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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 109年 6月 4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 生命科學館 6樓 628會議室 

出席：王代表致恬、吳代表益群(請假)、余代表榮熾、胡代表哲明、高代表文媛、

黃代表偉邦、楊代表健志、謝代表旭亮、韓代表玉山；李代表宗徽、

李代表承叡、周代表蓮香、張代表震東(請假)、張代表英峯、張代表麗冠

(請假)、廖代表憶純、閔代表明源、溫代表進德、鄭代表貽生、冀代表宏源；

李代表中芬；柯代表明珠；唐代表睿謙(請假)      (依姓氏筆畫排列) 

主席：鄭院長石通 

列席：丁副教授照棣、張秘書倩妮、藍助理雯威      記錄：許幹事芳瑜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109年 1月至 5月之重點業務，提會報告。 

說明： 

(一) 海外教育及國際學術交流，分述如下表： 

業務項目 活動 活動日期 內容 說明 

海外教育 

1. 2020 生物多樣性

課程(泰國

Tarutao National 

Park) 

4/10 – 4/18 

(取消活動) 

課程帶隊教師胡哲

明老師、范姜文榮助

教、學生王介立、周

聖淮、趙詮寬、蔡憶

蓮，共 4人。 

主辦單位泰國宋卡王子大學

於 3 月 17 日決議取消本年

度課程活動。 

2. 日本 NIG 暑期 

實習課程 

6/18 – 7/29 

(取消活動) 

選送生科系粘庭碩、

生技系胡力瑋 

（教育部學海築夢

計畫，校推薦序） 

日本靜岡縣國立遺傳學研究

所於 4 月 15 日主辦單位來

信通知活動取消。 

3. 泰國 BIOTEC 

暑期實習 
停辦 

原預計選送 1人 

(暫停辦理) 

BIOTEC 

本年度未訂定活動時間，並

於 3月 9日來信取消辦理。 

4. 德國烏爾姆大學

院級交換 

108-2學期 

(3/22 回臺) 

(1)108-2 薦送生技系

林宇倢、龔穎之 

學生於 3 月 3 日出發，因疫

情嚴峻，學生於 3月 22日返

台。烏爾姆大學保留其交換

資格及當地獎學金至 2020

春學期(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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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學期 
(2)109-1 薦送生科系

胡祐桓 
於 9月出發至德國烏爾姆。 

109-2學期 
(2)109-2：交換資格

申請至 6月 8日止 
 

國際交流 

1. 108-2 期初國際

生聚會 

學期第 1週 

(取消活動) 

舉行交換生歡迎聚

會 
因疫情取消多人聚會。 

2. 外籍生來院交換 
108-2學期 

(取消交換) 

廈門大學：林晨詩 

福建農林大學：許雪

穎 

因疫情取消交換計畫。 

3. 邀請國外學者 

 2019/12/02- 

 2020/01/12 

美國康乃爾大學分

細胞與基因體系教

授 Prof. Daniel 

Barbash(私人訪問) 

於本院發表演講，並與本院

學生進行研究討論，客座期

間使用學術交流中心 3F 辦

公室。 

2/4 – 3/4 

日本北海道大學農

學部名譽教授木村

正人(科技部經費) 

訪問丁照棣實驗室，並與生

科系及生演所學生進行研究

討論，客座期間使用學術交

流中心 3F辦公室。 

3/8 – 5/18 

法國科學院院士

Prof. Jean-Marc Egly 

(玉山學者計畫獎助) 

合授基因表達與調控課程，

客座期間使用學術交流中心

3F辦公室。 

(二) 擬簽署本院及日本筑波大學生命環境學院碩士雙聯學位。 

說明：經 107至 108 年的數次討論與草案修訂，本案於 109 年 3月 5日於

院務會議提出，照案通過。 

(三) 國際學位新生及在學生獎助金、僑生獎學金，目前完成審查排序。 

說明： 

1. 前依擬本校國際處來信及校國際字第 1090011899 號辦理「109 學年

度國際學位新生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獎助學金審查」，已於主管會議

(108/12/19 及 109/03/05)審查 108-2 入學之博士生及 109-1 入學之新

生資格(審查結果見附件 1略)。 

2.  依校國際字第 1090018715 號辦理「109 學年度生命科學院國際學位

生各類獎學金續領審查」，審查生命科學系 1人，由該生指導教授、系

所主管及院審查評估後送校(見附件 2略)。 

3.  本院在學生申請國際學位生在學生獎學金之審查(本年度首次辦理)，係

依校國際字第 1090020939 號辦理，經 4 月 30日院彙整系所推薦申請

案件(審查結果見附件 3 略)，目前已於 109 年 5 月 7 日主管會議完成

審查，生科院獎學金名額共 4 名(獎學金內容皆為免學雜費)，領取獎學

金為一年期(自 109 年 9月開始至 110年 8月 31 日止)。 

4. 108 學年第 2 學期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依校學字第 1090027379

號辦理，由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委員審查並排序，於 4 月 24 日送校。最

後結果由學務處僑陸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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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國際化經費概況： 

1. 院國際經費逐年下修，原則上優先補助學生。 

年度 
經常門

（元） 

國外差旅費

（元） 

資本門

（元） 
人事費 

總金額

（元） 

104 1,486,192 1,388,608 無 （以經常門統籌，約 50 萬） 2,874,800 

105 1,061,844 1,041,456 無 （以經常門統籌，約 50 萬） 2,103,300 

106 858,975 718,500 無 （以經常門統籌，約 51 萬） 1,577,475 

107 281,761 482,397 無 562,897 1,327,055 

108 233,918 478,031 320,000 568,051 1,600,000 

2. 109年度(1月至 5月)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經費使用狀況： 

補助類別 核定金額 系所 姓名 所屬實驗室 項目 

海外教育 $10,000 生科系 許耿章 陳瑞芬老師 
Berkeley Bioscience Study 

Abroad Program 

出國開會-學生 $7,000 生科系 高孟岑 蔡政修老師 日本古生物學研討會 

海外教育 $15,000 分細所 陳筠 黃筱鈞老師 
烏爾姆大學院級交換計畫- 

機票費 

海外教育 $15,000 生技系 龔穎之 吳亘承老師 
烏爾姆大學院級交換計畫- 

機票費 

中心網站費用 $18,000 院中心 禾綸數位  
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網站租機及

保固費（109/01/1-12/31） 

二、 本院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程業務，提會報告。 

三、 生命科學院系所及研究人員英文版簡介，提會報告。 

說明：本院規劃製作簡介手冊，內容以院及專任教師之研究內容為主；並由院

統籌辦理，版面樣式詳附件 4 略，可提供來訪本院訪賓作為參考。 

貳、 討論事項： 

一、 生命科學院提：本院各系所為因應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室、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之修正案，本次採以包裹方式提送各系

所配合修正之相關辦法草案，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附件 5

略)修正案業經本校 109 年 3 月 21 日 108-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在

案，本院通知各系所修正所屬細則，並於院務會議採包裹提案審議。 

(二) 本次修正案重點如下： 

 第七條：新增遇有利益迴避或低職級委員時，經排除及迴避之委員，不

計入委員人數規定。 

 第八條：修正程序，各系級教評會設置辦法及評審作業要點，經系(所、

學位學程、室、中心)務(或相當)會議及院務(或相當)會議通過，

送行政會議備查後即可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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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採包裹方式一併討論，提案單位共計 2 系 5所，修正詳附件 5-1。 

生命科學系        請參閱附件 5-1 pp. 1-2。 

生化科技學系       請參閱附件 5-1 pp. 3-6。 

植物科學研究所      請參閱附件 5-1 pp. 7-9。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請參閱附件 5-1 pp. 10-14。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請參閱附件 5-1 pp. 15-17。 

漁業科學研究所      請參閱附件 5-1 pp. 18-20。 

生化科學研究所      請參閱附件 5-1 pp. 21-24。 

決議：各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經討論通過修正如附件 5-1。 

二、 生命科學院提：「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草案)，

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教師評鑑準則於 109 年 1 月 4 日通過修正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資

格：曾獲本校教學優良獎十五次者(一次教學傑出獎等同本校五次教學優

良獎、一次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或師鐸獎等同本校十次教學

優良獎) (詳附件 6略)。 

(二) 爰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修正本院教師評鑑辦法，本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

對照表如附件 6-1 p.1；修正草案如附件 6-1 pp.2-6。 

決議：本院教師評鑑辦法經討論通過修正如附件 6-1。 

三、 生命科學院提：各系所 110-112學年度教師員額使用及規劃情形，提

會討論。 

說明： 

(一) 本院各系所 109-112 學年度教師員額規劃案，業經 109年 5月 20日，本

院 108 學年度第 1 次及 109 年 5 月 27-30 日第 2 次教師員額管理小組電

子會議初審完畢；有關會議紀錄及附件請參閱附件 7略。 

(二)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第四條規定，經小組

初審後之規劃員額，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付諸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 

  茲因黃偉邦代表建議往後院提送校員額之簽呈應改由院方上

簽並註明校員額提交之學年度，且會辦交換校員額之兩系所主管及

承辦人，經討論後，改由院方上簽報校備查。 

肆、 散會：13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