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106學年度第7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7月4日 (星期三) 上午10時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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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國老師、林芸薇老師(請假)、楊奕玲老師、陳瑞祥老師、陳政男老師(請假)、

翁秉霖老師、張心怡老師、吳游源老師(請假)、魏佳俐老師、陳瑞傑老師、陳義元

老師 

 

壹、 主席報告 
1.棄置於五樓樓梯口(A32-508 研究生教室對面)之汰舊影印機及冰箱(如附件照片)經查

非本系或老師之財產，致無法依學校規定進行財產報廢程序，因此由本系自行處理。

目前影印機已委請廠商回收清運完畢，冰箱則申請總務處工友支援逕行清運處理之。 

2. 生命科學院開設【環境永續生態養殖產業加值人才培育學程】請各位老師多加宣導

鼓勵學生參加。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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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位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書面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明：1.依據生命科學院設置教學品質保證委員會通知辨理 

            2.高教深耕計畫檢核方式:(1).設置系教學品質保證委員會實施辦法 

                                                        (2).107年6月份召開1次籌備會 

                                                        (3).107年10月份召開1次委員會 

決議：1.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修正後通過。 

            2.107學年度系教學品保委員會委員為: 廖慧芬主任(當然委員)、蘇建國老師、陳瑞祥

老師、林芸薇老師、翁秉霖老師、楊奕玲老師、學生代表謝于珊同學、學/業界代表

為:彭及忠博士(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生技系主任) 、林忠亮博士(中油訓練所主任) 

                



提案三 

案由：本校推廣進修隨班附讀之學分抵免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分，提請審議。 

說明：循本校隨班附讀辦法修讀生化科技所碩士在職專班之學分，未來正式錄取本系碩士 

           在職專班後，擬請同意已修畢之學分得以申請抵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7 學年度系務發展諮詢委員選舉。 

說明:  1. 依據本系系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2.全體教師皆為候選人，每人可圈選 4 位候選人，依得票數高低決定當選委員。 

3. 另推舉校外專家學者代表三人擔任本會委員 

4. 106 學年度系務發展諮詢委員為: 廖慧芬主任(當然委員)、陳瑞祥老師、張心怡老

師、魏佳俐老師、陳義元老師。校外專家學者為:郭國華董事長(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邱信富董事長(晁陽農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沁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生

命科學系) 

決議: 107 學年度系務發展諮詢委員為: 廖慧芬主任(當然委員)、陳瑞祥老師、張心怡老師、

魏佳俐老師、陳義元老師。校外專家學者為:郭國華董事長(德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邱

信富董事長(晁陽農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沁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生命科學系) 

 

提案五: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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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系教評委員為廖慧芬主任(當然委員)、陳瑞祥老師、蘇建國老師、楊奕 

    玲老師、林芸薇老師。 

決議：107 年度系教評委員為廖慧芬主任(當然委員)、陳瑞祥老師、蘇建國老師、楊奕 

    玲老師、林芸薇老師及候補委員翁秉霖老師。 

 

提案六: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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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委員為：廖慧芬主任 (當然委員)、吳游源老師、陳瑞傑老師、魏佳俐老



師、張心怡老師。學生代表為吳至哲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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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委員為：廖慧芬主任 (當然委員)、吳游源老師、陳瑞傑老師、魏佳俐老

師、張心怡老師。學生代表為謝于珊同學，畢業校友代表為謝欣憲，業界代表為林一蘋研發

長(嘉年生化公司)，校外學者為黃憲斌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生命科學系)。 

 

提案七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7 年度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委員推舉。 
說明：106 學年度系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為本系全體教師: 廖慧芬主任(當然委員)、蘇建國

老師、林芸薇老師、楊奕玲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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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佳俐老師、陳瑞傑老師、陳義元老師。 

決議：107 學年度系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為本系全體教師: 廖慧芬主任(當然委員)、蘇建國

老師、林芸薇老師、楊奕玲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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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佳俐老師、陳瑞傑老師、陳義元老師。 

 

提案八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7 學年度實習委員會要點修正及委員推舉。 

說明：1. 依據本系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如附件。 

2. 本委員會設教師委員四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主任就本系                 

教師中推選產生，另推選校外專家學者代表一人擔任本會委員。委員任期一學年，得

連任。 

3. 106 學年度系實習會委員為: 廖慧芬主任 (當然委員)、林芸薇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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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目前系上的學生實習課程包含 3門: 校級專業校外實習、產業實習、及生技產品開

發與模擬習作。 

決議：107 學年度系實習會委員為: 廖慧芬主任 (當然委員)、翁秉霖老師、魏佳俐老師、陳義

元老師，以及校外專家學者代表為蔡承佳博士，協助系上產業實習及生技產品開發與模

擬習作二門學生實習課程。 

 

提案九 

案由：辦理本校 107 學年度各行政單位業務推動成立之委員會或會議代表推舉。 

說明：1. 依據生命科學院 107 年 5 月 21 日通知辦理。 

            2.應推舉代表明細如下表: 

委員會(會議)名稱 106 學年度擔任教師 備      註 

學生事務會議 蘇建國老師 推薦教授 1 人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吳游源老師 推薦教師代表 1 人 



研究發展會議 翁秉霖老師 推薦教授或副教授 1 人 

校申訴評議委員會 (107 學年度新增) 推薦女教師代表 1 人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 (107 學年度新增) 推薦教師代表 1 人 

決議: 

委員會(會議)名稱 107 學年度擔任教師 備      註 

學生事務會議 蘇建國老師 推薦教授 1 人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吳游源老師 推薦教師代表 1 人 

研究發展會議 翁秉霖老師 推薦教授或副教授 1 人 

校申訴評議委員會 楊奕玲老師 推薦女教師代表 1 人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 陳義元老師 推薦教師代表 1 人 

 

提案十 

案由：改選 107 學年度生命科學院各委員會委員 

說明：1. 依據生命科學院 107 年 5 月 21 日通知辦理。 

            2.應改選明細如下表: 

委員會(會議)名稱 106 學年度擔任教師 備註 

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 張心怡老師  

院學術發展審議委員會 楊奕玲老師  

院課程規劃委員會 陳瑞傑老師  

院選舉小組委員 魏佳俐老師  

決議：  

委員會(會議)名稱 107 學年度擔任教師 備註 

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 張心怡老師  

院學術發展審議委員會 楊奕玲老師  

院課程規劃委員會 陳瑞傑老師  

院選舉小組委員 魏佳俐老師  

 

提案十一 

案由：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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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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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院教評委員為林芸薇老師及陳瑞祥老師。 

決議：107 學年度推薦院教評委員為林芸薇老師及蘇建國老師。 

 

提案十二 

案由：107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及 106 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據生命科學院 107 年 6 月 4 日通知辦理。 

            2.本案業經 107 年 7 月 4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諮詢發展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生化科技學系研究生論文海報宣讀競賽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決議:刪除競賽獎金，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深碗課程開課相關事宜，提請審議。 

說明：陳瑞傑老師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開設深碗課程，相關申請資料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深碗課程開課相關事宜，提請審議。 

說明：吳游源老師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擬開設深碗課程，申請資料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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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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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 

決議：照案通過。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基因體學 2 選修 學士班 4 陳政男 
107-1增開課程(104學年度

入學學生適用) 



提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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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必選修科目冊課程「應用微生物學」(大四選修)未開課，為補足

系生化技術學程的課程，擬請同意以「生技產業趨勢」(大四選修)課程做抵免，待日後「應

用微生物學」重新開課後，即取消上述課程之抵免。 

決議:不允同意。 

 

参、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蘇建國老師 

案由：必選修科目冊課程名稱與實際開課課程科目名稱有異，提請審議。 

說明：必選修科目冊課程名稱為細胞訊號傳遞之應用(課號 35500232)，實際開課課程卻為 

            訊號傳遞(永久課號 35500256)，請同意更正必選修科目冊之名稱。 

決議：1.目前大三開課科目〝訊號傳遞”與必選修科目冊內之醫學生化學程中的”細胞訊號 

               傳遞之應用”內容相同，因此學生修讀”訊號傳遞”可以被承認為”醫學生化學” 

               之學分。 

            2.待未來最近的一次評鑑後，大三 開課課程”訊號傳遞”同意更名為”細胞訊號傳 

               遞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Cellular Signal Transduction)與必選修科目冊中的醫學生 

               化學程的科目相同。 

 
提案二                                                                        提案人:蘇建國老師 

案由：PCR 實驗器材，擬挪用一台至生科館使用，提請審議。 

說明：A32-514 共同實驗室內之 PCR 實驗器材共計 3 台，擬挪用一台至生科館使用。 

決議：請儀器管理老師確認目前使用狀況，下次系務會議再議。 

 

肆、散會：下午12 時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