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陽明大學 105 學年度第 2 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05 年 10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整
地點：本校活動中心第 2 會議室
主席：梁校長賡義

紀錄：劉芹君

出席：張德明、高閬仙、陳正成、羅世薰、李士元、陳美秀、楊金量、洪善鈴
林姝君、蒲正筠、吳東信、王信二、鐘偉逞、單秀琴、葉鳳翎、陳娟惠
李彩鈺、林峻立、駱俊良、陳念榮、蔚順華、蔡惠珍、兵岳忻、陳怡安
林桂如、林美如、易秀娟、余英照、吳肖琪、吳嘉雯、王慧恆、江秀愛
周倩如、盛 文（蕭志建代）、黃志成、林昭光、黃素菲、陳俊銘、楊永正
陳美蓮、陳怡如、陳維熊、王署君（嚴錦城代）、傅淑玲、楊振昌、林逸芬
林寬佳、喬 芷、阮琪昌、李新城、陳天華（蔡佩君代）、施信嶔（陳秉渝代）
黃宣誠（林振慶代）、郭博昭、簡莉盈、黃嵩立、許明倫、張國威、羅正汎
于 潄、蔡仁貞、穆佩芬、李怡娟、吳俊忠（吳育德代）、蔡有光、劉仁賢
蔡美文、吳育德、范明基、林照雄、黃麗華、鄭子豪、鄭凱元（林宜平代）
林宜平、王文方（林映彤代）、劉瑞琪、康照洲、林滿玉、黃奇英（蘇 瑀代）
陳佳菁、周昰樺

請假：陳麗芬、鄭瓊娟、翁芬華、廖淑惠、楊世偉、劉宗榮、王瑞瑤、周德盈
李 泉、吳秉彥

壹、主席報告出席人數並宣布開會。
貳、 表揚事蹟：(以下獎狀由人事室轉發)
一、 本校醫學系楊宗穎助理教授兼任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PGY 病
房主任期間，協調醫療團隊，並負責 PGY 教學，認真盡責，表
現良好。謹援例頒發獎狀乙紙，以資鼓勵。
二、 本校藥理學研究所邱士華教授、臨床醫學研究所楊慕華教授、
醫學系林彥璋副教授兼任臺北榮民總醫院醫師期間，104 年度(2
件)院內計畫成果報告獲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核定成績優
等。謹援例各頒發獎狀乙紙，以資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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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藥理學研究所霍德義教授、陳肇文教授、臨床醫學研究所
施俊哲教授、醫學系黃志賢教授、急重症醫學研究所許瀚水教
授兼任臺北榮民總醫院醫師期間，104 年度院內計畫成果報告獲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核定成績優等。謹援例各頒發獎狀
乙紙，以資鼓勵。
四、 本校藥學系許銘能助理教授前任衛生福利部常務次長職務期
間，綜理輸入油品分流管理及檢討其他品項分流管理政策相關
工作與行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交辦事項，績效優良。謹援例頒
發獎狀乙紙，以資鼓勵。
五、 本校醫學系蒲正筠副教授擔任教育部 104 學年度大專校院衛生
保健組組長北一區召集人，協助推動學校衛生工作，盡心盡力。
本校特頒發獎狀乙紙，以資鼓勵。
參、 主席致詞：
一、本次會議安排有 2 項專題報告，一為個資保護，對於事涉個人隱
私資料的相關議題，經過這幾年漸漸被大家了解且重視，故學校
推動個資保護，個人也認為是正確的方向，然而事情有一體兩
面，推動同時宜求取平衡，過去曾有請業務單位提供資料，而同
仁以涉及個資須校長同意之回應情形；故提醒應重視個資法及個
資保護的重要性，而不是誤用它。另一研發處專題報告係有關本
校申請科技部計畫的現況分析，從中可見本校同仁努力爭取與不
錯的表現；而關於排名的部分，個人看法認為各式各樣的排名是
提供大家參考，應了解的是指標為何、所反映的意涵、採用的評
比機制方式(如：問卷或論文引用數)等。目前評比指標多強調研
究，較少在教學、教育方面著墨，即使從教學的角度評比，也多
為「量」的顯示(如：生師比)，未深入探討「質」，而我們應更
關心「質」；對於眾多的排名評比應了解如何使用，了解指標、
和過去相比及與其他學校相較進步與否等，以了解指標內涵為
重。
二、本學年度特邀請許銘能老師擔任校長特別助理。本校附設醫院在
羅世薰院長及許多同仁的努力下，有非常大的進展，包括近期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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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院區的啟用；然而這只是一個開始，學校和附設醫院還有很多
需要合作、努力的地方，如：搬遷蘭陽院區後，過渡期間可能面
對的挑戰，以及立法院朝野支持下，希望校方主動提出第 2 期計
畫等。另在羅院長的努力下，行政院於 5 月 18 日通過予以保留
新民院區，並朝長期照顧方向來規劃；因此宜蘭縣政府對新民院
區也有很大的期許，因本校許多老師深入投入相關教學與研究，
其希望能協助規劃該縣有關長照方面事務。故對於整合本校老
師，以及俾能與附設醫院配合等事宜，感謝許銘能老師願意協
助，其過去之行政歷練且持續在臺大教學之經驗，相信能讓附設
醫院、學校長遠發展等皆進行得更順利。
三、有關日前颱風，其造成傳統醫學大樓甲棟外牆剝落，所幸當日現
場無人員，而學校對此除了將向教育部爭取補助之外，和衛生福
利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討論後，總務處將先施以防護網，以維護
師生通行之安全。另用水方面，本校建築已舊，建造時使用之水
管多為暗管，依總務處經驗，若遇颱風停水後，待恢復供水時，
可能因瞬間水壓變化造成水管間的墊片破裂；而本次颱風後發生
同樣狀況，並僅能以試誤法查探尋找破裂點，因此影響了教師及
學生宿舍的供水。為避免一再發生此情形，從長遠來看，可能宜
規劃明管以互相使用，故將爭取經費，以期在個人任內將校內基
礎建設做好，也讓新繼任的校長能更安心地推動校務。也謝謝總
務處事務組及營繕組同仁於颱風天到校、從早到晚處理之辛勞。
四、教育部於本(105)年 9 月 21 日來校進行 5 年 5 百億第 2 期「邁向
國際頂尖大學計畫」之考評，本校為第一所受評學校，當日包含
書面考評及現場問答。5 年 5 百億第 2 期計畫原定為本年 3 月結
束，後延長至本年底，又由於本年適逢新舊政府交接，新政府為
規劃並能推動、落實第 3 期計畫，經決議第 2 期計畫再予延長一
年，並由教育部依據考評結果決定延長一年之補助情形，預計於
本年 12 月初公布考評結果。故本次考評十分重要，希望能獲肯
定，並獲得教育部明年的持續支持。而本校明(106)年的重要工
作，在硬體方面是將基礎建設做得更好，軟體方面即是爭取未來
第 3 期計畫，還請大家一齊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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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日下午將與許銘能特助、羅世薰院長拜會教育部陳良基次長，
報告本校附設醫院之進展情形，另關於 5 年 500 億計畫，外界對
其有各種不同的看法，個人也將藉機強調表達對於國內是少數學
校之研究型大學，讓研究型大學能夠持續獲得支持的重要性。
六、日前教育部來校考評 5 年 500 億第 2 期計畫時，提及幾項規劃重
點如下：
(一)採學院招生。個人頗認同此看法，以學院為單位來規劃課
程、招生等，打破所與所之間的藩籬，本校生物醫學暨工程
學院前也爭取到相關補助並朝該方向規劃；以學院招生，不
僅讓各所的招生名額能更靈活運用，若從學生角度來看，所
規劃之學程能夠提供更多具相關性的課程，也讓學生有更多
選擇。而教育部於本年再度辦理該類計畫，希望本校醫學院
及生命科學院之申請能獲其肯定。
(二)推動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第 3 期計畫欲以
學生面來看，以問題導向學習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力。
(三)推動產學研鏈結計畫。師生研究成果不是止於發表，強調與
法人的結合；教育部配合行政院先前提出投入「5+2」產業
提出方案，鼓勵法人與學界的結合，並請各校如需申請須於
9 月 19 日以前提出構想書。本次全國共收到 183 件構想書，
共計 40 件通過。謝謝研發處彙整有關訊息並主動邀請教育
部來校說明，協助本校教師申請本案；本校此次申請為生技
醫療領域，計提出 7 件，通過 4 件，後續將與法人成員一同
面談，再提出正式的計畫書。該方案若一校通過 3 件計畫以
上，將可成立一中心協助推動技轉，現國內僅有清華大學與
本校通過 4 件構想書，實屬不易；然而法人方面之配合，因
方案匆忙，還有待行政院跨部會間的協調。個人認為該構想
是好的，能夠結合不同於學校的法人能量，本校也將繼續努
力盼使研究成果能推之於社會，對提升人類健康有所幫助；
另外，此次能獲得肯定的原因之一，係由於與他校的合作，
包括臺科大、北科大等校，彼此合作互動良好，也期盼未來
能夠與工程為主之學校有更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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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前交大與本校聯繫關於該校博愛校區建置智慧型醫院之構想，
盼與本校合作規劃，期借重榮陽之專業支持。個人已和張德明院
長商討，覺得深具挑戰性，包括該地點之生態、需要經費、床數
等等。但若以正向思考如能發展，個人覺得將能提供陽明學生一
個以智慧型醫院為主的教學，而在新建醫院的過程中，借重交大
之資訊專業，也可與北榮、本校附設醫院及新北市聯合醫院等配
合，建構形成網絡。後續若有新進展，再作分享。
肆、專案報告：
一、資訊與通訊中心報告「個資保護推動計畫」(聯經數位股份有限
公司邱瑩青顧問、達文西個資暨高科技法律事務所王慕民律師)。
二、研發處報告「本校科技部計畫執行現況分析」(研發處計畫業務
組陳念榮組長)。
伍、確認前次會議紀錄。
陸、報告事項：
一、105 學年度第 1 次(擴大)行政會議計有 8 項提案討論案(無臨時動
議案)，其決議及執行情形如下：
提案討論部分：
第一案為總務處所提擬修正本校「校園規劃委員會組織章程」部
分條文案，經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總務處已據以實施。
第二案為教務處所提擬修正本校「不分系招生(璞玉組)入學獎學
金施行要點」名稱及部分條文案，經決議修正通過。
本案教務處已據以實施。
第三案為學務處所提擬修正本校「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
第 1 款條文案，經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學務處已據以公告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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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為學務處所提擬訂定本校「健康管理計畫」草案，經決議
同意通過。
本案學務處將據以實施。
第五案為學務處所提擬訂定本校「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計
畫」草案，經決議同意通過。
本案學務處將據以實施。
第六案為學務處所提擬訂定本校「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
畫」草案，經決議同意通過。
本案學務處將據以實施。
第七案為學務處所提擬訂定本校「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草案，
經決議同意通過。
本案學務處將據以實施。
第八案為學務處所提擬訂定本校「母性健康保護計畫」草案，經
決議同意通過。
本案學務處將據以實施。
二、行政單位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報告：
1.105 學年度各學制新生(均不含外加名額)統計資料如下：
學制

招生名額

錄取人數

註冊人數

註冊率

學士班

430

430

396

92.1%

碩士班

609

534

517

84.9%

碩士在職專班

65

58

89.2%

博士班

164

60
139
(含逕修讀博士班第 1 梯
12 人)

135

82.3%

2.本校 106 學年度業奉教育部核定新增設「生技醫療產業博士學
位學程」、「生物醫學暨工程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及「急
重症醫學研究所博士班」；裁撤「物理治療暨輔助科技學系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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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職專班」。
3.本學期學生加退選課已於 9 月 24 日(週六)截止，請各系所及學
位學程主管提醒所屬各課程負責教師，務必確認 e-Campus 教
學平台之修課學生名單，避免影響後續行政作業及學期成績等
作業。
4.本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期限為 11 月 11 日(週五)，請各系所
及學位學程提醒欲於本學期舉行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於期限前
盡早提出申請。
5.教師發展中心已於 10 月 5 日舉辦本學期 E 化講座：「e-Campus
系統教學及介紹數位講桌」。
6.藝文中心於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30 日在圖資大樓 2 樓舉辦「劉
信義當代工筆個展」展覽；另於 10 月 12 日、26 日於活動中心
第三會議室舉辦 2016 台灣聯合大學系統四校藝文活動：創意講
座「黃致凱和他的演員朋友們」、「伶人戲語」，歡迎有興趣
之師生踴躍前往觀賞。
(二) 學務處報告：
1.為提升社團知能，促進交流學習，課外活動輔導組已辦理幹部
研習系列課程，包括第一階段：與台聯大系統各校合辦「2016
學生夢想聯盟」業於暑假期間 8 月 22 日、23 日假劍潭青年活
動中心圓滿結束；第二階段於校內舉辦：9 月 21 日「與課輔組
有約」、9 月 30 日「行政知能」、10 月 4 日「財務管理」，活
動均順利完成。
2.有關 104 學年度學生社團，「調酒文化研究社」已通過評鑑並
正式成立，另「慢速壘球社」、「桌球社」已申請停社；105
學年度新成立社團則有「藥學系系學會」、「瑜珈社」及「皮
藝社」，新成立社團之籌備期為 1 年，本校目前計有 58 個學生
社團。
3.105 學年度教師節感恩活動、優良教師表揚暨導師會議業於 9
月 26 日辦理完畢，已頒發 105 學年度導師聘書、104 學年度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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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導師及良師益友以及導師制度績優學系獎。
4.衛生保健組於本學期辦理「玩美體重控制班」活動如下，請踴
躍參加。
玩美體重控制：團體健身班
日期
9 月 27 日
至 10 月 7 日
10 月 6 日(週四)
17:30-18:30

10 月 13 日(週四)
17:30-18:30

10 月 17 日(週一)
12:00-13:10
10 月 20 日(週四)
17:30-18:30
10 月 25 日(週二)
12:00-13:10
10 月 27 日(週四)
17:30-18:30

課程
身體組成前測
始業式
健身循環訓練—
快活動動操
(黃薰隆老師)
健身循環訓練—
挺立健身操
(呂宏達老師)
吃對了！玩美健康
享“瘦”
(高鈺祐營養師)
健身循環訓練—
腰瘦健健美
(黃薰隆老師)
健走好享“瘦”
(黃薰隆老師主講)
健身循環訓練—
塑身活力秀
(楊勝文老師)

11 月

健走與自主訓練

11 月 22 日
至 12 月 2 日
12 月 8 日(週四)
12:00-13:00

身體組成後測

地點

備註
衛保組
每週二至週五
14:00-17:00
活動中心大禮堂 2F 身體律動搭配下半
鏡面空間
身的肌耐力訓練，
改善身體組成
活動中心大禮堂 2F 身體律動搭配核心
鏡面空間
肌群的肌耐力訓
練，有效改善不良
姿勢
第二教學大樓
請至線上報名系統
211 教室
預約報名
活動中心大禮堂 2F 身體律動搭配大肌
鏡面空間
群的肌耐力訓練，
喚醒身體機能
活動中心大禮堂 2F 請至線上報名系統
鏡面空間
預約報名
活動中心大禮堂 2F 有氧舞步結合全身
鏡面空間
肌群的肌耐力訓
練，修飾身體線條
時間、地點自訂
衛保組

結業式∕
博雅中心 2F
頒獎、有獎徵答、摸 學務處會議室
彩

每週二至週五
14:00-17:00
衛保組網頁預約報
名

玩美體重控制：自我挑戰班
日期
9 月 13 日
至 11 月 2 日

課程
完成身體組成前測

9-11 月

自主健康管理訓練

11 月 22 日
至 12 月 2 日
12 月 8 日(週四)
12:00-13:00

身體組成後測

衛保組

結業式∕
頒獎、有獎徵答

博雅中心 2F
學務處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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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衛保組

備註
每週二至週五
14:00-17:00
時間、地點自訂
每週二至週五
14:00-17:00
衛保組網頁預約報
名

5.衛生保健組於 9 月 29 日及 30 日於第一教學大樓前舉辦捐血活
動，共募得血液 144 袋。
6.為讓新生增進對校務的瞭解、提供溝通的管道，生活事務暨僑
生輔導組業於 10 月 5 日辦理「大一班級師生座談會」，由校長
率領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及相關單位主管座談，並邀請各
系主任及導師參加，共約 120 名新生參加。
7.住宿輔導組已於 10 月 6 日中午在第二教學大樓 211 教室舉辦本
學期宿舍訪視前説明會，並預計於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1 日每
日晚間 7 時至 10 時進行宿舍訪視。
8.為培養本校學生人文關懷素養，特於 10 月 11 日(週二)至 10 月
14 日(週五)每日中午與 10 月 13 日(週四)晚間辦理陽明「仁心
仁術週」系列活動，歡迎師生於本校線上活動報名系統踴躍報
名參加。
日期
10 月 11 日(週二)
12:00-13:20

活動內容或講題
緊急救護志工
第二教學大樓
30 年經驗談
232 教室

10 月 12 日(週三)
12:00-13:20
10 月 13 日(週四)
12:00-13:20
10 月 13 日(週四)
18:00-19:30

第二教學大樓
211 教室
第二教學大樓
211 教室
活動中心
第一會議室

10 月 14 日(週五)
12:00-13:20

地點

用偉大的愛
做小事
導師生服務學習
的精彩案例分享
深刻反思帶領技
巧講座
本校服務隊成員
的獨特經驗分享
第二教學大樓 及摸彩活動
211 教室

主持(講)人
EMT-P 緊急救護資深志工
陳大誠先生 (紅十字會專
案經理)
華人磐石領袖協會
謝智謀執行長
本校導師及導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蕭佩蘭老師
陳維熊院長帶領之尼泊爾
服務隊、拉達克服務隊、
台西服務隊；以及牙醫系
成長營、台東書屋服務學
習計畫

9.教育部訂於 10 月 13 日(週四)至本校進行「105 年度大專校院餐
飲衛生輔導」實地輔導，屆時將由董氏基金會會同台北市衛生
局、農業局人員到校；輔導地點預定為學生餐廳，當日如遇輔
導委員擴大輔導範圍，將至布查餐廳或全家便利商店進行輔導。
10. 住宿輔導組預計 10 月 17 日晚間於博雅中心辦理中英文版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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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提供本校所有住宿生參與。
11. 本學期「早安神農坡」將於 10 月 19 日(週三)上午辦理，活動主
題：「陽明精靈寶可夢—神農坡上的抓寶祕技」，以陽明的各
種精靈「導師、學生、社團、神農坡」等來介紹抓寶秘訣。另
活動中援例將募集零錢捐助社福團體，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加。
12. 職涯發展組於本學期將辦理「國家考試系列講座」及「青年築
夢系列講座」各 2 場如下，請系所鼓勵同學踴躍參與。

國家
考試
系列
講座

青年
築夢
系列
講座

時間∕地點
105 年 11 月 18 日(週五)
12:00-13:30
博雅中心 2 樓 學務處大會議室
105 年 12 月 2 日(週五)
12:00-13:30
博雅中心 2 樓 學務處大會議室
105 年 10 月 21 日(週五)
12:00-14:00
博雅中心 2 樓 學務處大會議室
105 年 12 月 9 日(週五)
12:00-14:00
學務處大會議室(博雅中心二樓)

主題
【高普考行政類科】
106 年度公務人員高普考
試趨勢與應試技巧
【調查局特考】
調查局特考考題趨勢與應
試技巧
在家環遊世界—
400 沙發客住我家
遊留學開闊視野(暫定)

講員
考選部
葉文苓專委
台灣知識庫
講師
旅行作家
葉士愷
遊留學中心

13. 為使「徐道寧教授人文關懷實踐獎助」申請關懷對象為「個人
組」之計畫較能靈活執行運用，該獎助申請時間已修正為「開
放全年申請，審查會議於提出申請後 1 個月內召開」。若導師
或教師遇有需多加關懷之特殊學生，歡迎提出關懷計畫申請補
助；詳見本處網頁「人文關懷獎助」專區。
14. 105 年第 2 次醫事國考之本校成績，經職涯發展組統計各科別
錄取率如下表；本屆學生表現優異，其中牙醫系藍啓綸同學為
牙醫(二)榜首，牙醫系黃柏毓同學、陳彥文同學分別為牙醫(一)
及牙醫(二)第 2 名，醫學系李淑媛同學、牙醫系李聿鈞同學分
別為醫師(二)及牙醫(一)第 3 名。
科目

報考人數

到考人數

及格人數

醫師(一)

129

129

醫師(二)

12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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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及格率
本校

全國

123

95.35%

63.42%

120

96.00%

88.05%

牙醫師(一)

40

39

39

100%

63.59%

牙醫師(二)

40

40

39

97.50%

97.49%

護理師

27

27

26

96.30%

48.25%

醫事檢驗師

35

34

15

44.12%

18.82%

醫事放射師

35

35

25

71.43%

38.52%

物理治療師

38

38

37

97.37%

30.45%

15. 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資料庫整合辦理「畢業流向調查作業」一
案，情形說明如下：
(1) 「104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流向調查」填答作業已於 8 月底配
合離校作業截止，預計於 10 月份完成統計並分送各院系所
參考。
(2) 「101 學年度畢業後三年」及「103 學年度畢業後一年」流
向調查問卷感謝各系所配合，填答作業已於 9 月底截止，相
關填答率及統計預計於 11 月份完成並分送各院系所參考。
16. 有關茲卡病毒感染症衛教宣導：呼籲孕婦及計劃懷孕婦女暫緩
前往流行地區；民眾如必要前往，應做好防蚊措施；離開流行
地區後請依循「1+6 原則」，1 個月內應暫緩捐血，6 個月內男
女無論有無症狀，都應採取安全性行為及延後懷孕，並持續自
主健康監測至少 2 週。
(三) 總務處報告：
1.本校獲教育部補助，將辦理「傳統醫學大樓乙棟」外牆防水及
大樓門廳改善工程，目前辦理規劃設計工作，預計於 106 年度
進行工程施工。有關門廳之改造，已邀請傳乙大樓管理委員會
進行意見蒐集彙整，本處亦將使用者意見納入規劃設計之參
考。後續詳細施工期程屆時將再作細部公告，期盼完成後能提
供使用單位更為舒適的教學研究環境。
2.本校獲 105 年度教育部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刻正辦理「醫學
院二館電梯更新」工程，於 105 年 9 月 23 日至 10 月 19 日期間
進行電梯汰換，該館將暫時無法提供電梯使用；另「圖資大樓
電梯更新」工程為 105 年 9 月 23 日至 10 月 14 日，以及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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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至 11 月 9 日，兩階段各進行 1 部電梯汰換，各階段施工
方式皆已作詳細公告，施工造成不便，請師生同仁多加諒解。
3.時序入秋，本校各館舍空間設置分離式冷氣者，請各使用單位
務必定期清洗維護濾網，以增加冷氣效能，並延長冷氣設備壽
命。
4.為宣導、落實公文書處理應注意事項，請轉知所屬配合辦理：
(1) 文書處理手冊第 37 點(一)、第 20 點(八)等規定：文書之陳
核、會簽(核)、陳判等過程中，均應使用公文夾，並以公文
夾顏色做為機關內部傳送速度之區分，公文夾封面務必使用
「公文流程表」，俾利明確判斷公文傳送；文書處理過程中
之有關人員，均應文面適當位置蓋職名章(或簽名)，並註明
時間(月∕日)以明責任。
(2) 文書處理手冊第 35 點(一)、(三)規定：文稿之判行按分層負
責之規定辦理。凡經「授權決行」事項者，核決者於公文書
上應加蓋「代為決行」章；若為單位內之簡簽、便箋、表件
及統計資料等則可免蓋；對陳判之文稿(包含紙本文及電子
文)，應明確批示。同意發文，批示「發」；認為無繕發必
要尚須考慮者，宜作「不發」或「緩發」之批示。
5.本校新建置之停車場設備具備 e-Tag、車牌辨識、車輛通行卡(教
職員工證)、悠遊卡及按鈕取票等功能，並整合了車輛通行證與
人事差勤系統；目前車輛通行會因系統感應後需進行資料轉
換，影響通行速度，正式啟用後需不斷加以測試、拋轉資料並
進行系統修正，因此預計待 10 月 20 日資料庫建置及系統修正
完成後，定能增加車輛通行速度，請全校教職員生見諒。
(四) 研發處報告：
1. 「IACUC 相關規範及申請表說明會」訂於 10 月 24 日、26 日、
28 日 14 時至 17 時在活動中心第三會議室舉辦，歡迎執行動物
實驗計畫主持人及研究團隊成員參加。
2.振興醫院為鼓勵雙邊合作，即日起，本校與振興醫院醫師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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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對外申請科技部專題計畫、國家型計畫或國家衛生研究
院研究計畫，可於計畫通過後，申請振陽計畫補助款 15 萬元；
計畫申請時須於計畫書中註明振陽計畫配合款，本補助款項不
限制核銷項目，但須使用於雙方合作申請之研究計畫。相關補
助辦法及申請方式將再於本處及校園公佈欄公告。
3.105 學年度第 1 次校級演講訂於 10 月 26 日(週三)10 時 20 分在
活動中心大禮堂舉辦，將邀請臺灣登上聖母峰第一人—高銘和
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攀登人生高峰」，歡迎師生踴躍參加。
另第 2 次校級演講訂於 105 年 12 月 14 日(週三)10 時 20 分於活
動中心大禮堂舉辦，邀請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吳俊忠院長蒞校
演講，講題為「創造地球永續生命力：濕地保育」，亦請轉知
師生先行預留時間。
4.科技部計畫及獎補助徵求：
(1) 106 年度跨領域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案自即日起接受申
請，至 12 月 29 日截止。
(2)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106 年度「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
案」研究計畫公開徵求，至 10 月 21 日截止。
(3) 工程司徵求「醫療器材創新研究」專案計畫，至 12 月 8 日
截止。
5.其他計畫及獎補助(獎學金)徵求：
(1) 沈力揚教授醫學教育獎學紀念基金會：「講師級研究與進修
獎助」(獎助資格開放至助理教授職等)受理申請，至 105 年
10 月 14 日截止。
(2) 中央研究院：「106 年度第 1 梯次獎勵國內學人短期來院訪
問研究」受理申請，至 105 年 10 月 15 日截止。
其餘計畫及獎補助徵求，請至本處網站查詢。
6. 產學營運中心規劃於 10 月 19 日(週三)10 時 30 分舉辦
「2016 年
專利系列課程—專利分析案例分享+專利知識養成」，講師為
連穎科技(股)公司孫美君經理，歡迎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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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儀器資源中心於 10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圖書館 2 樓電腦教室，舉
辦 MetaMorph 影像分析軟體教育訓練課程；訊息已公告於中心
網頁與校園公佈欄，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參加。
8. 2016「生技醫藥產業創新創業課程」系列課程於 105 年 10 月 5
日至 106 年 1 月 4 日舉行，第 1 次課程已於 10 月 5 日上午舉辦，
邀請訊聯生物科技劉天來總經理主講「生技產業現況與未來」。
9. 「2016 創新創業智財應用講座」第 3 場已於 10 月 5 日下午舉
辦，邀請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賴荃賢秘書長主講「輕鬆
搞懂創業與投資」，以及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虞成全會計師
主講「如何規劃衍生新創公司及技術股」。
(五) 國際事務處報告：
1.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訂於 10 月 18 日由該院副院長率團一行 8
人拜訪本校，本處將協助安排接待。本次來訪將以下列學術交
流為主：(1)介紹兩校轉譯醫學現況；(2)介紹兩校醫學研究現
況；(3)討論雙方未來可能之研究議題。
2.2016 陽明大學—海德堡大學雙邊會議 (8th Bilateral Meeting
2016 between Heidelber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將於 10 月 28 日於德國海德堡大學舉行，本校共 6
位教授前往參加，分別為光電所、牙醫系、藥理所、臨醫所、
醫學系及生科系。
3.為增進校內講師在參與國際學術會議報告、國際場合演講、圓
桌論壇討論及開設全英語授課等場合之溝通及交流技巧，本處
特 邀 請 資 深 美 籍 教 師 Dan Karnik 舉 辦 一 系 列 Dynamic
Presentation 的訓練課程，課程時間為 105 年 10 月 18 日至 106
年 1 月 10 日期間之每週二 13 時至 16 時，共 39 小時。
4.本處持續安排 2016 UST-UCSD 雙邊會議相關事宜，本(105)年
將由梁校長率本校講者共 8 名赴該校參加會議，而交大則由吳
妍華教授率交大 9 名講者參加。此次議題分為 3 個領域：(1)
Cancer；(2) Retina；(3) Rena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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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處將於本(105)年 10 月 20 日至 23 日、11 月 10 日至 13 日分
別參加澳門及香港教育展，請各系所提供文宣至本處，俾便參
展時協助宣傳、發放。
6.本處將陸續舉辦「流動陽明(Flow in Yang-Ming)」系列異國文化
講座活動，以增進本校人才、知識與技術的交流，並於 10 月
11 日已辦理第 1 場，邀請國際衛生學程博士班學生曹士偉同學
分享其母國布吉納法索於 1960 年至 2016 年之社會與文化的變
遷，師生報名及參與情形踴躍，歡迎導師帶領導生共同參與。
(六) 人事室報告：
1.為祝賀本校同仁生日在 105 年下半年者，特致贈每位壽星禮券
800 元整，請生日在 7 月至 12 月之編制內人員及核備僱用有案
之專案人員(以 105 年 8 月 1 日在職人員為限)尚未領取者，於
105 年 10 月 31 日前至本室領取，逾期繳銷。
(七) 主計室報告：
1.105 年度截至 9 月底止預算執行情形如下：
(1) 實際收入數 18 億 5,426 萬元，實際支出數 17 億 5,599 萬元，
本期賸餘 9,827 萬元，較預計短絀數 3,550 萬元，減少短絀
1 億 3,377 萬元。主要係因：1)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項下，
因學校宿舍收入、公共儀器使用費收入等實際執行數較預算
分配數增加。2)違規罰款收入項下，因實際執行廠商逾期完
工違約金較預期增加。
(2) 全年度資本支出預算 3 億 5,463 萬元，以前年度保留數
1,007 萬元，可用預算數 3 億 6,470 萬元，實際執行數
2 億 5,743 萬元，佔累計預算分配數 2 億 7,748 萬元之
92.78%。
(八) 秘書室報告：
1.有關本學年度第 4 次(擴大)行政會議原訂於 105 年 12 月 14 日召
開，因故將提前一週於 105 年 12 月 7 日舉行，請本會議代表留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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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 105 及 106 學年度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校務會議職技(助教)
代表選舉已辦理完成，除函知當選人(含候補名單)以外，當選
名單並已置於本室首頁提供瀏覽。
3.本校 105 及 106 學年度校務發展委員會教師代表、校務會議程
序小組及第 10 屆教師申訴評議委員之選舉，訂於 10 月 20 日(週
四)、21 日(週五)於活動中心 1 樓第四會議室舉行投票，選舉名
冊等相關資料已函知各校務會議代表，屆時請踴躍前往投票。
4.本校 105 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議訂於 11 月 10 日(週四)、11 日(週
五)召開，相關人員屆時請準時出席，並請各單位配合辦理。
5.教育部已於 9 月 21 日來校辦理「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實地總考
評圓滿結束，感謝各單位的配合辦理。
(九) 軍訓室報告：
1. 105 年 9 月 5 日至 105 年 10 月 2 日處理學生交通事故計 2 件，
摘要報告如下：
(1) 9 月 22 日 17 時 10 分，接獲護理系來電，該系 2 名博士班
學生開車於護理館前方道路擦撞，學生均未受傷，即通知交
通隊到校處理，協助辦理後續保險申請。
(2) 9 月 26 日 9 時 10 分，牙醫系同學於活動中心前方道路騎機
車不慎摔傷，本室接獲通知後，協助同學到衛保組擦藥，隨
後送至榮總急診，縫合下巴傷口，治療完畢後送同學返回宿
舍休息。
2. 交通安全：為減少交通意外事故，本室預於 10 月 24 日(週一)
中午 12 時 10 分假第二教學大樓 232 教室實施交通安全宣導講
座—「心中有愛，交通無礙」，邀請臺北市政府交通安全守護
團劉詩川講師，期能增進交通安全相關知識，並學習保護自身
及他人安全，歡迎教職員工生踴躍參加。
3. 學生兵役：
(1) 內政部辦理「106 年度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制度校園宣導
說明會」，各場次及時間可至本室網頁或至「內政部研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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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訓儲替代役制度資訊管理系統」網頁查詢。
(2) 內政部公告役男申請服 106 年(第 1 次)一般替代役之對象條
件及相關作業規定，申請時間自 105 年 10 月 17 日起至 11
月 4 日止，錄取員額專長資格(公共行政役)458 名、一般資
格 3,542 名，此次申請限制條件為役男能於 106 年 3 月 31
日前緩徵原因消滅者。相關訊息請參考「內政部役政署」網
頁最新消息或本室網頁。
(3) 83 年次以後之大一在學役男，如有意願申請於 106 年及 107
年暑假期間接受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練者，於 105 年 11
月 15 日前準備在學證明、役男及家長(法定代理人)印章，
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提出申請。
(4) 為使同學了解最新兵役資訊，本室預訂於 11 月 2 日(週三)
中午 12 時 10 分假第二教學大樓 211 教室舉辦「兵役制度說
明會」，內容包含兵役制度相關訊息、替代役申請、研發及
產業訓儲替代役說明、預士官考選事宜。
(5) 9 月份辦理新生役男緩徵申請共計 225 人次；延長修業役男
緩徵申請共計 100 人次。
(十) 體育室報告：
1. 105 年全國醫學盃球類聯誼賽將於 10 月 21 日(週五)至 23 日(週
日)假本校各運動場館及北投運動中心舉辦；已截止報名，共計
有 12 校報名參加。本校參加男、女籃球，男、女排球，男、女
桌球，男、女網球，男、女羽球及男子足球等 6 項共 11 隊，選
手共計 136 人，歡迎蒞臨現場加油打氣，共襄盛舉。
2. 105 學年度大專籃球、排球及足球聯賽已完成球隊註冊程序，
其中排球已於 10 月 7 日完成隊職員註冊，籃球及足球分別於
10 月 14 日、10 月 25 日以前完成隊職員註冊。
3. 105 學年度新生盃球類競賽目前陸續進行中，共有籃球、排球、
足球、桌球、羽球、網球及軟網等項目，預計 10 月 28 日完成
所有賽程，請各位老師前往替新生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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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校 42 周年校慶運動大會訂於 11 月 23 日(週三)舉辦，競賽規
程及報名表預計 10 月 18 日(週二)起陸續分送各單位，11 月 11
日(週五)報名截止；比賽項目包含教職員工男子 1,500 公尺、女
子 800 公尺以及數項趣味競賽等，並有校長領跑之各級主管 400
公尺健康跑。10 月 25 日(週二)起可至本室套量衣服尺寸，並於
10 月 28 日(週五)前交回。
(十一) 圖書館報告：
1.有關本學期「新生圖書館之旅」及資訊檢索教育訓練，感謝已
有社護所、臨醫所、護理系、口生所、環衛所、醫技系、物治
系、牙醫系、生科系、醫學系及藥學系等師生已參加或預約參
加，歡迎尚未預約之系所導師帶領導生預約時段，讓新生瞭解
及善用館藏及電子資源。
2.本館感謝校方及師生的支持，近年來圖書及期刊持續擴充，實
體書方面，從 10 年前約為 10 萬冊之館藏，持續成長，目前已
達約 23 萬冊，故去年暑假已將較罕用之圖書挪至舊圖書館等其
他空間，又電子書數量亦由 10 年前 18 冊增加成為 11-12 萬冊，
兩者合計達 33 萬冊以上，館藏量大幅提升，未來也將努力挑選
合適的書籍；期刊方面，由於每年費用漲幅約為 5-8%，基於經
費考量，僅能刪除使用效率較差者。而為使本校現有的電子資
源能夠提供各系所充分使用，本館於本(105)年暑假特強化學科
館員，期能對不同系所提供客製化之服務。
(十二) 心理諮商中心報告：
1.本中心於 9 月份辦理之活動，除原訂 9 月 28 日舉辦之大學部活
動「人我之間：表達性藝術療遇工作坊」因遇颱風而取消，其
他活動成果如下：
教職員：
(1) 9 月 29 日「幸福∕成功之旅～EQ 成長與關係促進培訓工作
坊(一)」：親子天下雜誌專欄主筆邱鏛玉老師精彩的分享讓
學員受益良多，參與人數為 17 人。
2.本中心於本學期以「愛的腳蹤」為題，10 月、11 月即將辦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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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下，歡迎踴躍參加。
(1) 大學部：
時間∕地點
105/10/12 (週三)
10:00
活動中心
第一會議室
105/11/16 (週三)
10:00
第二教學大樓
242 教室
105/11/30 (週三)
10:00
活動中心
第三會議室

活動名稱
用心聽，伸出手
~珍愛生命守門人

性別與醫療講座

開心談戀愛∕理性談分手

說明介紹
邀請臺大學輔中心專任心理師林
伯聰老師主講，全程參與本活動
者，可獲得小餐點。
邀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鄭智
偉社工主任及臺北市立聯合醫院
昆明防治中心精神科衛漢庭主治
醫師主講。
邀請現代婦女基金會戀愛暴力防
治講師團來為大家分享。

(2) 研究生：
時間∕地點
105/10/29 (週六)
105/11/12 (週六)
13:00-17:00
山腰大廳
105/11/5 (週六)
9:30-17:00
山腰大廳

活動名稱
微利時代的機會─
聰明理財工作坊
(一)、(二)
與壓力共舞：
研究生情緒調節工作坊

說明介紹
邀請雲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楊岳
穎顧問為大家分享理財。

研究生報名以 15 人為限，由本中
心兼職實習心理師涂繼方老師帶
領。

(3) 擁抱彩虹團體：
時間∕地點
105/10/20 起
每週四 19:00-21:00
山腰團體室

說明介紹
本校學生報名以 15 人為限，由本中心兼職實習
心理師涂繼方老師帶領。

(4) 輔導股長：
時間∕地點
105/10/13 (週四)
12:00-13:10
音樂前廳
每週二
12:00-13:10

活動名稱

說明介紹

大團圓

透過好玩趣味的闖關遊戲，熟悉
「輔導股長」的職務。

茶敘時光

提供安全、溫暖與支持的環境，
協助輔導股長認識自己的角色與
定位，學習自我了解，享受相互
成長的團體關係。

(5) 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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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活動名稱

105/10/27 (週四)
105/11/24 (週四)
18:00-20:30
山腰大廳
(17:30 備有晚餐)

【幸福∕成功之旅—
EQ 成長與關係促進】
培訓工作坊
(二)、(三)

說明介紹
邀請邱鏛玉老師主講，邱老師為
芯福里情緒教育推廣協會、慈濟
大學社教推廣中心、教育部樂齡
教育講師、親子天下雜誌專欄主
筆。

(6) 資源教室：
時間∕地點

活動名稱

105/10/18 (週二)
18:30-20:30
山腰大廳
105/10/19 (週三)
12:00-13:30
團體室

人際雙贏互動心關係

說明介紹
邀請李勝隆老師(雙贏管理顧問公
司首席講師兼執行長、中華大專
生涯發展協會專任講師)主講。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3.山腰電影院：於每週三晚間 6 時 30 分至 9 時在山腰大廳準時撥
放；本學期電影主題為「我的名字叫，勇敢」。近期片單如下：
時間
10 月 12 日

片名
史帝夫賈伯斯
（Steve Jobs, USA, 2015）

影片內容介紹
電影透過三場指標性產品發表會，記錄了
世界的改變，也讓我們重新認識這位科技
巨人史帝夫賈伯斯的愛與狂。

☆2016 年奧斯卡最佳男主角、女配角
提名。

10 月 19 日

改編歷史上最早接受變性手術的丹麥畫家
丹麥女孩
（The Danish Girl, USA, 2016） 莉莉艾勒伯與妻子超越性別的愛情故事。
☆2016 奧斯卡最佳女配角。

10 月 26 日

以二戰期間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為背景，負
索爾之子
（Son of Soul, Hungary, 2014） 責清理屍體的索爾，決定要幫一位死去男
☆2016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11 月 2 日

憂傷大象之歌
（Elephant ,Canada,2015）

孩舉辦猶太喪禮，於是他冒險籌劃，試圖
在黑暗裡尋找的一點亮光…。
精神科醫師意外失蹤，只有一名精神病患
宣稱知道他的去向，醫院院長前來了解，
卻展開一場火花十足的論戰…。

☆2015 加拿大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

11 月 9 日

中年大叔的夢想甲子園
（Again,Japan,2015）
☆日本電影影評人新人導演獎。

陷入中年危機的男子，遇見神秘少女訪，
揭開了塵封的青春記憶，喚醒過去熱血野
球魂，這次，他們要為夢想而戰，也要為
自己的生命而戰…。

4.本中心辦理 105 學年度新生身心健康調查表高關懷篩檢，目前
結果統計如下：
回收數
大學

高關懷數

男

(%)

242/ 463 (52.27%)

14

女

(%)

221/ 463 (47.7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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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研究所

463

40/ 463 (8.63%)

男

(%)

335/ 712

(47.05%)

10

女

(%)

377/ 712

(52.95%)

12

小計

712

22/ 712 (3.08%)

總數

1175

62/ 1175 (5.27%)

科系

回收數

高關懷數

醫學院

413

22

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

313

17

護理學院

93

10

生命科學院

226

6

牙醫學院

64

1

藥物科學院

48

2

人文與社會科學院

18

4

1175

62

總計
1. 高關篩選標準：

大學部：(符合項目一)+(符合項目二)+(符合項目三)+(符合項目四)－(項目重疊重複
計算的人數)=40 位
研究所(碩博)：(符合項目一)+(符合項目二)－(項目重疊重複計算的人數)=22 位
2. 需追蹤標準為：經電子郵件、電話、簡訊未果者，為持續追蹤的對象
大學部

研究所(碩博)

總人數

資料回收數

463

712

1175

一、我曾經前往精神科門診或住院治
療

6人

18 人

24 人

二、我曾有過自我傷害的經驗

3人

7人

10 人

30 人

56 人

86 人

9人

25 人

34 人

總計

48 人

106 人

154 人

高關懷邀請信(含個人與家族史)

40 人

22 人
(重複排除)

62 人
(重複排除)

三、我的家人或親戚中曾經有前往精
神科門診或住院治療的經驗
四、我的家人或親戚中曾有人有過自
我傷害的經驗？

高關懷篩選標準：
大學部：(符合項目一)+(符合項目二)+(符合項目三)+(符合項目四)－(項目重疊重複
計算的人數)=40 位
研究所(碩博)：(符合項目一)+(符合項目二)－(項目重疊重複計算的人數)=2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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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資訊與通訊中心報告：
1.本中心預定於 10 月 22 日(週六)9 時至 13 時進行老舊連外路由
器汰換，屆時本校連外將有中斷狀況，汰換期間如有連網需求，
可以暫時設定 proxy 上網。
2.有關「個資保護推動計畫」已於本(10)月啟動，預定 11 月中旬
舉辦 2 場認知與清查教育訓練後，將依排定時間陸續至各單位
訪談，協助個資清查與發現可能違法之處。請大家利用此機會，
做好單位內之個資保護，避免觸法。
3.本校已提供麥金塔電腦之 MS Office 軟體，有興趣使用者請自
行下載安裝(http://software.web.ym.edu.tw/files/11-1266-1.php)。
(十四) 實驗動物中心報告：
1.本中心於 9 月 21 日進行 105 年度第 3 季動物飼養環境監測，監
測結果顯示目前動物房的落菌數、水中含生菌數均在標準值以
下。
2.本中心圖資動物區空調系統汰換工程已於 9 月 30 日完工，目前
正進行系統測試，預計 10 月 7 日前完成；此舉將可改善圖資動
物區之 BS 區動物房的空調效能。
(十五)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報告：
1. 本校 105 至 106 學年度生物安全會及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
會新任委員聘任已公告全校周知，其主要任務為研議、協調及
建議實驗場所相關安全衛生事務，任期自 105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7 年 7 月 31 日止。
2. 為落實法規要求並瞭解實驗場所化學品使用現況，請實驗場所
於 10 月 25 日(週二)前繳交本學期「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
管理執行紀錄」以及本校「實驗場所危害性化學品使用狀況調
查表」。
3. 105 年下半年度
「化學品申報與管理研習會」
訂於 10 月 18 日(週
二)假圖資大樓 401 電腦教室辦理，特邀請工研院繆慧娟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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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教育部化學品管理系統操作，請新進教師或未曾參加此課
程之實驗場所負責人派員參加；本校需化學品管理系統帳號與
密碼者，請洽本中心。
4.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第 17 條規定，為評估本校實驗場所使用化學品進行實驗時，環
境中濃度狀況是否符合法規之容許濃度標準，以確保教職員工
生於安全無虞之環境中學習；本中心自 105 年 5 月起辦理第 1
次勞工作業環境監測，合計測定 12 間實驗室、共 28 點，監測
結果均低於法規暴露容許濃度以下，合格監測報告已發予各實
驗室留存，並亦依法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5. 本校 105 年度各實驗室列管之化學排氣櫃檢測作業已完成，共
計檢測 141 台，除 15 台因排風管或馬達損壞外，其餘皆合格。
相關損壞故障問題於檢測當時已告知現場人員並請後續處理維
修，請各實驗場所負責人加強留意化學排氣櫃效能，以維實驗
場所操作人員之安全，檢測報告將發予實驗場所留存。
6. 105 年度第 2 次各項實驗室產出廢棄物清運作業訂於 11 月 3 日
辦理如下，相關訊息亦於本中心與校園公佈欄公告周知。
時間
廢棄物類別
清運方式
備註
105 年 11 月 3 日 實 驗 室 產 出 之 欲清運之實驗室 請依據固體廢棄物分類樹
上午 9 時起
固體廢棄物
請派人依清運時 分類，以堅硬紙箱盛裝(大
間於山上與山下 小 勿 過 大 ) ， 周 邊 黏 貼 牢
生物貯留室秤重 固，並黏貼清運表單(事先
點交。
填妥，惟重量無須填寫)，
紙箱口暫勿封口，待當日確
認內容物無誤後封口秤重
清運。
105 年 11 月 3 日 化學廢液
請各實驗室依循 請於 10 月 27 日前彙整所屬
下午 2 時起
化 學 藥 品 分 類 實驗場所之廢液清運總量
後，於清運地點 與空桶領用數量，並填入
定時點交。
「國立陽明大學化學廢液
清運數量統計表」中，彙整
後擲回環安中心。

7. 本校生物與化學廢棄物之處理原則再次宣導如下：
(1) 實驗室產出之生物性廢棄物務必以專用透明滅菌袋盛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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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封緊勿露出實驗耗材，並以滅菌辨識指示膠帶束口數圈以
做滅菌辨識。滅菌完成後請當日請送至一般垃圾場存放，禁
止遺留至實驗場所走廊或實驗室內堆積。如實驗場所內外有
暫留之生物性廢棄物(如細胞培養基或動物墊料)待清除
者，應置於大垃圾桶內，並於當日清除完畢。
(2) 實驗室產出之化學廢液，請依循化學相容性分類置於化學廢
液專用桶內，桶下需有防洩漏裝置盛盤避免傾倒洩漏。
(3) 如有過期需廢棄或不明的化學藥品，請先依性質分類並用紙
箱盛裝(紙箱可向本中心領取)，瓶罐間以泡棉、報紙等區隔
防止碰撞致瓶身破裂，再填寫「化學藥品廢棄清點表」張貼
於紙箱，待通知後清運。
(4) 響應環保及資源共享，如有堪用化學藥品，可填報「化學藥
品分享清點表」，本中心將協助公告。
8. 為協助輻射作業場所妥善進行輻射源之安全管理，本中心已於
10 月初至各輻射作業場所進行輻射源檢查作業，本次檢查重點
為：物質或設備及其作業場所佐證照片(含存放場所、輻射源外
觀、放射性物質及其容器廠牌、型號及序號等)，感謝各輻射作
業場所配合辦理。
9. 為協助輻射作業場所相關人員熟習輻射防護要領及防救能力，
於輻射意外事故時採取正確的處理方式，提升應變處置知能，
降低師生生命財產損失，本中心訂於 10 月 17 日(週一)14 時至
17 時假護理館 301 教室辦理輻射意外事故處理教育宣導。
(十六) 共同教育中心報告：
1.本中心已於 9 月 5 日舉行本校普通心理學課程師資與教學資源
會議。
2.本中心已分別舉辦 2 場次新生通識教育課程暨選課機制說明
會：9 月 8 日辦理生科系與不分系場次，9 月 13 日辦理藥學系
場次；介紹本校通識課程理念、學生修課規劃、課程修業規定
及選課須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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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校友中心報告：
1.本中心近期支援系所辦理校友活動如下：
(1) 9 月 25 日(週日)，協助牙醫系辦理 40 周年系慶暨校友回娘
家，活動圓滿成功，當日共計提供 200 份校友紀念品與餐費
補助，並將協助更新校友資料至校友資料庫。
(2) 10 月 1 日(週六)，協助公衛學群辦理第 1 屆聯合校友活動圓
滿成功，當日共計提供 100 份校友紀念品與餐費補助，並將
協助更新校友資料至校友資料庫。
2.為提升本校線上校友資料庫系統的功能，現已請資通中心協助
重新建置，預計 10 月底前將初步完成校友前台使用介面之建
置，後續將就後台管理介面進行設計。維護期間如各系所及校
友需更新校友聯絡資料者，可直接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本中心
手動更新。
(十八) 附設醫院報告：
1.本院近期重大活動如下：
(1) 本院蘭陽院區於 9 月 5 日啟用，並進行試營運，未來以醫療
不中斷為前提，兩院區將並行運作；於蘭陽院區移設期間，
門診、住院將逐步開設以增加醫療量能，而新民院區亦持續
提供蘭陽地區民眾門診及住院等醫療服務，維持一定醫療量
能。蘭陽院區依據改制計畫規劃發展為急重症、老人醫學、
腫瘤醫學、心血管疾病等專責醫療單位，並以蘭陽院區為溪
北醫療網之三級後送單位；設置後，共配置急性一般病床
400 床，特殊病床 122 床(包含加護病床、小兒暨新生兒加
護病床、急診觀察床、待產床、嬰兒病床、呼吸道隔離病床、
手術恢復床、嬰兒床、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及洗腎治療床)，
共計 522 床。而由於蘭陽院區經費不足，致部份無法搬遷之
病房(如：慢性呼吸照護病床、洗腎治療床、安寧病床、護
理之家、日間照護病房)、牙科治療台及部分門診需保留於
新民院區繼續提供醫療服務，故部分支援單位予以保留，
如：復健、牙科、檢驗、放射、藥事及部分門診等；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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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院區並成立弱勢與特殊需求者照護醫療中心、失智症照護
及技術發展中心、科技輔具與科技照護訓練中心及銀髮健康
管理暨專業人才培訓認證中心等四大中心，並以四大中心所
需門診前提下，以慢性疾患、整合照護及高齡友善等為門診
設置規劃方向，期周全長照醫療體系、健全整合照護醫療及
建立高齡友善就醫環境。兩院區並行後，考量可近性、可利
用性及醫事人力配置等因素，共開放 38 間診間(蘭陽院區
23 間，新民院區 15 間)。
(2) 行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委員會吳宏謀主任委員於 9 月 7
日率隊訪查本院蘭陽院區興建工程計畫，與會者包括行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教育部秘書處、陳歐珀委員之代表等人
員，並有梁賡義校長、羅世薰院長與本校及本院內相關人
員，以及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許常吉建築師事
務所、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出席。由本院社區醫學部徐
迺維主任簡報，而吳主任委員對於醫院在經費短少的狀況
下，仍可完工並進行試營運，表達讚賞；並請教育部秘書處
協助本院目前經費短缺的解決之道。
(3) 9 月 20 日，陳歐珀立法委員召開本院蘭陽院區第二期工程
籌備會議，與會者包括教育部高教司李彥儀司長、倪周華專
門委員，以及本院羅世薰院長、張克昌副院長、倪淑暖組員
等人，經決議：1)未來定期開會進行追蹤，下次會議於 10
月下半旬召開；2)10 月 26 日開幕時，向縣民及媒體宣佈將
進行第二期工期規劃。3)希望計畫於 106 年提出，並於 107
年 4 月前行政院審核通過。
2.醫療服務量：
(1) 門診部份：105 年 1-9 月為 348,519 人次，較 104 年 1-9 月
334,051 人次，成長 4.33%。
(2) 急診部份：105 年 1-9 月為 50,504 人次，較 104 年 1-9 月 48,962
人次，成長 3.15%。
(3) 住院部份：105 年 1-9 月為 119,879 人次，較 104 年 1-9 月
117,782 人次，成長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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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療收入(折讓後)：105 年 1-9 月為 1,591,924,250 元，較 104
年 1-9 月 1,474,877,994 元，成長 7.94%。
3.蘭陽院區進度：該計畫各分標工程已於 100 年 11 月份起陸續動
工，目前最新情形如下：
(1) 主體工程標：瑞助營造履約爭議不服本院異議處理結果申訴
案—該公司提出聲請停止申請，並於 105 年 5 月 26 日行政
法院先召開行政訴訟聲請停止執行案經行政法院合議庭作
成判斷同意停止執行，本院後雖提出抗告仍被駁回；有關行
政訴訟案部分，本院任用律師已評選結束，由寰瀛法律事務
所承接本案。
(2) 裝修與機電工程標：履約爭議調解—因廠商異議提送 2 件送
交申請履約調解，一件為計畫書逾期送審罰款，已於 10 月
3 日召開第二次調解會議；另一為申請展延工期 137 天，該
件於 10 月 6 日召開第一次調解會議。
(3) 公共藝術甄選：本院於 105 年 5 月 11 日辦理公共藝術初選
會議。105 年 6 月 14 日辦理決選會議，由京石文化設計有
限公司「療癒之森」決標，並於 105 年 8 月 2 日舉辦鑑價會
議，目前徵選結果報告書簽核中，俟簽核後送交文化局審議
會備查。

柒、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士班大一大二不分系獎勵優秀高中生就讀獎學
金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 104 年 1 月 28 日修正之「參加國際數理學科奧林匹亞
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良學生升學優待辦法」，擬修正本辦
法之獎勵種類、申請時間、獎學金終止及取消申請資格原則。
-27-

二、本案業經 105 年 6 月 17 日學士班大一大二不分系系務會議通過，
並經 105 年 10 月 5 日 105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主管會報討論決議
照案通過。
三、本案若經本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擬自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
開始實施。
四、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等資料如附。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特聘講座及特聘教師聘任辦法」、「特聘講座及
特聘教師聘任細則」名稱及部分條文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案依 105 年 6 月 8 日 104 學年度第 16 次行政主管會報研發處
專案報告「特聘講座及特聘教師制度規劃」案之決議辦理，依校
長指示請研發處與人事室就報告內容修正相關辦法。
二、爰本室據以研議修正本辦法與細則，擬修正「特聘教師」職稱為
「講座教授」，另增列「特聘教授」職級及明列其資格、待遇等
相關規範。並同時配合修正名稱為「特聘講座、講座教授及特聘
教授聘任辦法」、「特聘講座、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聘任細則」。
三、本案業經 105 年 10 月 5 日 105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主管會報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四、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等資料如附。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2、3）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汽機車管制辦法」、「校園臨時停車收費要點」
及「車輛違規管理辦法」等部分條文案，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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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本校「105 年校園交通精進計畫」業經 105 年 6 月 1 日 104 學年
度第 8 次(擴大)行政會議決議通過；爰本處據以執行，於暑假期
間更新停車場管理設備系統，並自本學期起實施校園停車管理新
制。故擬修正旨揭法規部份條文，以符合現況。
二、本案業經 105 年 10 月 5 日 105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主管會議討論
決議本校「汽機車管制辦法」及「校園臨時停車收費要點」修正
通過，其餘照案通過。
三、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等資料如附。
決議：本校「汽機車管制辦法」及「校園臨時停車收費要點」修正通
過，其餘照案通過。（如附件 4、5、6）
捌、臨時動議：
案由一：陽明建校至今，一直以來以「second to none」自許，也是社
會對「陽明醫學院」的看法，然而今日在各種大學排名評比
下，如：北醫、中國醫藥大學超越了本校排名，或許係因該
排名機制對本校不利所造成的結果。而事實上，本校師生非
常努力，如研究之論文引用數、學生之國考成績等表現突
出；若因長久下來而成為外界對本校的既定形象，將對學校
未來的發展造成很大衝擊，無論在校友就業、學生應試、學
校申請大型計畫等各個方面均有影響，故建請共同維護陽明
之社會形象及研議可努力的方向，提請討論。（台灣聯合大
學系統陳正成副校長所提）
決議：本案將另作研議討論。目前各大學排名之指標定義各有不同，
且也有所改變；我們應了解各指標所代表的意義並持續努力，
而非追求名次，且部分主辦大學排名之組織目前已趨商業化，
故應對此有所了解，方不致於被引導，並且除關心研究外，對
於教育應更加注重。
案由二：對於學校之人才培育，是否除研究之外，有關學生在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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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與生活亦宜有對等的支持；如：教室電腦及空調設備老
舊、部分社團及學系缺乏辦公室空間、K 書中心環境欠佳等，
建請兼顧教學、研究之軟硬體的發展，讓陽明學生在校學習
期間，能夠成為足以因應當代及未來社會的人才，提請討
論。（大學部學生會陳佳菁會長所提）
決議：本校自教育部 5 年 500 億之經費挹注以來，在教學設備上，已
進行大幅度改善與提升；而過去提供許多管道讓學生關心之事
務得以傳達，對於站在學生角度的不同想法，歡迎提供更多建
議，期使校務推動更為精進。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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