 
3. N1114、N1114A 及 N1114B 學院公用討論室。 
4. N1125、N1126 生物系。 
5. N1117 學院公用空間彈性其使用辦法及相關規定由綜合組組長規劃。 
6. N1120、N1123 學院公用儀器室 
7. N1124、N1117A~D 化學系。 

上述未說明之空間比照之前空間規劃。 
      （■下次追蹤時間 3 月 26 日 （星期三）    □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下次會議追蹤事項-本學院第一教學大樓 11F 空間調整案 

柒、下次會議預定討論提案- 

捌、散會：2 月 26 日下午 5 時 30 分整。 
玖、下次會議時間：103 年 3 月 26 日(星期三)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