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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A：教師
一、恭賀環工所袁中新特聘教授獲頒2020年國際空氣與廢棄物管理學會年度環境教育獎。
二、為配合政府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2019-nCoV)」疫情，取消2月21日（星期五）舉辦之理
學院、工學院與海科院聯合春酒午宴。
三、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面臨即將開學之際，本院各系所除加強人員
健康管理，亦配合學校確實執行環境清潔消毒，以避免造成校園群聚感染，依學務處來文，請各
系所配合辦理如下:
(一)系所部分:
1、提醒學生，開學前自備口罩備用。
2、各系所自行準備額溫槍或耳溫槍(要添購75%酒精消毒耳套)，放在系所內或設置自助體溫
測量站，供同學自行測量。
3、學生有發燒或上呼吸道症狀時：
(1)發燒者暫時不上課，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戴口罩、勤洗手)。
(2)人在學校時，直接到衛保組諮詢，並請學生到學校家醫科門診看診。若非家醫科門診
時間，則到校外診所。
(3)臨時急需口罩者，請到系所辦公室領取。
(4)若經詢問有中國、香港和澳門旅遊史或接觸史，請通報衛保組，依高雄市衛生局送醫
流程辦理。
(二)教室部分:
1、各系所檢查教室通風之情形，以通風良好之教室為優先使用。
2、上課時，教室開窗、保持通風，暫勿使用空調。
3、清洗冷氣過濾網。
4、於無窗戶(密閉)教室授課，師生進教室前應量體溫。
5、教室門口張貼上課禮儀宣傳單。
6、同一班級上課教室盡量排在同一教室，以防若有個案發生，衍生更多的接觸者。
(三)各單位環境清潔部分:
1、請各單位每日消毒清潔教室(含課桌椅)和公共區域(電梯、扶手和門把、水龍頭、廁所等)
至少一次，並登記清消紀錄表備查。
2、洗手台放置洗手乳或肥皂，建議系所自行添購擦手紙使用(如有烘手機尤佳)，洗手台張貼
正確洗手方式。
3、各棟出入口全面放置乾洗手液。
4、共用電腦設備，上課前請同學使用酒精及紙巾清潔鍵盤及滑鼠。
5、研究生實驗室，請每間指派負責人每日負責消毒清潔工作。
6、提醒住宿學生備用漂白水，每日使用500ppm漂白水自行消毒宿舍房間。

四、本院於 109 年 2 月 15 日中午召開 108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議，決議如下：
(一) 修正後通過 109 學年度「工學院跨系所博士班聯合招生」公版簡章與初審基本資料表；通
過「審查、面試評分原則及相關注意事項」。
(二) 有關本年度「工學院全院聯合專題競賽與展示」，決議如下：
1、本年度「工學院全院聯合專題競賽與展示」以統一時間與地點舉辦、各系所自評為原則。
2、舉辦時間將配合本校經費核銷時限、校慶時程，且與高中生段考時程錯開為原則，確切
時間將於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3、參與系所為電機、機電、資工、材光、光電等學系與環工所，各系所須推派至少 5 個隊
伍出賽。
4、本計畫經費 97 萬中的 57 萬元為統籌經費，其餘經費 40 萬元將依各系所學生人數佔 50%
及參賽隊伍數佔 50%進行分配。
5、各系所請於 3 月 10 日前推派所屬教師與同仁各 1 人組成工作小組，並將工作小組名單
回報資工系。
(三) 照案通過光電系教授指導研究生辦法「碩士班指導研究生辦法」第一點修正案。
(四) 本院 109 會計年度預算分配採以學校分配數之 50%為基本運作分配額，50%依學生人數比例
分配。若 109 會計年度各單位預算分配案主計室提行政會議後無變動則請各系所依分配額援
例填報經資門分配明細表送院彙整。
(五) 照案通過本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第二點及第八點修正草案，續提院務會議。
(六) 照案通過新訂本院「新聘教師評鑑實施要點」(草案)及「新聘教師評鑑指標表」(草案)，如
母法修正再檢視是否作必要之配合修正並提會討論。
五、本院於 109 年 2 月 24 日~2 月 26 日中午 12 時召開 108 學年度第 4 次臨時院務會議，決議如下：
(一) 照案通過「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工學院遴選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國立中山大
學教學績優教師」工學院申請表，送請本校教務會議核備。
(二) 照案通過本院「進用外籍教學人員考核要點」第二點及本院「進用外籍教學人員考核表」，
送請本校教評會核備。
六、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決議：
請各學院利用相關院務會議等公開場合，提醒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於校外兼任董、監事或其他職
務如有經提名選任之前置作業 (如獨立董事應經學校事先核准始得擔任之至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應依公務員服務法令規範。此外，再次重申教師如有學術合作或應邀請赴中國學術參訪、演
講等學術活動，應本於學術專業、學術倫理，及嚴守相關兼職兼課之法令規範。

B：職員／學生（含校友）
恭賀光電系盧冠宇、侯翰廷同學榮獲物理年會壁報佳作。

C：外賓來訪、國外教授至本院系所演講
．材光系
一、邀請 Kevin Chiou,Ph. D. candidate 於 2 月 12 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Cresols enabled
additive-free processing of carbon nanotubes」。
二、邀請蘇德徵博士於 2 月 19 日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Microstructure and Defects Evolution in

Engineering Alloys: Analysis and Modeling Approaches」。

D：工學院國際交流活動
教師出國進修或參加國際研討會：
系所

教師姓名

出國日期

電機系

陳英忠

3rd Eurasian Conference
Innovation (ECEI 2020)

電機系

王朝欽

2020/02/05~
2020/02/07
2020/02/16~
2020/02/29

機電系

魏蓬生

參加國際光電工程學會

機電系

王郁仁

2020/01/25~
2020/02/07
2020/01/29~
2020/02/04

參加日本國際奈米科技展示會(Nano tech 2020)

日本,東京

機電系

許聖彥

2020/02/03~
2020/02/07

參加研討會

Auckland,
New
Zealand

赴臺北駐日代表處、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情
報通信研究機構(NICT)、NTT Docomo 以及 The
Fif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Promotion Forum (5GMF)進行交流

日本,東京

與國際處國際志工團出訪

斯里蘭卡

前往美國丹佛參加美國物理學會三月會議發表
論文

美國,丹佛

資工系

范俊逸

2020/02/09~
2020/02/17

材光系

周明奇

光電系

李晁逵

2020/01/31~
2020/02/07
2020/02/26~
2020/03/24

國家

會議名稱/國際交流事宜
on

Educational

應邀出國演講與訪問

越南,河內
印度,清奈、
泰國,曼谷
美國,
舊金山

(二)學生出國進修或參加國際研討會：
系所

學生姓名

出國日期

電機系

Dasari
Venkatesh

2020/02/12~
2020/02/27

資工系

王翊丞

2020/01/13~
2020/04/01

資工系

范湘絃

材光系

吳曜丞

2020/01/23~
2020/02/17
2020/02/05~
2020/02/19

會議名稱

至印度 Vel Tech 進行短期課程交流並為工
印度,清奈
學院進行招生宣導
赴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通信情報研究機
日本,東京
構(NICT)進行移地研究
赴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通信情報研究機
日本,東京
構(NICT)進行移地研究
移地研究

二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電機系－莊子肇教授、鄭志強教授、吳玲敏小姐、黃怡章小姐
機電系－程啟正教授、莊婉君教授
資工系－張雲南教授
材光系－杭大任教授
環工所－許芸蓁小姐、林芷嫺小姐
通訊所－黃婉甄教授、陳美蕊小姐

國家

中國,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