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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醫學院105學年度第3次院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年10月12日(三)中午12：00-13：00 

開會地點：口腔醫學院會議室 

主    席：李澤民院長 

出席人員：李澤民院長、王震乾主任、黃曉靈主任、何坤炎主任、林英助組長、王彥雄組長、

陳丙何組長、洪純正委員、鄧延通委員、陳俊明委員、陳玉昆委員、何佩珊委員、

陳克恭委員、曾于娟委員、莊富雄委員、沈文媛學生代表(請假)、洪瑋聰學生代表(請

假) 

列席人員：中心主任-陳俊明主任、陳玉昆主任、洪純正主任 

行政老師-杜哲光行政老師、藍鼎勛行政老師、莊富雄行政老師、陳人豪行政老師、 

林英助行政老師、劉秀月行政老師、李坤宗行政老師 

主治醫師-許瀚仁醫師(請假) 

行政人員-鄭怡秀、孫幸君、劉怡麟、佘明晉 

口腔醫學院全體專任教師(詳如簽到表) 

記錄人員：孫幸君 

 

壹、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確認及執行追蹤 

105年9月21日口腔醫學院105學年度第2次院務會議紀錄簡要表 

案  由 決  議 
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除管/列管 

提案一（案號：10509-1） 

提案單位：口腔醫學院教學組 

本學院104學年度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推薦案 

推薦各項評分總分最高者(前 2名)

為本學院 104學年度教學優良教

師：王彥雄副教授、陳人豪助理教

授；其餘複選候選人均為「學院教

學優良教師」：莊富雄助理教授、

吳如惠助理教授、杜哲光助理教

授、陳玉昆教授。 

已將相關資料陳送

教務處彙辦。 

（口腔醫學院） 

■除管 

□列管 

提案二（案號：10509-2） 

提案單位：口腔醫學院綜合組 

本學院104學年度績優導師遴

選推薦案 

1.本學院104學年度績優導師之名

額至少須包含1名大學部一年級

導師。 

2.依各項評分總分排序推薦本學院

104學年度績優導師（至少須包含

1名大學部一年級導師）：陳克恭

導師(2年級導師)、王彥雄導師(1

年級導師)。 

已將相關資料陳送

學務處彙辦。 

（口腔醫學院） 

■除管 

□列管 

提案三（案號：10509-3） 

提案單位：口腔醫學院教學組 

本學院「專任教師新聘及升等

計分細則」條文修正討論案 

照案通過，建議修改「臨床實習指

導」之計分標準為「每學期核給5

分」、OSCE/PBL相關等參與與通

過證明提供均納入各學系課程委

員會進行審查認定。 

建議修改「專任教

師新聘及升等計分

細則」條文內容，

提送院教評會審

議。 

（口腔醫學院） 

■除管 

□列管 

提案四（案號：10509-4） 

提案單位：口腔醫學院 

「口腔衛生學系指導教授指

導研究生實施細則」修正草案 

修正後通過，刪除第四條「且以本

系專任或合聘教師為限」之條文內

容。 

依決議辦理。 

（口腔衛生學系） 

■除管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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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席報告（院務報告）：李澤民院長 

1.配合本校人事室舉辦「各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訂座談會及全校說明會」，本次院務會議特

邀請本學院全體專任教師出席參加，希望老師們都能踴躍參與座談討論。 

2.105年 10月 16日是學校校慶，當天除了上午的「校慶典禮」外，還有晚上的「校慶晚宴」，

誠摯邀請各位老師踴躍參加。 

3.本學院與學務處心輔組將於105年10月27日(四)中午12：00-13：30合辦「院級導師會議」，

敬請各位導師踴躍參加。 

4.各位老師若對院系中長程發展（增置相關設備）有任何建議，歡迎提供院系共同討論。 

 

 

參、 各單位報告 

一、各學系及牙科部報告 

（一） 牙醫學系 王震乾主任 

1.校慶當天 10/16(日)下午 15：00擬舉辦「牙醫學系導師生聯誼茶會」、18：00校慶晚宴，

敬邀各位師長撥冗參加。 

2.近期職涯活動預告：10/20(四)18：00 模擬面試講座/體驗活動。 

3.牙醫學系 3D電腦輔助設計/電腦輔助製造齒雕機組，已於近日裝設完成，將可協助牙體復

形學與牙科補綴學等實驗課程教學，提升牙科專業技能訓練成效。 

4.本校核准牙醫學系之新聘教師員額尚有4名，若未於105學年度完成聘任，將由本校人力規

劃委員會重新考量新聘教師之員額。「醫療器材產業研發博士學位學程」核准2名新聘教師

(暫先使用牙醫學系新聘教師員額)。 

5.本校 106學年度研究所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簡章已公告，報名期間自 105年 10月 21

～11月 3日，網路報名開放至 11月 3日 17:00 止。 

 

（二） 口腔衛生學系 黃曉靈主任 

1.黃曉靈主任偕同黃純德教授及劉秀月老師赴日本論文發表時，同時參訪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了解口腔衛生學系目前教學環境。 

2.本學系訂於 10月 13日(四)18:00假 E11教室舉辦暑假期間赴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神奈川齒

科大學國外見習分享會，跟學弟妹分享其國外見習經驗。 

 

（三） 牙科部 何坤炎主任 

1.105學年度牙科部PGY名額有11名、住院醫師名額有15名，請大家鼓勵牙醫師應聘。 

 

 

二、各行政組報告 

（一）教學組：林英助組長 

1. 105學年度第 1學期「教學評量」填卷時間為 105.11.14 (一) 00:00至 106.1.16(日) 23:59止，

請各位老師鼓勵學生上網填寫。提醒各位老師：配合 105學年度施行網路「教師教學評量」

最低受評門檻，除人文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開設課程進行紙本評量及醫學院 block

課程外，各授課科目之授課時數/學分數≧2，才需進行「教師教學評量」，敬請老師上網

確認 105-1進度大綱及授課科目之時數，俾於後續問卷產生及評量作業，以維護您的權益

及評量資料正確。「105學年度新制教學評量暨系統操作說明」請逕行至本校教發中心網

站下載（https://cfd.kmu.edu.tw/index.php/zh-TW/教學發展專區/教學評量/下載專區）。 

2.提醒各位老師：有關於本學期教材上網作業，請於 105年 10月 28日(五)前，必修、專業選

修及通識課程需完成教材上網（至少 10週）。（另有關教材上網智慧財產權問題，提醒各

位授課教師應尊重智慧財產權，避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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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校教發中心近期舉辦之活動訊息如下，詳文請至本校教發中心網站（公告事項-活動訊息）

瀏覽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 備註 

不只是簡報─簡報實作

工作坊 

105/10/23 (日)上午 8：30-13：00 

國研大樓 IR503 電腦教室 

教師參與本活動核給教學 

成長 2 分 

團隊導向學習（TBL）

工作坊：示範教學與實

務探討 

105/11/03 (四)上午 9：30-12：30 

濟世大樓 2樓 CS201 互動式學堂 

此活動將申請列入本校教師

成長教學成長登錄；附設醫

院教師培育中心教師成長訓

練教學能力登錄 

 

（二）研發暨國際組：王彥雄組長 

1.2017 年口腔醫學院研究日學術研討會訂於 2017 年 3 月 17 日(五)下午舉辦，當天上午擬 

舉辦學生論文貼示/口頭報告競賽，請各位老師預留時間，踴躍參加。另邀請本學院各學系

及牙科部次專科共同舉辦 2017年口腔醫學院研究日系列活動，系列活動請安排於 2017年 

3月 13-16日期間舉辦，若有意願共同舉辦活動者，請再洽本組。 

2.截至105年9月口腔醫學院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研討會論文發表、研究計畫統計、參與國內

外會議、受邀演講及社區服務等情形（統計資料以登錄在教職員系統之資料為主，附件略）。 

 

（三）綜合組：陳丙何組長 

1.依據 104學年度第 1次圖委會會議決議，請各單位圖書保管人務必每學年進行單位保管圖

書盤點，凡發現圖書數量與保管數量不符合者，請速至圖書資訊處採編典藏組（圖書館 3

樓後棟聯合辦公室），依照圖書資料遺失賠償辦法辦理之。為了讓科室保管人能有效掌控

保管圖書數量，歡迎向圖書資訊處採編典藏組查詢自己所保管的圖書數量及書目。 

2.截至105年10月5日各系所單位經費核銷情形（附件略），碩士專班費用：牙醫學系碩士專

班312,757元，口腔衛生學系碩士專班1,018,345元。 

 

（四）總行政老師：杜哲光老師（無報告事項） 

 

 

三、院級研究中心報告 

（一）全球卓越口腔健康研究發展中心 陳俊明主任 

1. 全球卓越口腔健康研究發展中心 KPI指標如下表： 

執行目標 績效指標 執行情形 

SCI論文 2篇  

研討會論文  2篇  

研究經費  100萬  

人才培育  3人  

研究生論文 1篇  

 

（二）齒科醫療器材產業研究中心 洪純正主任  

1. 齒科醫療器材產業研究中心KPI指標如下表： 

執行目標 績效指標 執行情形 

SCI論文通過/申請 3篇 整理中 

IRB計畫申請 2件 已提出申請2件科技部 

產學研究計畫 275萬 已獲科技部275萬經費補助 

已獲醫策會196萬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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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碩士級 

          博士級 

3位 

2位 

已指導碩士級研究生2人，博士級研究

生2人 

研究生論文 3篇  

專利申請 1件 已獲證中華民國專利1件 

技術轉移 1件  

 

（三）口腔顎顏面影像研究中心 陳玉昆主任 

1. 口腔顎顏面影像研究中心 KPI指標如下表： 

執行目標 績效指標 執行情形(105/08/01-105/09/30) 

SCI論文通過/申請 2篇 2 篇 

研討會論文通過 2篇 3 篇 

研究計畫申請 100萬 獲科技部經費補助 107萬 

人才培育 2人 碩士級研究生 1人，博士級研究生 1人 

研究生論文  1篇 0 篇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10510-1） 

提案單位：口腔醫學院 

案由、本學院105年度第二階段特殊優秀教學教師推薦案，請審議。 

說明：1.依據105.09.23高醫教字第105112940號函、本校「執行教育部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

教學人才實施細則」（附件略）辦理。被推薦之優秀教學教師除需在教學、研究、

服務、輔導等面向績優外，於教學上更需有具體貢獻與執行成效，請依上述原則，

進行期中評估與推薦作業。本學院可推薦教師員額4人。 

2.依本校「執行教育部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實施細則」第5條規定：…每次

彈性薪資核給期限以1年為原則。爰此，建議優先推薦105年度1-7月彈性薪資獎勵之

教師。105年第一階段(1-7月)本學院特殊優秀教學教師獲獎勵教師共2人：洪純正教授

及何佩珊副教授。 

3.開放本學院教師提出「105年度第二階段特殊優秀教學教師」申請至105年10月5日

(三)止，共有1名教師提出新申請，推薦名冊及教師個人資料（附件略），請審議排

序推薦之（含推薦等級）。 

決議：本學院105年度第二階段特殊優秀教學教師推薦名單：何佩珊副教授、洪純正教授、

王彥雄副教授，推薦名單送交教務處彙辦。 

 

 

陸、 臨時動議 無 

 

 

柒、 散會 主席宣布散會：13時00分整。 

 

 

捌、 下次會議預定時間：105年11月9日(三)中午12：00（若有異動，則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