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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102 學年度第 6 次系務會議暨 

第 3 次系所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3 年 4 月 16 日 14：00  

開會地點：第一教學大樓 9樓 N935 

主    席：陳炳宏  主任 

出席人員：陳炳宏、王記慧、胡婉萍、陳逸夫、李景欽、邱建智、林盈廷、廖偉廷、梁世欣、

劉旺達、柯瓊惠 

記錄人員：柯瓊惠  

 

壹、 主席報告 

1. 生命科學院將擬定新分配 11F 學院公用實驗室空間的管理細則，敬請各位老師提供意

見。 

2. 本學系將聘任謝哲宗教授為兼任講座教授一案目前委由邱建智老師進行中。 

3. 敬請各位老師務必踴躍出席大四書報討論課程與碩士班專題討論課程。 

4. 生命科學院研討會將於 4/23-4/24 舉行，敬請各位老師暨實驗室學生踴躍參加各場演

講以及壁報展示。 

5. 有關 103學年度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編列，近期內需完成，學院已依據研發處計算資

本門原始數據，分配本學院所屬各學系額度，本學系 103 學年度經常門經費$500,000，

與 102 學年度相同，將比照 102 學年度編列方式填寫;另有關資本門經費編列，103

學年度資本門經費$340,101，因配合教務處 E‐mail 通知，賴小姐請各學系需於 4/15

前將資料送交學院彙整，已轉知邱建智老師，請本學系採購委員會處理其相關事宜;

另有關 11 樓新增空間規劃案，也委請本學系採購委員會負責空間規劃等事宜。 

6. 研發處已於研發處網頁建置「評鑑專區」，整合歷年評鑑資料，並公布本校自我評鑑

相關辦法與 104  年度系所暨通識教育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此外，考量部分內部

資料不宜放置於公開網頁（例如：校務發展計畫、相關會議紀錄…等），研發處另建

置「評鑑管制文件專區」，作為校內單位交換重要評鑑資訊的平台。專區網址如下：

評鑑專區：http://devel.km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89 評鑑管制文件

專區：https://ai.kmu.edu.tw/  （須以「職號」及「郵件密碼」登錄）。 

7. 前次（第 2  次）執行小組會議決議，由各處室提供全校性措施或制度給受評單位參

考及運用；研發處已規劃於「評鑑管制文件專區」之「參考資料」之「校內參考資料」

分頁上傳本校定位、願景、校務發展目標與重點、SWOT  分析、103‐107  學年度中長

程校務發展計畫及 100  年度校務自我評鑑報告…等資料，提供各單位下載參考及運

用。 

8. 研發處已於「評鑑管制文件專區」設置「評鑑 Q&A」分頁，除連結高教評鑑中心之

評鑑議題問答網頁外，亦設置「本校自我評鑑 Q&A」分頁，規劃公布校內單位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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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自我評鑑提出之問題與回覆，提供各單位參考。受評單位於自我評鑑過程中若有

相關問題，可下載「問題反映單」，並於填妥後將問題寄至研發處信箱。 

 

 

貳、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宣讀確認 

第 5 次系務會議紀錄簡要表（103.02.12） 

案      由  決      議 

案號：1030212‐ 01 
討論系所評鑑籌備事宜－【修訂 104年度系
所自我評鑑之評鑑效標調整需求表】 
 

需求表修正通過如附件，送學院行政會議審

議。預訂於每個月底的最後一週召開會議討論

(進度追蹤)，下次會議時請各組提出內文撰寫

的初稿內容，資料呈現請儘量表格化。 
案號  1030212‐ 02 

討論修訂【專任教師新聘及升等計分標準】

學系建議權重比例及標準。 

以生物系的建議標準作為參考進行討論，除建

議學系通過教學優良推薦給學院者可列入權重

比例配分外，其他項目均與生物系所列相同，

其權重比例待院務會議時討論。 
 
參、上次會議執行追蹤： 

案      由  決      議  執行單位  辦理情形 

討論系所評鑑籌備

事宜。 

(案號：1030121‐ 01) 

請各項目(各組)負責老師蒐

集 100～102學年度資料，建

議效標不要用問句，年後將

擇期召開會議，請每組提出

討論，每個效標的確定(研發

處 E‐mail 通知各單位於正式

會議討論效標修訂後，交予

學院審議，本學院預定於 2

月 26日學院行政會議討論，

各學系需於 2月 25日前完成

修訂)。各組老師工作分配，

預定每月 1次進度追蹤，7月

底完成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初稿，8 月 29 日前撰寫完成

「自我評鑑報告」繳交研發

處，內評委員找校內且對系

上 評 鑑 有 幫 助 的 老 師

(103.9.23～11.28 辦理內部評

鑑)，外評則配合學校時程安

排(104.3.20.繳交自我評鑑報

告，104.5.1～5.20 辦理實地

訪評)。 

本學系全體

教師 

依照會議紀錄決議，敬

請各分組的成員務必

事先討論過該組的效

標內容是否合適，以利

修訂 104 年度系所自

我評鑑之評鑑效標調

整需求表。 

 
 
肆、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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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 （案號 1030416- 01） 

  案由：討論本學系新分配教學大樓 11F空間案。 

 說明：如附件一。(P4~P5) 

決議：(一)本學系新分配教學大樓 11F空間 1118室，因廖偉廷、梁世欣及劉旺達等 3位

老師目前實驗空間不足，暫時彈性使用 11樓公用空間，待林意然老師將 10

樓空間歸還後，廖偉廷、梁世欣 2位老師回歸原屬空間，之後則需將空間歸

還本學系。 

      (二) 1118室實驗桌有 12 個，先分配每位老師每人 1個，其餘 2個再由採購委員

會規劃使用方式;邊桌則放本學系共用儀器，委請本學系採購委員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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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案號 1030416- 02） 

  案由：討論生命科學院細胞培養室使用規則。 

說明：學院委託本學系擬定學院細胞培養室使用規則。如附件二。(P6~P9) 

決議：(一)敬請本學系採購委員會召集人邱建智老師，先行擬定學院細胞培養室使用規

則及分配方式。 

(二)建請院長將本學院細胞培養室使用管理，交由本學院所屬 3各學系輪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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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案號 1030416- 03） 

  案由：討論系所評鑑籌備事宜－【擬定內部評鑑日期與評鑑委員名單】。 

說明：103.9.23～11.28辦理內部評鑑，應邀請校內外相關領域且具評鑑實務經驗之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業界代表 3至 5名，擔任內部評鑑委員，校外委員占 4/5 以上。如

附件三。(P10~P18) 

決議：(一)內部評鑑日期：1.103 年 10 月 1 日(三)、 

2.103 年 9 月 24 日(三)、 

3.103 年 10 月 8 日(三)。 

                   以上擇一較適當日期舉辦內部評鑑。 

   (二)評鑑委員名單 

    校內委員：1名，其順位依序排列如下： 

1.曾誠齊教授(本校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2.林昭宏教授(本校物理治療學系)、 

3.吳炳男教授(本校醫學系藥理學科)、 

4.黎俊蔚副教授兼系主任(本校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校外委員：2名，其順位依序排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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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虹樺教授(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 

2.陳建成教授(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3.王憶卿教授(成功大學藥理學科暨藥理所特聘教授) 

4.陳錦翠教授(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教授) 

(三) 104 年度系所自我評鑑之評鑑效標及佐證資料調整需求表已送研究處開會

通過，敬請各位老師依照附件一所列，各分組負責成員儘早填寫評鑑效標

及佐證資料等，待 5月最後一週擇期召開會議討論(會前需請各組將所整理

之資料提早 E-mail 給柯小姐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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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臨時動議： 

一、日前請梁世欣老師代理參加學校舉辦招生檢討會議，會中提到有關 104 學年度碩士班

招生入學考試，將簡化考科(只考 1 科)除審查資料外，筆試或口試擇一，英文畢業門

檻維持還是取消，由各學系決定但請不要提高英文畢業門檻，希望能藉此提高考生的

報考意願。(梁世欣老師報告) 

    決議：本學系 104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除審查資料外只考口試，並取消碩士

班英文畢業門檻。 

 

陸、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一、討論系所評鑑籌備事宜－【104 年度系所自我評鑑之評鑑效標及佐證資料】。 

 

柒、下次會議預定討論提案 

 一、討論系所評鑑籌備事宜－【104 年度系所自我評鑑之評鑑效標及佐證資料】。 

 

捌、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5：15 分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