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20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生命科學院會議室 

主席：朱院長紀實                                       紀錄：鄭靜芬                          

出席人員：曾委員慶瀛(畢業校友)、張委員德卿(校外學者專家)、王委員伯徹(產

業界代表)、吳主任思敬、賴主任弘智、鍾主任國仁、林主任芸薇、陳

主任俊憲、廖委員宏儒、陳委員哲俊、方委員引平、吳委員游源、謝

委員佳雯、翁執行長博群、郭瑋倫同學(生化系系學會) 

列席人員：陳特助宣汶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報告事項：本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之「人文關懷與社區參與」3學 

               分通識體驗課程，由本院水生生物科學系董哲煌老師、生物資 

               源學系呂長澤老師、林政道老師及人文藝術學院應用歷史學系 

               吳建昇老師共同授課，該門課程因與各系專業領域課程不相衝 

               突，因此為本院及各系所承認之通識課程。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本院各系所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實際開課與必選修科目冊之選修課程異動

案，提請  追認。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注意事項與開排課作業要點七、必選修科目表

訂定後之變更，必修科目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會後由系所上網公告周知；新增選修課程

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生物資源學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異動，業經 105年 5月 9日生物資

源學系 104 學年度第 5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第 1

頁)，課程異動如下：           

 

 

課程委員會附件資料.pdf
課程委員會附件資料.pdf


三、 生化科技學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業經 105年 11月 30 

日生化科技學系 105學年度第 1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 

       參閱附件第 2頁)，課程異動如下： 

   四、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業經 105 

       年 4月 20日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第 3頁)，課程異動如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本院各系所105學年度第2學期實際開課與必選修科目冊之選修課程異動 

      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注意事項與開排課作業要點七、必選修科目

表訂定後之變更，必修科目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會後由系所上網公告周知；新增選修

課程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食品科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業經 105 年 12 月 14 日

食品科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請參閱附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植物保護概論 3 選修 學士 3 黃啟鐘 原 2學分異動為 3學分 

寄生蟲學 3 選修 學士 3 陳宣汶 原 2學分異動為 3學分 

科學繪圖及實

作 

3 選修 學士 3 呂長澤 增列於 103學年度入學

(大三)必選修科目冊 

植群生態學 2 選修 學士 3 林政道 新開並增列於 103學年度

入學(大三)必選修科目冊 

生態資訊學 3 選修 學士 3 林政道 新開並增列於 103學年度

入學(大三)必選修科目冊 

野生動物救傷

與照護實務 

2 選修 學士 4 林文隆 增列於 102學年度入學

(大四)必選修科目冊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綠能生化科技

產業 

2 選修 學士班 4 蔡承佳 增開課程(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生技產業創業

與就業趨勢 

3 選修 學士班 4 謝佳雯 增開(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產業接軌與學

生創業 

1 選修 學士班 4 黃振瑋(兼

任講師) 

增開(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件第 4 頁)，異動課程如下： 

三、 水生生物科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業經 105 年 11 月 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暨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

附件第 5 頁)，課程異動如下： 

四、 生物資源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業經 105年 12月 7 

日 105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第 6頁)，

課程異動如下： 

五、 生化科技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業經 105年 11月 30 

日生化科技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

參閱附件第 2頁)，課程異動如下：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食品製程與品質管理

實務 

Food Processing and 

Quality Control 

Practice 

2 選修 碩士班

(食品科

技組) 

1 梁恩敏 新開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水族攝影 2 選修 學士班 4 賴弘智 新開(102學年度入學學

生適用)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入侵生物 2 選修 學士班 2 呂長澤 增列於 104學年度入學

(大二)必選修科目冊 

水生植物 2 選修 學士班 3 呂長澤 增列於 103學年度入學

(大三)必選修科目冊 

鳥類學 3 選修 學士班 3 蔡若詩 原 2學分異動為 3學分 

台灣原生植物的

欣賞與應用 

2 選修 學士班 4 彭仁傑 增列於 102學年度入學

(大四)必選修科目冊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微生物分子遺傳

學 

2 選修 學士班 3 陳義元 增開課程(103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基因改造技術應

用與檢驗 

2 選修 學士班 4 陳義元 增開課程(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醫學分子檢驗學 2 選修 學士班 4 陳瑞傑 增開課程(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生命科學畢業生

之菜鳥起飛 

3 選修 學士班 4 魏佳俐 增開課程(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六、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選修課程異動，業經 

       105年 4月 20日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4學年度第 3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及 105年 12月 8日 105學年度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 

       參閱附件第 7頁~第 8頁)，課程異動如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本院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暨各系所「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課程地圖」、「修課流程圖」及「職涯進路圖」，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務處 105年 10月 28日教務處通知院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依本

校課程架構、開課容量等原則，擬定 106學年度課程標準。(請參閱第 9

頁) 

二、 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本學程所開設課程皆為非母語授課課程，

業經 105 年 10 月 27 日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暨 2016 嘉義大學第六屆國

際植物化合物暨功能性評估國際研討會議審議通過及 105 年 11 月 17 日

105 學年度第 3 次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第 10 頁~第

17頁) 

三、 食品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業經 105 年 12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第 18 頁~第 59 頁) 

四、 水生生物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業經 105 年 11 月 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暨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請參閱第 60 頁~第 76 頁) 

五、 生物資源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業經 105年 12月 7日 105學年度第 2次

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請參閱第 77 頁~第 96 頁) 

六、 生化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業經 105 年 11 月 3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請參閱第 97 頁~第 115 頁) 

七、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業經 105年 12月 8日微生物

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5學年度第 1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請參閱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別 學制 年級 授課教師 備註 

生技產業職場

環境探索 

3 選 學士班 4 陳俊憲 增開(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科學演講技巧 1 選 學士班 1 朱紀實、翁博

群、王紹鴻 

增開(105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生技商品行銷

與設計 

1 選 學士班 4 游大為(兼任

講師) 

增開(102學年度入

學學生適用) 



附件第 116頁~第 140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本院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生化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課程地圖」、「修課流程圖」及「職涯 

      進路圖」，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業經 105 年 12 月 14 日 105 學 

年度第 2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請參閱第 141 頁~第 159 頁)。 

二、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業經 105年 11月 30日 105學年度第 1次

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請參閱第 160 頁~第 165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有關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院核心能力之 

      關聯性、核心能力指標案，提請 審議。 

說明：依據教務處 105年 10月 28日教務處通知院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依本 

      校課程架構、開課容量等原則，擬定 106學年度課程標準。(請參閱第 166~ 

      第 168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有關校核心能力與本院核心能力之關聯性案，提請 審議。 

說明：依據教務處 105年 10月 28日教務處通知院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依 

      本課程架構、開課容量等原則，擬定 106學年度課程標準。(請參閱第 169  

      頁)。 

決議：將校核心能力與院核心能力之關聯性進行部份修正。(如附件)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