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陽明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06 年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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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世薰、李士元、洪鶴芳、黃美麗、巫坤品、陳美秀、林姝君、葉添順
陳傳霖、王信二、王進力、單秀琴（劉沛毓代）、葉鳳翎、陳娟惠（許彩鳳代）
李彩鈺、林峻立、陳念榮、蔚順華（施怡芬代）、兵岳忻、張朝翔、蔡維娌
呂雯茵、余英照、吳肖琪、吳嘉雯、王慧恆、江秀愛、周倩如（王慧恆代）
盛 文、黃志成、藍于青、白雅美（許伶楓代）、陳俊銘、楊永正、陳美蓮
陳怡如、王署君（嚴錦城代）、傅淑玲、楊振昌、林逸芬、林寬佳、阮琪昌
李新城、陳天華、許瀚水、楊定一、黃宣誠（巫坤品代）、黃嵩立
許明倫（張國威代）、張國威、劉影梅（李怡娟代）、李亭亭、李怡娟
蔡有光（楊翠青代）、劉仁賢、林照雄、連正章、黃雪莉（胡小婷代）
鄭凱元（林昭光代）、林 宜 平 、 劉瑞琪、林昭光、康照洲、林滿玉
蕭崇瑋（蘇 瑀代）、陳弘育（顏郁珊代）、吳芊慧、吳秉彥

請假：張德明、高閬仙、陳正成、洪善鈴、鄭瓊娟、翁芬華、蒲正筠、駱俊良
楊世偉、劉宗榮、周立偉、王瑞瑤、陳金錠、李秀容、陳維熊、楊慕華
蔡憶文、簡莉盈、羅正汎、穆佩芬、吳俊忠、蔡美文、李 泉、吳育德
陳鴻震、許翱麟、邱文祥、蔡亭芬、王文方

壹、主席報告出席人數並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一、 關於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進展，該計畫分為兩部分：第一
部分，主要重點為教學，並強調善盡社會責任，且希望讓同學在
學習的過程中，能將所學經由在地化與之結合；第一部分經費為
各校皆可申請，並一般大學及技職大學各佔一半，總經費規劃達
100 億元，而本校於 8 月底已送出構想書(30 頁)，俟教育部回饋
意見後，並將依限於 11 月 27 日以前提交計畫書(100 頁內)。第
二部分，包含全校型計畫以及特色領域之研究中心；不久前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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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說明會，研究中心部分規劃經費為 20 億元，並由科技部提供
其中 7 億元；全校型計畫則規劃為 40 億元，預期通過補助名額
可能低於原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校數目；又，有關研究中心方
面，參考各校建議，教育部預計依 ESI 分為 6 領域：工學、醫學、
生命科學、農學、理學、社會科學等，其下再細分學門，並預期
一校申請數目以不超過 10 個為原則；以上計畫書收件截止日期
亦皆為 11 月 27 日，每研究中心將須提交 30 頁以內之計畫書，
全校型計畫則以強調如何與國際接軌、與國際競爭為方向，須提
交 50 頁以內之計畫書，另研究中心部分須於 10 月 23 日以前確
定所屬學門，以利教育部辦理後續送審作業。本校在研究中心方
面，預計於醫學、生命科學、工學領域方面可提出申請，包括：
神經科學、老化、腫瘤與免疫、醫學工程等；全校型計畫方面亦
正努力規劃中，而前次會議提到關於美國紐約眾議員索拉茲
(Solarz)罹癌病逝，因生前與臺灣關係友好，其夫人成立慈善基
金，且提供當時之診療醫師經費，期能與臺灣有更多合作並於本
年 2 月來臺，經訪視後決定與榮陽團隊合作一事，由於該醫師為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研究學者，日
前剛收到合作備忘錄草案，包括駐美國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
(TECRO)與美國在台協會(AIT)之簽約協定，以及美國在台協會
與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之簽約等，希望盡速完成簽約以即早於明
年開始；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為癌症研究之頂尖研究機構，在撰
寫全校型計畫的此刻，亦有利展現本校與國際接軌之良好互動。
二、 前次會議有提到經由研發長與產學營運中心蔡熙文執行長的努
力，教育部擬委託本校執行國家智財服務平臺一事，其原因包括
本校為少數有成立創新育成相關公司之學校，並具有以彈性薪資
聘用專業經理人之經驗，故借重經驗期以延攬各界具產學經驗之
專家並協助國內各大學推廣智財與推動產業化合作，教育部規劃
將於明年提供 3 千萬元經費設立該平台。另外，本校申請科技部
「國際產學聯盟計畫」亦獲通過，爭取到 1 千 7 百萬元經費補助，
期與國際接軌，目前規劃將致和園區內骨科器材研發中心空間整
併並作使用發展。
三、 本校新建之守仁樓及其膺才廳分別與 10 月 3 日、9 月 27 日舉行
‐2‐

啟用典禮。其中「膺才廳」演講廳，特別感謝企業家賀鳴鐸先生
慷慨捐贈價值相當於 3 千多萬元之專業設備，包含非常好的音響
視聽設備等；該廳達 143 個座位，已請總務處規劃使用並學習操
作方法，以提供師生良好而舒適的設備並妥善充分使用。另 10
月 3 日舉行守仁樓啟用典禮，守仁樓從林茂榮前總務長至王信二
總務長任內，自規劃、興建到驗收落成，感謝總務處的不懈努力，
此外，由於該工程費用達 4.8 億元，主要經費來源雖為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之補助，但也感謝有心人之關心與捐助，除華邦營造有
限公司捐贈二部電梯外，包括：潤泰集團尹衍樑總裁、台玻集團
林伯豐董事長、清井醫學關懷慈善基金會以及本校校友與熱心人
士等之捐助，對於紓緩學校校務基金負擔有很大助益，並促使校
務基金能更靈活的運用。
四、 有關本校校長遴選，校長遴選委員會於昨日與本日已進入遴選最
後階段，若順利選出，則將公告於網頁。和許多學校不同，本校
校長遴選交付遴選委員會辦理，採保密形式進行，另於本校網頁
設有專區，提供教職員工生表達意見，以避免曝光造成候選人困
擾；個人也認同該作法，希望新校長人選順利產生，一旦確定選
出，個人將盡快與其聯絡並交接重要事項，包括高教深耕計畫之
進展，期讓新校長能夠多加了解與參與。
五、 本人於上週出席教務處召開之大學部招生委員會，該委員會邀集
各系主任討論明年招生報名之注意事項(包含繁星、甄試等)，當
時就報名率、註冊率等有作討論及建議，例如：辦理甄試時，對
於陪同應考的家長，系主任出面以表校方的重視；學系老師之
外，請系學會參與，除以電話聯絡，或可舉辦活動邀請尚未入學
之新生，表示歡迎等。此外，本校具有新建之學生宿舍，對於中
南部或家境較困難的學生，如需申請住宿床位應該無虞，屆時學
務處亦可提供相關資訊。還請教務處將相關訊息文字化，提供系
所主管參考。
六、 教育部高教司日前向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行學校表示有關 107
學年度學士班甄試日期，各校可否錯開，而非均於星期五、六、
日辦理。對此，個人已和高教司交換意見；其一，若安排於週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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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老師需有共同的時間；其二，應考者若為高中生，安排於週
末假日考試，對於陪同應考之家長較為方便，尤其是中南部學生
家長；至於本校醫學系甄試安排為兩日，並為全日辦理，唯有星
期六、日較適合辦理。
參、確認前次會議紀錄。
肆、報告事項：
一、106 學年度第 1 次(擴大)行政會議計有 3 項提案討論案及 1 項臨
時動議案，其決議及執行情形如下：
提案討論部分：
第一案為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所提擬修正本校「環境保護暨
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案，經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提送 106 年 10 月 18 日 106 學年度
第 1 學期臨時校務會議討論議決。
第二案為人事室所提擬修正本校「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
保障處理要點」案，經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人事室已據以實施。
第三案為研發處所提擬訂定本校「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價創
計畫人員進用及支給要點」草案，經決議修正通過。另第
5 點第 5 款第 1 目所提「如有傑出優秀人才需求者，須經
專案報行政院同意」之文字，請研發處再行了解此段規定
之必要性，若無需此程序，則由研發處逕予修正。
本案研發處經詢問相關人員：該條款係於價創辦公室之計畫說明
會中表示「計畫執行後期可能需從產業界延攬具多年實務經驗之
優秀 CEO 人才，若薪水以業界標準訂定，可能超過科技部部長
月薪；考量本計畫為科技部補助，若其補助計畫下所聘用人員薪
資高於部長薪資，恐有違倫理之疑慮；因此，若新創團隊確有以
高薪延攬特殊人才之必要，得以專案報請行政院同意之方式施
行。」爰此，第 5 點第 5 款第 1 目之規定仍予保留。
‐4‐

臨時動議部分：
第一案為護理學系李亭亭系主任所提總務處報告提到關於本學
期汽車通行證採線上申請，申請之教職員，其通行費將自
薪資扣繳一事；惟對於已申請且先行完成繳費者，是否須
再主動提醒總務處，以免重複扣款。另軍訓室報告之校安
事件有關護理系同學熱心通報校內設備有冒煙情事，學校
若未訂有獎勵措施，還請軍訓室提供學生姓名，擬逕於系
上表揚案，經說明並決議有關通行費自 11 月教職員薪資
扣繳部分，總務處事務組將於 10 月底與出納組再作核對；
若已校內臨櫃繳費或於其他通路繳費者，不會重複扣款。
又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對於學生有可獎勵之行為，系
所、班級及行政單位可向學務處提出建議獎勵；請軍訓室
將該生資料提供護理學系。
本案軍訓室已遵囑辦理。
二、行政單位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報告：
1.關於 107 學年度碩、博士班甄試招生，本次報名分別計 1,066
人次及 40 人次；相關試務時程如次：10 月 13 日至 19 日評定
審查成績，10 月 25 日公告初試合格及逕行錄取名單，10 月 28
至 11 月 2 日複(口)試，11 月 13 日放榜，請各招生單位惠予配
合辦理相關試務工作。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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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90.00%

碩士班

624

553

537

86.10%

碩士在職專班

65

51

51

78.50%

博士班

167

127

122

73.05%

3.本學期學生加退選課已於 9 月 23 日(星期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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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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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業。
4.本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期限為 11 月 10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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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中心訂於 10 月 23 日(星期一)10 時 10 分至 12 時 10 分
假護理館 3 樓 301 會議室邀請臺灣師範大學王錦雀教授分享「教
師社群經營與運作之經驗」，歡迎踴躍線上報名參加。
6.本處推行「ee-class」管理系統，其結合 EverCam 軟體，能讓教
師更方便的錄製數位課程、建構課程教材等，並在學生使用面
上，可提供同學線上互動學習，包括建立數位之共同筆記等，
藉由互動學習幫助增進對於課程內容的了解。目前 ee-class 系
統為試用階段，若經測試無虞，預計於下學期正式推出，相關
使用資訊已置於本校首頁「教職員工」或「在校學生」頁面下
之課程資訊：「非同步教學課程(ee-class)」，歡迎連結試用。
7.為鼓勵學生創意構思並能付諸執行，本處於研究大樓 577、548、
549、550-551、552 室建置「創客空間」，提供 NI 虛擬儀控、
3D 列印、雷雕及電子實驗等設備，方便同學動手操作；建議各
系所如有相關課程，也可就課程設計上調整內容，以提高同學
動手做之動機及促進創意，不僅讓同學從操作過程中獲得樂
趣，更助於同學深入了解，有助於未來學習或解決問題之能力；
另外，本處現正舉辦創客徵案競賽活動，請轉知並鼓勵同學組
隊參加。
(二) 學務處報告：
1.衛保組於本學期辦理之健康體位活動如下，請踴躍參與。
時間∕地點
9/19-12/2 (每週二至週五)
14:00-17:00
10/12 (週四) 17:30-18:30
活動中心大禮堂 2 樓
鏡面空間
10/20 (週五) 12:00-13:10
人社院 1 樓展演廳

主題

主講人∕備註

健康體位自我健身班
跟著做就能瘦—
燃脂與核心訓練第 1 場

陳信宏教練

跟著做就能瘦—
燃脂與核心訓練第 2 場

陳信宏 教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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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10/26、11/2 (週四)
大家一起來 walking
17:30-18:30
10/13-11/20

運動好棒棒接力挑戰

10/16 (週一)12:00-13:10
綜二教室
10/23 (週一) 12:00-13:10
綜二教室

請先參加 10/12，10/20 教
學課程。
棒式運動(Plank)、深蹲
(Squat)接力挑戰，請先參
加 10/12，10/20 教學課程

運動營養入門基礎篇

李柏盈 營養師

探索運動營養的世界

李柏盈 營養師

2.感謝校長、教務處、總務處、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及學生會之協
助，音前徒步區表演舞台、人社院 1 樓之展演廳、人社前廳暨
K 書中心已重新設計裝修，不僅美侖美奐，兼具質感及實用性，
亦能讓學生有更完善的場地進行活動與讀書，本處業於 10 月 3
日(星期二)17 時 30 分至 18 時 30 分在人社院 1 樓川堂舉辦啟用
典禮，並自即日起供學生申請使用。
3.住輔組預計於 10 月 13 日(星期五)中午假二教 211 教室舉辦本學
期宿舍訪視前説明會，並於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6 日每日 19
時至 22 時進行宿舍訪視。
4.教育部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執行本學
年度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將於 10 月中旬到校實地輔導。
5.本學期「早安神農坡」將於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辦理，以「做
個有影響力的大學生」為活動主題，並以陽明的「榮譽制度、
師長身教、同學的愛心行動」等來引導同學如何發揮自己的影
響力。活動中援例仍將募集零錢，捐助社福團體，歡迎全校師
生踴躍參加。
6.本處將舉辦系列健康性教育之性平月活動如下，以積極推動性
別平等觀念。
日期
11/13 (週一)
11/17 (週五)
11/24 (週五)

時間

講座內容
主講人
大學生的性愛與風險—
徐森杰 老師
講座：
終結愛滋病毒(HIV)
12:00-13:10 迎接生命的第一次戀情—
高松景 校長
談「愛情學」
Q&A：
何謂愛上一個人—
13:10-13:40
親密關係中「自尊」與「愛」 高松景 校長
的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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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一教
綜三
教室

11/30 (週四)
12/1 (週五)
12/8 (週五)

網路酸民請注意—
講言論自由與法律責任
遇到更好的自己—
談「靈性伴侶」
大學生避修課—
避孕與意外懷孕

王碧霞 檢察官
高松景 校長
翁嘉穗 醫師

7.職發組為鼓勵各系所加強在校生與企業之連結，107 年度持續
協助申請勞動部「107 年度結合大專校院辦理就業服務補助計
畫」經費補助，預定於 10 月份函知各系所提出申請，請有意願
申請之系所可預先規劃，屆時依職涯發展組公告時程提出申請。
8.職發組於本學期將辦理「就業達人系列講座」、「完美求職系
列講座」、「國家考試系列講座」，請系所鼓勵同學踴躍參與。
(1) 就業達人系列講座(2 場)：博雅中心 2 樓學務處大會議室。
時間
10/13 (週五)
12:00-14:00
10/27 (週五)
12:00-14:00

講座名稱
就業達人系列講座 1：
個人價值及潛能優勢
就業達人系列講座 2：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主講
勞動部∕新譽管理顧問公司
澄意 魏美棻 專案講師
勞動部∕新譽管理顧問公司
方雨管理顧問公司 嚴又文 總經理

(2) 完美求職系列講座(3 場)：二教 211 教室。
時間
10/19 (週四)
12:00-13:30
11/23 (週四)
12:00-13:30
12/7 (週四)
12:00-13:30

講座名稱
社團經驗對進入職場的影響
醫療糾紛與醫療實務調處
海外打工度假對履歷是加分
或扣分？

主講
104 資訊科技(股)公司
唐元熙 人資長
臺北榮總社工室
溫信學 專員
中華人力資源社會責任協會
劉若綺

(3) 國家考試系列講座(2 場)：博雅中心 2 樓學務處大會議室。
時間
11/17 (週五)
12:00-13:30
12/01 (週五)
12:00-13:30

講座名稱

主講

高普考行政類科講座

考選部

關務特考講座

財政部關務署

9.有關本校「106 年畢業後一、三、五年校友現況調查」已於 9
月底截止調查，感謝各系所共同協助提供回收率，後續將由職
發組配合教育部時程進行資料清理及統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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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6 年第 2 次醫事人員國家考試成績已全數公布如下，相關及
格率及近年及格率趨勢圖已函送各學院及學系參考。
報考人數

全程
到考人數

及格人數

本校及格率

全國及格率

醫師(一)

131

131

114

87.02%

43.47%

醫師(二)

117

117

116

99.15%

95.56%

牙醫師(一)

42

42

42

100.00%

57.39%

牙醫師(二)

43

43

43

100.00%

91.09%

醫事檢驗師

32

29

19

65.52%

24.93%

醫事放射師

44

43

35

81.40%

38.56%

物理治療師

35

34

20

58.82%

11.75%

護理師

35

34

33

97.06%

52.96%

類科名稱

11.本校依據勞工健康保護規則，定期辦理勞工臨廠服務，其訪視
為每 2 個月 1 次，每次 3 小時；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及護理
人員共同討論決定參訪主題，選定參訪地點及對象後，經實驗
室負責教師或單位主管同意，便會同職業醫學科醫師、護理人
員及環安中心人員進行實地訪視。由於該訪視非以查核為目
的，而是希望藉由專科醫師訪視，對於師生需求可提出健康相
關建議，讓受訪者受益，且本校有幸邀請到臺北市立聯合醫院
忠孝院區職業醫學科楊慎絢醫師到校服務，其有相當豐富經
驗，故請受訪單位師生勿拒絕接受訪視，訪視時所提建議亦沒
有罰則，而是提供受訪單位參考之服務，以保障師生健康。
(三) 總務處報告：
1.本學期重大工程包括：「男三舍、護理館及山腰村後方擋土牆
補強工程」、「校區備援供水路新設工程」、「高壓電氣設備
檢修工程」、「圖資大樓消防設備汰換工程」及「公共藝術設
置」等，本處已預先公告請師生妥為因應，且前兩項工程預計
於 10 月底完工，施工期間，對於教學、研究及生活所造成之干
擾，感謝全體師生體諒。
2.守仁樓各單位於暑假期間陸續完成搬遷，本處協助完成原空間
報廢財物清運及垃圾清除工作後，擬將空間轉交新進單位規劃
使用；搬遷期間造成之短暫不便，感謝各單位的配合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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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於守仁樓地下「汽車」停車場之停車位有限，故僅限本校已
申請通行證之教職員工生停放，如有貴賓或廠商卸貨需求，須
於校門口駐警隊換領通行卡後始能停放。
4.為鼓勵學生搭乘公共運輸，以達到減少使用私人運具之目的，
校友總會與本處事務組自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舉辦「我是
公車達人」活動，鼓勵未辦理汽機車通行證之學生刷悠遊卡搭
乘 559 路公車，總計將提供 635 個獎項，最高獎金為價值 3600
元之全家便利商店禮卷，請協助轉知所屬學生踴躍參加，活動
詳情可參閱事務組網頁 (http://gss.web.ym.edu.tw/ezfiles/220/
1220/img/1711/bus001.pdf)。
5.附設醫院與本校於 11 月 10 日假蘭陽院區舉辦「卓越陽明—深
耕蘭陽」檔案暨醫療器材聯合特展，期向宜蘭鄉親及民眾介紹
雙方演進軌跡與密切合作關係，以及帶動區域醫療成長，屆時
誠摯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蒞臨指導。
(四) 研發處報告：
1. 106 學年度上學期第 1 次及第 2 次校級演講分別訂於 10 月 25
日、11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20 分舉辦，10 月 25 日邀請
講者為成功大學傅朝卿教授，講題：臺灣建築的文化主體性與
創意思考，11 月 1 日則邀請侯文詠作家，請師生先行預留時段
踴躍參加。另 12 月 6 日校級演講邀請講者人選尚未確定，歡迎
提供適當人選。
2.10 月至 11 月份人體研究暨倫理教育訓練一覽如下，歡迎師生
依需求自行選擇課程報名參加。另於 11 月 10 日將舉辦一場全
英語 IRB 訓練；12 月份則將舉辦單元課程，歡迎學院、系所針
對特定的講題向本處提出需求。
時間
主題
10 月 11 日(週三) 人體研究暨倫理教育訓練—初階
8:30-12:30
主題：「人體研究法及其相關法
(IRB 時數：3 小時) 規」、「研究倫理審查再思—IRB
是在幫忙還是找麻煩？」
(報名已額滿)
10 月 30 日(週一) 人體研究暨倫理教育訓練—進階
13:30-17:20
主題：社區收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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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地點

邱文聰 教授 活動中心
郭英調 醫師 表演廳

白璐 副教授 活動中心
徐森傑 博士 表演廳

(IRB 時數：3 小時) (報名已額滿)
11 月 28 日(週二) 人體研究暨倫理教育訓練—初階
8:30-12:30
主題：「常見的計畫書撰寫方法、
(IRB 時數：3 小時) 問題及解決建議」、「研究的知情
同意」
11 月 29 日(週三) 人體研究暨倫理教育訓練—進階
13:30-17:20
主題：基因及檢體研究
(IRB 時數：3 小時)

林志翰 組長
張淑英 教授

活動中心
表演廳

陳肇文 教授
林志翰 組長

活動中心
表演廳

3.科技部計畫及獎補助徵求：
(1) 107 年度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至 10 月 20 日截止。
(2) 與德國教育及研究部(MOST-BMBF)共同徵求臺德雙邊科
技策略合作人員交流計畫案，至 10 月 25 日截止。
(3) 2018 年臺英(MOST-BA)人文社會科學合作人員交流計畫，
至 10 月 30 日截止。
(4) 工程司 107 年度「智慧終端半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研發專案
計畫」，至 11 月 13 日截止。
(5) 2018-2019 年臺灣與英國在生命科學領域之「國際夥伴關係
建立暨交流計畫(International Partnering Awards, IPA)」及雙
邊學術研討會，至 11 月 10 日截止。
(6) 「愛因斯坦培植計畫」暨「哥倫布計畫」補助案，至 11 月
14 日截止。二項計畫皆為鼓勵並培育年輕學者從事創新研
究而訂定，並訂有「科技部補助愛因斯坦培植計畫試行要點」
及「科技部補助哥倫布計畫試行要點」，申請年齡限制分別
為 32 歲及 35 歲，二項計畫亦接受尚未任職於國內公私立大
專院校者申請，由申請人逕自從科技部網站提出申請，惟計
畫核定執行時申請人之身分須符合本計畫主持人之資格(已
任職於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每一年度補助計畫總經費以
不超過 1 千萬元為原則，為使計畫主持人得以專注投入研
究，計畫內可編列代理計畫主持人教學工作之專案計畫教學
人員工作酬金或兼任教師鐘點費，申請機構亦需配合提供本
計畫所需之研究空間、人力、設備、行政及庶務支援(包含
會計及人事)，並同意依計畫需要減少計畫主持人之教學或
行政等其他非屬研究計畫之工作，俾使計畫主持人得以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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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研究；詳情可參考本處網站「各類最新消息」之「計畫
及獎補助徵求」專區。
(7) 107 年度卓越領航研究計畫，至 11 月 23 日截止。
4.其他計畫及獎補助徵求：
(1)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107 年度研究生研究計畫」自 106
年 10 月 1 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申請。
(2) 中央研究院：「107 年度第 1 梯次獎勵國內學人短期來院訪
問研究」徵求，至 10 月 15 日截止。
5.產學營運中心 10 月份舉辦專利系列課程如下，歡迎踴躍參加：
時間
10 月 18 日(週三)
10:30-12:30
10 月 25 日(週三)
10:30-12:30

課程名稱
專利檢索技巧
歐洲專利實務

講師
連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田秀薇 經理
法瑪國際專利法律事務所
陳恕琮 副所長

地點
圖資大樓 9 樓
929 室
活動中心
第二會議室

6.「2017 國立陽明大學與亞東紀念醫院振興醫院聯合舉辦產學創
新研發成果媒合會」將於 11 月 8 日(星期三)13 時在台北國際會
議中心(TICC) 4 樓貴賓廳舉行，將展示創新研發成果與專利技
術，並邀請業界生技公司及創投嘉賓共同與會，以增進產學交
流合作，歡迎本校師生踴躍參加。
(五) 國際事務處報告：
1.本(106)年度尚有經費可提供參加國際會議之本校學生申請補
助，若會議日期在本年 9 月 20 日至本年 12 月 31 日期間可提出
申請，申請截止日為 11 月 14 日(星期二)。另本校學生出國研
習補助申請將於 11 月 10 日(星期五)截止，若於本年 6 月 1 日
至本年 12 月 31 日期間出國研習者可申請。
2.第 2 屆拉曼—台聯大雙邊研討會將於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在本校
召開，本次會議主題為 cancer 與 stem cell，將有 7 位來自拉曼
大學之學者參與。本次除研討會之學術交流以外，並有即將來
校就讀雙學位之博士生一同前來，藉此機會更進一步認識本校。
3.第 11 屆 UCSD 與本校雙邊會議擬於 11 月 16 日至 17 日於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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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本屆會議主題為 Retina & Stem Cell、Renal Disease、
Cancer、Smart Healthcare 以及 Biomedical Engineering，其中講
者來自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為 8 位，交通大學為 6
位，以及本校講者 8 位。
(六) 人事室報告：
1.勞動部於 106 年 9 月 6 日以勞動條 2 字第 1060131805 號公告發
布「基本工資」調整，每月基本工資自 107 年起調整為新臺幣
22,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40 元。另有關未於本校投
保健保之保險對象之個人補充保費扣繳標準，係以其領取兼職
所得有無達基本工資作為扣繳依據，爰自 107 年起，扣繳標準
由目前 21,009 元配合調整為 22,000 元。
2.106 年 8 月 11 日公布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
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規定，公教人員自 106 年 8
月 11 日以後之育嬰留職停薪年資，得選擇按月並全額負擔，繼
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費用，一經選定後，不得變更。
選擇按月全額繳付退撫基金費用者，是項育嬰留職停薪年資得
併計退休、資遣或撫卹年資；至於選擇停止繳付退撫基金費用
者，是項育嬰留職停薪期間不得併計上述年資，日後亦不得要
求補繳該期間之退撫基金費用。(相關年金改革法規及訊息請至
本室網頁「年金改革專區」參閱，http://pnl.web.ym.edu.tw/files/
11-1144-82.php)
3.請確實遵守「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廉政倫理
規範」有關出席私部門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支
領鐘點費、稿費之規定，並落實登錄作業：
(1) 按公教人員出席公部門之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
動，有關鐘點費與稿費之核發均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
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
點」辦理殆無疑義；惟參與私部門舉辦之上述活動，依「教
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廉政倫理規範」第 14
點規定，支領鐘點費每小時不得超過新臺幣 5 千元，有支領
稿費者，每千字不得超過新臺幣 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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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單位同仁若參加上揭活動，如屬與職務有利害關係者籌辦
或邀請，應先簽報長官核准及知會本室登錄後始得前往。旨
揭規範與「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說及其他廉政倫理
事件登錄表」業置於本室網頁「廉政倫理」專區項下，請自
行下載運用。
(七) 主計室報告：
1.關於本校 107 年度預算案編列情形如下：
(1) 本校 107 年度預算案已編製完竣，預算書業依預算法第 41
條規定，於 106 年 8 月 25 日送達教育部，合先敘明。
(2) 惟 106 年 9 月 13 日行政院通過明年度調增薪資 3%，爰教
育部會計處通知本校基本需求補助增加 1,634 萬 2 千元，本
校據以調整 107 年度預算案，107 年度更新後之預算總收入
編列 24 億 8,686 萬 3 千元，總成本與費用編列 25 億 8,292
萬 6 千元，資本支出部分編列 1 億 6,943 萬 1 千元。107 年
度修正後之預算書已於 106 年 9 月 18 日送達教育部。
2.106 年度截至 9 月底止預算執行情形如下：
(1) 實際收入數 17 億 8,566 萬元，實際支出數 17 億 6,624 萬元，
本期賸餘 1,942 萬元，較預計短絀數 5,225 萬元，減少短絀
7,167 萬元。主要係因：1)教學成本及管理總務費用項下人
事費用，因實際人員晉用及支給較預算分配數減少。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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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年度資本支出預算 2 億 1,312 萬元，以前年度保留數 2,932
萬元，奉准先行辦理數 3,259 萬元，可用預算數 2 億 7,503
萬元，實際執行數 1 億 1,991 萬元，佔累計預算分配數 1 億
7,232 萬元之 69.58%，主要係因教育部「106 年高等教育競
爭性經費延續計畫」用於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等之執行落
後，應請業管單位加速執行，俾利提升執行績效。
(八) 秘書室報告：
1.因應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之修正需要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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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擬增設中醫學系，訂於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在活動中心第二會議室召開臨時校務會議，請會議代表先行
保留時間，以俾屆時出席。
2.本校 106 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議訂於 11 月 2 日(星期四)、3 日(星
期五)召開，相關人員屆時請準時出席，並請各單位配合辦理。
3.本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訂於 11 月 29 日(星期三) 9 時於活動中心
第二會議室召開，請各委員保留時間準時出席。院系所(系所應
經院同意)及一級行政單位對本會議有提案權，或經本會議代表
8 人以上之連署，亦得提出提案；本次會議提案收件至 11 月 10
日截止，各單位若有提案，請依限彙送本室。
(九) 軍訓室報告：
1. 106 年 9 月 4 日至 106 年 9 月 30 日處理學生校安事件計 5 件，
摘要報告如下：
(1) 9 月 4 日晚間 21 時，醫學系新生電話告知，於音前廣場遺
失皮夾，隨後於原處找回，惟皮夾內現金六千元已被拿走，
經總務處事務組協助調閱監視錄影器後，發現為一位學生將
皮夾拾起後又放回原處，本室遂請相關單位協助辨認聯繫，
已請該生將六千元返還。
(2) 9 月 7 日中午 13 時，接獲生化所同學來電告知，因騎機車
於實踐街與計程車發生擦撞，雙方均無受傷，本室接獲通知
後至現場協處，後續財損由保險公司處理。
(3) 9 月 11 日晚間 12 時，臨醫所同學來電告知，因癲癇發作已
由室友陪同至榮總急診，本室接獲通知後立即至醫院協處。
經抽血及腦部斷層檢查，無特殊情況，醫師建議留院觀察隔
日再做腦波檢查。該名同學經常癲癇發作，有時一日數次，
心情也容易起伏低落，於 9 月 21 日凌晨 2 時 40 分再次來電
本室尋求心理輔導，9 月 24 日晚間 12 時再次至榮總急診。
相關狀況本室均已與心理諮商中心密切溝通，並視後續狀況
擇期召開個案會議。
(4) 9 月 24 日晚間 20 時，接獲醫學系同學來電告知，因騎機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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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德行西路附近與轎車發生擦撞，本室接獲通知立即至現場
協處，同學未受傷，後續賠償問題將另行和解。
(5) 9 月 27 日上午 6 時，同學來電告知，於女五舍電梯前發現
一條蛇，本室立即請保全前往處理，維護學生進出宿舍安全。
2. 交通安全：為減少交通意外事故，本室預於 11 月 13 日(星期一)
中午 12 時假第 2 教學大樓 232 教室實施交通安全宣導講座「機
車安全與防禦駕駛」，邀請臺北市政府交通安全守護團林志穎
講師蒞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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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賃居服務：106 年 9 月 4 日至 9 月 30 日，配合警消單位，進行
賃居安全訪視，計 35 戶 42 人，訪視時檢查消防設施、瓦斯、
熱水器及反針孔偵測，狀況均良好。
4. 學生兵役：
(1) 內政部辦理「107 年度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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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研發及產業訓儲
替代役制度資訊管理系統」網頁查詢。
(2) 83-89 年次在學男子，有意願申請於 107 年及 108 年連續 2
年暑假期間分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練者，於 106 年 10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 106 年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下
午 5 時，於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申請分階段接受常備兵
役軍事訓練系統」進行申請作業。申請須知請參考本室網頁
公告。
(3) 9 月份辦理新生役男緩徵申請共計 243 人次；延長修業役男
緩徵申請共計 70 人次。
(十) 體育室報告：
1. 106 年度全國醫學盃球類聯誼賽將於 10 月 27 日(星期五)至 29
日(星期日)假長庚大學舉辦，目前已報名截止；本年度本校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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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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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 學年度大專籃球、排球及足球聯賽已完成球隊註冊程序，
目前進行線上隊職員註冊。
3. 106 學年度新生盃球類競賽現正陸續進行中，共有籃球、排球、
足球、桌球、羽球、網球及軟網等項目，預計 10 月 26 日完成
所有賽程，請各位老師前往替新生們加油打氣。
4. 本校 106 學年度全校運動會預計於 11 月 22 日(星期三)舉辦，
比賽項目包含教職員工男子 1500 公尺、女子 800 公尺及數項趣
味競賽，以及校長領跑之各級主管 400 公尺健康跑。
(十一) 圖書館報告：
1.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電子資源教育訓練將自 11 月 9 日起舉辦 7
場如下，歡迎師生線上報名。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10:10~11:00
11 月 9 日(週四)
11:10~12:00
11 月 16 日(週四)

10:10~11:30

11 月 22 日(週三)

11:10~12:00

11 月 29 日(週三)

12:10~13:30

12 月 5 日(週二)

12:10~13:00

12 月 13 日(週三)

11:10~12:00

JoVE
科學實驗影片期刊資料庫
Primal Picture-3D Real-Time
解剖學資料庫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一學就上手
UpToDate
實證醫學資料庫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一學就上手
CINAHL Complete
護理電子期刊全文資料庫
udn 電子雜誌－英語學習帶著走

2.本學期「新生圖書館資訊之旅」已有口生所、生藥所、環衛所、
社護所、臨醫所、科社所、視文所、醫學系、醫技系、物治系、
醫工系、牙醫系、護理系、生科系及食安所等系所參加；大學
部新生喜愛醫學漫畫、語言學習等區，研究所導生則較關注討
論室電子白板、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等，請尚未預約之系所
導師與學科館員聯絡。
3.本館推薦 4 種免費投稿選刊系統如下，供師生參考：
投稿選刊系統

說明及連結網址

Edanz Journal Selector 與 Elsevier、Springer Nature、BioMed Central、AIP 和 B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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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作 （https://www.edanzediting.com/journal-selector）
Elsevier Journal Finder
EndNote Web
Springer Journal
Suggest

以 Elsevier 期刊為主
（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results）
以 Web of Science 收錄期刊為主
（https://projectne.thomsonreuters.com/#/login?app=endnote）
以 Springer 及 BioMed Central (OA)期刊為主
（https://journalsuggester.springer.com）

(十二) 心理諮商中心報告：
1.本中心辦理 106 學年度新生身心健康調查表高關懷篩檢，目前
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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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項目重疊
重複計算的人數) + (三項目重疊重複計算的人數) = 27 人
碩博班：(符合項目一) + (符合項目二) − (項目重疊重複計算的人數) = 47 人
資料回收數
106 學年度入學
入口網線上填寫人數
一、我曾經前往精神科門
診或住院經驗
二、我曾經有過自我傷害
經驗
三、我的家人或親戚前往
精神科門診或住院治
療的經驗
四、我的家人或親戚曾有
過自我傷害的經驗
高關懷總人數(含個人與
家族史)

大學部

碩博班

總人數

486 人

736 人

1222 人

5人

19 人

24 人

5人

5人

10 人

17 人

45 人

62 人

12 人

29 人

41 人

27 人(重複排除)

20 人(重複排除)

47 人

統計關切重疊

總計

一、二重疊人數

0人

4人

4人

一、三重疊人數

3人

4人

7人

一、四重疊人數

3人

2人

5人

二、三重疊人數

0人

1人

1人

二、四重疊人數

1人

0人

1人

三、四重疊人數

8人

18 人

26 人

一、三、四重疊人數

3人

2人

5人

二、三、四重疊人數

0人

0人

0人

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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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關懷人數

百分比

大學部

碩博班
(含在職專班)

男

270 人

13 人

4.81%

女

216 人

14 人

6.48%

小計

486 人

27 人

5.56%

男

308 人

7人

2.27%

女

428 人

13 人

3.03%

小計

736 人

20 人

2.72%

1222 人

47 人

3.85%

全校總數

2.本中心於 9 月份部分已辦理之活動及成果如下：
大學部：
(1) 9 月 6 日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指導「大學大大的學」：由全
校大一新生一同參與，除介紹本中心相關資源以外，並邀請
2 位校友回母校，分享求學過程經驗談，豐富有趣，學生迴
響熱烈。
(2) 9 月 27 日「為什麼我付出這麼多，他卻不愛我？從曖昧到
交往的心理學」：邀請程威銓(海苔熊，彰化師範大學輔導
與諮商研究所博士生)來分享感情世界的奧妙，參與人數為
109 人。
3.本中心 10 月份辦理之活動如下，歡迎踴躍報名參加並轉知。
大學部：
時間∕地點
活動名稱
10/11
與家庭共處：
(週三)
談原生家庭的影
10:00-12:00
山腰大廳 響力

名額
師生
30 人為限

活動內容介紹
邀請心曦心理諮商所邱淳孝心理
師，帶領我們了解原生家庭的愛恨
交織。
(聯絡人：曾柏齡，分機 2239)

山腰義工：
時間∕地點

活動名稱

9/29
10/6
(週五)
18:00-20:00
山腰大廳

山腰義工團
成長課程

名額

活動內容相關介紹
邀請德霖科技大學廖莉彣專任心理
山腰義工與
師及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
本校學生
輔導系涂繼方博士生來為山腰義工
每場次
們充電，學習了解自我與察覺別人。
30 人
(聯絡人：曾柏齡，分機 2239)

研究生：
時間∕地點
活動名稱
名額
活動內容相關介紹
10/2 (週一) 研究生正向講座 本校碩博生 邀請杏陵醫學基金會丁介陶老師特
30 人
約講師，用簡單的影片剪輯，取材
18:00-21:00 (一)：電影裡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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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大廳
(17:30 備晚餐)

通課—我不要成
為句點王

電影、書籍、戲劇、新聞案例、問
卷評量、輔導活動，來帶動講座氣
氛，覺察自己的溝通類型、提升你
的傾聽技巧/說話技巧/自信。
(聯絡人：張麗君，分機 2001)

教職員：
時間∕地點

活動名稱

名額

活動內容相關介紹
邀請杏陵醫學基金會丁介陶老師特
教職員正向講座
10/27
約講師用簡單的影片來傳達正向管
(週五)
(一)：電影裡的親 本校教職員
教的語言、如何面對家族衝突、親
15:00-17:30 職課—構築親子
20 人
子溝通、青少年文化、家庭關係修
山腰大廳 關係的橋
復等議題。

活動名稱

名額

國際學生：
時間∕地點
10/5 (週四)
18:00-20:00
山腰大廳

Moon Light
Tangle

活動內容相關介紹
邀請美國禪繞藝術認證教師蔡佳玲
35
International 老師為國際學生帶來舒壓又附有藝
Students 術氣質的不一樣中秋佳節。

輔導股長：
時間∕地點

10/12
(週四)
12:00-13:10
音樂前廳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相關介紹

大團圓

大學部輔導
股長(50 人)

茶敘時光

大一輔導
股長(10 人)
(大二輔導
股長若有興
趣，亦歡迎
參加)

為促進全校輔導股長對「輔導股長」
一職之了解與彼此熟悉，並建立山
腰與學生間的聯結，特規劃此一活
動，期透過活動之舉辦，協助輔導
股長發揮班級中之助人功能，在第
一時間能夠協助需要幫助的同學，
並串起學生與山腰的橋樑，最終希
望達成增進學習與生活適應能力，
提升自我了解，邁向全人發展之目
標。(備午餐)
(聯絡人：高翊宣，分機 2444)
每週一次的輔導股長茶敘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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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在人際互動中認識自己、覺察
自我，並體驗相互成長與支持的團
體關係。(備午餐)
(聯絡人：高翊宣，分機 2444)

活動名稱

參加對象

活動內容相關介紹

每週二
12:00-13:10
10/24
(山腰大廳)
10/31
(人社中心
203 地板教室)

參加對象
及人數

資源教室：
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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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週四)
18:30-21:00
山腰大廳

玩桌遊學溝通

邀請小驢駒創意工作室特約講師/
臺北市社會局心輔員王雅涵諮商
師，透過益智的桌遊活動，同儕於
限特教學生
活潑有趣的氛圍中學習人際互動及
溝通技巧。
(聯絡人：劉容孜，分機 2355)

4.山腰電影院：每週三 18 時 30 分至 21 時在山腰大廳準時播放；
本學期電影主題為「逐夢情緣：當夢想遇上愛」， 9 月至 11
月中旬片單如下：
時間

片名
初戀築夢 101
（Architecture 101, Korea,
2012）

一堂建築課，給了男孩最苦澀的初戀
滋味…。

9 月 20 日

搖滾青春戀習曲
（Sing Street, Ireland, 2016）

困頓迷惘的少年，用搖滾樂唱出自己
最真實的青春。

9 月 27 日

何者
（Someone, Japan, 2016）

9 月 13 日

影片內容介紹

☆韓國影史最賣座純情電影，入圍青龍獎
七項大獎。

☆最動人的青春搖滾愛情作品，入圍日舞
影展首映單元。

一起努力求職的畢業生，在和諧表面
下卻是暗潮洶湧…。
☆改編日本直木賞獲獎小說。

10 月 11 日

10 月 18 日

10 月 25 日

明天別再來敲門
（A Man Called Ove, Sweden,
2015）

失去妻子的主角，決定要向明天告
別，但其事卻不斷發生…。

完美陌生人
（Perfect Strangers, Itally,
2016）
我是布萊克
（I, Daniel Blake, UK,2016）

原是好友相聚的歡樂時光，卻一步步
走向不可收拾的荒誕與瘋狂…。

☆改編瑞典史上最暢銷小說，入圍奧斯卡
最佳外語片九強。

☆超狂劇本，義大利金像獎最佳電影。

一個因受傷而失業的勞工，尋求政府
救助卻遭百般刁難…。
☆坎城影展最佳影片。

11 月 1 日

11 月 8 日

再見瓦城
（The Road to Mandalay,
Taiwan, 2016）
樂來越愛你
（La La Land, USA, 2016）

在泰國求生而認識、相戀的兩人，在
愛與夢想的路上掙扎前行…。
☆金馬獎最佳影片提名。

為夢前行的兩人，在愛情國度裡，會
如何面對彼此的關係？…。
☆奧斯卡最佳導演、女主角。

11 月 15 日

月光下的藍色男孩
（Moonlight, USA, 2016）

非裔男孩追求自我的三個樂章，橫跨
20 年的成長故事…。
☆奧斯卡最佳影片。

(十三) 資訊與通訊中心報告：
1.本中心自 10 月 3 日至 10 月 24 日辦理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宣導
月活動如下，以「看電影學資安」之輕鬆學習方式與安排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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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智慧時代新生活之演講，期能提供師生正確的資訊安全及
個資保護的觀念，進而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請轉知並踴躍報
名參加。
看電影學資安∕演講：(對象為全校師生)
日期/時間
10 月 3 日(週二)
11:30-14:30
10 月 12 日(週四)
11:30-14:30
10 月 17 日(週二)
11:30-14:30
10 月 24 日(週二)
11:30-14:30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活動中心
「竊資達人」電影欣賞及個資保護宣導
第一會議室
「網路殺了她」影片欣賞及隱私保護議題 活動中心
第一會議室
活動中心
「黑帽駭客」電影欣賞及防駭宣導
第一會議室
活動中心
智慧時代新生活—網路上免錢的最貴
第一會議室

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對象為對於個資保護有興趣之師生，兩
場次請擇一參加即可)
日期/時間
10 月 13 日(週五)
14:00-16:00
10 月 18 日(週三)
10:10-12:10

課程名稱
1. 善用這些工具，你也可以是資安高手
2. 個資保護與應變

上課地點
圖資大樓
401 教室
圖資大樓
401 教室

2.各單位如需下載校外網站大量資料時，請於下載軟體設定頻寬
限制，避免影響本校師生使用網路權益。若因此產生不良影響，
本中心將先封鎖網路連接，請與本中心聯絡討論如何在不影響
他人連網之情形下，得到最好的性能。
(十四) 實驗動物中心報告：
1.本中心已於 9 月 19 日-21 日舉辦 106 年度第 2 次「實驗動物福
祉和動物權課程」，參加人數共計 169 人。
2.本中心將於 10 月 17 日、18 日舉辦第 7 梯次及第 8 梯次小鼠基
本操作技能訓練班，10 月 19 日舉辦第 4 梯次大鼠基本操作技
能訓練班。目前報名已額滿，共計 48 人報名參加。
3.本中心空調汰換工程及圖資動物區空調改善工程已於 9 月 24 日
竣工，後續將辦理驗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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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報告：
1.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 31 條之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之
規模特性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執行工作環境或作業危
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本中心為協助實驗場所進行危害之辨
識評估及控制，本年第一梯次參與輔導之實驗室：生化所、環
衛所、醫技系、急重所、醫工所已於 7 月 7 日至 9 月 8 日完成
輔導作業；第二梯次輔導擬於 10 月 6 日至 11 月 26 日期間辦理。
2.為提升實驗場所對災害事故之應變能力，熟練緊急應變處理能
力及通報的有效性，擬邀請專家顧問於 10 月 25 日 9 時至 12
時 30 分針對圖資大樓進行複合式災害(地震暨電氣火災)講座及
逃生演練，另外當日消防局將支援地震體驗車至本校提供師生
體驗。
3.職業安全衛生法於 103 年 7 月 3 日修正施行，適用於各業，教
育部所屬各級學校之實驗室為第二類工作場所均已納入管理。
但勞動部考量新增適用本法之事業，並未將學校實驗室以外之
場所納入，遂於 105 年 2 月 19 日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
新增適用本法之大專院校及高中職等學校實驗室、試驗室、實
習工場之工作場所以外之其他工作場所及國中小學校均納入第
三類事業分類，自 106 年開始施行。綜上，本中心提醒請轉知
本校非屬實驗室之人員，未來務必參加本中心所辦理之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及遵守職安法相關規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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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星期二)前繳交本學期「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
級管理執行紀錄」及本校「實驗場所危害性化學品使用狀況調
查表」。
5.本校 106 年度化學排氣櫃定期檢測已全數完成，共計檢測 143
台，除 12 台因排風管或馬達損壞外，其餘皆達合格標準。相關
損壞故障問題已於檢測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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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報告將於核銷後發給實驗場所留
存。另若有因搬遷而更改排氣櫃位置及負責人等情況，請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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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更新資料，以便明年度列入檢測清單內。
6.106 年度「教育部化學物質管理及申報系統操作說明會」(第二
梯次，北部場)已於 9 月 25 日假本校活動中心表演廳舉辦，邀
集北部國高中﹅大專院校與會；因近年來法規修正變化大，各
校參訓踴躍，參訓人數共計 203 人。該說明會由職安署﹅經濟
部及環保署等主管機關講解各部會列管化學品的管理及申報注
意事項等，期盼藉由此類經驗交流輔助各校逐步往校園化學品
減量目標邁進。
7.本中心協辦環境保護署毒物與化學物質局委託產業發展基金會
承辦之「106 年度大專院校毒化災防制教育推廣專案計畫」，
業於 9 月 25 日假活動中心 1 樓廣場舉辦活動，推廣普及人數約
65 人次。主辦單位設攤進行「GHS 危害標誌知多少?」及「毒
化物洩漏時怎麼辦?」之益智互動遊戲，對學生及各校承辦人員
進行毒化災防制之推廣，透過寓教於樂的活動方式，加深毒化
物洩漏危機處理的意識與觀念。
8.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於 10 月 6 日與 11 日至本校 BSL-2 實驗
室辦理實地查核完成，相關缺失與改善事項將函知本校並於 1
個月內改善，本中心將陸續辦理輔導與協助改善事宜，請各
BSL-2 實驗室負責人配合與督導。
9.106 年度第 4 次各項實驗室產出廢棄物清運時間如下，相關訊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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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日
實驗室產出之 欲清運之實驗室請
上午 9 時起 固體廢棄物
派人依清運時間於
山上與山下生物貯
留室秤重點交

11 月 7 日
化學廢液
下午 2 時起

備註
請依據固體廢棄物分類樹分
類，以堅硬紙箱盛裝(大小勿過
大)，周邊黏貼牢固，並黏貼清
運表單(事先填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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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實驗室依循化 請於 10 月 27 日前彙整所屬實
學藥品分類後，於 驗場所之廢液清運總量與空桶
清運地點定時點交 領用數量，並填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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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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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依規定第一類、第二類密封放射性物質保安系統功能測試應每
季執行一次，以維持正常使用功能，本年度第 4 季已於 10 月 3
日 14 時進行測試，並請相關單位配合辦理。
11.為有效管理管制藥品之使用，本中心於 9 月 12 日向臺北市政府
衛生局申請管制藥品銷燬作業，聯合稽查北區分隊於 9 月 20
日現場檢查並當場銷燬，本次共銷燬 10 種過期或不再使用之管
制藥品。
12.臺北市衛生局聯合稽查北區分隊於 9 月 20 日來校實地稽核管制
藥品登記證(管證字第 ARP08900001301 號)之管制藥品使用管
理情形；本次稽查實驗場所為嚴錦城老師實驗室，稽查重點包
括：(1)管制藥品保管設備。(2)簿冊登載及相關管理事項。(3)
管制藥品證照管理事項。本次查核結果，無缺失，並符合規定。
(十六) 共同教育中心報告：
1.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臺灣師範大學辦理「106 年度原住民族語
言能力認證測驗」，報名期間已於 9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至 10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截止，相關測驗資訊可至 106 年
度原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測驗網站查詢下載。
2.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術研究倫理課程計 549 人選課，課程帳
號已經建置完成。
3.本學期本校與中央研究院合授人文講座共 6 門課程，計 191 位
同學修課。
(十七) 校友中心報告：
1.本校線上校友資料庫業於 10 月初開放各系所申請使用，校友端
方面則預計 11 月初開放校友使用。
2.本中心特製作中秋電子賀卡並於中秋前夕寄送全體校友，以連
繫情誼。
3.本中心與校友總會合辦之「雙北市校友聯誼餐會」訂於 11 月 5
日(星期日)晚間 6 時舉辦(地點：王朝大飯店，臺北市敦化北路
100 號)，歡迎師長及校友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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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附設醫院報告：
1.本院近期重大活動如下：
(1) 本院健康管理中心於 9 月 3 日、4 日到校辦理本年入學新生
之身體健康檢查，共計完成 1,130 位新生入學體檢。
(2) 本院於 9 月 20 日接待蔣萬安立法委員宜蘭服務處特別助理
陳葑行先生蒞院拜訪，其表示蔣萬安委員作為宜蘭女婿希望
能為在地宜蘭鄉親盡心力，並與本院建立起聯繫的橋樑。
(3) 本院研發創意健康麵包−歐式軟麵包，提供健康新選擇：本
院營養室結合勳風烘培坊特精心研發 7 款兼具健康與美味
之歐式軟麵包，使用純天然原料及天然奶油，不含反式脂肪
且無防腐劑，以長時間低溫發酵，注重口感、樣式，更適合
各年齡層及兼顧特殊疾病患者享用，現已納入住院病患伙食
中，頗受好評。
麵包種類

適用對象

推出品項

高纖

糖尿病、高血脂、中風

紅藜麥雜糧、奇亞籽紅豆

低油

減重、高血脂

鄉村水果 、裸麥橙香乳酪丁、紫地瓜

低蛋白

慢性腎病

韓國麵包

高蛋白

癌症、洗腎

高蛋白土司

2.醫療服務量：
(1) 門診部份：106 年 9 月門診人次為 39,410 人次，較去年同期
39,752 人次，減少 0.86%。
(2) 急診部份：106 年 9 月急診人次為 4,818 人次，較去年同期
4,931 人次，減少 2.29%。
(3) 住院部份：106 年 9 月住院人日為 13,504 人日，較去年同期
10,997 人日，成長 22.80%。
(4) 醫療收入(折讓後)：106 年 9 月醫療收入為 203,972,469 元，
較去年同期 165,532,943 元，成長 23.22%。
3.蘭陽院區進度：本計畫各分標工程已全數報竣，最新情形如下：
(1) 主體工程標：本案正驗程序已完成，有關驗收結果減價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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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依已於 106 年 5 月 9 日收到教育部核備函文，本院於 5
月 17 日函知廠商儘速辦理後續決算事宜。而專管單位於 106
年 8 月 22 日函轉工程結算書及竣工結算數量變更議定書至
本院審查，經本院審查後尚有疑慮，目前簽辦函退廠商說明。
(2) 裝修與機電工程標：本案於 106 年 4 月 28 日完成正驗程序，
專管單位於 7 月 13 日函知正驗缺失確認情形，本院自 8 月
9 日起進行正驗複驗程序，目前複驗作業辦理中。
(3) 景觀工程標：本案已完成驗收程序，有關植栽喬木部分於
106 年 9 月 5 日完成養護期滿植栽驗收，目前辦理後續結算
作業。
(4) 公共藝術甄選：於 105 年 10 月 31 日獲文化局同意核備徵選
結果報告書，並於 105 年 12 月 16 日與京石文化設計有限公
司完成簽約事宜。本案於 106 年 6 月 16 日舉辦公共藝術揭
幕活動，本院已完成京石公司所提送結案報告書之備查，另
羅傑公司「成果影片」及「公共藝術網站架設」部分提送本
院審查中，將俟備查後提送「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供本
院轉陳宜蘭縣文化局核備。
4.關於本院蘭陽院區二期工程計畫，業經數次會議討論並作修
正，預計於本週將送本校後陳報教育部。
5.感謝梁校長及臺北榮總張德明院長的支持與幫忙，獲得退輔會
李翔宙主任委員首肯，讓本院有機會列入臺北榮總之政策性支
援，有助於解決本院人員人才短缺之情形。
伍、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兼任課程學習型助理施行要點」案，提請討
論。
說明：
一、教育部為訂定更明確嚴謹的學習範疇，以確保學生學習權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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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5 月 18 日修正「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
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並修正名稱為「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
益保障指導原則」，自 106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配合教育部修正之指導原則，爰修正旨揭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法規名稱為本校「學生兼任學習型獎助生施行要點」。
(二)「研究獎助生」包括論文研究學習型、研究計畫學習型及研究
實務學習型等三類，所需獎助生補助津貼分別由研究生助學金
及各計畫相關經費支應。(修正條文第 3 點)
(三)「教學獎助生」包括課程實務學習型(原 TA)及教學實務學習型
等兩類，所需獎助生補助津貼分別由計畫相關經費及研究生助
學金支應。(修正條文第 4 點)
(四) 教學獎助生需修習「教學實務」課程，修課方式可為隨堂學習
授課教師授課之教學方法(附授課進度表)；或授課教師另行開
授之教學方法的課程(附授課進度表)；或至少修讀 18 小時線
上課程(含教師發展中心所辦理之助教訓練課程)並完成問卷
填寫，通過者可取得 1 學分(得重複修讀，不收取學分費)。(修
正條文第 4 點)
三、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20 日 106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主管會報討論
決議原則通過。
四、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等資料如附。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課程學習型教學助理作業注意事項」案，提請討
論。
說明：
一、本案係配合本校「學生兼任學習型獎助生施行要點」修正，由於
其中「課程實務學習型教學獎助生」(原 TA)為教務處主責，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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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及管理有所依循，擬修正旨揭注意事項。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法規名稱為本校「課程實務學習型教學獎助生作業注意事
項」。
(二) 原條文第 2 點第 4 款有關各計畫編列預算設置的學習型教學助
理，將統一定位為研究獎助生，不納入本注意事項之適用範
圍，故刪除之。
(三) 本注意事項係規範由教務處主責之「課程實務學習型教學獎助
生」之適用範圍，並配合本校「學生兼任學習型獎助生施行要
點」之規定進行文字修正，會議層級擬修正為經行政主管會報
通過後施行。(修正條文第 5 點)
二、 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20 日 106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主管會報討論
決議配合本校「學生兼任課程學習型助理施行要點」案之修正，
一併修正通過，並將本注意事項修正為「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
施」。
三、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等資料如附。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2）
陸、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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