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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108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紀錄 

一、 時間：108年 11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3：00分。 

二、 地點：生物資源館 2樓會議室（A24-205）。 

三、出席人員：許富雄主任、劉以誠老師、蔡若詩、陳宣汶老師、校外

專家謝泊娟(請假)、業界代表林宏榮、學生代表吳崑齊同

學。 

三、 主持人：許富雄                              紀錄：沈枚翧   

四、 報告事項： 

五、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 108年 10月 18 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1)。 

二、本案業於 108學年第 4次系務會議決議(108.11.15召開)，本系 109

學年度大學部必修課程修訂如下： 

1.院共同必修 12學分(含有機化學 4學分、微生物學 4 學分及生物化

學 4學分，共計 12 學分)。 

2.系基礎必修課程 19學分(含普通化學 3 學分、普通化學實驗 1 學分、

生物學(I)3學分、生物學實驗(I)1 學分、生物學(II)3學分、生物學實

驗(II)1 學分、生物統計學 3 學分、系統分類學 2 學分、遺傳學 2 學

分)。 

3.系核心必修課程 18學分(含生物多樣性 2 學分、生態學（Ｉ）3 學

分、生態學(II) 3 學分、科學研究概論 2 學分、生物資源取樣及調查

技術 2 學分、生物資源取樣及調查技術實習 2 學分、書報討論(I)1

學分、書報討論(II)1 學分、自然保育法規與實務 2 學分)。 

三、本系擬修訂 109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請參考 108學年度必選修

科目冊大學部(附件 2)。 

決議：必修課程照案通過，選修課程依各教師增開與調整課程修訂後

通過，並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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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 108年 10月 18日通知辦理。 

二、依教務處 108.11.20書函:統一全校碩士班中、英課程名稱「碩士

論文 Thesis」，上、下學期各 3學分，0學時(經學校 108.11.5召

開 108學年第 1次教務會議決議)，如附件 3書函。 

三、本案業於 108學年第 4次系務會議決議(108.11.15召開)，本系 109

學年度碩士班必修課程修訂如下：本系 109 學年度碩士班必修課程

修訂其他說明：至少應修畢本所專業選修 12 學分，請參考 108學年

度必選修科目冊碩士班(如附件 4)。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09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

涯進路圖」(含畢業生就業途徑、升學領域)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8 學年度課程標準進行修訂。 

二、檢附 108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涯

進路圖」(如附件 5)。 

決議：依 109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調整修改。照案通過，並送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09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

涯進路圖」(含畢業生就業途徑、升學領域)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8 學年度課程標準進行修訂。 

二、檢附 108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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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路圖」(如附件 6)。 

決議：依 109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調整修改。照案通過，並送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系抵修通識選修學分之必修課程擬列為不採認課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務通識教育組 108年 11月 18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7)。 

二、另自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起，本校學士班（含進修學制）學生可修

習本學系以外之他系專業必修課程採計為通識教育選修學分(惟

不可跨部選修)；依據本校各系專業必修課程抵修通識教育選修學

分注意事項第 3點第 2項第 2款：「各系提出之專業必修課程，須

經各系院確認為通識教育選修學分採認課程」(如附件 8)。 

三、檢附本系專業必修課程名稱清單(外系學生得採計為通識教育選修

學分之必修課程名稱，如附件 9)。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不納入本系通識教育學分採計

課程如下： 

序號 學系 永久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年級 歸屬領域 

 9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3B00118 生物學(I) 2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0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3B00121 生物學(II) 2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1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3B00057 微生物學 3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12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3B00029 遺傳學 3 大一 生命探索與環境關懷 

35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3B00005 普通化學 3 大一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36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33B00099 生物統計學 2 大三 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 

 

提案六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生物資源學系大學部學院院共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綱，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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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108年 11月 5日 108學年度第 1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

議，109學年度將院共同必修課程調整為有機化學 4學分、微生物

學 4 學分及生物化學 4學分，共計 12 學分。 

二、依據本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第 6項，「核備學院院共

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綱」，請各系所於 108年 12月 16日(星期

一)前，彙整所屬系所之「必選修科目冊」及「學院 院共同必修

學科教學內容大綱」，(需經系所)連同「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紙本)送院辦 公室彙整，俾便 109年 1月 8日召開院課程規劃委

員會審議。 

三、檢附學院院共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綱(如附件 10)。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七 

案由：本系 108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 108年 10月 7日通知辦理。 

二、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辦理(附件 11)。 

三、108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如下： 

課程 

名稱 

學分/ 

學時 

必/選

修別 
學制 年級 

教師 

姓名 
異動原因 說明 

害蟲生物防治 3/3 選修 大學部 三 黃啟鐘 

授課年級大 3/3 學

分/學時修正為

2/2 學分/學時 

106 必選

修科目冊 

海洋學 3/3 選修 大學部 二 邱郁文 

原大 1 第 2 學期

修訂為大 2 第 2

學期 

107 必選

修科目冊 

生態資訊學 3/3 選修 大學部 三 林政道 

原為大 3 第 1 學

期開課修訂為大 3

第 2 學期開課 

107 必選

修科目冊 

蟲害管理特論 3/3 選修 碩士班 一 黃啟鐘 

授課年級碩一，

3/3 學分時修正為

2/2 學分/學時 

108 必選

修科目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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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關係特論

(英文授課) 
2/2 選修 碩士班 一 陳宣汶 

原為碩一上學期

修訂為碩一下學

期 

108 必選

修科目冊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108-2學期預計新開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 108 年 10月 7日通知辦理。 

二、預計增開 108 學年第 2 學期新開授之選修課程如下：(教學大綱

如附件 12)      

課名 
學分

學時 

必選 

修別 
年級 學期 學制 

教師 

姓名 
修正內容 

軟體動物學(含實

驗) Malacology 
2/2 選修 四 二 學士班 邱郁文 

新增課程(新

增永久課號)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4點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