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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系務會議 

110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3月 23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貳、地點：生資系館 2樓會議室（A24-205） 

參、出席人員：許富雄、黃啟鐘、邱郁文、方引平、劉以誠、蔡若詩、陳宣 

汶、呂長澤、林政道、張素菁等老師 

  

肆、主持人：許富雄主任                                                                紀錄：沈枚翧 

伍、主席報告： 

1.近日嘉義地區有較多疫情案例，請大家提升安全防護。若有確診個案足

跡重疊或收到細胞簡訊通知者，請落實自我健康監測並回報系辦及校防

疫小組。 

2.【非母語授課】111-1 學期申請通知，老師若欲開設「全英語課程(非母

語授課)」課程，教師如欲申請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非母語授課，請於 3

月 30 日前將全英語授課申請表及相關附件)向系辦提出申請，俾利召開

系課程委員會審查(擬訂系課程會議時間)，於 4 月 21 日前將全英語授課

申請表及相關附件，擲回教務處備查。 

3.依教務處 111 年 1 月 19 日通知有關「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及「國立嘉義大學學位論文或報告蒐集辦法」須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及

專業領域自訂相關審查機制，以強化學生論文品保機制，且日後列入系

所評鑑。本系依生命科學院訂定之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碩、博士學

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學位論文

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據以辧理研究生學位考試審

查論文專業領域及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等事項。 

4.為了安排 111-1 課程，敬請各位老師於 3/25(星期五)之前將授課課程調查

表(如附檔)簽完名後擲回系辦公室彙整，以利於 4/11 日開課作業。謝謝

各位老師合作！ 

5.請各位老師在本週五(3/25)前提供這學期外邀講座：演講者、職稱、題目、

日期、時間及地點等相關資訊，以利系辦製作本學期講座海報。 

6. 110年第 2學期觀課活動開跑！各學系由主任推派至少 1-2位師長參與，

以未曾參與過觀課活動之師長為優先，並於 111年 3月 31日（四）前送

回觀課教師名單。 

7.有關臺北醫學大學團隊辦理本(111)年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行為調查計畫，

本系被選中的班級為大一及大三，日期安排在 3月 30日(星期三) 大一先

行做調查時間在下午 1：20～2：10分 (地點在大四教室 A24-207)，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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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10(地點在大三教室 A24-105)，請大一及大三導師在 3 月 30

日安排班上學生參與。 

8.本系大四教室數位學習教室設備基礎操作及互動觸控顯示器軟體應用教育

訓練，請各老師商議時程，以利系辦通知廠商至本系講解操作方式。 

9.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甄選入學 6 名：林翰昇、金沛澐、林榮未、劉恩、

黃敬婷(本系學生計 5 名)、劉又綾(外校學生 1 名)及碩士考試入學學生 4

名：郭嘉惠、蕭逸慈(本系學生計 2 名)、吳純瑋、黃逸凡(外校學生 2 名)

均己完成報到。 

10.系館預定於暑期進行牆面粉刷維護。 

11.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委請陳宣汶老師負責人於 111 年 4 月 5 日

前，至校務行政系統/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申

報窗口，填報 111 年 1 月至 3 月運作紀錄，俾利本校依規定向主管機關

完成申報作業。 

12.檢視本系摺頁內容及提供照片並修改簡介內容，並於 111 年 3 月 28 日前

回傳院辦信箱，以利各單位協助宣傳並公開本校辦學資訊，提升高教公共

性並有利於招生。請提供近期、具代表性且解析度清晰之照片檔至少 1 張

(jpg 原始檔及檔案大小不超過 5M)，照片檔案名稱請以圖片說明命名，例

如新春聯誼大合照、蘭潭校區學生宿舍、師範學院與美國愛達荷大學學術

交流。 

13.本系原定 5月 25日召開 110學年度第 11次系務會議暨課程委員會議延

後至 6月 8日召開。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推薦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2 名暨選薦旁聽委員 1 名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11年 3月 2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1。 

二、依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第二條：本辦法獎勵對

象為本校任教滿三年(任教年資計算至遴選當學年度除外，回溯六學期)以

上之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任及專案教師)，熱心教學堪為

表率，且無本辦法第五條不再推薦之情形者，得經推薦評審獎勵之，如

附件 2。 

三、評審標準：依據「課程與教材力求精進者」、「教學與學習輔 導認真者」、

「學習評量績效卓著者」、「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 發展者」等方面評審

之。 每次至多推薦二位參加所屬各學院之遴選。 

四、本次計分學年度為 107-109 學年度，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績優評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務會議/110第9次/附件1-教務處通知.pdf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務會議/110第9次/附件2-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110年_5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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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項目積分排序，如附件 3。 

五、選薦旁聽：各學系推派 1 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各學系教師教學評量前

50%，且教學質性意見優良者)組成選薦小組。就受推薦教師選薦旁聽。

以受推薦教師大學部必修課程優先。實施方式，由選薦小組委員決定採

全程錄影後觀看或至課程現場旁聽。 

六、敬請受推薦教師將基本條件證明，教學績優教師申請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4

月 15日(星期四)前送院辦理評選。 

決議：1.本系教學績優推薦陳○○及蔡○○等 2位老師，請 2位老師依規定準

備資料，於 4月 15日前(星期四)送院辦理。 

2.本系教學績優旁聽委員推薦劉以誠老師擔任。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推薦優良導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辦理，如附件 4。 

二、依據本校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理。檢送資料以擔任班級或認輔導師

累計滿三學年之生輔相關資料為主，包括執行下列各項職責具體事實和

成果： (1) 學生活動 、(2 )生活輔導 、(3)學習輔導 、(4) 生涯輔導、 (5) 

危機處理、 (6) 系統合作、 (7) 導師會議、 (8) 輔導紀錄。 

三、優良導師候選人，由各系(所)於每年四月間推薦近五年(含當學期)擔任班

級導師年資三年以上之現任導師（含進修部），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後，

受推薦導師應填寫「優良導師推薦表」，並檢附佐證資料，於 4月 15日

（星期四）前推薦優良導師侯選人選送交生命科學院辦公室，參加甄

選。 

決議：本系推薦黃○○老師參加優良導師甄選，請黃○○老師依規定準備相

關資料，於 4月 15日前(星期四)送院辦理。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生命科學院學生學術研究成果優良海報評選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11年 3月 7日生科院通知辦理，如附件 5。 

二、本系未辦理初賽，故至少須推薦學士班 5 名及碩士班 5 名同學參加生科院

辦理之複賽(未推薦 5 名同學者取消參賽資格)，同一學制若有參加生科院

優良海報競賽且有獲獎的同學請勿再推薦。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務會議/110第9次/附件3-生命科學院教師代表名單.pdf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務會議/110第9次/附件5-111年度學生成果海報競通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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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成果海報競賽參賽學生名單請於 111 年 4 月 15 日前寄至院辦信箱，參

賽海報請於 111 年 5 月 23 日截稿並張貼完成，並於 111 年 5 月 25 日於本

院綜合教學大樓 7樓中堂進行評選。  

四、推薦本系 110年度學生成果海報競賽評審 2名教師擔任評審委員，推薦名

單請於 111年 4月 15日前送交院辦。 

決議：1.推薦本系學士班：盧○○、林○○、彭○○、邱○○、陳○○、鄭○

○、吉○、許○○、鄭○○共 9位同學及碩士班黃○○、卓○○、

呂○○、李○○、黃○○、鄧○○共 6同學參加競賽。 

2.推薦本系林○○老師及張○○老師擔任評審委員。 

提案四 

案由：生物資源學系推選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及續任評鑑委員教師代

表 1人，提請推選。 

說明： 

一、依生科院 111年 3月 10日通知辧理。 

二、依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詳如附件 6)第二條:院長遴選委

員會及續任評鑑為五至十七人，其成如下： 

(一)副校長人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二)其餘委員包括該學院 教師代表及校外專業人士。由所屬編制內各系（所、

中心 、學位程 ）(以下簡稱系 )之系務會議 推選該系專任教師代表一人產

生，惟該學院所屬之系總數未達三個單位者，則推選之教師代表以三人為

限；校外專業士由校長就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遴聘一至三人。遴選委員如被

推薦為院長候人時，應即辭去職務其遺缺依規定補足之。 

三、因應院長遴選委員會組成，各系須推選 1員專任教師代表及含候補教師

代表 1員。 

決議：推選邱○○老師為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陳○○老師為院長遴選委員

會侯補委員。 

提案五 

案由：為配合語言中心舉辦與外師有約活動，每系協助推薦 1-2 位老師參與，

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語言中心 110 年 3月 9日通知辦理。 

二、因應 2030國家雙語政策，本校刻正執行學生雙語化學習之普及提升計

畫，為協助老師開設 EMI之課程，語言中心針對各院老師，另規畫「教

師版」的線上與外師有約活動，以增進老師英語口說練習之機會。 

三、各學院 「線上與外師有約」英語口說活動時間調查並調查方便參加的時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務會議/110第9次/附件6-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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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下： 

活動預計於期中考後某一週次開始進行，將試行 4週 

星期二 15:20-15:50 

星期二 15:55-16:25 

星期二 16:30-17:00 

星期三 12:30-13:00 

星期三 13:05-13:35 

星期三 13:40-14:10 

三、推薦本系 1-2 位老師參與。 

決議：推選陳○○老師(星期二 15:55-16:25)、蔡○○老師(星期三 12:30-13:00)

等 2位老師參與。 

提案六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 111學年度本系支援嘉中科學班普通生物課程的授課老師，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教務處綜合行政組通知辦理。 

二、支援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普通生物課程，時間為星期五下午 5-7 節，支授

教師為許○○、蔡○○、張○○等 3位老師。110-2支授教師為邱○○、

呂○○、林○○等 3位老師。 

三、推派 111學年度支援嘉中科學班普通生物課程的授課老師。 

決議：111-1支援嘉中科學班的授課老師：許○○、陳○○、張○○等 3位老

師協助。 

111-2支援嘉中科學班的授課老師：邱○○、呂○○、林○○等 3位老

師協助。 

提案七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專題研究」實施辦法草擬案，提請

討論。 

說明：檢附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專題研究」實施辦法(詳如附件 7)。 

決議：修正後通過。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務會議/110第9次/專業研究-專業實習辦法/附件7-☆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專題研究實施辦法(草案)1110318-1-HSU.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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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專業實習」實施辦法草擬案，提請

討論。 

說明：檢附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專業實習」實施辦法(詳如附件 8)。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九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生物資源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11年 1月 19日通知辦理(詳如附件 9)。 

二、有關「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詳如附件 10)及「國立嘉義

大學學位論文或報告蒐集辦法」(詳如附件 11)須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及

專業領域自訂相關審查機制，以強化學生論文品保機制，且日後列入系

所評鑑。 

三、本系配合訂定碩、博士學位論文審查品保機制處理要點，詳如附件 12。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柒、臨時動議： 無 

捌、散會：下午 2：50分 

file:///D:/生物資源學系/4%20biors03/會議相關/系務會議/110第9次/專業研究-專業實習辦法/附件8-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專業實習實施辦法1110321-HSU.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