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106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生化科技學系辦公室《A32-518》 

主  席：廖慧芬主任                                                                                                記錄：唐靖雯  

出席者：吳游源老師、陳瑞傑老師、魏佳俐老師、張心怡老師、吳至哲同學、陳儷今老師

(請假)、李建興經理(請假)、黃憲斌教授(請假) 

 

主席報告 
 

壹、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微型課程開課相關事宜，提請審議。 

說明：1.依據 107.3.30 教務處通知辦理。 

            2.張心怡老師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開微型課程(0.5 學分)申請表，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際開課與必選修科目冊必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實務與實習課程作業要點辦理。 

              

項目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課程名稱 教學實務(Ⅰ) 教學實務與實習(Ⅰ)  

授課老師 陳義元 不變  

學分數 0 1  

必/選修 選修 不變  

授課類別 實習 正課  

開課班級 碩士一 不變  

上課時間 二 8-9，二 A 不變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際開課與必選修科目冊必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 依據 107.04.25 系務會決議辦理。 

 

項目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課程名稱 生技產品開發與模擬習作 不變  

授課老師 陳政男 不變  

學分數 3 2  

每周時數 4 2  

必/選修 選修 不變  

開課班級 4 年級 不變  

上課時間 106-1 未開課 三 2-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際開課與必選修科目冊必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 106(2)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項目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課程名稱 服務學習 校園服務  

授課老師 大一導師(張心怡) 大一導師(陳義元)  

學分數 0 不變  

必/選修 必修 不變  

授課類別 正課 不變  

開課班級 大一 不變  

永久課號 C1500011 C1500521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際開課與必選修科目冊必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 

項目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課程名稱 進階免疫學 不變  

授課老師 廖慧芬 不變  



學分數 2 不變  

必/選修 選修 不變  

開課學期 107-2 107-1  

授課類別 正課 不變  

開課班級 大四 不變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擬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與必選修科目冊必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 107.04.25 系務會決議辦理。 

           1. 

項目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課程名稱 綠能生化科技產業 不變  

授課老師 蔡承佳 不變  

學分數 2 不變  

必/選修 選修 不變  

開課學期 107-1 107-2  

授課類別 正課 不變  

開課班級 大四 不變  

 

          2. 

項目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課程名稱 生技素材功能評估技術 不變  

授課老師 陳政男 不變  

學分數 3 2  

每周時數 4 2  

必/選修 選修 不變  

開課學期 106-2 未開課 107-2  

授課類別 正課 不變  

開課班級 大四 不變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全英文授課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楊奕玲老師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全英文授課申請表，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107 學年度學士班(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必選修科目冊異動提請追認案，請審議。 

說明：1.依據 106.12.27 系務會決議辦理。 

            2. 細胞生物學維持原3學分、3時數不變。  

            3.細胞生物學實驗(Ⅰ)原必修系核心課程， 修改為專業選修，納入【系生化技術 

                學程】及【系醫學生化學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擬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與必選修科目冊必選修課程新增案，提請審議。 

說明：  

項   目 新增課程 備註 

課程名稱 基因改造技術應用與檢驗  

授課老師 陳義元  

學分數 2  

每周時數 2  

必/選修 選修  

開課學期 107-2  

授課類別 正課  

開課班級 大四  

決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