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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110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12月 6日（星期一）中午 12：10分。 

二、 地點：生物資源館 2樓會議室（A24-205）。 

三、出席人員：許富雄主任、邱郁文委員、蔡若詩委員、呂長澤委員、

張素菁委員、彭仁傑委員(請假)、朱汶偵委員、林群浩同學 

三、 主持人：許富雄                              記錄：沈枚翧   

四、 報告事項：感謝委員百忙中抽空參加會議。 

五、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生物資源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111學年必選修課目冊課程「學

科內容概述」暨「學科內容大綱」滾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110年 10月 7日通知辧理。 

二、為完善學系課程品質管控與改善，在課程面、教學面及學生學習

面，應建立各種檢核機制，故教務處要求各系所全面檢視必選修

課目冊中每一門課程之「學科內容概述」及「學科內容大綱」，並

藉由每年課程規劃委員會進行滾動修正，持續追蹤檢討，以確保

系所教育目標、課程教學目標與內容都能與時俱進，以建立持續

改善的教學品質保證機制。 

三、110 學年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必選課目冊內課程「學科內容概述」

及「學科內容大綱」修正案，業已經 109學年第 5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議通過(110年 6月 16日召開)。因 111學年無新增課程，原「學

科內容概述」及「學科內容大綱」內容沿用 110學年度標準。詳如

附件 1、2。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全英語課程(非母語授課)申請

案，提請審議。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課程會議/110第3次=/附件1-110學年度學科內容大綱與概述-學士.pdf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課程會議/110第3次=/附件2-110學年度學科內容大綱與概述-碩士.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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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110年 10月 13日通知辧理。 

二、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規定，本校教師以英語全程

開授之課程，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每 1學分以 1.5倍

鐘點核計。但語言類課程、非講授之個別指導類課程、專題研

究、專題製作、講座等以及外籍授課教師不適用本規定。 

三、教師若欲開設「全英語課程(非母語授課)」課程，於次學期開課

前，填妥「教師全英語授課申請表」向系（所）提出申請。 

四、檢附蔡若詩老師申請 110-2開設全英語課程申請表、教學大綱(附

件 3)，開課資訊如下：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年級/時間 授課語言 開課教師 

110-2 
鳥類生態與保育
Avian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碩一 

星期四 3-4節 
英文 蔡若詩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 110年 10月 18日通知辦理。 

二、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辦理(附件 4)。 

三、110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如下：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如下： 

課程 

名稱 

學分/ 

學時 

必/選

修別 
學制 年級 

教師 

姓名 
異動原因 說明 

甲殼動物學

概論 
2/2 選修 大學部 三 張素菁 

新增至 108-109

必選修科目冊 

新增 108-

109 必選

修科目冊 

海洋保護區 2/2 選修 大學部 四 張素菁 
新增至 108-109

必選修科目冊 

新增 108-

109 必選

修科目冊 

地理資訊系

統概論 
3/3 選修 大學部 四 林政道 

新增至 107 必

選修科目冊。 

新增 107

必選修科

目冊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課程會議/110第3次=/附件3-教師全英授課申請表及教學大綱.pdf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課程會議/110第3次=/附件4-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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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動物學

(含實驗) 
2/2 選修 大學部 四 邱郁文 

新增至 107 必

選修科目冊 

新增 107

必選修科

目冊 

海洋學 3/3 選修 大學部 二 邱郁文 
新增至 109 必

選修科目冊 

新增 109

必選修科

目冊 

入侵生物學 2/2 選修 大學部 二 呂長澤 

原大 2 第 2 學

期，異動為大 2

第 1 學期。 

調整 111

必選修科

目冊 

演化生物學 2/2 選修 大學部 三 呂長澤 

原大 3 第 2 學

期 2/2 學分，異

動為 3/3 學分。 

調整 111

必選修科

目冊 

水生植物學 2/2 選修 大學部 三 呂長澤 

原大 3 第 2 學

期 2/2 學分，異

動為大 3 第 1

學期。 

調整 111

必選修科

目冊 

生態攝影 2/2 選修 大學部 一 林政道 

原大 3 第 1 學

期，異動為大 1

第 1 學期。 

調整 111

必選修科

目冊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11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 110年 11月 16日通知辦理。 

二、本系擬修訂 111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依據 110年度課程標準進

行修訂(如附件 5)。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11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

涯進路圖」(含畢業生就業途徑、升學領域)修訂，提請審議。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課程會議/110第3次=/附件5-110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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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 110 學年度課程標準進行修訂。 

二、檢附 110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涯

進路圖」(如附件 6、7、8)。 

三、依據大學部 11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結果修訂。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提案六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11學年度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 110年 11月 16日通知辦理。 

二、本系擬修訂 111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依據 110年度課程標準進行

修訂(如附件 9)。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提案七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

涯進路圖」(含畢業生就業途徑、升學領域)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0 學年度課程標準進行修訂。 

二、檢附 110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涯

進路圖」(如附件 10、11、12)。 

三、依據大學部 11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結果修訂。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查。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2：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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