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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103 學年度第 2 次系務會議暨 

 第 2 次系所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3 年 8 月 22 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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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將於 103  年 9  月 6  日（星期六）下午 13：00 舉辦 103 學年度高雄醫學大學新

生家長座談會，場地暫訂  600  人會議廳，程序表內安排預定於 14：50～15：50進行

校園環境介紹及各系所說明(由各系召開說明會) 【系學會】，地點:CS311，屆時歡迎

各位同仁踴躍出席，大一導師林盈廷、廖偉廷 2位老師，麻煩務必出席。詳如附件一：

103  學年度高雄醫學大學新生家長座談會實施計畫。 

2. 討論 102學年度績優導師暨輔導老師遴選事宜。 

3. 遴選本學系 102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4. 討論系所評鑑籌備事宜。 

5.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特別演講邀請名單等資料，敬請各位老師於下週(8/29)前提供並

E‐mail給劉旺達老師，以利彙整後以公文系統送請鈞長簽核。另有關謝哲宗教授預定

於 103年 9 月 12日下午蒞臨本學系進行特別演講，屆時敬請各位老師踴躍出席。 

 

貳、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宣讀確認 

第 8 次系務會議紀錄簡要表（103.08.07） 

案      由  決      議 

案號：1030807-01 

推選本學系 103 學年度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 

103學年度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如下：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陳炳宏。 
學系教師票選：王記慧(8票)、陳逸夫(8票)、李
景欽(8票)、邱建智(6票)  。 
系務會議教師投票推選委員：王志鉦(8票)、張
學偉(8 票)、黃耀斌(8 票)、曾誠齊(7 票)、陳義
龍(7票)、鄭添祿  (7票)、楊世群(7票)。 

候補委員：(1)林信仁(6 票)、(2)吳志中(5 票)、
(3)洪義人(5 票)、(4)陳泊余(4 票)、(5)葉竹來(4
票)、(6)吳炳男(4票)。 

案號：1030807-02 
推選本學系 103 學年度教學品質評鑑委員

103學年度教學品質評鑑委員會委員如下：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陳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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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委員。 委員：胡婉萍、陳逸夫、邱建智、梁世欣。 

案號：1030807-03 
推選本學系 103學年度課程委員會委員。 

103學年度課程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課程委員會委員：陳炳宏、梁世欣、王記慧、
林盈廷、劉旺達。 
召集人：陳炳宏。   
校外委員：張榮賢（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教授）。 

學生代表：請系學會推薦 2 名大學部代表，另
由碩士班學生推薦 1名研究生代表。 

案號：1030807-04 
討論 103學年度學生實習委員會、學術發展

委員會、採購委員會等各委員會委員名單。

103學年度各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學生實習委員會委員：陳炳宏、梁世欣、王記
慧、林盈廷、劉旺達。 
學生代表：請系學會推薦 1名大學部代表。 
召集人：陳炳宏。 
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王記慧、陳逸夫、邱建
智、劉旺達。 
召集人：邱建智。 
採購委員會委員：胡婉萍、李景欽、林盈廷、
廖偉廷。 

召集人：胡婉萍。 

案號：1030807-05 
推荐本學院 103學年度「教學品質評鑑委員

會委員」、「課程委員會委員」、「學生事務委

員會委員」、「總務委員會委員」、「研究發展

委員會委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本學系推荐生命科學院 103 學年度各委員會委
員名單如下： 
院務會議教師代表：陳炳宏、劉旺達。 
學生代表：請系學會推薦大學部 1 位、碩士班
學生 1位。 
教學品質評鑑委員會委員：陳炳宏、邱建智。
課程委員會委員：陳炳宏、王記慧、劉旺達。
學生代表：請系學會推薦大學部 1位。 
學生實習委員會委員：梁世欣。學生代表：請
系學會推薦大學部 1位。 
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邱建智。學生代表：(系
會會長、碩士班 1位) 
總務委員會委員：胡婉萍、李景欽。 
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陳逸夫、邱建智。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王志鉦(8票)。候補：(1)
陳泊余(4票)、(2)葉竹來(4票)、(3)吳炳男(4票)。

案號：1030807-06 
討論本學系「系徽」相關事宜。 

全體教師一致同意可以設計本學系系徽，但其

圖型還需再研議。 

案號：1030807-07 
討論本學系「學生修讀雙主修施行要點」修

正案。 

修正通過如附件，送院務會議審議。 

案號：1030807-08 
討論系所評鑑籌備事宜－【104年度系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敬請各項目負責老師依照研發處所製定之自我

評鑑報告撰寫格式修改撰寫完成後於 8月 17日

前 E‐mail 給柯小姐，以利後續彙整列印，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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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月 19 日列印完成，分送請各項目負責老師

校對，下次會議時間預定於 8/22 或 8/25 擇期

召開，敬請各位老師配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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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度系

所 自 我 評 鑑 報 告

書】。 

(案號：1030807‐ 08) 

 

敬請各項目負責老師依照研

發處所製定之自我評鑑報告

撰寫格式修改撰寫完成後於

8 月 17 日前 E‐mail 給柯小

姐，以利後續彙整列印，預

定於 8月 19日列印完成，分

送請各項目負責老師校對，

下次會議時間預定於 8/22 或

8/25 擇期召開，敬請各位老

師配合完成。 

本學系全體

教師 
敬請各分組負責成員

於 8 月 17 日前回傳填

寫後之「104年度系所

自我評鑑報告書」之評

鑑效標及佐證資料

等，以利後續彙整列

印，預定於 8 月 19 日

列印完成，分送請各項

目負責老師校對，下次

會議時間預定於 8/22

召開，敬請各位老師配

合完成。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號 1030822- 01） 

  案由：討論 102學年度績優導師暨輔導老師遴選事宜。 

 說明：如附件。 

        高雄醫學大學績優導師暨輔導老師遴選要點。如附件二。 

    導生訪談及導師出席相關會議等統計資料。如附件三。 

    102學年度導師評量統計資料。如附件四。 

    94‐101學年度績優導師暨輔導老師候選人及當選人名單。如附件五。 

決議：依照學務處提供 102 學年度導師評量達有效標準之名單及導師暨輔導老師參與各

項活動統計表統計結果，推選廖偉廷助理教授為本學系 102 學年度績優導師暨輔

導老師(評分成績 92分)，送學院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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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案號 1030822- 02） 

  案由：遴選本學系 102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說明：如附件。 

      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學優良教師遴選細則。如附件六。 

      教學評量統計資料。如附件七。 

      94‐101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名單。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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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討論結果一致認為由 101 及 102 學年加權有效平均值較佳者獲選，經出席會議全

體同仁全數同意推薦林盈廷副教授為本學系 102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送本學系

教學品質評鑑委員會議進行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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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案號 1030822- 03） 

  案由：討論系所評鑑籌備事宜－【104年度系所自我評鑑報告書】。 

說明：請各組推派一位代表逐項討論該小組目前的進度內容。 

項  目 成員 

項目一：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陳炳宏、劉旺達 

項目二：教師質量、教學品質與支持系統 王記慧、廖偉廷 

項目三：學生、學習輔導與支持系統 陳逸夫、邱建智 

項目四：學術研究、服務表現與支持系統 李景欽、林盈廷 

項目五：自我分析、檢討改善與發展規劃 胡婉萍、梁世欣 

      如附件。 

      104年度系所自我評鑑報告書內文。 

      作業時程規劃。如附件九。 

      內部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單。如附件十。 

   內部評鑑作業規劃。如附件十一。 

決議：敬請各項目負責老師於 8 月 25日(一)中午前將校訂過的初稿與完整的附件、圖檔

內文的附件編碼順序與正確性煩請特別留意校對無誤後，E‐mail 給柯小姐，以利

後續彙整列印裝訂成冊，預定於 9月 1日送交研發處。 

 生物科技學系內部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單，如附件。 

 生物科技學系內部評鑑作業規劃，修正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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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2：5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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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4 年度系所暨通識教育自我評鑑 

（生物科技學系）內部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單 

＊內部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單： 

 類別 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學歷 經歷（請列與評鑑相關者） 專長 通訊方式 

1 ■校外 

□校內 

陳虹樺 成功大學生命

科學系 

特聘教

授 

密西根州立大學

微生物系博士 

國立成功大學熱帶植物
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9/08~2012/07) 
國立成功大學生物科學
與科技學院代理院長
(2009/08~2010/07)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員
(2004/02~2005/01)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訪問學者
(2003/08~2004/01) 
國立成功大學生命科學
系教授
(2001/08~2007/07) 
國立成功大學   農業生
物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0/04~2002/07) 

蘭花生物科技

學  
基因體學與生

物資訊  
分子生物學  
細胞生物學 

 

地址：701  台南市大學路

1號 

電話：(06) 235‐3535 ext 

65521 
E-mail：

hhchen@mail.ncku.edu.tw 

2 ■校外 

□校內 

王憶卿 成功大學藥理

學科暨藥理所 

特聘教

授 

美國密西根州立

大學遺傳學博士 

國科會傑出獎 
(2004‐2007, 2010‐2013) 
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1997‐2013) 
成大醫學院最佳論文獎 
(2010) 
國科會  2004‐2007  傑
出獎 

分子癌生物學 
表遺傳學 
分子遺傳學 
抗癌藥物研發 

地址：701  台南市大學路

1號 

電話：(06) 235‐3535 ext 

5502 (O) 5476 (L) 
E-mail：

ycw5798@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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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別 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學歷 經歷（請列與評鑑相關者） 專長 通訊方式 

成杏基金會優秀論文獎 
(2008, 2009, 2011) 
藥理學會傑出研究獎
(2008) 
文化大學傑出校友
(2007) 
中華醫學雜誌優秀論文
獎(2000) 

3 □校外 

■校內 

曾誠齊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

學系 

教授 美國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藥物

化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藥研所所
長及藥學系主任 
(1984 – 1988)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
用化學系主任(1990 – 
2000) 
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
院院長  (2000‐2006) 
高雄醫學大學總務長
(2006‐2012) 
現任高雄醫學大學醫藥
暨應用化學系教授 
(1990 ‐) 

新型抗癌、抗菌

及心血管藥物

之設計及合成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

一路 100號 

電話：07‐3121101轉 2684 

E-mail：

tzengch@kmu.edu.tw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及「104 年度系所暨通識教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規定： 

- 受評單位辦理內部評鑑，應自行遴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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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擔任受評單位之內部評鑑委員者，應迴避擔任該單位之自辦外部評鑑委員。 

- 校內內部評鑑委員應修習校內外評鑑知能研習課程。 

＊依據本校 102 學年度第 4次系所自我評鑑執行小組決議，內部評鑑委員至少應有 1名為校外委員。 

＊敬請各單位自行規劃內部評鑑作業，聯繫邀請內部評鑑委員。 

＊敬請各單位於 103 年 8月 6日前，將內部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單紙本及電子檔，以及委員 CV 電子檔繳交至研發處。 

 

單位主管核章：     上一級單位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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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104年度系所暨通識教育自我評鑑 

（生物科技學系）內部評鑑作業規劃 

一、自我評鑑報告撰寫進度： 

項目  主負責人  目前進度(%)  預定完成日期  未完成效標 

內容大綱  陳炳宏老師 

劉旺達老師 

95%  103年 9月 1日 無 

項目一  陳炳宏老師 

劉旺達老師 
95%  103年 9月 1日 無 

項目二  王記慧老師 

廖偉廷老師 
95%  103年 9月 1日 無 

項目三  陳逸夫老師 

邱建智老師 
95%  103年 9月 1日 無 

項目四  李景欽老師 

林盈廷老師 
95%  103年 9月 1日 無 

項目五  胡婉萍老師 

梁世欣老師 
95%  103年 9月 1日 無 

 
二、內部評鑑委員名單： 

  類別  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校外 

□校內 

陳虹樺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2  ■校外 

□校內 

王憶卿  成功大學藥理學科暨藥理所  特聘教授 

3  □校外 

■校內 

曾誠齊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教授 

＊委員的學經歷、專長及通訊方式請詳列於「內部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單」。 

 

三、內部評鑑相關作業確認： 

工作項目  辦理情形 

確定內部評鑑委員名單  ＊已聯繫邀請校內委員  1  名，校外委員 2  名

擔任內部評鑑委員 

內部評鑑辦理方式  ＊期望辦理方式為：（請勾選） 

■採書面審查與 1日實地訪評 

□僅採書面審查（需取得全數內部評鑑委

員同意） 

預定內部評鑑實地訪評日期  ＊預定於  103  年  10  月  1  日辦理內部評鑑

實地訪評 

完成自我評鑑報告  ＊預定於  103  年  9  月  1  日前完成自我評

鑑報告 

完成自辦外部評鑑作業規劃（I）  ＊預定於  104  年  1  月  30  日前完成自辦外

部評鑑作業規劃（I） 

將自我評鑑報告及自辦外部評鑑作業規劃（I）

函送內部評鑑委員書面審查（最遲應於實地

＊預定於  103  年  9  月  5  日前將自我評鑑

報告及自辦外部評鑑作業規劃（I）函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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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辦理情形 

訪評 3週前函送書面資料）  部評鑑委員書面審查 

準備評鑑佐證資料  ＊預定於  103  年  9  月  1  日前備妥評鑑佐

證資料 

準備教師、職員及學生名冊（並分堂備註當

天有上課的教師及學生，以供內部評鑑委員

勾選晤談人員） 

＊預定於  103  年  9  月  17  日前備妥教師、

職員及學生名冊 

進行內部評鑑實地訪評評鑑場地陳設與佈置  ＊預定於  103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內部評

鑑實地訪評評鑑場地陳設與佈置 

召開內部評鑑實地訪評行前工作會議  ＊預定於  103  年  9  月  19  日前召開內部評

鑑實地訪評行前工作會議 

辦理內部評鑑實地訪評  ＊預定有  11  名教職員參與內部評鑑實地訪

評 

召開內部評鑑結果檢討會議  ＊預定於  103  年  11  月  12  日前召開內部

評鑑結果檢討會議 

依據內部評鑑結果制定自我評鑑報告及自辦

外部評鑑作業規劃之改善計畫 

＊預定於  103  年  12  月  19  日前依據內部

評鑑結果制定自我評鑑報告及自辦外部評

鑑作業規劃之改善計畫 

 
四、內部評鑑實地訪評行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參與人員  地點 

8：45~9：00  接待（送）委員到校  陳炳宏主任 

李景欽老師 

邱建智老師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8：50~9：00 
受評單位人員報到 

柯瓊惠組員 

工讀生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9：00 
評鑑委員蒞校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9：10~9：1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含推舉

召集人) 

評鑑委員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9：10~9：30 

簡報 

1、系主任及評鑑小組召集人
共同主持 

2、評鑑委員 
3、全系教師、行政及相關

人員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9：30~11：00  資料查核或實地參觀(含教

學現場訪視) 

1、評鑑委員 

2、系主任、學系教師及相
關人員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10F   

11：00~12：00 

教師座談 

1、評鑑委員 
2、教師（沒課的老師盡可

能參加，各學術領域至
少一位教參加）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 N944 、

N945、N947 

上

午 

12：00~13：30  午餐、休息  1、 評鑑委員 

2、全系教師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下

午 

13：30~14：30 
學生座談 

1、評鑑委員 
2、學生(預備會議時安排選

定人選)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 N944 、

N945、N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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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工作項目  參與人員  地點 

14：30~15：00 
訪評委員訪評意見討論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15：00~15：30 

綜合座談 

1、評鑑小組召集人主持 
2、評鑑委員 
3、系主任、學系教師及相

關人員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15：30~16：00 
彈性時間 

  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16：00  接待（送）委員離校  陳炳宏主任 

李景欽老師 

邱建智老師 

 

＊請自行安排 1天實地訪評，行程表之工作項目建議包括：評鑑委員預備會議、受評單位簡報、資料檢閱、受

評單位主管晤談、受評單位教師/行政人員/學生代表晤談、教學設施參訪、教學現場訪視、撰寫內部評鑑結

果報告、綜合座談（含評鑑流程諮詢與檢討）…等。 

 
五、內部評鑑實地訪評評鑑場地規劃： 

用途  設備與佈置  地點 

簡報、資料陳列  單槍、桌椅、iPad、茶水、餐點、文具、資料文件  第 一 教 學 大 樓 9F 

N935 

座談  文具、桌椅、沙發、茶几  第 一 教 學 大 樓 9F 

N935、N944、N945、

N947 
晤談  文具、桌椅、沙發、茶几  第 一 教 學 大 樓 9F 

N935、N944、N945、

N947 

＊請自行規劃簡報、座談、晤談、資料陳列等空間。 

 
六、內部評鑑實地訪評參訪規劃： 

（一）教學設施 

設施名稱  位置  特色  解說人員 

生物科技學系教師研究室、實

驗室 

第一教學大樓 10F 學系教師專屬研究室、實驗

室 

陳炳宏主任

生技系與生物系共用之生物醫

學核心實驗室 

第一教學大樓 11F 生技系與生物系共用之專屬

生物醫學核心實驗室 

陳炳宏主任

＊請列出可供委員參訪的教學設施；若實地訪評當日委員有提出其他需求，應盡力配合。 

 

（二）教學現場 

課程名稱  上課班制  必選修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授課教師 

普通物理學  大一  ■必修 

□選修 

8:10~11:00  N216  周建和老師 

毒理學  大三  □必修 

■選修 

8:10~10:00  IR502  廖偉廷老師 

細胞組織培養技術  大三  □必修 

■選修 

11:10~12:00  N110  胡婉萍老師 

專題討論  碩士班  ■必修 

□選修 

8:10~10:00  N933  梁世欣老師、

劉旺達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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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上課班制  必選修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授課教師 

大學入門  大一  ■必修 

□選修 

13:00~14:50  CS311  廖偉廷老師 

細胞生物學特論  碩士班  ■必修 

□選修 

13:00~14:50  N933  陳炳宏老師 

儀器分析特論  碩士班  □必修 

■選修 

15:00~17:50  N933  梁世欣老師 

＊請列出實地訪評當日有上課的課程。 

 
七、內部評鑑實地訪評工作分組： 

組別  主要任務  成員 

項目一  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陳炳宏老師、劉旺達老師 

項目二  教師質量、教學品質與支持系統  王記慧老師、廖偉廷老師 

項目三  學生、學習輔導與支持系統  陳逸夫老師、邱建智老師 

項目四  學術研究、服務表現與支持系統  李景欽老師、林盈廷老師 

項目五  自我分析、檢討改善與發展規劃  胡婉萍老師、梁世欣老師 

接待  接待（送）委員到校 

接待（送）委員離校 

陳炳宏主任、李景欽老師、 

邱建智老師 

實地參觀  參觀教學現場 

參觀學系教師研究室、實驗室 

參觀生技系與生物系共用之生物醫

學核心實驗室 

陳炳宏主任、王記慧老師 

胡婉萍老師、廖偉廷老師 

資料陳列查核  評鑑相關資料資料陳列  陳逸夫老師、林盈廷老師 

梁世欣老師、劉旺達老師 

柯瓊惠組員 

 

八、其他作業規劃： 

 
 
 
 
 
單位主管核章：          上一級單位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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