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104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6 日 (星期三) 上午 11 時 00 分
地 點：生化科技學系辦公室《A32-518》
主 席：林芸薇主任

記錄：葉雅真

出席者：蘇建國老師、廖慧芬老師、楊奕玲老師(請假)、陳瑞祥老師、翁秉霖老師、陳政男
老師、張心怡老師、吳游源老師(請假)、魏佳俐老師、陳瑞傑老師
列席：陳義元博士

壹、 主席報告
1. 104 學年度研究生論文宣讀競賽於 105 年 5 月 25 日舉行，吳玉萍、王泰景、蔡泓岳等三
人獲得優選，黃冠杰、吳怡臻、張順涵、黎海健等四人獲得佳作。

2. 105 年 6 月 24 日舉行 105 學年度入學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
3. 105 年 7 月 21 日下午於綜合教學大樓 A32-508 辦理碩一升碩二同學論文大綱報告，並同
時舉辦研究生新生迎新活動，當日安排至本校後山健行活動、晚餐。
4.

105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共有吳依倫、鄭皓妤、陳玟晴、黃碩
平、曾亭禎、連冠智等六位同學計畫獲得核定通過，相關訊息公告於系網頁首頁。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5 學年度系課程規劃委員選舉。
說明：1. 依據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
2. 全體專任老師皆為候選人，每人可圈選 4 位候選人，依得票數高低決定當選委員。
3. 另推舉學生代表 (系學會會長)、畢業生代表、業界代表及校外專家學者代表各一人
擔任本會委員。
4. 104 學年度委員為：林芸薇主任 (當然委員)、吳游源老師、魏佳俐老師、陳瑞祥老
師、廖慧芬老師。學生代表為連冠智同學，畢業校友代表為陳儷今，業界代表為李
建興經理，校外學者為黃憲斌教授。
決議：經投票後，105 學年度委員為：林芸薇主任 (當然委員)、吳游源老師、陳瑞傑老師、
魏佳俐老師、張心怡老師。學生代表為郭瑋倫同學，畢業校友代表為林思婷，業界代
表為李建興經理，校外學者為黃憲斌教授。
提案二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5 學年度系教評委員會委員選舉。

說明：1. 依據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
2. 應選委員五至九人及候補委員一人，具教授資格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3. 104 學年度委員為廖慧芬老師、蘇建國老師、楊奕玲老師、陳瑞祥老師。
決議：1. 全體老師無異議決議本學年度教評會委員人數為 5 人。
2. 全體出席老師每人可圈選 4 位候選人，依據投票結果，選出 4 名系教評委員，分別
為陳瑞祥老師、蘇建國老師、廖慧芬老師、楊奕玲老師。
提案三
案由：105學年度院教評會生化科技學系推薦委員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1. 依據生命科學院 105 年 5 月 30 日通知辦理。
2. 本院教評會推選委員，其產生方式依據本校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二點：（ㄧ）推選委員各系至少選出一人。各系推薦二名候選人，須為系內外學
術領域性質相近，並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
心，且近五年內於「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學術期刊之分級表」第一級或第
二級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之教授產生。
各系於每年 7 月 25 日前審核後，將推薦候選人名單，送院務會議推選。院務會議
代表就各系推薦候選人名單，票選各系一名，各系依最高票者當選一人，共五人，
另一人依其全部次高票擔任之，若票數相同時，由院務會議召集人代為抽籤決定。
（三）推選及遴選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3. 104 學年度推薦委員為林芸薇老師、楊奕玲老師。
決議：經全體老師投票推薦陳瑞祥老師及蘇建國老師，備取陳政男老師為院教評會本系推薦
候選人。
提案四
案由：推舉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院學術發展審議委員會、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及院選舉小
組委員。
說明：1. 依據生命科學院 105 年 5 月 30 日通知辦理。
2. 104 學年度院國際化推動小組委員由張心怡老師擔任、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由楊奕玲
老師擔任、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由吳游源老師擔任、院選舉小組委員由魏佳俐老
師擔任。
決議：1. 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委員由張心怡老師擔任。
2. 院學術發展審議委員會委員由楊奕玲老師擔任。
3. 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由吳游源老師擔任。
4. 院選舉小組委員由魏佳俐老師擔任。

提案五
案由：推舉校學生事務會議、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國際化推動委員會、環境保護及安全衛
生委員會。
說明：1. 依據生命科學院 105 年 5 月 30 日通知辦理。
2. 學生事務會議推薦教授 1 人、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推薦專任教師 1 人、國際化推動
委員會推薦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1 人、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推薦專任教師 1
人。
決議：1. 校學生事務會議委員由蘇建國老師擔任。
2.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由陳瑞傑老師擔任。
3.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委員由張心怡老師擔任。
4.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由翁秉霖老師擔任。
提案六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5 學年度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委員推舉。
說明： 104 學年度系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為：林芸薇主任 (當然委員)、楊奕玲老師、陳政
男老師、魏佳俐老師、張心怡老師。
決議： 105 學年度系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為：林芸薇主任 (當然委員)、楊奕玲老師、陳政
男老師、魏佳俐老師、張心怡老師、陳瑞傑老師、翁秉霖老師、陳義元老師。
提案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學生產業實習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修正法規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草案如附件 2。
決議：1. 照案通過。
2. 委員為林芸薇主任 (當然委員)、廖慧芬老師、翁秉霖老師、魏佳俐老師；校外專
家學者代表為舜堂酒業李建興經理。
提案九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配合「國立嘉義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修正法規如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論文指導辦法」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配合「國立嘉義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修正法規如附件 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案由：A32-513細胞生物實驗室、A32-514分生儀器室、A32-516公用儀器室空間管理人安
排，提請討論。
說明：1. 目前A32-513細胞生物實驗室空間由陳政男老師管理、A32-514分生儀器室空間由陳
瑞祥老師管理、A32-516公用儀器室空間由張心怡老師管理。
2. 擬由實驗室位於綜合教學大樓之教師輪流管理，一年一輪，負責內容有：儀器室空
間管理、每月填報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表、配合實驗場所基本調查資料填報及校
方抽查等事項。
決議：1. A32-513細胞生物實驗室空間由陳政男老師及陳瑞傑老師輪流管理。
2. A32-514分生儀器室空間由陳瑞祥老師及林芸薇老師輪流管理。
3. A32-516公用儀器室空間由翁秉霖老師及張心怡老師輪流管理。
4. A32-5F茶水間之危險機械設備放置處由魏佳俐老師管理。
提案十二
案由：本系公用儀器室儀器設備是否開放外系教師及學生使用，提請討論。
說明：
決議：1. A32-5F茶水間之危險機械設備不開放外系師生使用。
2. 公用儀器使用，門禁考試申請表單之指導老師一欄，需有本系教師共同署名，方得
報名門禁考試。
提案十三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修正法規如附件 5。
決議：修正錄取人數為 15 名，並依程序提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四
案由： 105學年度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明：截至6月30日，共有11位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6。
決議：同意連冠智、郭麟逸、蘇育王、吳忠祐、陳政瑋、洪呈瀝、陳亭羽、黃慧明、孔怡
文、黃雅晨、林欣霓等11名同學申請案。

提案十五
案由：105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及 104 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提請審議。
說明：1. 依據生命科學院 105 年 6 月 4 日通知辦理。
2. 本案經 105 年 7 月 6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資料如
附件 7。
決議：照案通過。

参、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 1 時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