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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國立嘉義大學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九十七學年度第十次聯合系所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98 年 3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系所辦公室(A32-624) 

出席人員：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黎慶(請假)、翁炳孫、謝佳雯、翁博群、黃襟錦、莊晶晶、蔡宗杰等教師 

生物藥學研究所：陳俊憲、劉怡文、陳立耿、吳進益等教師 

列席人員： 

主席：朱紀實                                                     記錄：黃子娟 

 

壹、報告事項： 

一、院研究生工讀生分配名額：微免系一名及生醫藥所兩名。 

二、本校學生宿舍微免系研究生工讀一名。 

三、請調查各班或研究室清寒學生狀況。 

四、生科院舉辦研究生英文論文比賽，請各實驗室鼓勵研究生參加。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建立系所著作審查委員資料庫，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十二條辦理(附件一)。 

二、國立嘉義大學辦理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第二點，各系（所）、中心應建立著作審查

委員資料庫(可依需要做專長分類)，提系（所）、中心教評會通過，並每年 11 月更新報院備查。 

三、系所著作審查委員資料庫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依行政程序送系教評會審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受評教師須於受評前四年先行自我定位本身之職務能力，請討論 

說明：依據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辦理(附件三) 

一、各系(所)應備妥受評教師資料（含各項評鑑資料之證明文件），經系(所)教師評鑑委員會

通過，於4月底前送院辦理。請各系所之受評教師須於受評前四年先行自我定位本身之職務能

力，選擇一種最適發展之組合，接受四年後成果表現之評鑑。 

二、本系所各評鑑項目之比率規定如下： 

(一）教學型：教學 50％、研究 30％、輔導及服務 20％。 

(二）研究型：教學 30％、研究 50％、輔導及服務 20％。 

(三）教學研究並重型：教學 40％、研究 40％、輔導及服務 20％。 

三、系所教師評鑑類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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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屬性類型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教授 黎慶 研究型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副教授 朱紀實 研究型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副教授 翁炳孫 教學研究並重型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謝佳雯 教學研究並重型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翁博群 教學研究並重型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黃襟錦 教學型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莊晶晶 教學研究並重型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蔡宗杰 教學研究並重型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陳俊憲 教學研究並重型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劉怡文 教學研究並重型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陳立耿 教學研究並重型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吳進益 教學研究並重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系所更名，請討論 

說明：依據97學年度國立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第4次院務會議紀錄辦理 

一、經委員審慎討論後，決議99學年度調整為系所合一後，提供三種系所名稱：應用微生物學

系、微免與生醫科學系及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供系務會議參考，下次會議再議。 
決議： 

1. 出席教師共計10名經投票結果將系所名稱更改為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Biopharmaceuticals)。全數同意通過。 

2. 99學年度課程規劃請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繼續研提。 

3. 系所更名案提院務會議審查。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九十八會計年度第一期（1-7月）

經費預算分配，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會計室、生命科學院通知辦理。 

二、依微免系、生藥所的行政建制，分別編列。 

三、每學期系所預算經費分配原則 

1.業務費  

1-1業務費  

(1).系務、所務用款（電話費、影印機碳粉、單槍投影機耗材、影印紙、辦公文具、學生掃地

用具、會議誤餐費等）  

(2).系學會及學生活動補助（租車費40,000元）、研究生活動補助（租車費10,000元）  

(3).預留研究生口試費用（每位2,500元）、  

(4).專題演講費（系、所各4次）  

1-2材料費  

(1).老師教學用款（每位10,000-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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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習課程用款（每門實習課程25,000元）  

(3).教學實驗準備室用款（50,000元）  

(4).實務專題研究費（每班30,000元）  

(5).研究生材料費（每位4,200元）  

2.維護費  

維護費（影印機定期保養、教具維修費、教學實驗室、公用儀器室之維護費用）  

3.旅運費  

差旅費（系所公務用、校外實習及校區間交通費）  

4.設備費  

設備費（依新聘教師、教具、教學實驗室、公用儀器室之儀器設備等優先順序為分配原則）。  

5.預留款項：以系所經費10%以內為原則。  

四、共同性生化微生物實驗材料費，納入每學期系所預算經費分配原則辦理。  

五、上述經費分配明細表應送聯合系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六、每學期各教師經費分配額度，應依期限核銷完畢，不得保留。  

七、本系所經費使用補充說明：  

1.有鑑於本系所公用儀器使用管理辦法，僅規範儀器如需維修，應先詢價並告知系主任，經同

意後即可聯絡廠商維修，並由系方支付所需經費。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本系所人員使用公

用儀器時，應依使用數量負擔所需材料費；由該儀器管理教師估算後，請本系所使用人員分攤

所需費用時，得由系所經費分配給每位老師教學用款之額度內扣抵。  

2.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

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依本系所碩士班畢業論文口試程序：「每位研究生口試費用以10,000

元額度為原則」，考量實際需要，若口試費用超過10,000元時，得由系所經費分配給每位老師

教學用款之額度內扣抵。  

八、本校建築物修繕系所分配經費，依學校規定配合辦理。  

九、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系所分配經費，依學校規定配合辦理。  

十、本校建教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系所分配經費，依學校規定配合辦理。  

十一、本校各學年度招生結餘款運用系所分配經費，依學校規定配合辦理。  

十二、微生物與免疫學系暨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之友獎助學金經費，依微生物與免疫學系暨生

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之友獎助學金辦法辦理。  

擬辦：本學期經費分配明細表詳如附件四、五。 

決議： 

1. 本系所實習課程合班開課，實驗材料費以1門課程計算（每門實習材料費25,000元）。 

2. 為提供全院微生物學實驗課程的儀器使用品質，每門實習材料費中3000元作為公用教學儀器

維修保養費用。 

3. 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修訂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論文指導機制及流程規定（98學年度入學新生適

用），請討論。 

說明： 

一、 

原條文 修正條文 說明 

必修課程：專題討論 (4學

分)、生物醫學特論(4學

必修課程：專題討論(4學分)、論文

選讀(2學分)、論文寫作(2學分)、畢

課程標準修訂經

98.01.8系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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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生物藥學特論(4學

分)、活性天然物化學特論

(2學分)、藥理學特論(2學

分)、醫學論文選讀與寫作

(2學分)、畢業論文(6學

分) 

業論文(6學分) 

必選課程：包含微生物學特論、免疫

學特論、生物醫學特論及生物藥學特

論，為4選1取3學分，共3小時。 

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98學年度大學部學生轉系申請資格審核，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微生物與免疫學系轉系審查標準辦理 

二、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九十八學年度大學部接受申請雙主修、輔系、轉系、招收轉學生名額、 

條件經97年10月30日，九十七學年度第五次聯合系所務會討論通過。 

三、微生物與免疫學系轉系審查標準 

系別 可供轉系

轉入年級 

學業成績 必須修過之專業

科目及學分數 

轉系考

試科目

可供轉

系名額

附註 

微免系 二年級 班上成績

前 20%者 

無 無 1 以學業成績審

查為準，不另辦

考試 

四、檢附學生申請資料 

姓名 學號 所屬系所 年級 年級 
累計 

平均 

累計 

名次 

核准是否

同意轉系 

陳姿羽 0971817 動物科學系 1 2 82.59 5/58 

(8.62%) 
是 

陳祐楷 0971651 森林系暨自然資

源學系 

1 2 82.35 7/53 

(13.21%) 
否 

黃子庭 0961676 森林暨自然資源

學系 

2 2 

(降轉)

80.39 7/50 

(14%) 
否 

孫稟睿 0972932 水生生物科學系 1 2 79.26 9/47 

(19.14%) 
否 

李筱珊 0971730 林產科學系 1 2 72.05 42/54 

(77.78%) 
否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97學年度第2學期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教師鐘點減授申請，請討論。 

說明：依據「國立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辦理(如附件六) 

決議：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無教師提出申請減授教師鐘點。 

 

提案八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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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九十七學年度教師評鑑業務，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每滿四年接受評鑑一次，但各學院、系（所）、

中心有更嚴格之年限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97學年度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應接受評鑑之教師名單 

單位 職  稱 姓  名
起聘學年度或上次評

鑑後學年度期間 

是否應接受

本次評鑑 
備註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教授 黎慶 
94學年度至96學年度 

否 
98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副教授 翁炳孫
96學年度已通過 

本校教師評鑑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副教授 朱紀實
96學年度已通過 

本校教師評鑑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謝佳雯
96學年度申請 

免一次評鑑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翁博群
96學年度已通過 

本校教師評鑑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黃襟錦
96學年度已通過 

本校教師評鑑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莊晶晶
95學年度至96學年度 

否 
99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蔡宗杰
95學年度第2學期至

96學年度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陳俊憲
95學年度至96學年度 

否 
99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劉怡文
96學年度已通過 

本校教師評鑑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陳立耿
96學年度已通過 

本校教師評鑑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吳進益
96學年度已通過 

本校教師評鑑 
否 

100學年度 

應接受評鑑 

三、97學年度應接受評鑑教師，相關評鑑資料採計期間為93至96學年度（即93年8月1日至97年7

月31日止）。上述期間若有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情形(如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進修、生

產育兒或遭遇重大變故等)之教師，得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規定順延評鑑。 

四、另教師於93至96學年度期間因上述所列各項原因，無在校服務者，除可申請延後評鑑外，

亦可以92學年度資料作為評鑑採計資料，於97學年度接受教師評鑑。 

五、請各學院於98年5月29日（星期五）前完成97學年度教師評鑑工作，並將評鑑結果及評鑑會

議紀錄送教學發展中心彙整，以利提校教評會備查。另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六條規定，各學

院應於評鑑完成7日內，將評鑑結果通知受評教師。 

六、97學年度需接受教師評鑑師長（含應接受評鑑、申請延後評鑑、申請免接受評鑑三類），

請填寫本校教師評鑑申請表(如附件七、八)。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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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臨時動議： 

案由一 

98學年度第2學期，微生物與免疫學系莊晶晶老師，將開授選修課程科學德文，提請討論。  
說明：依據國立嘉義大學課程規劃注意事項十、必選修科目表訂定後之變更，必修科目需經系

（所）、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會後由系所上網公告周知；新增選

修課程需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提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伍、散會： 下午3時20分  

 

附件一 

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personnel/971216.doc  

 

附件二 

系所著作審查委員資料庫 

 

附件三 

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edude/教師評鑑辦法-971216.pdf 

 

附件四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九十八會計年度第一期（1-7月）經費預算分配表 

 

附件五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九十八會計年度第一期（1-7月）經費預算分配表 

 

附件六 

國立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academic/r31.doc 

 

 

附件七 

96 學年度已通過本校教師評鑑名冊 

 

附件八 

國立嘉義大學 97 學年度申請延後教師評鑑名冊 

 

附件九 
國立嘉義大學課程規劃注意事項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academic/r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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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與免疫學系著作審查委員資料庫 
編號 姓名 單位與職稱 聯絡方式 備註 

國防醫學院生理學科 台北市民權東路六段 161 號國防醫學院生理學科 

教授 (02)8792-3100 分機:18599 1 周志中 

  tcchou@ms5.hinet.net 

藥理與毒理 

台灣大學醫學系毒理學科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教授 10051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一號 2 郭明良 

  (02)23123456 –8607 

藥理與毒理 

台灣大學醫學系藥理學科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教授/藥理學科主任 10051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一號 

  (02)23123456 -8332 
3 黃德富 

  turfu@ccms.ntu.edu.tw  

藥理與毒理 

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  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系主任 333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03)211-8800#3495 
4 蕭明熙 

  msshiao@mail.cgu.edu.tw 

藥理與毒理 

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 161 號  

國防醫學院藥理學科 5 顏茂雄 

國防醫學院藥理學科   

教授 

mhyen@ndmctsgh.edu.tw 

藥理與毒理 

台北縣新莊市中正路 510 號 輔仁大學醫學院五

樓 6 王長君 

輔仁大學醫學系  教授 

jaang0225@yahoo.ca 

生物醫學與細胞生

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116)臺北市文山區汀州路四段 88 號 

教授 (02)2932-6234 分機: 234 7 呂國棟 

  ktlu@ntnu.edu.tw  

生物醫學與細胞生

理 

陽明大學生化研究所 台北市 112 北投區立農街二段 155 號傳統醫學大

樓五樓生化研究所 

教授 02-28267122 
8 姜安娜 

  anchia@ym.edu.tw  

生物醫學與細胞生

理 

台北市仁愛路一段一號六樓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23123456-8176 
9 陳玉怜 

台灣大學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

物學研究所  教授 

ylchen@ha.mc.ntu.edu.tw 

生物醫學與細胞生

理 

國立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402 台中市南區國光路 250 號 

教授 兼所長 生命科學大樓十一樓生物醫學研究所 

  (04) 2284-0896 ext 125 
10 陳健尉 

  jwchen@dragon.nchu.edu.tw 

生物醫學與細胞生

理 

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工程組 苗栗縣竹南鎮350科研路35號國家衛生研究院醫

學工程組 

研究員 886-37-246166 ext. 37109 
11 裘正健 

  jjchiu@nhri.org.tw 

生物醫學與細胞生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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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化工系 台北市羅斯福路 4段 1號  

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02-2363-3097 
12 謝學真 

  hjhsieh@ntu.edu.tw  

生物醫學與細胞生

理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所 台北市南港區研究院路二段 128 號 

研究員 中研院 生醫所 

  02-26523052 
13 譚婉玉 

  wtarn@ibms.sinica.edu.tw 

生物醫學與細胞生

理 

台中市 402 南區建國北路一段 110 號研究大樓 8

樓及 5樓 14 王朝鐘 

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生物科技研

究所  教授兼研發處處長 

04-24730022-11670 

中草藥與保健食品

台北醫學大學生理學科 110 台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台北醫學大學生

理學科 

教授/生理學科主任 02-27361661#3103 
15 李文森 

  wslee@tmu.edu.tw 

中草藥與保健食品

南台科技大學 71005 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 

生物科技系  教授 (06)2533131 轉 6923 16 吳定峰 

  wutingfe@mail.stut.edu.tw 

中草藥與保健食品

404 台中市北區學士路 91 號 16 樓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系 

04-22053366 分機 7510 
17 殷梅津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  教授 

mcyin@mail.cmu.edu.tw 

中草藥與保健食品

輔英科技大學醫事技術系    831 高雄縣大寮鄉永芳村進學路 151 號 

教授/醫學與健康學院長 (07)7811151 轉 6200  18 陳中一 

  xx377@mail.fy.edu.tw 

中草藥與保健食品

404 台中市北區學士路 91 號 16 樓中國醫藥大學

營養系 

hlyang@mail.cmu.edu.tw 
19 楊新玲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  教授 

(04) 22053366 轉分機 3366 

中草藥與保健食品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系  屏東縣內埔鄉老埤村學府路 1號 

教授兼系主任 電話：08-7740221 分機：7059 20 謝寶全 

  pchsieh@mail.npust.edu.tw 

中草藥與保健食品

國防大學 

微生物及免疫學科/研究所 

114 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 161 號 8 樓 

微免學科 

教授 (02）87923100#18540  

免疫 

  

21 
司徒 

惠康 

  Sytwu@ndmctsgh.edu.tw  
免疫 

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701 台南市大學路 1 號成大醫學院 

教授 （06）2353535 ext.5646  22 林以行 

  yslin1@mail.ncku.edu.tw  

免疫 

23  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陽明大學微免所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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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112 台北市北投區立農街二段 155 號 

  (02)28267107 

胡小婷 

  tingnahu@ym.edu.tw 

台灣大學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10051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1段 1號 5樓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免疫學

科   

（02)2312-3456 轉 88635 
24 許秉寧 

教授兼所長 phsu8635@ntu.edu.tw 

免疫 

701 台南市大學路 1 號成大醫學院 

（06）2353535 ext.5643  25 黎煥耀 

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教授 

hylei@mail.ncku.edu.tw  

免疫 

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701 台南市大學路 1 號成大醫學院 

教授  +886-6-2353535 ext.5630/5631/5624 
26 劉校生 

  a713@mail.ncku.edu.tw 

<a713@mail.ncku.edu.tw> 

免疫 

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陽明大學微免所 

教授 112 台北市北投區立農街二段 155 號 

  (02)28267161 
27 謝世良 

  slhsieh@ym.edu.tw  

免疫 

國立成功大學 台南市大學路 1號, 

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公): 886-6--2766666 ext 5635  
28 何漣漪 

教授 
h061453@mail.ncku.edu.tw; 

z7208037@email.ncku.edu.tw  

細菌學 

  

  

長庚大學 333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微生物及免疫學科 (03)2118800-5133 29 劉世東 

教授 cgliu@mail.cgu.edu.tw 

細菌學 

 

長庚大學 333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基礎醫學研究所 (03)2118800-3585 30 賴信志 

教授 hclai@mail.cgu.edu.tw 

細菌學 

 

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食品暨生物科技大樓 6F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Office phone:22840328 ext.626  31 徐堯輝 

教授 Email: yhhsu@nchu.edu.tw  

病毒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10051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 1號 7樓 

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聯絡電話：2312-3456 分機 88289 32 陳小梨 

教授 E-mail: showlic@ntu.edu.tw 

病毒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聯絡電話：02-2312-3456 轉 88298 33 陳美如 

教授 E-mail: mrc@ntu.edu.tw  

病毒 

長庚大學 333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基礎醫學研究所 (03)2118800-5131,5106 34 張玉生 

教授 ysc@mail.cgu.edu.tw 

病毒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10051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 1號 9樓 35 張明復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O)23123456 ext. 88217, 23958973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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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mfchang@ntu.edu.tw 

中興大學  食品暨生物科技大樓 6F 609 室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Office phone:22840328 ext.651  

教授 Email: chtsai1@dragon.nchu.edu.tw  
36 蔡慶修 

  Lab phone:22840328 ext.653  

病毒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10051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 1號 9樓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23123456 ext. 88229  37 張致芬 

教授 zfchang@ntu.edu.tw 

癌症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10051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一段 1號 7樓 

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聯絡電話：02-2312-3456 轉 88294(辦公

室)88282(實驗室) 

教授 02-3393-7820(專線) 

38 鄧述諄 

  E-mail: shuchunteng@ntu.edu.tw 

癌症 

10051 台北市中正區仁愛路 1段 1號 5樓 

連絡電話:(02)2312-3456 轉 88630 39 伍安怡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免疫學科 

教授          

電子信箱: bwh@ntu.edu.tw 

微生物 

國立陽明大學醫學院 11221 台北市北投區立農街二段 155 號  

臨床醫學研究所  (02) 2826-7173 40 卓文隆 

教授 wenlong@ym.edu.tw 

微生物 

中國醫藥大學 40402 台中市北區學士路 91 號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04-22053366-. 7210  41 林振文 

教授 cwlin@mail.cmu.edu.tw 

微生物 

中興大學  台中市國光路 250 號 

生物化學研究所 (O)04-22840468-228 (Lab)04-22840468-229 42 胡念台 

教授 Email：nthu@nchu.edu.tw  

微生物 

國立陽明大學醫學院 11221 台北市北投區立農街二段 155 號  

微生物及免疫研究所 (02)886-2-2826 43 許萬枝 

教授 wjsyu@ym.edu.tw 

微生物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10617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農藝館 103 室 

教授 (02)3366-4524 
44 許瑞祥 

  rshseu@ntu.edu.tw 

微生物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10617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農藝館 111 室 

(02)3366-4454 
45 黃慶璨 

教授 

cthuang@ntu.edu.tw 

  

微生物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 台北市士林區臨溪路 70 號 

教授 02-28819471 ext. 6852 46 黃顯宗 

  wonghc@scu.edu.tw 

微生物 

47 蔡向榮 國立台灣大學獸醫學院 106 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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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預防醫學研究室 聯絡電話：（02）3366-3862 

教授 電子信箱：tsaihj@ntu.edu.tw 

tjfang@nchu.edu.tw   

分機 3010  48 方繼 

中興大學 食品與應用生物科技

學系 教授 

  

食品微生物、發酵

生物技術、食品安

全系統、食品科技

49 陳錦樹 

中興大學  

食品與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cschen@mail.nchu.edu.tw    

 

分機 3140 

 

應用微生物、酵素

生產與利用、食品

科技 

e-mail:fstcchou@ntu.edu.tw   
50 周正俊 

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教授

電話:3366-4111   實驗室:3366-4112  

食品科技、食品微

生物、食品安全 

 mylin@dragon.nchu.edu.tw 
51 林美吟 

中興大學 食品與應用生物科技

學系 教授   分機 2208  

食品微生物、食品

生物技術 

台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 教授   

  e-mail:yurc@ntu.edu.tw   
52 游若篍 

  電話:3366-4127  實驗室:3366-4128 

食品微生物、食品

生物技術、食品發

酵學、微生物遺傳

學 

國立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 副教

授 

Office phone: 03-4227151, ext 5062 

FAX: 03-422-8482 
53 王健家 

  dukewang@cc.ncu.edu.tw 

生物化學、分子生

物學、遺傳工程、

功能性基因體學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10617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農化二館 AC2-513 

教授 (02)3366-4442 
54 李平篤 

  pingdu@ntu.edu.tw  

  

  

生物生化科技 

國立台灣大學  台大校總區 三號館 117 室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Tel: 02-3366-4436 

副教授 E-mail : ktlee@ntu.edu.tw  
55 李昆達 

   

植物二次代謝物與

植物細胞培養、應

用微生物學、 醫用

酵素工業純化 

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Phone: 04-22840328 ext. 636, 637, 638  

56 孟孟孝 
教授 mhmeng@dragon.nchu.edu.tw 

Protein 

engineering 蛋白

質生產與純化、生

物化學工程 

南台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六宿大樓 60303 室   

教授 tel: (06)2533131 轉 6923  57 吳定峰 

  wutingfe@mail.stut.edu.tw 

分子生物及蛋白質

體學 

實驗室電話：5775、5605  

辦公室地點：醫技系三樓 5775 室 58 吳俊忠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

術學系 教授 

電子信箱：jjwu@mail.ncku.edu.tw 

細菌抗藥、遺傳及

致病機轉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生化所  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大樓 9樓  
59 張敏政 

教授 TEL: 06-2353535-5513 

應用微生物工程，

基因選殖 

60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10617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生物感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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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農化 二館 AC2-314   

教授 (02)3366-4449 

陳建源 

  chenyuan@ntu.edu.tw  

  

長庚大學 333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病媒生物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03)2118800-5139   61 陳維鈞 

教授 wjchen@mail.cgu.edu.tw   

國立台灣大學  台大校總區 農化二館 AC2-520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TEL: 02- 3366-4448 

教授 Fax: 02-3366-4081 
62 莊榮輝 

  E-mail : juang@ntu.edu.tw 

蛋白質生化學、 酵

素學、 免疫化學

國立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slhuang@cc.ncu.edu.tw 63 

 

黃雪莉 

     

蛋白質體學、微生

物生化學、蛋白質

藥物研發 

國立台灣大學  10617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台大校總區 

AC2-307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教授 Tel: 02-3366-4438,   

Fax: 02-23630573 
64 黃健雄 

  E-mail: jhhuang@ntu.edu.tw 

應用微生物、生物

技術、食品科技 

  

國立台灣大學  台大校總區 農藝館 111 室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65 黃慶燦 

教授 email: yklai@life.nthu.edu.tw 

  

國立台灣大學  10617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台大校總區農藝館 109 室 

66 楊盛行 
教授 TEL: 02-3366-4456 

 Fax: 02- 2367-9827 

 E-mail:ssyang@ntu.edu.tw  

  

環境微生物學、微

生物科技、食品加

工、發酵工程、蛋

白質化學及工程、

微生物生態、分子

生物、生物化學、

分析與純化等 

中興大學 辦公室電話：(04) 22840416 分機 612   

實驗室電話：(04) 22840416 分機 613   

傳   真：(04) 22874740   

實驗室位置：生命科學大樓 613 室   

67 賴美津 

生命科學系教授 mclai@dragon.nchu.edu.tw  

高鹽太古生物的滲

透壓調控分子生

理。本土絕對厭氧

甲烷菌的純化與分

類鑑定。極端高鹽

太古生物可降解聚

酯的生醫應用。溼

地與甲烷水合物賦

存區微生物相分

析。 

國立台灣大學  10617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 台大校總區 三號館 105 室 

68 潘子明 教授 Tel: (02) 33664519 ext 10 

Fax: (02) 2362-7044  

E-mail : tmpan@ntu.edu.tw 

生物技術、微生物

學、醱酵化學、環

境化學、食品化學

  

69 蔡英傑 
陽明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

所  

02-2826-7125 生物膜,乳酸菌,及

本草精油之基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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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tsaiyc@ym.edu.tw 產業應用研究 

清華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 phone (886) 3-574-2751 

(886) 3-5715131 # 3466 70 黎耀基 

教授 fax (886) 3-5717237 

Biochemisty; 

Genetics  

syshaw@mail.ncku.edu.tw 資訊大樓 7 樓 所長

辦公室  71 蕭世裕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系 副教授 

(06)2757575-65323  

  

蛋白質工程，生技

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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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著作審查委員資料庫 
編號 姓名 單位與職稱 聯絡方式  備註 

淡江大學化學系 25197 台北縣淡水鎮英專路 151 號 C306  

教授兼系主任 Tel : 886-2-26215656 #2533  1 王伯昌 

  Email : bcw@mail.tk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長庚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 333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259號 第二醫學大樓

3 樓 

電子郵件：fajy@mail.cgu.edu.tw 2 方嘉佑 

教授兼所長 (03)211-8999  03-2118800 轉 5521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地址 : 高雄市十全一路 100 號(07)3121101 分

機：2197 3 吳永昌 

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教

授兼研發長 

E-mail: yachwu@k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系  地址: 台中市 404 學士路 91 號 

教授兼系主任 電話: 04-2205-3366 ext 5101/ 2502 

  傳真: 04-22073709 
4 吳介信 

  E-mail: chhswu@mail.c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 校址：114 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 161 號 

5 李安榮 

教授 TEL: (02)87923100 分機：18873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慈濟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 970 花蓮市中央路三段 701 號 生命科學院 

教授兼院長 TEL：03-8565301ext 7305 Fax:03-8570813 
6 李哲夫 

  e-mail: tlee@mail.tc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 907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路 20 號 
7 呂車鳳 

教授 08-7624002 轉 330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中山醫學大學  
8 何永全 

應用化學系 教授  

聯絡電話：04-24730022-11872 電子郵件：

ych065@cs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台北醫學大學藥學系 110 台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教授 電話：886-2-7361661 轉 6126  9 何秀娥 

  電子郵件信箱：hsiuoho@t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臺北市仁愛路一段一號十二樓 

(02)2312-3456 ext. 62226 10 沈雅敬 

台灣大學藥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ycshen@nt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中臺科技大學  

11 林大楨 通識教育中心教授   

聯絡電話：04-22391647 轉 6368 傳真號碼：

04-22391697 電子郵件：

tclin2@chtai.ctc.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 校址：114 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 161 號 
12 胡明寬 

教授 TEL: (02)87923100 分機：18896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聯絡電話：(公) 07-7811151- 6200   

傳真號碼：07-7834548  13 陳中一 

輔英科技大學醫學與健康學院  

教授兼院長 

E-Mail：xx377@mail.fy.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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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110 台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教授 教研大樓 654 室 14 陳俊榮 

  TEL: 02-27361661 分機 6551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地址 : 高雄市十全一路 100 號(07)3121101 分

機：2191 15 陳益昇 

教授 E-mail: m635013@k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東華大學化學系 地址: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段 1號 

副教授兼系主任 聯絡方式 

  研究室：(03)-863-3597 

  實驗室：(03)-863-3598 

  辦公室 理 D317 

16 陳清漂 

   chinpiao@mail.ndh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 907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路 20 號 

教授兼系主任暨製藥科技研究所

所長 

  

  08-7624002 ext. 300 

17 陳福安 

  fachen@mail.tajen.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40402 台中市北區學士路九十一號 

電話：04-22030380 

分機：5502 或 5512 

傳真：04-22083362 

18 張永勳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究所教

授 

E-mail: yschang@mail.c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地址 : 高雄市十全一路 100 號 高雄醫學大學天

然藥物研究所 高雄 807 台灣  

電話 : 886-7-3121101 ext 2162;  

傳真 : 886-7-3114773 

19 張芳榮 

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電子郵件 : aaronfrc @k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台北醫學大學藥學系 110 台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教授 電話：886-2-2736-1661 轉 6112 

  傳真：886-2-2377-1942 
20 許明照 

  電子郵件信箱：mingsheu@t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台北醫學大學藥學系 110 台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 號 

教授兼系主任 TEL: 02-27361661   

  電話：02-27361661*6129  
21 許秀蘊 

   e - mail：amel@tmu.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所)

教授 

433 台中縣沙鹿鎮晉江里中棲路 34 號 

  電話：(04)26318652-5602 22 喬長誠 

  e-mail：ccchyau@sunrise.hk.edu.tw 

中草藥與天然

物化學 

  

  

慈濟大學  
23 徐雪瑩 

生命科學系(所) 教授 

聯絡電話：03-8565301ext7210 或 0937532927 

電子郵件：hsueyin@mail.tcu.edu.tw 

中草藥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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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蔡欽泓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教授  

聯絡電話：07-5313466  電子郵件：

ssmjason@yahoo.com.tw 

中草藥研發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468 25 呂增宏 

國立成功大學藥理學科暨研究所

教授 

e-mail：tzengleu@mail.ncku.edu.tw 

藥理學 

台北市 100 仁愛一段一號 

電話：(02)23123456-8315 26 林琬琬 

國立台灣大學藥理學科暨研究所

教授 

e-mail：wwl@ha.mc.ntu.edu.tw 

藥理學 

27 陳文貴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共同科 

教授且兼任校長   

聯絡電話：06-2110900 傳真號碼：04-23362084 

電子郵件：cwk@mail.ntin.edu.tw 

藥理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500 28 黃金鼎 

國立成功大學藥理學科暨研究所

教授 

e-mail：jinding@mail.ncku.edu.tw 

藥理學 

長庚大學生理暨藥理學科研究所 333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教授 電話：(03)2118800-5123 29 楊春茂 

  e-mail：chuenmao@mail.cgu.edu.tw 

藥理學 

台北市 100 仁愛一段一號 

電話：(02)23123456-8310 30 鄧哲明 

國立台灣大學藥理學科暨研究所

教授 

e-mail：cmteng@ha.mc.ntu.edu.tw 

藥理學 

31 蔡妍菊 
台北醫學大學醫學系藥理學科  

教授  

聯絡電話：27361661ext3195 電子郵件：

yjtsai@tmu.edu.tw 

藥理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507 32 簡伯武 

國立成功大學藥理學科暨研究所

教授 

e-mail：powu@mail.ncku.edu.tw 

藥理學 

台北市吳興街 250 號 

電話：02-27361661-3196 33 林松洲 

台北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教授 

songchow@tmu.edu.tw 

藥學、藥理學

吳志中 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 807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路 100 號 藥學 

 教授 電話：(07)3121101-2669   34 

   E-mail: ccwu@kmu.edu.tw   

35 張建雄 
私立嘉南藥理科技大學藥學系教

授  

聯絡電話：06-2664911 分機 220060 電子郵件：

changch@mail.chna.edu.tw 

藥學 

國立成功大學生理學科暨研究所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教授 電話：(06)2353535-5439 36 任卓穎 

  e-mail：jen@mail.ncku.edu.tw 

細胞生物學 

40402 台中市北區學士路 91 號 

電話：(04)22053366-2202 37 馬明琪 

中國醫藥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教授 

e-mail：mc1331@csmu.edu.tw 

細胞生物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38 陳洵瑛 國立成功大學生理學科暨研究所

教授 電話：(06)2353535-5453 

細胞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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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hichen@mail.ncku.edu.tw 

國立成功大學生理學科暨研究所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教授 電話：(06)2353535-5423 39 陳麗玉 

  e-mail：wing@mail.ncku.edu.tw 

細胞生物學 

國立成功大學生理學科暨研究所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教授 電話：(06)2353535-5425 40 湯銘哲 

  e-mail：mjtang1@mail.ncku.edu.tw 

細胞生物學 

333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一路 259 號 

電話：(03)2118800-5205 41 劉燦榮 

長庚大學醫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

系  教授 

e-mail：tzliu@mail.cgu.edu.tw 

細胞生物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536 42 吳昭良 

國立成功大學生物化學科暨研究

所  教授 

e-mail：wumolbio@mail.ncku.edu.tw 

分子生物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549 43 賴明德 

國立成功大學生物化學科暨研究

所  教授 

e-mail：a1211207@mail.ncku.edu.tw 

分子生物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646 44 林以行 

國立成功大學微生物學科暨微生

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教授 

e-mail：yslin1@mail.ncku.edu.tw 

細胞免疫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637 45 楊倍昌 

國立成功大學微生物學科暨微生

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教授 

e-mail：y1357@mail.ncku.edu.tw 

細胞免疫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643 46 黎煥耀 

國立成功大學微生物學科暨微生

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教授 

e-mail：hylei@mail.ncku.edu.tw 

細胞免疫學 

台南市 701 大學路一號 

電話：(06)2353535-5630 47 劉校生 

國立成功大學微生物學科暨微生

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教授 

e-mail：a713@mail.ncku.edu.tw 

細胞免疫學 

48 何元順 

台北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學系  教授：

hoyuansn@tmu.edu.tw 

聯絡電話：02-2736-1661ext3327 傳真號碼：

02-27393422 電子郵件 

49 林俊清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教授 聯絡電話：07-312-1101 分機 2122 電子郵件：

aalin@ms24.hinet.net 

50 黃良得 
國立台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暨研

究所教授  

聯絡電話：02-33664804 傳真號碼：02-33669907 

電子郵件：nglt99a@yahoo.com 

藥學、腫瘤醫

學、中草藥研發

51 王朝鐘 
中山醫學大學 生化暨生物科技

研究所教授兼研發處處長  

聯絡電話：04-23248167 電子郵件：

wcj@csmu.edu.tw 

生化、食品保健

52 施信如 

長庚大學醫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聯絡電話：03-2118800 轉 5497 傳真號碼：

03-2118174 電子郵件：srshih@mail.cgu.edu.tw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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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梁有志 

台北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學系  教授  

聯絡電話：02-2736-1661ext3318 傳真號碼：

02-27393447 電子郵件：ycliang@tmu.edu.tw 

醫技 

高雄縣燕巢鄉深中路 62 號 

電話：(07)7172930#7315 54 陳亞雷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  

教授 

dan1001@ms31.hinet.net 

動物生理疫苗

生技、分子檢

驗、生物資訊、

生物光電 

高雄縣燕巢鄉深中路 62 號 

電話：(07)7172930#731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  

教授 

osycchna@ksts.seed.net.tw 
55 陳師慶 

營養科學系 教授   

微生物，生物技

術，基因毒理

學，醫事檢驗 

56 黃天祥 
國立台灣大學 醫學院醫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聯絡電話：02-23123456-5037 電子郵件：

huangts@ntu.edu.tw 

醫學 

57 黎耀基 

大葉大學 生物科技暨資源學院  

教授兼院長  

聯絡電話：04-851-1888 傳真號碼：04-841-1326 

電子郵件：yklai@life.nthu.edu.tw 或 

yklai@mail.dyu.edu.tw 

  

聯絡電話：07-6150011-2611 

58 蔡金川 

義守大學生物拜技學系教授  

傳真號碼：07-6150928 電子郵件：

103622@edah.org.tw 

中醫藥 

59 鄭恩加 

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聯絡電話：03-2118800 轉 5085 傳真號碼：

03-2118247 電子郵件：ajchen@mail.cgu.edu.tw

腫瘤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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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免系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經費分配預算經費  

（98 會計年度第一期(1-7 月)） 

系經費收入金額:        預估支出經費金額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院核撥數  ( 896,969*70%)--經常門 627,879     

院核撥數  ( 896,969*30%)--資本門 269,090 1.業務費 627,400

微生物實驗材料費 100,000 2.維護費 82,479

  3.旅運費 18,000

  4.設備費 269,090

合計 996,969 合計 996,969

系經費預估結餘額：收入-支出=0     

    

經常門運用預算明細   980318 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1-1 業務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電話費 1-7 月   25,000

  影印紙 A4 影印紙(760 元/箱)   10,000

  影印機碳粉(鐵粉)   2 支 20,000

  

系學會及學生活動補

助 

(大生盃)     50,000

  專題演講費 專題演講費(4 場) 7000*4 28,000

  文具、學生掃地用具   10,000

  會議誤餐費   15,000

  系務用款 預留款項   30,000

  合計     188,000

     

1-2 材料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每位老師教學用款 8 位老師 10000*8 80,000
  22000*7 154000
 實習課程用款 

10 門課(7 門課程使用到

顯微鏡) 25000*3 75000
  實務專題研究費大三  2 班 937*32 30,000
  研究生口試費用款 5 位 10000*5 50,000
  研究生材料費 12 位研究生 4200*12 50,400
  實驗室耗材     0
  合計     439,400
     

2.維護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教具維修費   32,479

    影印機保養、教學設備   50,000

  合計     82,479

    

3.旅運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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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費 校外實習及交通費 2000*9 18,000

  合計     18,000

     

4.設備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各項儀器   269,090

        0

  合計     269,090

     

項目 金額    

1.業務費      

1-1 業務費 188,000   

1-2 材料費 439,400   

2.維護費 82,479    

3.旅運費 18,000    

4.設備費 269,090    

合計 996,969    

     

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微生物與免疫學系實驗課總表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材料費 備  註 

(使用顯微鏡)

微免一甲 微生物學實驗 莊晶晶 蔡宗杰 22,000 元 是 

食科一甲 微生物學實驗 翁博群 22,000 元 是 

食科一乙 微生物學實驗 黃襟錦 22,000 元 是 

生資一甲 微生物學實驗 翁博群 朱紀實 22,000 元 是 

水生一甲 微生物學實驗 朱紀實 蔡宗杰 22,000 元 是 

生化一甲 微生物學實驗 翁炳孫 謝佳雯 22,000 元 是 

微免三甲 分子分析應用(含實驗) 謝佳雯、翁炳孫、朱紀實 25,000 元 否 

微免二甲、乙 生理學實驗 黃襟錦 22,000 元 是 

微免二甲 天然活性物質實驗 吳進益 陳立耿 25,000 元 否 

微免二乙 天然活性物質實驗 吳進益 陳立耿 25,000 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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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藥所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經費分配預算經費  

（98 會計年度第一期(1-7 月)） 

系經費收入金額:        預估支出經費金額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院核撥數  ( 554,644*70%)--經常門 311,951 1.業務費 288,951

院核撥數  ( 554,644*30%)--資本門 133,693 2.維護費 15,000

  3.旅運費 8,000

    4.設備費 133,693

合計 445,644 合計 445,644

所經費預估結餘額收入-支出 =0 

     

    980318 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1-1 業務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電話費 1-7 月   12,000

  影印紙 A4 影印紙(62 元/包)   10,000

  影印機碳粉   2 支 15,000

  研究生活動補助     10,000

  專題演講費 專題演講費 7000*4 28,000

  文具、學生掃地用具   2,000

  會議誤餐費   10,000

  系務用款 預留款項   551

  合計     87,551

     

1-2 材料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每位老師教學用款 4 位老師 10,000*4 40,000

預留口試費用款 每位研究生口試費用款 10000*9 90,000

  研究生材料費 17 位研究生 4200*17 71,400

  合計     201,400

     

2.維護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教具維修費   5,000

影印機定期保養、 

    教學設備   10,000

  合計     15,000

     

3.旅運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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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費 校外實習及交通費 2000*4 8,000

  合計     8,000

     

4.設備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儀器   133,693

  合計     

     

項目 金額    

1.業務費      

1-1 業務費 87,551   

1-2 材料費 201,400   

2.維護費 15,000    

3.旅運費 8,000    

4.設備費 133,693    

合計 44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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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生命科學院         

96 學年度已通過本校教師評鑑名冊 

系(所)、中心 職級 教師姓名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副教授 翁炳孫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副教授 朱紀實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謝佳雯(96學年度申請免一次評鑑)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翁博群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黃襟錦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劉怡文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陳立耿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吳進益 

合計  8 人 

  系(所)、中心承辦人：                           學院承辦人：   

  系(所)、中心主管：                             學院院長：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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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生命科學院      

國立嘉義大學 97 學年度申請延後教師評鑑名冊(應符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規定) 

教師申請延後評鑑理由 
系(所)、中心 職級 教師姓名

服務未滿四年 

(請填寫到校年/月) 
帶職帶薪、留職停薪 

(請填起迄日期、原因) 

預定接受 

評鑑學年度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教授 黎慶 94 學年度至 96 學年度  98 學年度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莊晶晶 95學年度至96學年度  99 學年度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助理教授 蔡宗杰 95學年度第2學期至96學年度  100 學年度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陳俊憲 95學年度至96學年度  99 學年度 

合計    人 

  系(所)、中心承辦人：                           學院承辦人：   

  系(所)、中心主管：                             學院院長： 

 
註 1：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當學年度三月一日以後有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情形（如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進修、生產育兒或遭遇重大變故等）不在校致未能提 

 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理。 

 

附件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