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105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三) 上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生化科技學系辦公室《A32-518》 

主  席：林芸薇主任                                                                                                   記錄：唐靖雯 

出席者：蘇建國老師、廖慧芬老師(請假)、楊奕玲老師、陳瑞祥老師(請假)、翁秉霖老師、

陳政男老師(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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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主席報告 
1. 105 學年度研究生論文宣讀競賽於 106 年 5 月 17 日舉行。競賽過程學生均能發揮其能，

展現優異的學識研究成果，評審委員與學生在提問與答詢過程中，獲益良多，活動圓滿

結束。競賽結果：張嘉文、李長悅、曾婉婷等三人獲得優選，王啟舜、李宗益、郭宥

彤、王詩婷、高琝雅、呂明柔等六人獲得佳作。 
2. 106年 5月 24日舉辦「履歷自傳與面談準備技巧」專題演講。特邀請到人資經驗豐富

的涂藝鐘講師來為同學做經驗分享與技巧傳授。會中參與之 50位同學們積極主動舉手

發問，師生共同腦力激盪激發潛能，獲益良多，活動圓滿結束。 

3. 106年 6月 7日舉辦期末大會，邀請蔡泓岳同學進行「海外實習經驗分享及成果報

告」。藉由蔡同學的分享，讓學弟妹展望國際，開闊視野著實獲益良多，更充分了解學

校所提供給予學生之支援及資源。   

4. 106年 6月 7日舉辦「研究生海外研習交流活動」，提升學生視野，培養國際觀，增加

學生競爭力。 

5. 106年 6月 12日舉辦林芸薇老師研究成果發表，師生交流討論熱烈，學生受益匪淺。 

6. 106年 6月 12日舉辦「生化系實驗教學助理實務經驗分享與訓練」，強化教學助理實務

經驗。 

7. 預計 106 年 7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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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為了解雇主對本系畢業生職場表現之評價及意見回饋，106 年度雇主滿意度調查已開始

進行，敬請各位老師共同協助支援辦理。 
9. 本系公用儀器室(A32-513 細生公用儀器室、A32-514 分生公用儀器室、A32-515 生化公

用儀器室、A32-516 化學公用儀器室)門禁時間原設定為 AM:600~PM10:00。經老師及學

生們反應實際需求並聽取各方建議後，自即日起 24 小時開鎖。同時亦請各老師宣導學



生於夜間使用應加強注意人身及交通安全。 

10. 恭賀本系獲得 105 學年度校園美化競賽活動特優獎並獲頒獎金 8000 元及獎狀乙紙。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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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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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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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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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5 月 30 日通知辦理。 

            2. 105 學年度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由張心怡老師擔任、院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由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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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由張心怡老師擔任、院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由楊奕玲

老師擔任、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由陳瑞傑老師擔任、院選舉小組委員由魏佳俐老師擔任。 

 

 

提案三 

案由：推舉校學生事務會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研究發展會議。 

說明：1. 依據生命科學院 106 年 5 月 30 日通知辦理。 

2. 學生事務會議推薦教授 1 人、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推薦教師代表 1 人、研究發展會

議推薦教授或副教授 1 人。 

決議: 學生事務會議推薦教授為蘇建國老師、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推薦教師代表為吳游源老



師、研究發展會議推薦副教授為翁秉霖老師。 

 

 

提案四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6 年度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委員推舉。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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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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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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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委員為陳瑞祥老師、蘇建國老師、廖慧芬老師、楊奕玲老師。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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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 

案由：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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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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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推薦委員為陳瑞祥老師及蘇建國老師。 

決議：  106 學年度推薦院教評委員為林芸薇老師及陳瑞祥老師。 



提案七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6 學年度實習委員會委員推舉。 

說明：1. 依據本系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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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委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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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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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八 

案由:辦理生化科技學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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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4 學年度及 105 學年度系務發展諮詢委員為:林芸薇主任(當然委員)、陳瑞祥老

師、張心怡老師、楊奕玲老師、魏佳俐老師。校外家學者為:郭國華董事長(德英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景寬董事長(嘉年生化產品有限公司)、李沁副教授(國立中正

大學生命科學系)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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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九 

案由：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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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共有8位同學提出申請，如附件。 

決議：經審議同意吳韋達、邵楚雯、李孟軒、郭瑋倫、胡愷真、蘇哲平、蔡宗諺、林以婕等

8名同學申請案。 

 

 

提案十 

案由： 107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與轉學生招生考試科目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教務處106年5月24日通知辨理。如附件 



決議：1.碩士班推薦甄選考試科(項)目為書面審查及口試。 

            2.碩士班考試入學考試科(項)目為筆試科目： 生物化學。 

            3.轉學生招生考試科目：A.同意共同科目改為英文一科 

                                                        B.同意轉二年級、三年級共同科目相同   

                                                        C.同意轉 二年級、三年級專業科目相同   

 

 

 提案十一 

案由：106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及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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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通知辦理。 

            2.本案業經 106 年 6 月 28 日 105 學年度第一次系務諮詢發展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 照案通過。 
 

 

 

 

参、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2 時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