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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5學年度第九次系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5 年 6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0分 

開會地點：系所辦公室(A32-624) 

出席人員：朱紀實(請假)、翁炳孫、劉怡文、金立德、陳立耿、翁博群、謝佳雯、黃襟錦、

吳進益、莊晶晶、蔡宗杰、王紹鴻等教師 

主席：陳俊憲                                                  記錄：黃子娟 

                                              

壹、報告事項： 

1.摘錄105年6月16日104學年度第一次系學術委員會決議：(1). 未確實撰寫實驗記錄簿。往

後要求學生實驗過程步驟與產出之結果，務必要確實紀錄於實驗記錄簿，若經查證後，未有

詳細之實驗記錄簿紀載相關之結果內容，系上得以撤銷該學生比賽資格並收回獎金與獎狀。

(2). 海報成果若引用他人之研究成果或資料，一定要註明出處並署名他人姓名。(3). 海報

成果若委外其他執行單位產出，一定要在海報內容或致謝欄中註明委外執行單位。  

2.105學年度新生始業之家長日訂於9月4日（星期日）上午11時至12時假綜教6樓A32-606 辦

理系所家長日。 

3.9月7日假綜教6樓A32-606舉辦碩一新生訓練及儀器使用說明會。(請系上教師推薦儀器廠

商) 

4.9月8日假綜教6樓A32-606碩二研究生進度報告。 

5.9月9日教學研討會暨學生輔導聯席會議。 

6.系友會輔導 (指導) 老師。(吳進益老師) 

7.選 105 學年度生命科學院各委員會委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謝佳雯老師)、院學術發展審

議委員會(翁炳孫老師)、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翁博群老師)、院選舉小組委員(黃襟錦老師)。

請系所教師於會議結束後進行推薦或投票。 

8.為辦理本校 105 學年度「各行政單位因業務推動所成立之委員會或會議代表」之委員，改

選全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推薦專任教師 1人(蔡宗杰老師)及學生代表 1人(系學會副會長))、

國立嘉義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莊晶晶老師)、宿舍管理委員會(蔡宗杰老師)、校申訴評

議委員會(推薦男性教授 1人) (翁炳孫老師)、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陳立耿老師)。請

教師於會議結束後進行推薦或投票。 

9.104 學年度工作成果報告書，附錄請檢附「校務行政系統」之院系中心維護教師職涯歷程

檔案，直接產製學院教師「研究成果統計」與「研究成果資料」表作為績效佐證資料。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學術委員會 

案由：2016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命科學專題研究」學生論文競賽暨碩士論文

競賽，賽後檢討處置，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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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本案經105年6月16日104學年度第一次系學術委員會討論，建議處置口頭糾正。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設立「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生命科學實務專題成果競賽辦法」，請

討論。 

說明：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生命科學實務專題成果競賽辦法(草案)如附件

一。 

擬辦：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修訂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生命科學專題研究學生論文競賽流程」，

提請討論。 

說明：檢附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生命科學專題研究學生論文競賽流程」如附件二。 

決議：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設立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生命科學實務專題成果發表競賽流程」，

提請討論。 

說明：檢附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生命科學實務專題成果發表競賽流程」如附件三。 

決議：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104學年度工作成果報告書」，請討論。 

說明： 

1.依本校生命科學院通知辦理。 

2.自103學年度開始，工作成果報告資料呈現時間由現行每學期調整為每學年度，各系所應依

據自訂之績效指標內容，撰寫學年度工作成果報告。 

3.工作成果報告書如附件四。 

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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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105學年度工作計畫書」，請討論。 

說明： 

1.依本校生命科學院通知辦理。 

2.105 學年度工作計畫書請依據本校 103 至 106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工作重點，研訂

學年度工作事項與質、量化績效指標，並預估完成時間與概估經費。 

3.工作計畫如附件五。 

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中草藥暨微生物利用研發中心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中草藥暨微生物利用研發中心「104學年度工作成果報告書」，

提請討論。 

說明： 

1.依本校生命科學院通知辦理。 

2.自103學年度開始，工作成果報告資料呈現時間由現行每學期調整為每學年度，各系所應依

據自訂之績效指標內容，撰寫學年度工作成果報告。 

3.工作成果報告書如附件六。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中草藥暨微生物利用研發中心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中草藥暨微生物利用研發中心「105學年度工作計畫書」，提

請討論。 

說明： 

1.依本校生命科學院通知辦理。 

2.104 學年度工作計畫書請依據本校 103 至 106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工作重點，研訂

學年度工作事項與質、量化績效指標，並預估完成時間與概估經費。 

3.工作計畫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106學年度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事宜，提請討論。 

說明： 

1.依據教務處招生組105年6月14日通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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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學年度擬招生名額15名。 

3.本校獲經教育部審核通過碩士班推薦甄選名額比率為57%，各學系(所)可依比例自行調整。 

4.106學年度碩士班推薦招生分則： 

學院別 生命科學院 

系所組別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名

報考資格 無學系限制 

可否申請 106 年 2 月提前入學 可 

系所規定

繳交表件 

 1.大學或最高學歷（同等學力者）成績單（含班級成績名次及百分比），1份。 

2. 推薦函，2封。 

3. 自傳，1份。 

4. 學習計畫（至少包括生涯規劃及讀書計畫），1份。 

5. 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資料（代表著作、專題報告、專案執行、工作經驗、社團

表現以及英文成績等）。 

※ 上述五項為必繳交資料，缺漏者不予審查，其中第五項相當重要，請妥善準備。

 6.其他足以佐證曾參與課外活動或競賽表現優良之資料 

甄試項目 

與配分 

項目 
佔分 

比例 
說明 

資料 

審查 
40% 

就系所規定繳交表件加以審查 

(備審資料繳交期限 105 年 11 月 02 日) 

口試 60% 研究潛力 25%、綜合表現 15%、英文能力 10%、表達能力 10% 

甄試時間

與地點 

日期 105 年 11 月 26 日（星期六） 

時間 口試：上午 9時起 

地點 本校蘭潭校區生命科學館三樓演講廳 

同分參酌順序 1.口試成績 2.資料審查總成績 

系所特色、研究及

發展重點 

本學系特色是綜合微生物、免疫、生物醫藥與生物藥學等領域，教導學生紮

實的生物與化學基礎知識，深入微生物、免疫與細胞生物的基礎研究與醫藥

健康生技產品開發及生產之應用技術，奠定學生繼續深造或就業發展的基礎

競爭力。 

系所聯絡

資訊 

電話 05-2717830 

傳真 05-2717831 

網址 http://www.ncyu.edu.tw/apmicro/ 

備註 
本校碩士班錄取者，可參加師資培育中心舉辦之教育學程考試，考試合格後可修習教

育學程(詳細修習領域及類科逕洽師資培育中心 05-322634113#1752) 

5. 106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分則： 

學院別 生命科學院 

系所組別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招生名額 名

報考資格 無學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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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科目 1.生物化學 2.分子生物學 

成績計算

方式及相

關規定 

各科總分均為 100 分。 

考試日期

及時間 

日期 106 年 02 月 08 日(三) 

時間 下午 1時起 

同分參酌順序 
依本表考試科目欄各組排列順序參酌。若前項無法排序時，則依第考試科目

「生物化學」之第 1大題成績、第 2大題成績、等依序參酌決定名次排序。

系所特色、研究及

發展重點 

本學系特色是綜合微生物、免疫、生物醫藥與生物藥學等領域，教導學生紮

實的生物與化學基礎知識，深入微生物、免疫與細胞生物的基礎研究與醫藥

健康生技產品開發及生產之應用技術，奠定學生繼續深造或就業發展的基礎

競爭力。 

系所聯絡

資訊 

電話 05-2717830 

傳真 05-2717831 

網址 http://www.ncyu.edu.tw/apmicro/ 

備註 
本校碩士班錄取者，可參加師資培育中心舉辦之教育學程考試，考試合格後可修習教

育學程(詳細修習領域及類科逕洽師資培育中心 05-322634113#1752) 

決議：碩士班招生名額：推薦甄選 8名；考試 7名。 

 

 

提案十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105學年度本系所開課及教師上課時數規劃事宜，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系所開課原則辦理。 

二、必修課程及課程安排老師： 

大學部必修課程 課程安排 

微生物學 3、微生物學實驗 1 系主任 

生物學 2、生物學實驗 1 翁炳孫老師 

細菌學 3 黃襟錦老師 

細菌學實驗 1 王紹鴻老師 

人體生理學 2 翁炳孫老師 

天然活性物質 2 陳立耿老師 

病毒學 2 蔡宗杰老師 

免疫學 3、免疫學實驗 1 翁博群老師 

分子生物學(Ⅰ)3 謝佳雯老師 

分子生物學(Ⅱ)3 王紹鴻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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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學實驗 1 謝佳雯老師 

細胞生物學 2、細胞生物學實驗 1 翁炳孫老師 

藥物化學 2 吳進益老師 

疾病與免疫 3 金立德老師 

藥理學 2 劉怡文老師 

儀器分析 2 吳進益老師 

研究所必修課程  

專題討論 4 (Ⅰ,Ⅱ,Ⅲ,Ⅳ) 議定 

論文選讀 2  

論文寫作 2  

以 102、103、104 學年度課程標準計  

擬辦： 

1.大四專題討論由該班導師擔任課程安排老師。 

2.碩一專題討論上學期由莊晶晶老師負責；下學期由金立德老師負責。 

3.碩二專題討論上學期由翁炳孫老師負責；下學期由陳立耿老師負責。 

4.碩士班必修論文選讀(碩一上)安排謝佳雯、黃襟錦、吳進益、蔡宗杰、莊晶晶、陳立耿等

老師授課；論文寫作(碩一下)安排翁炳孫、金立德、翁博群、陳俊憲、劉怡文、王紹鴻老師

授課。 

5.碩士班(碩一上)，選修微生物研究法(Ⅰ) (Ⅱ)安排朱紀實、謝佳雯、蔡宗杰、王紹鴻老師

授課；免疫學研究法(Ⅰ) (Ⅱ)安排金立德、翁博群、莊晶晶、黃襟錦老師授課；生物醫藥學

研究法(Ⅰ)安排翁炳孫、陳立耿老師、吳進益老師授課；生物醫藥學研究法(Ⅱ)安排翁炳孫、

劉怡文老師、吳進益老師授課。 

6.碩士班(碩一上)，微生物學特論安排朱紀實、謝佳雯、金立德、蔡宗杰、黃襟錦、王紹鴻

老師授課；生物醫學特論安排陳俊憲、金立德老師授課，碩士班(碩一下)，免疫學特論安排

翁博群、莊晶晶、黃襟錦老師授課；生物藥學特論安排吳進益、陳立耿老師授課。 

7.大一上生物醫藥導論(Ⅰ)安排謝佳雯老師、翁博群老師、王紹鴻老師、金立德老師、劉怡

文老師、黃襟錦老師；大一下生物醫藥導論(Ⅱ)安排朱紀實老師、吳進益老師、莊晶晶老師、

陳俊憲老師、陳立耿老師、蔡宗杰老師授課。 

8.日後新開課程者，請檢附教學大綱，並列席課程委員會說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理生命科學院 105 學年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推選。 

說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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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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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 學年度本系推選翁炳孫教授、陳俊憲教授、104 學年度推選翁炳孫教授。 
擬辦：本系務會議推選後，送該院、系（所）教評會審議決議，依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可後

聘任之。 

決議：選舉中於本週四開票後另行公佈。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理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5 學年度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選舉。 

說明： 

1.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本會委員自本系專任教師中選出五人，

畢業校友、業界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外學者各 1人擔任之，任期一學年，連選得連任。系主

任兼召集人。 

2.依據系務會議規則：「第七條…教師因故不能出席時，不能委託他人代表，但得以通信方式，

提出書面意見。必要時，對於委員選舉、某特定重要事項，得舉行通信投票。」 

擬辦： 

1.開會期間請假者得採通信投票，系課程規劃委員之通信投票期間，為開會通知單發出後至

開會日期前一天下午 5:00 前，逕以 e-mail 通知系辦公室。 

2.依設置要點，投票（含上述通信投票）選舉系所各種委員，並於開會時開票。 

決議：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推薦謝佳雯老師、翁炳孫老師、陳立耿老師、王紹鴻老師、

莊晶晶老師；學生代表楊渟渟、畢業校友、業界代表、及校外學者下次系務會議推選。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理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5 學年度系學術委員會委員選舉。 

說明： 

1.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學術委員會設置要點：「二、本會委員自本系專任教師中選出六人，

任期一學年，連選得連任。系主任兼召集人。」 

2.依據系務會議規則：「第七條…教師因故不能出席時，不能委託他人代表，但得以通信方式，

提出書面意見。必要時，對於委員選舉、某特定重要事項，得舉行通信投票。」 

擬辦： 

1.開會期間請假者得採通信投票，系學術委員之通信投票期間，為開會通知單發出後至開會 

日期前一天下午 5:00 前，逕以 e-mail 通知系辦公室。 

2.依設置要點，投票（含上述通信投票）選舉系所各種委員，並於開會時開票。 

決議：本系學術委員會委員推薦朱紀實老師、翁炳孫老師、陳立耿老師、翁博群老師、王紹

鴻、吳進益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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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理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5 學年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選舉。 

說明： 

1.依據國立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免疫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理。 

2.本委員會設委員五至九人及候補委員一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3.本系自副教授以上師資、推薦系所外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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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近五年內於本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含）以上之

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名單中選舉，由得票數較高之 4人組成，另含召集人，共

5人。 

擬辦：本系務會議就校內外相關系所教授遴選適合擔任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之專家學者，送

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決議：推薦朱紀實老師、翁炳孫老師、劉怡文老師、陳立耿老師，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理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5 學年度系校外實習輔導小組選舉。 

說明： 

1.依據國立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辦理。 

2.自本系專任教師中選出三至五人擔任之，任期一學年，連選得連任，系主任兼召集人。 

決議：本系校外實習輔導小組推薦謝佳雯老師、王紹鴻老師、吳進益老師。 

 

 

提案十六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理本校 105 學年度招生策略推動委員會委員選舉。 

說明： 

1.依據 105 年 6 月 16 日 103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校長指示辦理。 

2.本系專任教師中選出三人擔任之，任期一學年。 

決議：推薦翁炳孫老師、王紹鴻老師、謝佳雯老師為招生策略推動委員會委員。 

 

 

參、臨時動議： 

案由：修訂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金辦法，提請討論。 

說明： 

1.鼓勵本校學生至本系申請學、碩士一貫學程。 

2.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金辦法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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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新辦法獎學金部分自106學年度開始實施。 

 

 

肆、散會：下午1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