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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九十九學年度第七次系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0 年 3 月 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系所辦公室(A32-624) 

出席人員：翁炳孫、陳俊憲、劉怡文、金立德、陳立耿、謝佳雯、翁博群、黃襟錦、吳進益、

莊晶晶、蔡宗杰、王紹鴻等教師 
 

主席：朱紀實                                                      記錄：黃子娟 

                                              
壹、報告事項： 

1.100.2.15 學生事務處通知，99 學年度弱勢學生助學金已審查完畢，並自 99-2 註冊繳費單

中扣除助學金，申請通過者需進行義務生活服務 20 小時。應屆畢業生未完成服務將不予辦

理離校手續。 

2.100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第二階段甄試日期訂於 4月 2日，生命科學館舉行。 

3.100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日期訂於 4月 17 日(星期日)。 

4.系所主任遴選。 

5.院將舉辦教師聯誼，敬請各位老師參加。 

6.執行教卓，a)系所專任教師非兼行政職(陳俊憲老師)、學生(大三甲陳若鳴)及行政人員一

名擔任校內管考委員；b)儀器設備費已核定；c)大一至大四學生之服務及產學見習。 

7.依據 100 年教育部獎勵大學卓越計畫，本校獲得補助，推動混程教學課程推廣計畫，本學

期(99-2)各系所推薦 2門課程申請。每門課程經期中審查通過後，提供教學資訊物品或印

刷費共計約 6000 元獎勵。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國立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請討論。 

說明： 

一、依人事室100年1月14日函辦理。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二、本委員會設委員五至九人（於每學

年首次系所務會議決定委員人數）

及候補委員一人。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

就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

二、本委員會設委員五至九人（於每

學年首次系所務會議決定委員

人數）及候補委員一人。系主任

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系務會議就本系專任教授、副

 

 

 

為確保推選之教授代表，

執行職務時客觀、公正，

且在專業上具備評審威

信，使其所作之決定，能

獲普遍之信服，爰於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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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若具教授資格者不到三分之二

以上，不足人數由本系系務會議就

校內外學術領域性質相近系（所）

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有相當教

授資格之研究人員中推選（票

選）。系教評委員須具備下列條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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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評

委員經系(所)務會議推選通過，送

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教授中推選產生。若具教授資格

者不到三分之二以上，不足人數

由本系系務會議就校內外學術

領域性質相近系（所）教授或國

內研究機構具有相當教授資格

之研究人員中遴選若干人，送請

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款修正院教評會推選委員

應有之資格條件。 

 

 

 

 

三、本系教評會審議相關事項，必要時

得經本系教評會決議，由系教評會委

員推選或聘請校內外資深學者組成

臨時性聘任或升等審查小組，負責教

師聘任或升等事宜後，再提本系教評

會審議，事後該小組即解散之。 

本系必要時得比照本系教評會

組成方式，聘請校內外資深學者組成

臨時性聘任或升等審查小組，負責教

師聘任或升等事宜，事後該小組即解

散之。該審查小組名單，須經本系務

會議推選後，送本系教評會審議決

議，依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可後聘任

之。 

三、本系教評會審議相關事項，必要時

得經本系教評會決議先聘請校內

外資深學者組成臨時性聘任或升

等審查小組，負責教師聘任或升等

事宜後，再提本系教評會審議，事

後該小組即解散之。 

本系必要時得比照本系教評

會組成方式，聘請校內外資深學者

組成臨時性聘任或升等審查小組，

負責教師聘任或升等事宜，事後該

小組即解散之。該審查小組名單，

須經本系務會議推舉後，送本系教

評會審議決議，依行政程序簽奉校

長核可後聘任之。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變更。 

四、本委員會不定期舉行，開會時應有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出

席，始得開議；有關教師解聘、停

聘、不續聘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之

規定辦理外，應經出席並參加表決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贊同，始

得通過。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

席。投票採無記名單記方式進行。

聘任及升等案之審議不得低階高

審，低階者不得參與審查及表決，

四、本委員會不定期舉行，開會時應

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

之出席，始得開議；有關教師解

聘、停聘、不續聘需依教師法第

十四條之規定辦理外，應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贊同，

始得通過。可否同數時，取決於

主席。投票採無記名單記方式進

行。聘任及升等案之審議不得低

階高審，低階者不得參與審查及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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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委員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含）

出席，始得作成決議。系教評會審

議之紀錄，應陳報校長核定後實

施。 

表決，高階委員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含）出席，始得作成決議。

系教評會審議之紀錄，應陳報校

長核定後實施。 

六、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

員列席報告或說明，評審委員於審查

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

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為代表著作共同作者之升等案時，應

自行迴避，不得參與評審。有具體事

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

偏頗之虞者，申請人得向教評會申請

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及事實，

並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委

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見書，由本

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之。教評會委員

有上述所定情形不自行迴避，而未經

當事人申請迴避者，主席得經教評會

決議，請該委員迴避。委員迴避時，

不計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人數。 

委員迴避後如不足法定應出席

人數，得經教評會決議由系（所）

務會議推選符合該教評會所定資格

條件之校內外教師擔任該議案之臨

時委員，補足迴避前人數，以行使

委員職務，並應將臨時委員名單於

事前通知當事人。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

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

所做之決議與本校或法令規定顯

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院教評會得

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六、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

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評審委員於

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

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應

自行迴避，不得參與評審。有具體

事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對於評審案

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請人得向教評

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

及事實，並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

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

見書，由本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

之。教評會委員有上述所定情形不

自行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

者，主席得經教評會決議，請該委

員迴避。委員應自行迴避時，不計

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人數。 

 

 

 

 

 

 

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

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

評會所做之決議與本校規定或

法律規定顯然不合時，院教評會

得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變更。 

九、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依行政程序報校及院教評會核

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依行

政程序報校及院教評會核備，並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變更。 

擬辦：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依行政程序報校及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4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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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討論。 

說明：  

1.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系專題研究實施辦法辦理(附件一)。 

2.修習「生命科學專題研究」的學生名單，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apmicro/commun1811.doc 

3.參與論文競賽學生需經指導教授同意報名參加論文比賽，並於4月25日前交一份論文摘要給

指導老師，再請應屆畢業班導師集結成冊。 

4.海報展示： 

(1) 4/25 摘要收集（莊晶晶、蔡宗杰老師） 

(2) 4/27 海報.ppt 檔收集（班代） 

注意：設計版面寬 80×高 100 ㎝ 

   (3) 5/2-5/6 海報張貼（系辦，綜教六樓） 

(4) 海報板 10 個（20 面），板子大小：90×180 ㎝（設計版面寬 80×高 100 ㎝） 

5.依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學生論文競賽辦法(附件二)，本系於大學部四年

級學期結束前，舉辦大學部論文壁報發表會，經由教師評定成績，選取績優論文若干篇進

行口頭發表，再經全系教師評定最後成績，選取若干名給予獎勵。由本系全體老師擔任評

審委員，但各教師對論文指導的學生不評分，並請應屆畢業班導師擔任召集人。 

6. 論文海報展示與論文宣讀時程表及評分標準 

日期 流程內容 

100 年 05 月 02 日至

100 年 05 月 06 日 

在綜合教學大樓中央走廊論文海報展示 

論文海報評分項目（40%）：海報研究成果（20%）、海報圖文編排（10%）、

海報版面設計（10%） 

100 年 05 月 02 日至

100 年 05 月 06 日 

論文宣讀同學請至系辦報名（未報名者視同棄權），並在系辦抽籤、排序

論文宣讀時間：10 分鐘 

評審老師提問與答詢：10 分鐘 

論文宣讀評分項目（60%）：口頭報告內容呈現（20%）、口頭報告投影片

製作（10%）、口頭報告時間控制（10%）、口頭報告問題回答（20%） 

100 年 05 月 04 日 1.寄送宣讀 Power Point 檔案時間：100 年 05 月 03 日以前 

2.論文宣讀地點：綜合教學大樓研討室(A32-606) 

3.論文宣讀時間：100 年 05 月 04 日 13:30。 

4.學生論文競賽評分表：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apmicro/commun18c.doc 
5.論文競賽評審老師：本系全體教師，但各教師對論文指導的學生不評

分。每位評分人之合計總分的最高分與最低分，不計入成績。 

6.其餘各評審老師依評分結果排序，依全體評審老師排序結果加以統

計，決定名次及優等或佳作。 

100 年 06 月 08 日 論文競賽評審結果揭曉及頒獎 

頒獎地點：生命科學館演講廳(A25-307) 

頒獎時間：100 年 06 月 08 日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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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論文競賽結果公告 

(1)本論文競賽獎勵績優者，錄取優等 1名（每名五千元）、佳作 2名（每名三千元），並發給

獎狀一紙，以資鼓勵。 

(2)系辦公室於收到裝訂成冊之論文時，方始發給該得之獎學金（系辦）。 

(3)系網頁公告：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apmicro/commun18b.doc 
8.未盡事宜，由評審委員討論決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修訂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論文指導機制及流程規定（100學年度入學

新生適用），請討論。  

說明：  

1.必修課程：專題討論(4學分)、論文選讀(2學分)、論文寫作(2學分)、畢業論文(6學分) 

必選課程：包含微生物學特論、免疫學特論、生物醫學特論及生物藥學特論，為4選1取3

學分，共3小時。 

2.課程標準修訂經99.12.23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