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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106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9 月 1 日 12：00 

開會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11 樓 A 討論室 

主    席：李景欽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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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世欣、劉旺達、林慧雲 

記錄人員：林慧雲 

壹、 主席報告 

1. 本學系 107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考試分則經 106 年 8 月 16 日以 email 徵詢各位老師意

見後，修改本系報名資格及取消面試作業，改為全面書面審查。(如附件一 P.5-P.6) 

2. 本校教務處於 106 年 07 月 24 日接獲教育部來文通知，關於 107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

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規定事宜，為因應高中課程完整化，大學端將銜

接未來於五月始辦理申請入學招生作業，自 107 學年度起將微幅延後招考作業時程。

經招聯會於第 7 屆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107 學年度較 106 學年度先微調延後至 4 月

下旬辦理。107 學年度應於 107.04.11~04.29 辦理。週數從五週縮減為三週；增加週間

2~3 天（含星期三∼星期日），對照表如下。 

106 學年度-第二階段甄試日期  107 學年度-第二階段甄試日期  

第一週 106.03.24（五）∼03.26（日）  －  

第二週 106.03.31（五）∼04.02（日）  －  

第三週 106.04.07（五）∼04.09（日）  －  

第四週 106.04.14（五）∼04.16（日）  第一週 107.04.11（三）∼04.15（日）  

第五週 106.04.21（五）∼04.23（日）  第二週 107.04.18（三）∼04.22（日）  

－  第三週 107.04.25（三）∼04.29（日）  

3. 本校醫學院醫學研究所陳秀蘭老師應本學系邀請，同意擔任本學系大一導師，協助分

擔導師業務，本系大一新生名單共計 52 名，實際註冊人數教務處尚未公布。 

4. 106 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將於 106 年 9 月 2 日(星期六) 下午 1 時於國際學

術研究大樓 600 人會議廳(主場)、300 人會議廳(轉播可同步提問、回覆)舉辦，14:10

～15:00 為各系所召開說明會時間(本系地點:N111)。敬請學系教師踴躍參加學系說明

會，擔任大一的導師(邱建智、劉旺達 2 位老師)務必參加，本系將另外邀請醫學研究

所陳秀蘭老師共同參加座談會。 

5.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申請 106 年「印度青年學子來臺參與 TEEP」試辦計畫通過，教育

部核定補助 60 萬元整，可申請 10 位學生，每位學生 6 萬元，可開放給各系提出申請。

(如附件二 P.7-P.13) 

6. 本系於 106 年 9 月 6 日(三)上午 10 點辦理學術演講，邀請美國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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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泌尿科謝哲宗教授蒞校演講，請各位老師通知實驗室學生當天前往聽講。 

貳、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宣讀確認 

106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簡要表（106.08.03） 

案   由 決   議 

案號：1060803- 01 
推選本學系 106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 

106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如下：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李景欽。 
遴選委員候選名單票選：陳逸夫 (9 票)、邱建智 (9
票)、張學偉 (8 票)、王志光 (7 票)、王記慧 (7 票)、
陳炳宏 (6 票)、王志鉦 (6 票)、吳志中 (6 票)。 
候補委員：(1)吳炳男 (5 票)、(2)柯宏慧 (4 票)。 

案號：1060803- 02 
推選本學系 106 學年度教學品質評鑑委員

會委員。 

106 學年度教學品質評鑑委員會委員如下：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李景欽。 
委員：廖偉廷、梁世欣、胡婉萍、林盈廷。 

案號：1060803- 03 
推選本學系 106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委員。 

106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課程委員會委員：李景欽、陳逸夫、陳炳宏、王記

慧、劉旺達。 
召集人：李景欽。 
校外委員：廖志中。 
學生代表：鄭凱鴻(大學部)、林紀夆(碩士班)。 

案號：1060803-04 
討論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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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學生實習委員會委員：李景欽、陳逸夫、王記慧、

梁世欣、廖偉廷。 
學生代表：黃子碩。 
召集人：李景欽。 
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胡婉萍、陳炳宏、林盈廷、

廖偉廷。 
召集人：林盈廷。 
採購委員會委員：王記慧、陳逸夫、邱建智、劉旺

達。 
召集人：陳逸夫。 

案號：1060803-05 
推荐本系擔任生命科學院 106 學年度「院

務會議」、「教學品質評鑑委員會」、「課程

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績優輔導

老師遴選委員會」、「實習委員會委員」、「總

務委員會」、「研究發展委員會」之委員及

學生代表。 

本學系推荐生命科學院 106 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

名單如下： 
院務會議教師代表：李景欽、廖偉廷。 
學生代表：黃子碩。 
教學品質評鑑委員會委員：李景欽、梁世欣。 
課程委員會委員：李景欽、劉旺達。 
學生代表：吳佩珊。 
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廖偉廷。 
學生代表：黃子碩(大學部)、邱振浩(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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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輔導老師遴選委員會：李景欽、邱建智。 
實習委員會委員：李景欽、邱建智。學生代表：羅

國靖。 
總務委員會委員：陳逸夫、邱建智。 
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邱建智、陳逸夫、林盈廷。 

案號：1060803-06 
討論 107 學年度特殊選才校系分則草案。 

取消書面審查資料百分比限制，其餘照案通過。 

參、 上次會議執行追蹤：無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號 1060803- 01） 
  案由：討論遴選本學系 105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事宜。 

說明：104 學年度各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員額分配表、相關辦法、102-104 學年度教

師教學評量如附件三。(P.14-P.20) 

 決議：經出席會議全體同仁討論，一致認為依據本校生命科學院優良教師遴選細則第三

條第一款所列之標準推選，並全數同意推薦劉旺達助理教授為本學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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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案二 （案號 1060803- 02） 

  案由：討論 105 學年度績優導師暨輔導老師遴選事宜。 

說明：如附件四。(P.21-P.24) 

決議：本學系依照學務處提供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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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選邱建智教授為本學系 105 學年度績優導師暨

輔導老師(評分成績 96 分)，送學院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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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案號 1060803- 03） 

  案由：典範學習各系所 PBL負責教師討論案。 

說明：本系 103 學年度-106 學年度典範學習 PBL 負責教師如下，建議未來由本系教師輪

流擔任。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邱建智 陳炳宏 梁世欣 廖偉廷       

    
決議：經出席會議全體同仁討論結果，每學期之典範學習 PBL 負責教師由系主任指定系

上教師輪流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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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號 1060803- 04） 

  案由：有關宣導及調查因應 111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書審採計變革，提請討論。 

說明：1. 因應未來大學招生考招變革，111 學年度起個人學習歷程檔案需佔個人申請第

二階段甄試成績至少 50%，且指定甄試項目與審查內容皆需提前兩年公告（108

學年度公告 111 學年度審查項目），【詳如附件五 P.24-28】。 

2. 請各系參考過去審查經驗與招生簡章，會後於 106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五）前回

覆調查表，【詳如附件六 P.29-P31】，以供未來辦理各系代表教師參與書審訓練

所需。 

3. 檢附現行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審查資料項目所提供的 17 個

審查項目一覽表，【詳如附件七 P.32】。 

決議：經出席會議全體同仁討論，本系 108 學年度學習歷程預計採計項目為：自傳、讀

書計畫、學習檔案、學習心得、競賽成果、社團參與證明等 6個項目。(詳如附件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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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案號 1060803- 05） 
  案由：生命科學博士學位學程開設課程討論案。 

說明：1. 生命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將於 107 學年度開始招生，博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畫分

為生醫化學及生物科學兩大領域學習模組，課程擬由三系共同開設。 

      2. 檢附本院生命科學院博士學位學程增設計畫書課程規劃內容、生物系博士班課

程科目學分表、本系碩士班學分表、生技系博士班課程科目學分表草案如附檔

(如附件八 P.33-P.41)。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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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 （案號 1060803- 06） 
  案由：開發線上考試評量系統及 IRS 課堂預習複習測驗討論案。 

說明：本院 106-110 學年度中長程計畫已將開發線上考試評量系統及 IRS 課堂預習複習

測驗列入發展規劃，預計在 108 學年度各系至少建置一門。(如附件九 P.42-P.43) 

決議：經出席會議全體同仁討論結果，擬由梁世欣老師「生物物理化學」課程於學期中

進行線上考試評量系統及 IRS 課堂預習複習測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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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柒、下次會議預定討論提案 

捌、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下午 1 ： 35 分整。 

玖、下次會議時間：106 年 00 月 00 日(星期○) 上午 00：00 分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