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陽明大學 98 學年度第 3 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98 年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整
地點：本校活動中心第二會議室
主席：吳代理校長妍華

紀錄：劉芹君

出席：許萬枝、林芳郁、陳正成、唐高駿、郭玉秋、何秀華、董毓柱
姜安娜、張 寅、王子娟、陳志成、徐昌燕、魏燕蘭、王錦華
單秀琴、葉鳳翎、謝憲治、黃冠東、郭博昭（林奇宏代）
蔡東湖、林奇宏、王瑞瑤、陳旭芬、陳怡安、陳佩君、魏素華
余英照（張碧雲代）、易秀娟、吳肖琪、葉慶玲、林愉珊
江秀愛（盧秀婷代）、盧秀婷、連雅梅、邱榮基、張傳琳
王錫崗、江惠華、楊永正、林宗輝、王信二、李建賢（戚謹文代）
鄧宗業、陳震寰（阮琪昌代）、吳肇卿、劉宗榮、周穎政
王增勇、阮琪昌、林滿玉、王懷詩（吳建春代）、張西川
李士元、許明倫、洪善鈴、施富金、穆佩芬、張 正、鄒安平
李俊信、楊雅如、楊世偉、高甫仁、高閬仙、范明基、劉福清
馮濟敏、蘇 瑀、傅大為、王文基、洪裕宏、胡文川、胡永信
林進鴻

請假：廖淑惠、鄭誠功、陳宜民、范佩貞、陳紀如、鍾翊方、陳沛甫

壹、主席報告出席人數並宣布開會。
貳、頒獎：
頒發卸任主管留念獎牌：
頒發「杏壇著績」留念奬牌者：
李建賢教授（卸任醫學院醫務管理研究所代理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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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主席致詞：
一、本(98)年度本校接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行系所評鑑，評鑑結果
即將公布；另醫學院、護理學院將於 11 月底分別進行 TMAC、
TNAC 評鑑，亦請各單位多予協助。
二、依 10 月份本校校務諮詢委員評鑑報告，本校整體表現有進步，
其中國際化部份，由「excellent –」進步為「excellent」，包括：
國際能見度、交換學生及各項活動，均大有提昇，感謝陳宜民國
際事務長多年的努力，能有此優異的成果。在各頂尖研究中心方
面，本次評鑑結果均為「excellent –」，腦科學研究相關領域，
在臨床神經科學研究表現卓越，但在基礎神經科學領域表現仍有
待加強；而生醫光電研究方面表現進步。委員亦提醒本校應持續
延攬優秀人才，並重視各領域之發展規劃(如：應用科學、醫材
應用等)，本校頂尖研究中心在全國的表現不錯，但要達到亞洲
一流，仍需繼續提昇。
三、明年 5 年 500 億第 2 期計畫申請可能以研究中心為主，故除現有
3 個頂尖研究中心外，宜思考是否規劃建立其他研究領域；下一
波計畫申請乃強調跨校合作，故腦科學研究仍是榮陽團隊重點發
展方向；基因體研究方面，考量結合癌症研究或從臨床發掘問題
並從基因體或細胞進行探討研究；在生醫光電研究方面，將尋求
與台聯大各校之合作。目前考量發展之新領域，包括：「感染症
與免疫研究」，榮總近來有意發展細胞療法，故發展感染症與免
疫研究將可從基礎研究拓展至轉譯醫學研究，且榮陽已有良好團
隊，預期將可以本校與中研院為前端，結合國衛院疫苗研發中
心，之後再於榮總進行臨床試驗；而本校於今年亦向教育部教學
資源中心提送 2 項計畫，包括：張正院長規劃與醫療器材相關之
計畫及高閬仙院長規劃、榮總支持參與之轉譯醫學相關計畫，其
中張正院長規劃之計畫案雖未獲通過，但相信學院互相支援，搭
配下一期 5 年 500 億計畫申請必能有所助益。此外，李建賢院長
亦建議考量發展「高齡醫學研究」，探討範圍可從公衛之流行病
學至老化、基礎研究，或與物治輔具、醫療器材研究整合等等，
或考量將「醫療器材研究」另外組成研究團隊，積極發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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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目前尚未得知各校得申請之研究中心數目，但於籌備計畫申請
之現階段，仍應先設定方向，並分析學校自身競爭力；各項研究
發展與學院之整合，如牙醫學院口腔醫材與醫療器材研究結合、
護理學院與高齡醫學研究結合等，目前皆在規劃階段，至於人文
社會領域，考量發展東亞文化、科技與社會研究或是否尋求其他
合作學校，則請傅大為院長再行規劃。在台聯大系統學校合作方
面，除維持原有腦科學研究中心、生醫光電研究合作外，對於其
他領域之合作，如有建議亦歡迎提出。
林芳郁副校長報告：
一、台北榮總今年度新成立之醫學科技大樓，除於 10 樓設有感染症
與免疫中心及 P3 實驗室，並由基金會捐助將設有 cGMP 實驗室，
可培養幹細胞，進而運用於臨床病人身上。台灣目前許多細胞治
療之研究均停留在實驗室階段，藉由科技大樓之成立，希望未來
有助於將實驗室研究而發展至臨床應用，台北榮總團隊與陽明大
學教師，有不少細胞治療方面的研究，可應用於臨床；除感謝學
校教師無私的協助，未來兩方如何更緊密的合作，尤其在基礎研
究之研究成果如何應用在臨床上，及在臨床上發掘或無法解決的
問題，如何交付大學進行研究，使研究與臨床實用更為紮實，如：
美國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將基礎與臨床研究緊密結合，均有賴
校長、各位教師的持續協助及提供建議，以建立基礎與臨床緊密
結合之平台，使基礎研究的成果終以運用於人體，使醫學大學及
醫院之研究根基更紮實，而不僅是知識而已。
台灣聯合大學系統陳正成副校長報告：
一、教育部 5 年 500 億第 2 期計畫強調跨校合作，而台灣聯合大學系
統學校合作向來可謂四校之重要利基，故請各單位及研究中心於
規劃新計畫時，務請考量納入四校合作項目及經費、實際執行層
面，以強化四校實質合作。另有關人文社會領域方面，台聯大系
統四校各有所長，如能加以整合，相信必為國內獨具特色之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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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確認前次會議紀錄。
伍、報告事項：
一、98 學年度第 2 次(擴大)行政會議計有 2 項臨時動議案，其決議及
執行情形如下：
第一案為口生所洪善鈴所長所提本校目前現有多種資訊系統
(如：校務行政系統、e-Campus、圖書館借閱紀錄查詢…
等)，本所學生反應因各系統預設登入帳號、密碼各有不
同，易產生混淆，造成使用者之困擾，建議未來統一各系
統之帳號、密碼，俾便使用，經決議本校資通中心一年來
已積極推動各資訊系統之整合，並進行帳號、密碼之統
一，預計年底將整合現有校務行政系統及差勤系統、會計
系統、e-Campus…等系統功能，未來教職員生將可於本校
網頁「陽明入口網」網站單一帳號登入(single sign on)後，
即可使用各項功能。
本案除圖書館借閱紀錄查詢系統及會計系統以外，資通中心已遵
囑辦理，並開放「陽明入口網」單一帳號登入(single sign on)之試
用，刻正進行系統調整及測試；預計 12 月份辦理使用說明會。
第二案為吳妍華校長所提有鑑於台聯大系統其他三校均設有大
學出版社或自行出版刊物，而本校多位教師在科普或學術
方面均有豐富寫作及出版經驗，是否宜建議台聯大系統成
立總出版社或由本校自行成立出版社，以協助教師出版刊
物，經決議基於經費、人力及出版量考量，建議結合台聯
大系統各校既有資源，共同成立出版社，並請台聯大系統
陳正成副校長代為研議，提下次台聯大系統會議討論。
本案台聯大陳正成系統副校長已請各校研議中，將提下次台灣聯
合大學系統校長會議討論。
二、行政單位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4-

1. 本學期學分費繳費時間自 11 月 5 日(週四)至 11 月 26 日(週四)
止，請系所督促有關學生務必於規定期限內繳交。
2. 98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報名總人數 1186 名，較 98 學年
度減少 77 名，榜單業於 11 月 13 日公告。各研究所請於 11 月
23 日前辦理正取生報到事宜，備取生遞補期限至 99 年 1 月 20
日，逾遞補期限後不再遞補，缺額將於 99 學年度碩士班一般生
招生補足。
3. 本學期網路課程教學評鑑訂於 98 年 11 月 2 日至 99 年 1 月 25
日開放填答。凡於 99 年 1 月 10 日前填覆者，可參加圖書禮券
抽獎；於 99 年 1 月 25 日前填覆者，將可優先於 99 年 2 月 8
日至 11 日辦理加退選課(下學期加退選課時間為 99 年 2 月 22
日至 3 月 4 日)。另為提昇研究生填答率，研究所課程教學評鑑
下學期起擬採臨堂電腦劃卡方式進行。
4. 本校於 5 月接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系所評鑑，計有 15 系所就評
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提出申復，高教中心業於 10 月 23 日函
覆本校申復意見回復說明，本處已轉知相關系所知照。
5. 本學期藝術創作展與工作坊系列活動，第 4 檔次活動「以神話
癒療：星星‧人魚和她的海貝們—潘娉玉個展」，經圖書館協
助，首次以閱覽空間結合裝置藝術，展期為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22 日，歡迎前往參觀。
6. 本學期駐校藝術家計畫之「雕塑在陽明—張子隆個展」業於 10
月 21 日辦理完畢，計有 610 人前往參觀；為延伸該活動效益，
特保留戶外作品 3 件，置於推廣教育中心戶外草坪廣場至 99
年 6 月 30 日止。
7. 為多方位推廣藝文，於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25 日擬舉辦「陽明
藝術季系列活動」，將安排本校愛杏管絃樂社及校外舞蹈、戲
劇表演、主題影展等其他活動，於本校活動中心、第一教學大
樓前木造平台等進行展演，屆時歡迎大家踴躍參加。
8. 本校「第一教學大樓前木造平台工程案」整修工程預計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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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起至 11 月 25 日止，已與廠商協定有關施工噪音防範之
規範，將持續了解施工及學生上課情形，隨時因應改善。
9. 本校 97 學年度優良教師「教學優良」獎及「教學傑出」獎，已
選出獲獎教師共 12 名，並擬於 12 月 9 日(週三)下午 2 時於教
師發展中心大廳頒獎表揚。
10. 本校第 36 次教務會議業於 11 月 11 日召開，經決議通過台灣聯
合大學系統受理全時選讀生作業要點，目前預定於大學部先行
辦理，如研究所亦有意願，歡迎提出腹案，將與台聯大系統各
校交換意見評估辦理。
(二)、學務處報告：
1. 本學期神農坡之夜業於 10 月 22 日(週四)晚間舉行，以「守護
你我身邊天使的笑容」為主題，並播放 88 水災本校師生組成台
東太麻里和嘉南服務隊製作之影片，與 700 餘位師生共同分享
同學服務學習過程的成果和感動。另為宣導遵守良好宿舍生活
禮節，生輔組特以動畫方式製作「陽明‧宿舍 on life，全面封
測！」，以新世代所喜愛的線上遊戲方式置入生活禮節，期能
達潛移默化的宣導效果。
2. 本處為表彰輔導績優、熱心奉獻導師，本(98)年辦理第一屆優
良導師選拔，由醫技系歐月星老師及生科系程樹德老師獲選為
97 學年度優良導師，並於「神農坡之夜」頒獎，分享得獎感言。
3.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辦理就學貸款共有 358 人，共 12,776,096 元，
俟財稅中心審核後辦理後續入帳及退費事宜。辦理學雜費減免
共有 178 人，減免總額 3,455,144 元。
4. 本校「煦日專案」補助經濟困頓家庭學生，經核定共計 20 名學
生，並補助約 21 萬元。另針對 88 水災受災戶學生，除可申請
「煦日專案」補助外，本處生輔組亦主動協助申請急難救助，
合計 6 人申請，補助總額為 17 萬元。
5. 本處衛保組自 10 月中旬起，協助本校需注射 B 肝疫苗之學生
安排疫苗注射，以維護健康。本年度國內 B 肝疫苗，各醫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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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均有短缺情形，本校衛保組經再三協商，業安排足量疫苗服
務本校同學；現階段第一劑注射，研究所應注射人數 140 人，
已注射 51 人，注射率為 36.4%；大學部應注射人數 220 人，已
注射 144 人，注射率為 65.4%，請各系所主管提醒有需求同學
進行疫苗注射，以維護自身健康。
6. 有關本校 A 型流感之防治及處理，目前天候轉涼，相關病例再
度增加，請各單位勤加宣導良好衛生習慣，必要時對所屬人員
進行溫度檢測及健康管理，若遇發燒、咳嗽、全身無力等流感
症狀，請居家休息至症狀解除，以防止疫情於校園內擴大；亦
請有學生至醫療單位見實習之科系，應特別加強宣導，並與實
習單位共同維護所屬見實習師生之健康。
7. 本校大學部學生會特邀請本校吉他社、陽明校友血盟兄弟合唱
團和業餘音樂歌手小山和光偉等團體，自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共
辦理 3 場音樂饗宴，約 170 餘人次參與。另學生會主辦系列活
動「35 釐米的旅行—世界影展」，亦將於 11 月 20 日假活動中
心表演廳及第一會議室陸續展開，將邀請包括名導演戴立忍、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盧非易老師等人與本校師生進行座
談，並安排來自 10 個不同國家地區之系列影展，為難得之人文
藝術饗宴，歡迎師生參加；詳細資訊及各場次請參見活動網址：
http://www.wretch.cc/blog/journey35mm。
8. 本校愛杏管弦樂社與台灣大學醫學院杏林弦樂團於 11 月 18 日
(週三)晚間 7 時假本校表演廳舉辦「室內陽台」聯合公演，歡
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欣賞。
(三)、總務處報告：
1. 請宣導所屬同仁及學生，騎乘汽機車依交通標誌與標線行駛，
切勿逆向行車或違規超車，以維護校園交通安全。
2. 請轉知所屬同仁(尤其是研究助理)，離職應當日辦理，俾事務組
及時辦理勞健保轉出。逾期辦理離職致未能於離職日辦理勞健
保轉出，將產生個人、雇主負擔之勞健保費與勞退金差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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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投保人、計劃主持人及學校困擾。
3. 本校「研究生暨國際學生宿舍興建工程案」之興建構想書業於
98 年 9 月 25 日經行政院核復原則同意，總工程經費暫列 4 億
6,192 萬 3,000 元，規劃提供床位數 750-950 床，現正辦理本案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建築師評選，預計 99 年完成初步設計、都審
及行政院 30%預算核定，100 年取得建造執照及施工，102 年完
工啟用。
(四)、研發處報告：
1. 98 學年度第 3 次校級演講訂於 98 年 12 月 2 日(週三)上午 10
時 10 分假活動中心大禮堂舉辦，特邀請劉必榮教授蒞校演講，
演講題目為「如何培養國際觀」，屆時請全校師生踴躍參加。
2.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及獎助徵求：
(1). 「2010 年台菲雙邊科技合作計畫」自即日起公開徵求計畫
書，至 12 月 28 日下午 5 時截止。
(2). 「2010 年台澳學者短期研究訪問」自即日起開始接受申
請，至 99 年 2 月 11 日下午 5 時截止。
(3). 99 年度「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自即日起接受申請，欲申
請者請於 99 年 1 月 4 日下午 5 時前至該會網站線上申請，
並於上傳後通知研發處，相關作業要點可至本處網站或國
科會網站參考。
(4). 「2010 科技臺灣探索—候鳥計畫」，請本校提供海外第二
代青年在台期間之實習機會，欲提供實習工作名額者，請
先行於本(98)年 11 月 25 日下午 5 時前以電話(分機：6058)
告知研發處，實習工作內容調查表或專案議題調查表則請
於 12 月 25 日前送至研發處，詳細作業要點可至本處網站
或國科會網站查詢。
3. 行政院衛生署計畫及獎助徵求：
(1). 「醫事系統 98 至 99 年增修擴充案」，投標到期日為 98 年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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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事系統資料校對案」
，投標到期日為 98 年 11 月 18 日。
(3). 「99 年度全國藥物不良反應通報系統計畫」，投標到期日
為 98 年 11 月 23 日。
(4). 「99 年度行政院衛生署資訊安全服務案」，投標到期日為
98 年 11 月 25 日。
(5). 「99 年度行政院衛生署資訊設備、機房及全國醫療資訊網
服務中心維運案」，投標到期日為 98 年 12 月 15 日。
(6). 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計畫徵求：
99 年度「強化中藥製程安全與建立研發平台」委託研究計
畫，投標到期日為 98 年 11 月 18 日。
(7).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計畫徵求：
I. 「發展癌症首次治療型態指標研究計畫 8 項」，投標到
期日為 98 年 11 月 18 日。
II. 「校園戒菸教育種籽教師訓練計畫」，投標到期日為 98
年 11 月 23 日。
III. 「99 年度乳癌、口腔癌、結直腸癌篩檢資料庫建置、監
測及維護計畫」，投標到期日為 98 年 12 月 1 日。
(8).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計畫徵求：
「2010 年報紙防疫專題報導採購案」，投標到期日為 98
年 11 月 19 日。
本年度衛生署所屬計畫由該署直接通知個別教師計畫內容，未
發文公告，避免有違背政府採購法細則第 33 條「同一投標廠商
就同一採購之投標，以一標為限」之情形，擬請有意申請計畫
之教師，於計畫到期前 2 星期，以電話先行連絡研發處承辦人
宋滋韻(分機：7063)，以利彙整計畫申請資料，若有同一採購
案有 2 件申請案之情況，本處將另行召開會議辦理。若有未列
於公告內之招標計畫，請直接與研發處承辦人聯絡，以確保自
身權益。
(五)、國際事務處報告：
-9-

1. 本處 11 月已與中國首都醫科大學簽訂合約，目前本校姐妹校已
達 40 所。另截至本(98)年 10 月底已有 250 名外賓來校參訪。
2. 本處協助籌辦台聯大系統—溫世仁卓越學術講座，訂於 11 月份
邀請 2008 年諾貝爾生理醫學獎得主 Prof. Harald zur Hausen 來
台，並舉辦 3 場演講，分別於 11 月 27 日(週五)假本校活動中
心、11 月 28 日(週六)於財團法人張榮發基金會國際會議中心及
11 月 30 日(週一)於清華大學生科院舉辦，請踴躍參加。
3. 本處業於 10 月 23-24 日，與姐妹校美國麻省總醫院共同舉辦
「2009 國際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討會」
，與會人員約達 200 人，
除校內師生熱烈參與，亦吸引許多校外人士參加，並舉辦學生
海報比賽，以促進研究人員成果交流。
(六)、人事室報告：
1. 本校編制內 40 歲以上之公教人員，學校每 2 年補助 1 次健康檢
查費用(目前為新臺幣 3,500 元整)，本(98)年度符合健康檢查費
用補助之申請資格者，請配合 98 會計年度盡速向人事室提出申
請。
2. 98 年應辦理定期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請務必於 98 年 1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間完成申報。
(七)、會計室報告：
1. 99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立法院正進行審查中，教育部及所
屬單位預算業於本(98)年 10 月 19 日、21 日及 11 月 9 日由立法
院教育及文化、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查，學校校務基
金附屬單位預算於本(98)年 11 月 16 日審議。
2. 98 會計年度即將結束，為依限辦理決算及各項計畫之結報，並
避免影響個人之權益，本室已於 98 年 11 月 2 日行文各單位，
請確實注意於各規定時限前辦理經費核銷，逾期不再辦理付款。
3. 本(98)年 7 月 31 日到期之國科會研究計畫共計 116 件，本室已
如期辦理件計畫結報。本次結報共計繳回 160 萬餘元，主要為
未動支之國外差旅費及短期就業促進方案結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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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8 年度預算執行情形截至 10 月底止如下：
(1). 全年度收入預算數 21 億 0,197 萬餘元，實際收入數 18 億
4,087 萬餘元，佔累計預算分配數 15 億 7,565 萬餘元之
116.83%；全年度支出預算數 21 億 0,197 萬餘元，實際支
出數 20 億 5,251 萬餘元，佔累計預算分配數 16 億 7,079 萬
餘元之 122.85%；全年度賸餘(短絀)預算數 0 元，實際累積
短絀 2 億 1,164 萬餘元，主要係因提列固定資產折舊等所致。
(2). 全年度資本支出預算 1 億 9,591 萬元，以前年度保留數 1,495
萬餘元，可用預算數 2 億 1,086 萬餘元，實際執行數 2 億
0,842 萬餘元佔累計預算分配數 2 億 0,537 萬餘元之
101.48%，主要係國科會補助設備支出較預算數增加。
5. 因本校研討會舉辦頻繁，如各單位辦理研討會有需零星支付廠
商(單據金額低於 1 萬元)或需支付個人之款項者，可先行辦理
借支事宜，以避免延遲付款等情形發生。
(八)、秘書室報告：
1. 本校第 7 屆傑出校友選拔活動，自 98 年 11 月 5 日起至 99 年 1
月 31 日止受理推薦申請，歡迎踴躍推薦本校校友參加選拔，相
關辦法及表件可於本校校友服務中心首頁「熱門議題區」下載
(網址：http://b003.web.ym.edu.tw/front/bin/home.phtml)。
2. 本校第 3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訂於 12 月 9 日(週三)召開，各
業務單位如有提案，請於規定時限前送至秘書室彙整，亦請各
委員預留開會時間，屆時準時出席。
(九)、軍訓室報告：
1. 99 年大專預備軍(士)官考選報名作業，本校完成報名同學計 257
人，相關資料已彙整完畢送國防部辦理。預定於明(99)年 1 月
上旬發放准考證，2 月 2 日(週二)舉行學科考試，5 月中旬公佈
錄取名單。
2. 學生兵役業務辦理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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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理縣市政府緩徵、後備指揮部儘後召集核定業務計 579
人。
(2). 辦理離校學生緩徵儘召消滅業務計 20 人，役男出國業務計
1 人。
3. 賃居生業務辦理情形如下：
(1). 為暸解同學租屋安全，並建立基本聯絡資料，業於各系所
發放「校外賃居學生資料統計表」；目前已回收計大學部
187 份、研究所 425 份，共計 612 份。
(2). 彙整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賃居訪視統計資料，並公佈於本室
網頁「賃居安全資訊網」提供同學參考運用。
(3). 本室自 10 月份迄今，已訪視賃居同學 68 人、房東 2 人；
訪視期間除提供租屋小叮嚀、防詐騙 19 招等資料，並提醒
同學注意用電及瓦斯安全，留意防竊、防詐騙等情事。
4. 永明派出所於 11 月 9 日至 11 日至本校實施「犯罪預防暨反詐
騙」校園宣導活動，配合軍訓課程，共計辦理 5 場次，宣導提
醒同學注意犯罪暨詐騙手法，以保障自身安全。
5. 98 年 10 月 5 日至 11 月 6 日處理學生校安事件，摘要 15 件如
下：(詐騙 2、意外 2、疾病送醫 5、車禍 6)
(1). 10 月 24 日 1220 時，同學因網路購物遭詐騙集團電話恐嚇，
來電求助，已請同學撥打 165 防詐騙專線，並至公館派出
所報案處理。
(2). 11 月 4 日 1330 時，物治系同學於校內遭不知名男子詐騙新
台幣 1 萬元整，由教官協助調閱監視器影像，並陪同至永
明派出所完成報案作業程序。另本室業於圖書館、研究大
樓、各宿舍等地區及軍訓室網頁公告可疑人士照片，並請
資通中心公告相關訊息，提醒同學提高警覺防範詐騙事件。
(3). 10 月 9 日 1840 時，國際事務處來電通知，光電所外籍生因
事涉偽鈔兌換案需至文林派出所說明，請教官協助與警員
連繫相關事宜；經聯絡文林派出所表示同學已完成筆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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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宿舍，後續將由檢察官判定處理。
(4). 10 月 15 日 1530 時，牙醫系同學車輛停放於男一舍停車位
被不明車輛擦撞，經調閱宿舍監視器影像，發現肇事車輛
為垃圾回收車，已協調廠商並與同學達成和解理賠事宜。
(5). 10 月 13 日 1520 時，物輔所同學因精神狀態不穩定，心理
諮商中心請教官協助送醫並聯繫家長，家長於 2100 時到院
接返家中療養。
(6). 10 月 15 日 24 時，醫技系同學因發燒身體不適送榮總檢查，
經新流感快篩檢查為陰性反應，就醫後返回宿舍休養。
(7). 10 月 31 日 1230 時，醫學系同學因身體不適至診所就醫，
經新流感快篩檢查為陽性反應，協調生輔組並安排至宿舍
休養房間。
(8). 11 月 4 日 15 時，牙醫系同學因過度換氣身體不適，經送榮
總急診就診後，返回宿舍休養。
(9). 11 月 4 日 15 時，牙醫系同學因實驗課程造成右手大拇指遭
機具割傷，經送榮總急診治療後，返校休養。
(10). 10 月 5 日 1030 時，物治系同學騎機車在校門口不慎摔倒，
造成左膝受傷，已協調生輔組宿舍調整事宜。
(11). 10 月 6 日 1050 時，醫學系同學騎機車於東華街口與校外
人士機車發生擦撞，經送榮總急診後，返回租屋處休養。
(12). 10 月 20 日 1110 時，生科系同學騎機車於環山道不慎摔倒，
造成臉部撕裂傷，經送醫後返回宿舍休養。
(13). 10 月 27 日 1210 時，牙醫系同學騎機車於環山路口與校友
騎乘之機車擦撞，造成雙方身體擦傷及車輛部分損壞，經
送醫後已無大礙，已至本室簽訂和解書協調車輛理賠事宜。
(14). 10 月 27 日 2340 時，牙醫系同學騎機車於校門口與校外人
士機車擦撞，雙方身體擦傷及車輛部分損壞，教官至現場
協調處理。
(15). 10 月 30 日 1320 時，護理系同學騎車於東華街、立農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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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後方機車撞擊，同學手部及膝蓋擦傷，經陪同至振興醫
院就醫並完成交警製作筆錄程序，俟交通裁決後協助和解
事宜。
6. 本室針對本校周邊地區易肇生交通事故路段，製作交通安全宣
導資訊，公佈於本室網頁並請資通中心公告，另協請永明派出
所提供「機車安全駕駛」宣導資料轉發同學，提醒注意行車安
全。
(十)、體育室報告：
1. 98 年度全國大專院校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將於 11 月 19 日(週
四)至 20 日(週五)假淡江大學舉行，本校已報名參加男、女組比
賽。
2. 第 35 屆全校運動大會將於 11 月 25 日(週三)上午 8 時 30 分至
下午 5 時在山頂操場舉行，除教職員工趣味競賽外，並有學生
田徑賽，歡迎全校老師到場為學生加油。當日為全校停課，亦
請轉知所屬教師留意，當日請勿安排學生上課。
3. 98 年度全國醫學盃球類錦標賽由台大醫學院主辦，於 11 月 27
日(週五)至 29 日(週日)舉行；本次球類錦標賽，除男子足球競
賽將借用本校山頂足球場舉辦外，其餘男、女籃球、男、女排
球、男、女桌球、男、女羽球、男、女網球均分別在台大校本
部及台大醫學院舉行，歡迎大家踴躍到場加油。
(十一)、圖書館報告：
1. 配合本校「冬陽專案」關懷弱勢學生，圖書館購置 4 種基礎學
科(物理、化學、生物、微積分)教科書，並提供長期借閱，借
期為一學期；歡迎「冬陽專案」學生借閱，並請各系所主管協
助轉知相關訊息。
2. 第 10 屆圖書館諮詢委員任期已於 98 年 10 月屆滿，新一屆的委
員會目前正籌組中，請系所主管推薦各系所教師代表一名，以
便近期召開第 11 屆圖書館諮詢委員會。
3. 有關學生會舉辦「35 釐米的旅行—世界影展」系列活動，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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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已購入本次影展之影片影帶，歡迎於影展活動結束後向本館
借閱。
(十二)、心理諮商中心報告：
1. 本中心自 10 月迄今已辦理之活動如下：
(1). 大學部：
新生班代小聚團體：
時間

活動名稱及內容

10 月 18 日 新生班代團體
(週一)
(第 2 次)
10 月 25 日 新生班代團體
(週一)
(第 3 次)

參加
人數
10 人
4人

帶領者
實習諮商師
馮莉婷老師
實習諮商師
馮莉婷老師

輔導股長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及內容

10 月 6
(週二)
10 月 13
(週二)
10 月 20
(週二)
10 月 27
(週二)

日 輔導股長藝術訓練
團體(第 3 次)
日 輔導股長藝術訓練
團體(第 4 次)
日 輔導股長藝術訓練
團體(第 5 次)
日 輔導股長藝術訓練
團體(第 6 次)

參加
人數
9人
10 人
8人
7人

帶領者
實習諮商師
李依璇老師
實習諮商師
李依璇老師
實習諮商師
李依璇老師
實習諮商師
李依璇老師

山腰義工課程：
本中心於 9 月份招募新義工，經面試共錄取 14 人；為使義
工同學除參與本中心活動外有所成長，本中心舉辦各項活
動，對其人格養成有很大的助益：
時間

活動名稱及內容

10 月 1 日 迎新、新義工訓練
(週四)
10 月 9 日 期初義工大會
(週五)
10 月 16 日 「陽明 papago」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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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
人數
21 人
32 人
23 人

帶領者
專任輔導老師
許伶楓老師
專任輔導老師
許伶楓老師
張連信老師

(週五)

障礙校園環境行前
講習

關懷生命活動：
本中心自 8 月份起辦理「關懷生命系列－校園流浪狗問題
面面觀」相關活動，由專案業務助理李思瑩老師帶領，邀
請關懷生命協會湯宜之老師、林雅哲獸醫師以及台大懷生
社同學，與本校師生互動討論與分享，以面對並改善校園
流浪狗問題。
時間

活動名稱及內容

8 月 24 日 討論陽明校園流浪
(週一)
狗問題與改善實施
計劃之可能性
9月7日
第 1 次誘捕行動與
(週五)
勘查
9 月 10 日 第 2 次誘捕行動與
(週四)
勘查
9 月 25 日 校園流浪狗問題面
(週五)
面觀座談會
10 月 2 日 第 3 次誘捕行動
(週五)
10 月 7 日 第 4 次誘捕行動
(週三)
10 月 26 日 關懷生命籌備社團
(週一)
成立大會
10 月 27 日 參訪台大中途站
(週二)

參加
人數
5人

8人
8人
65 人
18 人
12 人
25 人
11 人

帶領者
專案業務助理
李思瑩老師
專案業務助理
李思瑩老師
專案業務助理
李思瑩老師
專案業務助理
李思瑩老師
專案業務助理
李思瑩老師
專案業務助理
李思瑩老師
專案業務助理
李思瑩老師
專案業務助理
李思瑩老師

(2). 研究所：
研究生讀書會：
辦理關愛生命讀書會，幫助同學了解如何面對與處理生命
臨終的議題。
時間

活動名稱及內容

10 月 15 日 研究生讀書會
(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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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
人數
9人

帶領者
葉滋穗醫師

研究生成長講座：
時間

活動名稱及內容

10 月 27 日 小米娃娃內心獨
(週二)
白—襪子娃娃講座

參加
人數
30 人

帶領者
宋淑芬老師
林香君老師

2. 本中心 11 月份起即將辦理之活動如下：
(1). 大學部：
新生班代小聚團體：
由本中心實習輔導老師馮莉婷老師帶領，探討並幫助參加
者如何更有效領導和幫助班級同學。
時間
11 月 15 日(週日)、
11 月 29 日(週日)、
12 月 13 日(週日)、
12 月 27 日(週日)

活動名稱及內容
新生班代團體(第 4-7 次)

山腰義工課程：
時間
11 月 20 日(週五)
11 月 27 日(週五)

活動名稱及內容
義工訓練課程—
自我探索團體

帶領者
專任輔導老師
許伶楓老師

活動名稱及內容

帶領者
專任輔導老師
許伶楓老師

山腰義工活動：
時間
12 月 12 日(週五)
至 12 月 13 日
(週六)
12 月 18 日(週五)
12 月 25 日(週五)

義工營
神秘之夜
期末義工大會

專任輔導老師
許伶楓老師
專任輔導老師
許伶楓老師

(2). 研究所：
研究生成長講座：
藉由柔軟可愛的襪子娃娃製作教學，喚起同學活力。
時間

活動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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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者

11 月 24 日(週二)

讓彩色動起來— 李黛華老師
襪子娃娃講座

3. 本學期每週三「山腰電影院」於 11 月至明年 1 月選播人生變奏
曲相關電影，深入探討人生面臨的課題與電影之間之密切關係。
4. 本中心於大學部及研究所新生入學時，辦理身心健康調查—「高
關懷篩檢」，現篩檢出一百餘名學生，將進行追蹤治療。
(十三)、資訊與通訊中心報告：
1. 本中心業於 11 月 2 日起辦理本校微軟 Windows 7 授權光碟片
發放作業，另安排電腦軟體教學課程如下：
課程
Windows 7

Adobe Acrobat
PhotoImpact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11 月 23 日(週一)
上午 9:00-12:00

圖資大樓

11 月 24 日(週二)
上午 9:00-12:00
12 月 8 日(週二)
上午 9:00-12:00

圖資大樓

R.403

R.401
圖資大樓
R.401

備註
使用者操作說明
(以 PowerPoint 教
學，無上機操作)
實際上機操作
實際上機操作

2. 本校「校園網站後台系統」三階段教育訓練已於 11 月 3 日辦理
完畢，請各單位多加利用本系統，豐富網頁內容，如尚未完成
單位網頁建置者亦請盡速完成；另若需增加單位網站空間者，
則請於本中心網站下載申請單。
3. 本校國際化專案—數位化履歷系統專案說明會議業於 10 月 15
日召開，現行規劃擬以二階段方式進行，本(98)年度本中心將
進行系統平台導入、校內 AD 整合與修課資訊介接；明(99)年
度則將輔助教務、學務相關資訊系統整合及使用推廣。
4. 配合教育部回收「140.129」舊網段 IP，本中心自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8 日止，將逐棟停止各大樓舊 IP 網路服務，請全校師生
盡速完成新 IP 設定。另 11 月 23 日至 27 日，將進行校園主機
(mail/舊網頁主機/webmail/DNS 等) IP 更換，屆時各主機服務將
有中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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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月份本校學生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案件共 4 件，其中研究所
同學 3 件，大學部 1 件，大多為以 BT、eDonkey、eMule 等 P2P
軟體下載影片。本中心將以網頁、BBS 與電子郵件宣導「網路
下載檔案需遵守智慧財產權」訊息。
(十四)、實驗動物中心報告：
1. 本中心於 98 年 9 月實施動物房之水質監測，結果生菌數均符合
標準。
2. 本中心本(98)年採購之二台高壓滅菌鍋業於 10 月 16 日驗收完
成，並於 10 月 30 日完成峻工檢查，已開始使用。
(十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報告：
1. 本校教師申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9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
案，需送生物實驗安全工作小組審查者，請於 98 年 12 月 10
日前，檢附基因重組實驗申請表、國科會計畫書封面及材料與
方法說明等相關資料各乙式 4 份，送交本中心。請各單位主管
週知所屬教師務必依限送交，俾便進行審查。
2. 台北市勞動檢查處訂於 98 年 12 月 10 日蒞校，查核實驗場所是
否符合勞委會「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識規則」之規定，本
中心已於 10 月 30 日發函週知各系所，並於 98 年 11 月 15 日起
至實驗室查核與輔導；請各學術單位及實驗場所盡速檢視所持
有實驗藥品是否依規定標示全球化學品危害圖示(GHS)及備有
物質安全資料表(SDS) (以上二者均可於本中心網站「化學安
全」處下載)。
3. 98 年 10 月 7 日舉辦「生物實驗安全防護教育訓練」已圓滿完
成，參加人數 280 人(含校內教職員生 230 人，校外單位 50 人)，
課後測驗及格 251 人(不及格 24 人，到考人數 275 人)，並業於
10 月 20 日函知全校師生可於本中心網站查閱測驗結果。未通
過測驗者，可於 11 月 16 日至 30 日(共 11 天)期間自行擇日至
本中心補考。
4. 98 年度「輻射防護教育訓練」業於 9 月 28 日圓滿結束，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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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 137 人，測驗及格(含補考)者 131 人，測驗及格者可於合
格輻射操作人員監督或指導下進行輻射作業。
5. 原能會於 10 月 14 日到校查核密封放射性物質(共 3 枚射源，物
質證照：物字第 1101528、1202114 及 1200583 號)貯存及使用
現況，檢查結果皆合格。
6. 台北市環保局於 10 月 21 日到校稽核化學性、生物性廢棄物分
類及貯留情形，查核結果無缺失。
7. 原能會於 10 月 27 日蒞校進行 98 年度大專院校輻射源專案檢
查，計 10 個單位共 26 人參與。本次共稽查第一類及第二類輻
射源 6 枚，檢查結果輻射源部分無缺失，輻防管理現況優良。
8. 98 年 10 月份查核緊急洗眼沖淋設備共 50 台，壁掛式沖淋器共
14 台，化學災害安全防護櫃共 3 台，查核結果無缺失，並發函
週知使用單位。
9. 依「有害事業廢棄物檢測及紀錄管理辦法第三條第二款及第四
條」規定，實驗場所產出之感染性廢棄物須經滅菌處理，使用
之高温高壓滅菌鍋須經滅菌確效測試並紀錄備查。本中心於 10
月份進行本年度第二次實驗室廢棄物專用高温高壓滅菌釜確效
測試，檢測全校 29 台全數合格。
10. 依教育部規定各校須於每年 4 月及 10 月底前通報危險機械設備
種類與數量，本中心業於 10 月 29 日完成本校第一種壓力容器
17 台、動物中心小型蒸氣鍋爐 1 台及圖資大樓大型蒸氣鍋爐 2
座之申報作業。
11. 本中心於 10 月 29 日向行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系統申報本校
廢液累計存量 1,980 公升(重金屬廢液 660 公升、鹼性廢液 40
公升、酸性廢液 120 公升、氫氰酸 20 公升、含鹵素有機廢液
340 公升、不含鹵素有機廢液 800 公升)。
12. 本中心於 10 月 15 日函知全校各學術單位(人文學院單位除外)
與實驗動物中心教師，請於 10 月 26 日前於本校化學品管理系
統申報使用之甲類先驅化學品種類與數量，經彙整本校 24 間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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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之先驅化學品 5 種類、33 項計 12.3 公斤，並於經濟部工業
局網站完成申報。
(十六)、共同教育中心報告：
1. 本中心業於 11 月 2 日召開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系輔導選修通
識課程實務座談會，從學生通識課程選課現況分析可能問題與
解決之道，規劃由本中心、課務組與系所共同協助，以建立有
效輔導通識課程選課機制。另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通識課程已於
規劃中。
2. 本中心與教師發展中心擬於 11 月 24 日(週二)下午 4 時 30 分假
本校教師發展中心大廳共同舉辦核心通識課程教師及教學 TA
座談會，並邀請北區資源中心東吳大學通識中心同仁分享成功
經驗，期藉由互動與觀摩建立完整健全之溝通平台，進而提昇
教學品質。
(十七)、附設醫院報告：
1. 本校姊妹校西安交通大學之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李旭院長及劉
勇副院長，分別於 10 月 9 日及 16 日帶領重要主管共計 77 名，
參訪本院。
2. 行政院資通安全稽核服務團於 10 月 15 日到院稽核，由樊國楨
常務監事帶領進行資通安全外部稽核，稽核結果為合格。
3. 秀春教育基金會董事長吳岳老師惠贈本院愛心診療車，並於 98
年 10 月 27 日舉辦捐贈典禮，當日活動圓滿完成。本行動醫療
車備有牙科、耳鼻喉科之診療台，並歡迎有意赴偏遠地方義診
或有需要之師生向本院借用，目前服務規劃如下：
(1). 至宜蘭縣無中醫之鄉鎮進行巡迴醫療。
(2). 結合 99 年度癌症篩檢品質提升計畫，與在地衛生所合作舉
辦社區癌症巡迴篩檢。
(3). 支援整合性預防保健篩檢服務。
(4). 社區不定期巡迴義診服務。
4. 醫療服務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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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部分今年 1-9 月共計 243,505 人次，較去年同期成長
6.30%；急診部分共計 41,650 人次，較去年同期成長 10.37%；
住院部分共計 111,358 人日，較去年同期成長 4.16%。醫療收
入總額今年 1-9 月共計 1,204,258,328 元，較去年同期成長
14.75%。
5. 重要採購案件：
有關本院「醫療及行政系統異地備(份)援建置」採購案，於 98
年 10 月 8 日決標予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決標金額為
2,588,800 元整。

陸、臨時動議：
案由一：本校學生宿舍區常有機車違規停放情形，除由學務處生輔組
宿舍管理員加以勸導，總務處要求宿舍管理員開立車輛違規
告發單，依事權劃分，開立車輛違規告發單是否應請總務處
相關車輛違規處理人員為之，請討論。（學務處生輔組張寅
組長所提）
決議：因停放於學生宿舍區之機車多為住宿學生所有，建議對於學生
宿舍區違規停放之車輛，應以舍民自治及加強生活教育輔導為
原則，以勸導單、記點或操行管理等方式著手管理，並請宿舍
幹部加強舍民宣導及警語標示，以提醒學生遵守規定。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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