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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8月 30 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貳、地點：食品系館三樓會議室 

參、出列席人員：翁義銘、徐錫樑、王璧娟、吳思敬、許成光（請假）、黃健政（請假）、 

左克強、羅至佑、廖宏儒、林淑美、楊懷文、呂英震、陳志誠、張文昌、 

馮淑慧、孫士雯（請假）、柯智釧、任綉欽、林徽娟。 

肆、主持人：羅至佑 主任 

伍、記錄：林徽娟 小姐 

陸、主席報告： 

一、歡迎張文昌老師加入食科系行列。 

二、恭喜吳主秘思敬榮任生科院代理院長；楊懷文老師榮任職涯中心主任；黃健政老師

榮任農產品履歷驗證中心主任；呂英震老師榮任檢驗中心主任；馮淑慧老師榮任食

品加工廠主任。 

三、請各位老師隨時上網更新教師職涯系統資料。 

四、 請系館及加工廠師生注意夜間的燈火管制，夜間 10點前尚滯留者，請務必離開

前，自行協助關閉燈火，以免浪費電源。此外，系館已於 8月初在 1-3樓的樓梯口

及電梯口加裝自動感應裝置。 

五、 本系專題製作課程自 107學年度起必選修科目冊，在開課部分將不再分組，並改

為「專題製作（I）、（II）、（III）」分別為 1學分（3 學時）；但是，學生仍依指導

老師的不同進行系內部分組。（註：為考核專題製作學生在各研究室的學習情形，

建議請各位老師，是否比照學生們在暑期實習時所填寫類似週報表之類的，於期

中及期末表試週，繳交文字及相片等紀錄，以保留送交系辦公室作為未來成果表

現及系所評鑑用。） 

六、請各位老師加強宣導學生勿將貴重物品（含錢包）放置在教室內，以避免遺失。 

七、本系 107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盤點，請將盤點清冊及財產盤點紀錄表(單位初盤)於 9

月 20日前送回系辦彙整。 

八、自本學期起本系教師擔任系級委員會之聘書，不再紙本印製，將配合本校之教師職

涯系統，以電子紀錄方式建置，教師們可自行上網查詢。 

九、生科院： 

(一) 推薦本校 108年度特聘教授：依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本校特聘教授及終身特

聘教授聘任，每年九月底前由系（所、中心）務會議通過推薦，送請各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 

(二) 有關 107年度深耕弱助計畫-學院及系所招生宣傳活動 

十、教務處： 

(一) 本校 106學年度「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請依據

本校候選資格及遴選原則，各學院至多推薦二位候選人參加本學年度遴選。 

十一、 環安中心： 

(一) 為加強維護校園環境清潔與衛生，將於 107年 8月 31日及 9月 7日進行全

校區校園環境消毒，敬請各單位檢視所轄區域環境整潔及設備。 

(二) 為調查本校各實驗場所使用狀況並落實自主管理，惠請各實驗場所填寫實驗

場所安全衛生查核表(含基本資料調查)，另請建立化學品清單及盤點存量，

於 107年 9月 20日前回傳至環安衛中心職安組。 

(三) 請各實驗場所注意發熱電器使用安全，並檢視作業環境所用電源延長線是否

電流過載或老化，若有插座需求應請水電廠商由電箱拉線，請查照並轉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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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四) 訂於 107年 9月 12日(星期三)國際會議廳及 9月 13日(星期四)圖書館 B1

演講廳辦理本校 107學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二、 研發處：107年度第 2次學校統籌款會議預計於 9月下旬召開，申請資料請依說

明一分別於時間內送出。申請資料送件時間如下： 

（一）學審會資料：若為計畫配合款需先提學審會審議，提學審會資料請於 8

月 31日（星期五）前將核章紙本及電子檔送達研發處李文茹小姐。 

（二）統籌款資料：請於 9月 14 日(星期五)前將統籌款申請資料電子檔及紙本

送研發處蔡任貴小姐。 

十三、 駐警隊：教職員工生汽、機車停車申請作業，自 9月 1日起將改為網路申辦。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107.06.27）： 

提案一：訂定本系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及遴選委員案，提請討論。 

決  議：107學年度系教學品保委員會委員如下： 

委員會組織成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本校教師 羅至佑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兼系

主任 

本校教師 翁義銘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本校教師 徐錫樑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本校教師 王璧娟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本校教師 吳思敬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本校教師 許成光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學界代表 潘敏雄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

究所 

教授 

業界代表 方勝德 統一企業新市廠 副總廠長 

系友代表 蔡梅花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學生代表 劉中翔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系學生會長 

 

提案二：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修訂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推選本校 107學年度校級各行政單位業務推動成立之委員會或會議代表案，提

請討論。 

決  議：107學年度校級各行政單位業務推動成立之委員會或會議代表： 

1.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馮淑慧老師。 

2. 車輛管理委員會：陳志誠老師。 

3. 交換學生審查小組：林淑美老師。 

4.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陳志誠老師。 

 

提案四：改選本系之 107學年度生命科學院各委員會委員代表案，提請討論。 

決  議：107學年度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左克強老師、院學術發展審議委員會：許成

光老師、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廖宏儒老師及院選舉小組委員：楊懷文老師。 

 

提案五：推選本系之生命科學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案，提請討論。 

決  議：推薦本系徐錫樑教授、王璧娟教授等 2位擔任本系之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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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本系遴選「107學年度系教評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決  議：107學年度系教評會委員人數 7人，票選結果：羅至佑副教授（當然委員）、

翁義銘教授、徐錫樑教授、王璧娟教授、吳思敬教授、許成光教授及林淑美副

教授；候補委員為：黃健政副教授、左克強副教授。 

 

提案七：本系遴選「107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決  議：107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除本系全體教師外，另邀請林金源教授（國

立中興大學）擔任本系校外專家學者代表；鄭清和主任工程師（統一企業公

司）擔任業界代表；林景修副總經理（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本系

畢業生代表；劉中翔同學（本系系學會長）擔任學生代表。 

 

提案八：本系遴選「107學年度系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決  議：107學年度系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 5人：羅至佑主任、翁義銘老師、許成光老

師、左克強老師及林淑美老師等教師擔任。  

 

提案九：本系遴選「107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決  議：1.107學年度委員：羅至佑主任、林高塜教授（本校動物科學系）、吳明昌教

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周志輝教授（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

用生物科技學系）及曾慶瀛教授（中州科技大學退休校長）。 

2.107學年度推薦至生科院擔任院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曾慶瀛教授（中州科

技大學退休校長）。 

 

提案十：本系遴選「107學年度系國際化推動小組代表」案，請推選。 

 

決  議：107學年度小組代表推選結果：左克強（召集人）、林淑美、羅至佑、廖宏

儒、楊懷文、呂英震。 

 

提案十一：本系 106-2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追認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本系 106學年度工作計畫書及 105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改善案，提請討

論。 

決  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審議本系 107學年度工作計畫書及 106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案，提請討

論。 

決  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辦理本系「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學習成效評量競賽」案，提

請討論。 

決    議：107年度評審委員：羅至佑主任、大二導師、大三導師及大四導師等 4位。 

 

提案十五：請推選本系課程結構外審作業校外專家學者案，提請討論。 

決    議：107學年度本系課程結構外審作業校外專家學者如下表： 

委員會組織成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校外學者 潘敏雄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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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組織成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究所 

校外專家 
林景修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副總經理 

校友代表 蔡梅花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 

 

提案十六：審查本系學生申請仁愛慰助金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捌、討論事項及決議： 

提案一：本系推舉生科院院長遴選委員會之教師代表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生科院 107.08.20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 p1-2。 

2.生科院院長遴選作業，請各系依規定推舉遴選委員教師代表 1人；建議請依

投票票數較高者前 2位，列為正取及備取各 1人。 

3.檢附本校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請參考附件 2 p3-5。 

決  議：經專任教師無記名投票結果，本系教師代表為王璧娟老師（正取）、徐錫樑老

師（備取）。 

 

提案二：有關本系 107課程結構外審暨課程融入 UCAN共通職能案，提請討論。 

說  明：1.課程內容結構外審計畫書，請參考附件 3 p6-22。 

2.課程內容外審目標為：107學年度第 1學期所開設必修課程為主，由學系自

行決定送審科目，以三年為一週期，完成所有必修課程送審(外系支援課

程、論文、實習課程、專題討論、專題研究除外)。送審學制班別包含學士

班、碩士班、博士班。所涵蓋內容包括：各個課程之教學內容大綱、教學目

標說明、必修能力說明、採用之教材、教學方法說明、課程進度說明、學習

評量說明、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重點：請各位老師們上網確認教學大綱內容是否需調整，請並於 9月 7日

（週五）前完成，以便系上後續下載整理成冊，送校外委員進行審查。 

3.本系於 102學年度時配合學校進行課程與 UCAN職能及核心能力之關聯性聯

結，時至今日已有多年，有部分職類已更新，擬請予以調整；也請將日間大

學部與進修學士班相同課程，予以修正為一致。 

4.本系設定之國內外標竿學系(所)為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重點：課程外審中，需提出「與國內外標竿(或參考)學系(所)課程內容大綱

相異一覽表」及課程地圖。 

5.本項課程結構外審擬列為未來系所評鑑之重要項目之一，感謝老師們踴躍配

合。 

決  議：1.老師們之教學大綱，請並於 9月 7日（週五）前完成檢視或修改。 

2.本系課程、核心能力與 UCAN職能對應連結請廖宏儒老師、林淑美老師、楊

懷文老師及呂英震老師等 4位教師協助整理，並請於 9月 7日（週五）前完

成送回系辦公室彙整，系上擬於 9月 11日（週二）傳送全系教師檢視確

認。  

3.訂於 9月 28日前寄送校外委員（潘敏雄、林景修、蔡梅花等 3位課程結構

外審委員）審查。 

 

提案三：推薦本系教師為特聘教授或終身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人事室 107.08.06來函辦理，請參考附件 5 p34-35。 



1071系務會議（一）紀錄  第 5頁 

2.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規定辦理，請參考附件 6 p36-40。 

3.依本校生命科學院推薦特聘教授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辦理，請參考附件 7 

p41-42。 

4.本系教師申請名冊，如下： 

教師姓名 職稱 推薦資格 所負任務 備註 

翁義銘 教授 三、最近十年獲科技部

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

萬元以上之計畫，累積

八件以上，且教學與服

務表現優良者。 

（一）協助整合

或創新院系所課

程或教學活動。 

附件 8 

p43-46 

吳思敬 教授 三、最近十年獲科技部

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

萬元以上之計畫，累積

八件以上，且教學與服

務表現優良者。 

（一）協助整合

或創新院系所課

程或教學活動。 

（二）領導研究

團隊，爭取大型

研究型計畫、產

官學合作研究計

畫或政府機關

(構)委辦研究計

畫，或積極推動

整合型研究計

畫。 

附件 9 

p47-52 

決  議：照案通過，2位教授推薦表送生科院審查。 

 

玖、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提案一：有關本系學生申請 107年度學生海外體驗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1.為增進本校學生國際視野及加強全球移動力，配合本校國際處鼓勵

學生前往海外研修機構參與海外體驗。 

2.本系學生組隊體驗海外交流，其中詹ΟΟ同學未獲校內補助，故向

系上提出申請，請參考附件 10： 

計畫主

持人 
學生 

交流

國別 
交流機構 出國時程 

黃健政 

碩二鍾ΟΟ 

碩二李ΟΟ 

碩二詹ΟΟ 

日本 

近畿大学、日清拉

麵博物館、朝日啤

酒吹田工廠、

Duskin Museum、

海女文化資料館、

清酒-月桂冠大倉

記念館 

107年 9月 04

日至 9月 12 

日 

3.碩二鍾ΟΟ與碩二李ΟΟ2位學生業已經本校國際學生事務處之

106學年度第 3次國際化小組委員會議（107.06.11）決議補助每

位出國學生新台幣 2萬元。 

決          議：同意補助詹生飛機票費用（以一萬元為上限），並請檢附心得報告、

票根及收據進行核銷。（經費來源：105F3-013捐助本校食品科學系

國際交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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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散會：13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