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 紀錄
壹、 時間：10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 五 ）中午 12 點 40 分
貳、 地點：食品系館三樓會議室
參、 出列席人員：林金源教授（請假）、鄭清和主任工程師（請假）、林景修副總經理（請
假）
、
翁義銘老師、徐錫樑老師、王璧娟老師、吳思敬老師、許成光老師、
黃健政老師（出國）、左克強老師、廖宏儒老師、林淑美老師、楊懷文老
師、呂英震老師、馮淑慧老師、陳志誠老師（出差）、張文昌老師、劉中
翔同學、任綉欽小姐、林徽娟小姐
主席：羅至佑 主任
記錄：林徽娟 小姐
肆、 主席報告：
一、 未來大二下學期專題製作（I）課程在學生內部分組時，每位老師原則上至多 3
位學生，並請依順位排序，避免產生研究室學生分佈不均問題。未收學生之教
師，則無法計入該課程為授課鐘點。
二、 為配合本系課程異動，請日間部大學部及進學士班導師協助提醒學生，本系生物
學、微積分應避免被當，或是應儘早到外系重補修學分。
三、 107-2 配合生科院全英學程課程之教師：
1.專題討論（Ⅰ）：廖宏儒老師。
2.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Health Foods（健康食品理論與應用）：羅至佑
老師。
四、 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處理原則（107.08.14 新增訂），請參考附件 1
P1。
五、 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請參考附件 2 P2-4。
六、 本校實際開課總量管控要點，請參考附件 3 P5。
七、 截錄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107.10.09）：
1. 本校自 107 學年度起通識教育必修「服務學習」課程，調整為「校園服務」課
程，每學期至少 18 小時，提請報告。
2. 108 學年度第一階段加退選訂於開學前 1 週實施，第二階段加退選時程為開學
後第 1 週，開學後第 2 週為逾期加退選。
八、 本系系課程校外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所提之建言內容：
附件資
提案內容
建議內容（請條列式說明）
料頁次
1.學校在專業能力有一定的培育成效，現
專題製作：培
林景
今在職場上口語表達的能力相對重要，藉
育學生對資料
修委
由『專題製作』的課程，培育學生做資料
製作；蒐集與
員
蒐集；整理；製作；與表達，有助於提升
表達能力
學生在職場上的亮點。
P10~16 105/106 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自我推
鄭清 共識課程是否
薦能力給分均較低,除了所提的自我改善作
和委 開設人際關係
法--鼓勵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之外,是否
員
相關課程
在共識課程開設人際關係相關課程,內容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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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內容

附件資
料頁次

建議內容（請條列式說明）
1.如何自我推薦
2.面試應答技巧
3.簡報製作要領
4.----

九、 本系系課程委員學生代表劉中翔之報告內容，請參考附件 63。
伍、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106.11.29）事項：
提案一：本系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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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系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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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系107學年度入學日間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系107學年度入學進修部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系107學年度入學碩士班食品科技組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本系107學年度入學碩士班保健食品組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本系107學年度入學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決 議：1.照案通過。
2.如學生有加修「教學實務與實習」（I）、（II）、（III）、（IV）等課程，
學分數分別為1學分（選修），但是不計入本系最低專業選修畢業學分數。
提案八：本系107學年度入學博士班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決 議：1.照案通過。
2.如學生有加修「教學實務與實習」（I）、（II）、（III）、（IV）等課程，
學分數分別為1學分（選修），但是不計入本系最低專業選修畢業學分數。
提案九：本系105-2業師協同教學追認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本系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微型課程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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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審查106-1業師協同教學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生命科學院所提之環境永續水產產業-生態養殖產業加
值人才培育計畫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1.課程修訂：
課程名稱
上課學制
課程修別 學分數
時數
授課教師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食科系碩班
選修
2
2
黃健政
食品衛生與安全
食科系大學部
必修
2
2
翁義銘
食品衛生與安全特論
食科系碩班
選修
2
2
徐錫樑
2.課程修改後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106-2 開設「全英語課程(非母語授課)」課程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陸、 討論事項及決議：
提案一：本系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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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
論。
說 明：各學期各班制開課應依各學年新生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內容而定，但因時勢
潮流會有所異動，針對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課程異動部分已彙整如附件
4 P6，請 卓參。
1.研究所博士班：無異動。
2.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組：食品產品開發特論/張文昌（學期異動）、教學
實務與實習(III)/全系教師（新增課程）
3.研究所碩士班保健食品組：教學實務與實習(III)/全系教師（新增課程）
4.日間大學部：食品毒物學/吳思敬（學期異動）
5.進修部食品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無異動。
6.進修學士班：無異動。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系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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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
論。
說 明：各學期各班制開課應依各學年新生入學之必選修科目冊內容而定，但因時勢
潮流會有所異動，針對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課程異動部分已彙整如附件
5 P7，請 卓參。
1.研究所博士班：無異動。
2.研究所碩士班食品科技組：無異動。
3.研究所碩士班保健食品組：保健食品/張文昌（學期異動）。
4.日間大學部：自由基概論/吳思敬（學期異動）。
5.進修部食品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新開課程：「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od
Safety and Regulations）」，1 學期，選修 2 學分，2 學時。
(2)新開課程：「食品產品開發特論」，1 學期，選修 2 學分，2 學時。
(3)新開課程：「食品化學特論（Special Topics on Food Chemistry）」，
1 學期，選修 2 學分，2 學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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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進修學士班：食品法規/張文昌、新產品開發/張文昌（學期異動）。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系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自我改善具體作法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職涯中心 107.01.25 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6 P8-9。
2.提供「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報告」（附件 7 P10-11），針對
「對系所之意見與看法」及「就業力自我評估」，具體提供自我改善具體
作法，請參考附件 7-1 P12。
3.綜合以上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以作為本系調整人才培育
目標、課程與教學措施及軟、硬體設備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系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自我改善具體作法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職涯中心 107.11.05 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8 P13。
2.提供「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報告」（附件 9 P14-15），針對
「對系所之意見與看法」及「就業力自我評估」，具體提供自我改善具體
作法，請參考附件 9-1 P16。
3.綜合以上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以作為本系調整人才培育
目標、課程與教學措施及軟、硬體設備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系 107 學年度課程結構外審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教務處「107 學年度課程結構外審手冊」辦理，請參考附件 10 P17-33。
2.本系日間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結構報告書已業於 107.11.08 以 email 方式傳送給大家參考。
3.本系課程結構外審委員之意見：
（1）日間學士班，請參考附件 11-1 P34-37。
（1）日間碩士班食品科技組，請參考附件 11-2 P38-41。
（3）日間碩士班保健食品組，請參考附件 11-3 P42-45。
（4）博士班，請參考附件 11-4 P46-49。
4.本系 107 學年度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請委員們惠提說明意見。
決 議：照案通過，送生科院備查。
提案六：本系108學年度入學日間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教務處及生科院107.10.8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12 P50）。
2.108學年度入學日間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依往例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
冊及107學年度第1、2學期實際開課課程作為課程架構。（107學年度日間大
學部必選修科目冊，請參考附件13 P51-6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草案)
異動說明
通識課程
30
30 學分
院共同課
必
12 學分
12 學分
程
修
67
67
26 學分
26 學分
課 基礎學程
程 核心學程
29 學分
2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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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專
業
選
修
課
程

107 學年度
食品加工與食品工程學程
食品微生物與生物技術學程
營養與保健食品學程
食品化學與分析學程

108 學年度(草案)

異動說明

食品科技組
(實務型)

須修讀本系
課程至少 16
學分以上，
且至少擇 1
學程修畢

保健生技組
（學術型）

自由選修
15 學分
15 學分
畢業學分
128 學分
128 學分
（2）「校外實習課程」：專業實習（三上/必修/1學分）
（3）終端課程(CAPSTONE COURSE)：專題製作 (III)（三下/必修/1學
分）
3.「畢業生就業途徑」：依系所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流向調查，於UCAN平台16項
職涯類型共66項就業路徑名稱中，選出與之相符者，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
目與那些就業路徑有關並提會審議，據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就業路徑，其
中與本系相關之職類，請參考附件14 P67-68；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作為調整主體，課程對應UCAN職類，請參考附件15 P69-82。
4.「升學領域」提會審議：依畢業生流向調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升學領
域，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目與那些升學領域有關並提會審議，請參考附件
16 P83-85。
5.108學年度入學日間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如果異動者，則三圖也需同時更
新；另外有關每一科目對應的各種項次。請各位老師務必詳細檢視中英文
課程名稱及核心能力對應項次及相關內容是否適當？
(1)課程架構圖，請參考附件17 P86；
(2)修課流程圖，請參考附件18 P87；
(3)職涯進路圖，請參考附件19 P88。
6.校級、生命科學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檢視系所(學程)核心能力與
院核心能力之關聯性，請參考附件20 P89。
7.請檢視是否修訂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基本能力指標、課程領
域、課程職類、職涯類型（就業途徑），請參考附件21 P90-92。
8.本校課綱共同會考課程：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等3門。
9.生命科學院院共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綱，請參考附件22 P93。
決 議：1.專業選修學程由原107學年度4個學程，自108學年度起修改為2個學程，分
別為食品科技學程（英文：？，實務型)、保健生技學程（英文：？，學
術型）。
2.修正後照案通過。
提案七：本系108學年度入學進修部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教務處及生科院107.10.8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12 P50）。
2.108學年度入學進修部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依往例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
目冊及107學年度第1、2學期實際開課課程作為課程架構。（107學年度入學
進修部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請參考附件23 P94-108）
★修訂重點：（必選修科目冊異動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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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
修 學分 開課
課程名稱
別 數 學期

修改後
修 學分 開課
課程名稱
別 數 學期

說明

開課學年、
學期調整
為配合日間部大學部課程調整，進修學士班則同步修訂調整相關課程。
3.「畢業生就業途徑」：依系所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流向調查，於UCAN平台16項
職涯類型共66項就業路徑名稱中，選出與之相符者，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
目與那些就業路徑有關並提會審議，據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就業路徑，其
中與本系相關之職類，請參考附件14 P67-68；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作為調整主體，課程對應UCAN職類，請參考附件24 P109-134。
4.「升學領域」提會審議：依畢業生流向調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升學領
域，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目與那些升學領域有關並提會審議，請參考附件
25 P135-136。
5.108學年度入學進修部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如果異動者，則三圖也需同時更
新；另外有關每一科目對應的各種項次。請各位老師務必詳細檢視中英文
課程名稱及核心能力對應項次及相關內容是否適當？
(1)課程架構圖，請參考附件26 P137；
(2)修課流程圖，請參考附件27 P138；
(3)職涯進路圖，請參考附件28 P139。
6.校級、生命科學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檢視系所(學程)核心能力與
院核心能力之關聯性，請參考附件20 P89。
7.請檢視是否修訂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基本能力指標、課程領
域、課程職類、職涯類型（就業途徑），請參考附件21 P90-92。
決 議：照案通過。
食品原料學

選

2

四

食品原料學

選

2

一下

提案八：本系108學年度入學碩士班食品科技組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教務處及生科院107.10.8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12 P50）。
2.108學年度入學碩士班食品科技組必選修科目冊：依往例以107學年度必選
修科目冊及107學年度第1、2學期實際開課課程作為課程架構。（107學年度
碩士班食品科技組必選修科目冊，請參考附件29 P140-153）
★修訂重點：
（1）依據依教育部107年8月9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127170號函，教育部
針對現行教學助理不再進行學習型及勞僱型分流措施，學生兼任教學助理
(教學獎助生)一律歸為勞僱型並享有勞健保相關保障。自108年2月1日起實
施各校聘用教學助理採全面納保。本處配合修正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要
點，建請學系勿列入「教學實務與實習」課程。
3.「畢業生就業途徑」：依系所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流向調查，於UCAN平台16項
職涯類型共66項就業路徑名稱中，選出與之相符者，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
目與那些就業路徑有關並提會審議，據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就業路徑，其
中與本系相關之職類，請參考附件14 P67-68；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作為調整主體，課程對應UCAN職類，請參考附件30 P154-186。
4.「升學領域」提會審議：依畢業生流向調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升學領
域，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目與那些升學領域有關並提會審議，請參考附件
31 P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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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8學年度入學碩士班食品科技組必選修科目冊如果異動者，則三圖也需同
時更新；另外有關每一科目對應的各種項次。請各位老師務必詳細檢視中
英文課程名稱及核心能力對應項次及相關內容是否適當？
(1)課程架構圖，請參考附件32 P189；
(2)修課流程圖，請參考附件33 P190；
(3)職涯進路圖，請參考附件34 P191。
6.校級、生命科學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檢視系所(學程)核心能力與
院核心能力之關聯性，請參考附件20 P89。
7.請檢視是否修訂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基本能力指標、課程領
域、課程職類、職涯類型（就業途徑），請參考附件21 P90-92。
8.在105-2第1次系務會議中：有關是否承認外系選修學分列為碩士班畢業學
分案，決議結果為：列入下次系課程會議提案審議，於108學年度碩士班
必選修科目冊中說明欄加註：「至少應修畢本所專業選修14學分，即承認
外系選修學分6學分」。
※因本系的大學部開課容量的限制，本系教師未來在碩士班開課可能性較
大，為確保選課人數可達到本系課程開課門檻，建議是否「調降」承認外
系選修學分上限，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本系108學年度入學碩士班保健食品組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教務處及生科院107.10.8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12 P50）。
2.108學年度入學碩士班保健食品組必選修科目冊：依往例以107學年度必選
修科目冊及107學年度第1、2學期實際開課課程作為課程架構。（107學年度
入學碩士班保健食品組必選修科目冊，請參考附件35 P192-205）
★修訂重點：（必選修科目冊異動對照表）
（1）依據依教育部107年8月9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127170號函，教育部
針對現行教學助理不再進行學習型及勞僱型分流措施，學生兼任教學助理
(教學獎助生)一律歸為勞僱型並享有勞健保相關保障。自108年2月1日起實
施各校聘用教學助理採全面納保。本處配合修正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要
點，建請學系勿列入「教學實務與實習」課程。
3.「畢業生就業途徑」：依系所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流向調查，於UCAN平台16項
職涯類型共66項就業路徑名稱中，選出與之相符者，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
目與那些就業路徑有關並提會審議，據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就業路徑，其
中與本系相關之職類，請參考附件14 P67-68；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作為調整主體，課程對應UCAN職類，請參考附件36 P206-239。
4.「升學領域」提會審議：依畢業生流向調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升學領
域，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目與那些升學領域有關並提會審議，請參考附件
37 P240-241。
5.108學年度入學碩士班保健食品組必選修科目冊如果異動者，則三圖也需同
時更新；另外有關每一科目對應的各種項次。請各位老師務必詳細檢視中
英文課程名稱及核心能力對應項次及相關內容是否適當？
(1)課程架構圖，請參考附件38 P242；
(2)修課流程圖，請參考附件39 P243；
(3)職涯進路圖，請參考附件40 P244
6.校級、生命科學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檢視系所(學程)核心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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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核心能力之關聯性，請參考附件20 P89。
7.請檢視是否修訂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基本能力指標、課程領
域、課程職類、職涯類型（就業途徑），請參考附件21 P90-92。
8.在105-2第1次系務會議中：有關是否承認外系選修學分列為碩士班畢業學
分案，決議結果為：列入下次系課程會議提案審議，於108學年度碩士班
必選修科目冊中說明欄加註：「至少應修畢本所專業選修 14 學分，即承
認外系選修學分6學分」
。
※因本系的大學部開課容量的限制，本系教師未來在碩士班開課可能性較
大，為確保選課人數可達到本系課程開課門檻，建議是否「調降」承認外
系選修學分上限，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本系108學年度入學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教務處及生科院107.10.8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12 P50）。
2.108學年度入學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依往例以107學年度必
選修科目冊及107學年度第1、2學期實際開課課程作為課程架構。（107學年
度入學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請參考附件41 P245-258）
3「畢業生就業途徑」：依系所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流向調查，於UCAN平台16項
職涯類型共66項就業路徑名稱中，選出與之相符者，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
目與那些就業路徑有關並提會審議，據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就業路徑，其
中與本系相關之職類，請參考附件14 P67-68；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作為調整主體，課程對應UCAN職類，請參考附件42 P259-279。
4.「升學領域」提會審議：依畢業生流向調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升學領
域，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目與那些升學領域有關並提會審議，請參考附件
43 P280-281。
5.108學年度入學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如果異動者，則三圖也需
同時更新；另外有關每一科目對應的各種項次。請各位老師務必詳細檢視
中英文課程名稱及核心能力對應項次及相關內容是否適當？
(1)課程架構圖，請參考附件44 P282；
(2)修課流程圖，請參考附件45 P283；
(3)職涯進路圖，請參考附件46 P284。
6.校級、生命科學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檢視系所(學程)核心能力與
院核心能力之關聯性，請參考附件20 P89。
7.請檢視是否修訂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基本能力指標、課程領
域、課程職類、職涯類型（就業途徑），請參考附件21 P90-9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本系108學年度入學博士班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教務處及生科院107.10.8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12 P50）。
2.108學年度入學博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依往例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及
107學年度第1、2學期實際開課課程作為課程架構。（107學年度博士班必選
修科目冊，請參考附件47 P285-298）
3.「畢業生就業途徑」：依系所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流向調查，於UCAN平台16項
職涯類型共66項就業路徑名稱中，選出與之相符者，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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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與那些就業路徑有關並提會審議，據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就業路徑，其
中與本系相關之職類，請參考附件14 P67-68；以107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作為調整主體，課程對應UCAN職類，請參考附件48 P299-334。
4.「升學領域」提會審議：依畢業生流向調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升學領
域，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目與那些升學領域有關並提會審議，請參考附件
49 P335。
5.108學年度入學博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如果異動者，則三圖也需同時更新；另
外有關每一科目對應的各種項次。請各位老師務必詳細檢視中英文課程名
稱及核心能力對應項次及相關內容是否適當？
(1)課程架構圖，請參考附件50 P336；
(2)修課流程圖，請參考附件51 P337；
(3)職涯進路圖，請參考附件52 P338。
6.校級、生命科學院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檢視系所(學程)核心能力與
院核心能力之關聯性，請參考附件20 P89。
7.請檢視是否修訂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指標、基本能力指標、課程領
域、課程職類、職涯類型（就業途徑），請參考附件21 P90-9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本系106-2業師協同教學追認案，提請討論。
說
明：1.配合本校106-2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Aa2產學共構雙師課程」辦理，
請參考附件53 P339-340。
2.本系林淑美老師及呂英震老師邀請業師協同下列課程：
順
本校
學期別
課程名稱
業師姓名
授課日期
序
教師姓名
6/6、
1
106-2
膳食設計
林淑美
劉整嶺
6/13、
2

106-2

飲食與慢性疾病

呂英震

陳立偉

5/2

3

106-2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

呂英震

陳立偉

5/2

4

106-2

飲食與慢性疾病

呂英震

謝豐欽

5/9

5

106-2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

呂英震

謝豐欽

5/9

3.劉師之資歷評估表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請參考附件54 P341342。
4.陳師之資歷評估表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請參考附件55 P343345。
4.謝師之資歷評估表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請參考附件56 P34634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本系107-1產學共構雙師課程追認案，提請討論。
說
明：1.107-1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Aa2產學共構雙師課程」，請參考附件57
P349。
2.依「國立嘉義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進行審查。
3.本系呂英震老師邀請業師協同下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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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序

學期別

課程名稱

本校
教師姓名

業師姓名

授課日期

1

107-1

微生物快速檢驗法

呂英震

陳立偉

11/1

2

107-1

生物技術概論

呂英震

陳立偉

11/1

3

107-1

微生物快速檢驗法

呂英震

謝豐欽

11/22

4

107-1

生物技術概論

呂英震

謝豐欽

11/22

3.陳師之資歷評估表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請參考附件58
P350-352。
4.謝師之資歷評估表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請參考附件59
P353-35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本系開設「非母語授課（全英語課程）」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教務處 107.10.08 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60 P356。
2.本系左克強老師及羅至佑老師之全英課程：
學分
學期
課程
學時 修別
教師
數
Advanced Nutrition（營養學
108-1
2
2
選修 左克強
特論）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108-2 Health Foods（健康食品理論
2
2
選修 羅至佑
與應用）
3.Advanced Nutrition（營養學特論）教學大綱，請參考附件 61 P357358。
4.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Health Foods（健康食品理論與應用）教學
大綱，請參考附件 62 P359-360。
決議：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時間：13 時 5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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