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醫學大學
一〇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

行 政 會 議 資 料

會 議 日 期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四日

秘書處製作

出席人員：(敬略職銜)林建煌、何弘能、李飛鵬、吳介信、陳震宇、朱娟秀、
施純明、陳瑞杰(李思智代)、陳大樑、吳麥斯、邱仲峯、杜永光、
許永和、蔡宛真、梁有志、吳建志(凌于雯代)、凌于雯、林秋芬、
曾瑋莉、陳啟裕、沈盛達、林秋烽、張資昊、萬序恬、蔡佩珊、
陳佩宜、韓柏檉(白碧玉代)、白碧玉、邱子恒(黃素英代)、黃素英、
陳月女、曾 惠、許淑群、王美雲、陳雯雯、陳叡瑜、甘乃文、
張伊萍、蘇維文、簡嘉惠、林家瑋、許志瑋、黃仲毅、林俊茂、
蔡佳君、宋賢穎、桑和蓓、許明暉、張詠淳(徐之昇代)、徐之昇、
郭漢彬、許準榕、胡朝榮(徐宗溢代)、鄭信忠、陳立昇、劉景平、
陳香吟、張偉嶠、周桂如、鍾明惠、郭乃文(陳怡樺代)、陳怡樺、
白其卉、裘正健、楊沂淵、潘秀玲、曾祥非、簡文山、童俊維、
陳志華、白台瑞、楊正昌、趙振瑞、謝榮鴻(趙振瑞代)、楊素卿、
張佳琪、吳明錡、蕭宇成、邱佳慧、張國城、陳炳常、陳瑞明、
陳冠州(宋賢穎代)、沈芯伃、李冠德(張語曲代)、康峻宏(黎阮國慶代)、
馮聖偉、沈永康、周幸華、卓爾婕、郭淑瑜、蔡秀婷、劉芳、
陳品玲、邱亞文、葉志清、陳再晉、高淑慧、劉德明、李崑豪、
謝嘉玲、蔡博方、黃國哲、許怡欣、彭志維、曾靖孋(楊正昌代)、
楊自森、林士祥(陳玉華代)、陳玉華、黃士懿、林美齡、林志龍、
何淑如、林進修、陳瑞玲、郭葉蕙、林沂葶、沈育兆、凃映華、
林哲瑋、蔡湘萍、莊玉琪(蔡湘萍代)、沃國瑋、黃守宏、吳文吉、
林詠峯、李彥蓉、姜雅玲、趙容旋、林育沂、李美萱、張歐群、
蕭宇森、黃雅娟、游千瑩、喬盈儒、林良宗、葉育渟、黎芊邑、
邱聖博、洪乙文、陳瑞文、沈純慧、蕭淑媛、鄭惠芬、蔡奉真、
祁崇溥、鍾雨純、陳怡伶、陳宜安、莊薇薇、李婉玫、廖珮雯、
吳紹平、林姵妤、蔡明峰、陳兆煒、蔡麗玲、洪龍賢、林玉欽、
曾雅惠、林志翰、劉韻如、曾湘容、劉育瑄、簡麗年、陳錦華、
李芳華、黃斯蘋、王鈞儀、王鈺惠、郭平瑜、馬紋苓、翁夢遙、
陳郁婷、蔡蕙如
請假人員︰(敬略職銜) 王靜瓊、黃彥華、張虹書、李岡遠、黃俊仁、鄧文炳、
黃瓊芳、高靖秋、彭汪嘉康、劉燦宏、王明旭、林玨赫、李崇僖、
黃湘玲、林明儀、劉伊芝、劉明哲、熊兆男、張富閔、林子進
出 席 率：89.8% (出席委員應到196人/實際出席176人)
主

席：林建煌校長

記

錄：王佩宜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辭

08:45
08:45-08:50

一、 60 周年校慶活動歷經一年多的籌備，已於上周五圓滿結
束，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與參與。
二、 介紹新任主管如下：
【學術單位】
 醫學工程學院生醫光機電研究所 楊自森所長
【行政單位】
 人力資源處人力發展組 曾惠組長(副人資長暫代)
 法務處法務組 劉育瑄組長

參、頒獎
一、 感恩致謝頒贈百萬以上捐款人謝匾

捐款人：晃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福龍董事長
捐贈標的：雙和校區 300 萬元

08:50-09:00

捐款人：濟南大自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克璋董事長
(台灣摩根士丹利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張馥璿财務長代表受獎)
捐贈標的：臺北癌症中心大樓 1,022,175 元

肆、前次會議結論追蹤
議

題

109.08
國際處
業務報告

結

09:00-09:10
論

追蹤回覆

●教務處-註冊組:
因應疫情影響，境外生註冊請採彈性
1. 完成註冊時間: 109.10.13
作法，請教務處會同國際處研擬線上
2. 完成情形: 本學年度應註冊外
註冊之作法，並請朱副及吳副督導。
國學生 168 名，已完成現場
109.10.07 追蹤回覆:
註冊及繳交入學切結書計 126
1. 預計完成註冊時間: 109.10.13
人、保留入學 28 人，餘 14 名
2. 最新進度:本學年度應註冊外國學
放棄入學。
生 168 名，已完成共計 112 人(含
3. 繳交入學切結書 43 人，須於
保留入學、繳交入學切結書及放棄
109.01.29 前入境辦理學歷查
入學)，餘 56 名未辦註冊手續。
驗。
3. 目前完成進度: 85%
4. 目前完成進度: 100%
(截至 109.09.28)
(截至 109.10.21)

狀態
結案

議

題

109.08
公共事務處
業務報告

結

論

追蹤回覆

請教務處規劃未來雙和 B 基地完工 ●教務處-課務組:
後，校園整體教室的使用，以使空間 1.預計完成時間: 109.11.06
達到最有效率的使用。
2.最新進度:已於 109.10.22 會議
109.10.07 追蹤回覆:
向校長報告，並預計於 11.06 補
充研究所教室規畫予總務處，未
1. 預計完成時間: 109.10.9
來擬於總務處雙和校區相關定
2. 最新進度:
期會議中討論整體規劃。
(1) 已於 9/22 與朱副校長討論教室
規劃，將再修正簡報以完善規劃 3.目前完成進度:80%
內容。
(截至 109.10.27)

狀態
持續
追蹤

(2) 擬訂於 10/14 向校長報告教室
相關規劃。
3.目前完成進度:60%
(截至 109.9.24)

109.10
醫學系
專案報告

●醫學系:
1. 預計完成時間:TBL 教室預計
11 月底前完成規劃。
2. 最新進度:
(1)已完成 PBL 教室評估納入醫模
中心之空間規劃。
PBL 空間，請評估可同時作為 PBL
教室與實驗室使用之規劃，後續請郭 (2)TBL 教室納入教務處全校總體
院長、劉主任與教務處、總務處共同
教室規劃案評估；教務處已於
討論，並請朱副校長督導。

持續
追蹤

109.10.15 完成課程需求場勘。
(3)預定 11 月中前召開醫學院系與
教務處 TBL 空間討論會，討論
後續各式執行細節。
3.目前完成進度: 50%
(截至 109.10.22 )

109.10
圖書館
專案報告

●圖書館:
1. 完成時間:109.10.12
請圖書館統計投稿掠奪性期刊之情 2. 完成情形:已公告於研發處及圖
況，以追蹤宣導後是否有所改善；本
書館網站；10 月份一校三院掠
次會議簡報請更新至圖書館及研發處
奪性期刊初檢服務共 15 件，未
網頁，並持續加強宣導。
來將持續宣導。
3.目前完成進度: 100%
(截至 109.10.26 )

結案

議

題

結

論

追蹤回覆

狀態

【新訂法規】
1.
2.

【法規公告】

●秘書處:
臺北醫學大學數位教育推動委員 左列辦法已於 10 月 23 日公告，
會設置辦法
相關單位已於 10 月 27 日更新至
臺北醫學大學持股事業監督管理 文管系統。
辦法

結案

臺北醫學大學新創事業播種者資
金使用辦法
【修正法規】
3.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教師教學表現
暨課程品質發展獎勵辦法

2.

臺北醫學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
會設置辦法

伍、專案報告

09:10-09:40

一、 2021 THE 科別排名-Clinical and Health 分析【附件一】
報告人：國際處 蔡佩珊國際長
結

論：近三年之排名有顯著進步，請大家持續努力；由
「Reputation voting by Region」發現票數來源多
為亞洲國家，未來須持續強化不同區域的國際化。

二、 109 年國考成果報告案【附件二】
報告人：教務處 梁有志教務長
結

論：
1. 「醫師二」國考通過率較不理想，後續請郭院長擔任
召集人，劉主任擔任副召集人組成小組，針對 TMAC
與國考成績進行總檢討，包括基礎醫學教育、臨床教
育等，研擬整體改革策略，提供三院配合推動。
2. 「醫事檢驗師」國考通過率不佳，請裘院長召開討論
會議，規劃改善措施外，並強化課程、師資與臨床間
的連結。

三、 「臺北醫學大學 2019 年社會責任報告書」專案報告
【附件三】
報告人：教學資源中心 郭葉蕙主任
結

論：
1. 感謝各單位協助提供相關資料。後續請於社會責任推
動委員會中，著重討論如何提升本校於聯合國 SDGs
17 項指標之表現，並將結論提至行政會議報告。
2. 請各醫院院長針對聯合國 SDGs 17 項指標進行瞭
解，未來可逐步進行連結。

四、 「TMU Medical Innovation - 從 Biodesign 開始」專案
報告【附件四】
報告人：北醫生醫加速器籌備處 陳兆煒執行長
結

論：
1. 2021 年 BME IDEA 國際會議成功爭取與澳洲共同主
辦實屬不易，請吳副校長督導，啟動籌備委員會之相
關作業；另請三院院長指派負責主管共同參與。會議
之地點若無法安排於雙和 B 基地國際會議廳，請於
本校杏春樓展演廳舉辦，並置入北醫元素(包含場
地、參與成員等)。
2. 請事業處進行以下事項：
(1) 研擬如何將 TMU Biodesign program 落實至體
系之規劃；
(2) 追蹤各醫院與學院於 Biodesign 之各項指標，包
含醫師/Faculty 參與課程、團隊、成功案例之百
分比；

(3) Biodesign 除在雙和外，附醫與萬芳也應具備此
元素，請進行總體規劃，作為本校邁向 Medical
Innovation 之重要里程。
3. 請 醫 工 學 院 規 劃 未 來 搬 遷 至 雙 和 校 區 後 ， 整 合
Biodesign program 實作空間與學生實驗空間，以
進行連結與資源共享。

陸、提案討論

09:30-10:00

一、臨床數據庫擬增服務項目【附件五】
報告人：數據處 許明暉數據長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進度請於行政會議報告。

柒、各單位業務報告

10:00~10:50

(學術單位依序報告，每單位報告時間 3 分鐘，時間到時響鈴提醒，行政單位擇要報告)

一、 管發中心：附屬醫院業務穩定，餘絀增加，感謝同仁的努力。
二、 醫學院：透過 TMU 60 Neurology 活動，建置學院與校友的互
動平台別具意義，亦獲得校友許多迴響，建議未來可再拓展至
其他領域。
三、 藥學院：2020 未來創業人競賽由藥學院同學包辦全國前三名，
再次恭喜；未來請跨領域學院創創中心多語學院共同推展，並
鼓勵各學院踴躍參與。
四、 護理學院：
1. 護理學系國考通過率達 100%，再次恭喜。
2. 雖國內疫情緩解，國外疫情仍嚴峻，護理學院透過線上方式維
持跨國課程進行，值得學習；未來各單位之活動，請以近兩年

內無法出國為前提進行規劃。另請資訊處針對「線上研討會」
之運作，舉辦相關工作坊，以利同仁學習與利用。
五、 公衛學院：
1. 108 學年度研究計畫經費近九千萬，表現優異。
2. 傷防所發表之機車直接左轉研究成果，登多家平面及媒體引
用，為北醫研究帶來良好的 Social impact。
3. 請數據處盤點政府各部會 open-data 資料庫，提報 12 月行政
會議專案報告，使體系內研究所需之數據資源更具完整性。
六、 醫科院：
1. 學術論文發表篇數達 200 篇以上，平均 IF 達 4.69，表現良好，
請持續努力。
2. 請學院規劃，由整體學院所有系所共同經營醫技系之發展，務
使系所互相連結，共同成長。
七、 人社院：共同參與大學部之通識課程、醫學人文課程授課，值
得鼓勵，未來請持續推展。
八、 管理學院：國際共著率大幅進步，再次恭喜。
九、 醫工學院：
1. 學術論文平均 IF 達 4.87，表現良好。
2. 未來各學院舉辦之競賽建議與課程相互結合，以學習成果發表
之模式進行。

十、 營養學院：
1. 學院內近九成老師參與科技部計畫，執行情況良好，值得嘉許。
2. 印尼 Alma Ata University 校際選修方式為一良好範例，後續
請國際處及教務處規劃將此模式導入至各學院。
十一、

跨領域學院：

1. 藉由跨校合作課程方式參加史丹福設計競賽，共有兩組學生入
圍，成果良好，再次恭喜。
2. 跨領域課程的推動將面臨瓶頸，請研擬相關措施及強化策略。
十二、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教學組楊明達老師獲「109 年運動科

學研究及發展獎」
，IF 已大於 5，再次恭喜。

柒、臨時動議
一、 國際處：
1. 國際學生獎學金 2.0 實施情形良好，新南向培英計畫已獲取 13
名講師之獎助經費，未來將再新增非洲籍講師；鼓勵學院可積
極招收國外大學之講師，以爭取更多外部獎學金資源(外交部、
教育部、當地國家提供等)。
2. TMU STEP 線上虛擬課程平台，已收集各學院 40 門課程，可
提供予外國學生進行學分選課，歡迎各學院踴躍加入課程。
3. 受疫情影響，各學院均發展出新型態的國際生教學/國際活動舉
辦模式，請國際處於 2-3 月內辦理國際化共識營，邀請各學院
系所主管參與，進行特色案例分享與討論。
二、 總務處：
1. 11/7 起將進行質子吊裝工程，將於圍籬公告 12 月底前完成施
工，並強化與學生之溝通。校園景觀工程將於明年 2 月完成。

2. 12/3-12/4 將 進 行 環 安 衛 管 理 系 統 外 部 驗 證 (ISO14001 、
ISO45001)，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三、 秘書處：教育部 108 年度獎補助款經費執行成果實地訪視將於
明日(11/5)舉行，上午「學校簡報」及下午「綜合座談」時段，
請各位主管準時出席。
四、 教務處：11/16-11/19 將辦理「深耕教學面成果展」
，開幕式於
11/17 跨領域 i8 舉行，歡迎同仁踴躍參與。

捌、主席結語(無)
玖、散會：散會時間上午 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