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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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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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政（出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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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孫士雯、柯佳仁、任綉欽、林徽娟。 

肆、主持人：羅至佑 主任 

伍、紀錄：林徽娟 小姐 

陸、主席報告： 

一、 招生組：108學年度招生考試計畫，如下表。 

項次 招生考試 108 學年度考試日期 

1 轉學生招生考試 108.07.24(三) 

 

二、 生科院： 

(一) 姊妹校日本香川大學「2019年秋季班 Sanuki專案計畫」，請老師們協助將訊

息轉知學生知悉，並請於 4月 18日前將推薦資料送交系辦公室彙整。 

(二)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研究專業圖書推薦案，惠請教師們協助於 108年 5

月 15日(星期三)前，將欲推薦書單順序之電子檔，寄回系辦公室。 

三、 教務處：  

(一) 有關本校 108年必修課程審查作業：（附件請參見 108.04.15 E-mail通知） 

1. 請各系、所於 108年 4月 16日前確認附件一內之授權金額及系統使用者

代碼。 

2. 請各系、所於 108年 10月 9日前將審查資料寄送外審委員審查，亦或召

開課程委員會自審。 

註：107學年度課程結構外審作業審查委員名單： 

審查委員 委員 服務單位/職銜 專長領域 

學者委員 潘敏雄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暨

應用生物科技學系/教

授 

食品化學、保健食品、疾

病及癌症化學預防 

業界委員 林景修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 

食品加工、果蔬汁加工、

食品分析與檢驗、工廠經

營與管理、超高壓處理程

序(HPP) 

校友委員 蔡梅花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

分析中心/ 主任 

1.食品成分及衛生安全檢

驗分析。 

2.食品官能品評。 

3.食品微生物檢測 

4.ISO/IEC 17025 認證實

驗室管理 

5.食品營養標示 

6.化學儀器分析 

3. 請各學院於 108年 12月 27日前彙整系外審結果及改善會議紀錄與審查回

覆，逕擲教務處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及教務會議核備。 

4. 請各系、所於 108年 12月 31前將執行計畫之相關電子檔(包含相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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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委員審查意見、意見回覆表、課程委員會議紀錄等原始檔)燒錄光

碟繳交至綜合行政組。 

5. 為有效運用 UCAN平台資源，請詳閱附件二「UCAN檔案應用說明」，敬請於

4月底前全校系、所、學位學程至平台完成匯入課程。 

(二) 實習課程績效評鑑： 

1. 本校為落實實習評鑑相關機制之建立及成效評估，自 108年起定期(每 2年)

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評鑑，系所檢核實施整體成效，作為未來精進校外實習之

重要參考。 

2. 本案配合高教深耕計畫「Aa4多元實習提升就業力」分項計畫執行，執行期

程至 12月底，實施內容詳自我評鑑計畫書(附件 1)。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108.04.16）： 

提案一：本系推薦 107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薦初審作業，提請討論。 

決  議：本系推選翁義銘老師 107學年度優良導師候選人，相關備審資料將提送生科院

審查。 

 

提案二：本系聘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兼任教師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並提送系教評會提案討論。 

 

提案三：本系研究生屆滿 40歲免英檢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各指導老師通知學生逕行依本校語言中心規定提出免英檢申

請。 

 

提案四：本系「教師指導研究生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系 108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職前專門課程規劃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其中有關「職業倫理與態度」核心能力課程，建請本校師培中心協

助統一開課。 

 

提案六：本系「109學年度研究所招生分則」校訂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捌、討論事項及決議： 

提案一：本系 103-104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追蹤改善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系 103-104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自評之委員們回覆意見」（105年 9

月份）及「教育部大學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審查回覆意見」（106年

12月份），請參考附件 1 P1-2。 

2.敬請委員們惠提改善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系 107年度學生暑期實習後續改善案，提請討論。 

說  明：1.本系 107年度實習學生（共 50位）對暑期實習問卷統計結果，請參考附件

2 P3-7。 

2.實習單位（共 25家）對本系 107年度學生暑期實習表現問卷調查統計結

果，請參考附件 3 P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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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習學生建議事項，請參考附件 4 P14-17。 

4.實習單位建議事項，請參考附件 5 P18。 

5.敬請委員們惠提改善建議，以利未來學生實習更順利與圓滿。 

決  議：配合實習單位建議實習學生應加強部分專業，大二學生在專業基礎上較薄弱，

對於實習的實務上表現較弱；但若安排大三學生在升大四暑期安排實習，則影

響到大三學生在準備升學考試的規劃，故目前維持在大二（大二升大三之暑

期）安排專業實習。 

 

提案三：推選本系 105至 106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評鑑外審委員候選人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教務處 108.04.18及 108.04.19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6 P19。 

2.各系推薦外審委員候選人 1至 3位（外審委員：原系課程委員會之外的優秀

業界人士）至教務處，由教務長圈選（擇優圈選 3至 6位）：6月前。 

3.本系上一次（103至 104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評鑑推薦外審委員名單為： 

姓名 機構名稱 職稱 重要經歷 

蕭忠禮 
愛之味股份有

限公司 

品保部經

理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廠長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21屆執

行委員 

陳奇慕 
愛之味股份有

限公司 
廠長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廠長 

沈榮祿 王品集團 
採購部副

總經理 

王品集團 採購副總 

台糖量販 採購總監 

國際牛奶集團 採購總監 

馥昇實業 副總經理 

家樂福店 總經理、處長 

王伯徹 
嘉義產業創新

研發中心 
研究員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生

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研究員 

黃祥原 
優良食品工業

有限公司 
總經理 

優良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縣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蕭堯焜 
金龍冠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宏茂餐飲集團董事 

嘉義東北扶輪社社員 

4.本校 105及 106學年度實習課程自我評鑑計畫書，請參考附件 7 P20-21。 

5.請推選本校 105及 106學年度實習課程自我評鑑委員推薦名單，請參考附件

8 P22。（並請述明被推薦者之「機構名稱/職稱/重要經歷」。 

決  議：105及 106學年度實習課程自我評鑑委員推薦名單，如下： 

姓名 機構名稱 職稱 重要經歷 

蕭忠禮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

司 

品保部

經理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廠長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21屆執

行委員 

沈榮祿 麗山綠色概念農園 執行長 

王品集團 採購副總經理 

台糖量販 採購總監 

國際牛奶集團 採購總監 

馥昇實業 副總經理 

家樂福店 總經理、處長 

黃祥原 優良食品工業有限 總經理 優良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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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機構名稱 職稱 重要經歷 

公司 縣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陳俊宏 益力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董事長 

中華民國多層次傳直銷公會 理事 

安平文教基金會 董事 

經濟部 SBIR計畫主持人 

 

提案四：本系 108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職前專門課程規劃案，提請備查。 

說  明：1.依師培中心 108.03.27通知及 108.04.17會議決議事項辦理，請參考附件 9 

P23-31。 

2.綜合上述資料，本系業於 108.04.16之 107-2系務會議（二）提案討論通過

草案，待修訂後之專門課程任教學科（領域、群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請參考附件 10 P32-35），各科目「課程綱要」請自行參考本校網頁/E化

校園/全校課程查詢/。（原教育學程之專門課程分為「食品群-食品科」、「食

品群-食品加工科」等 2組，擬於 108學年度起將課程合併為「食品群」） 

3.請鼓勵學生踴躍申請相關教育學程。 

決  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系「108學度大學個人申請第 2階段甄試作業」檢討案，提請討論。 

說  明：1.本系大學個人申請專業化審查尺規，請參考附件 11 P36-37。 

2.本系考生共 58位，考試委員共 4名。 

3.108學年度考生之書面審查評分統計結果，請參考附件 12 P38。 

4.食品科學系考生評分分佈圖，請參考附件 13 P39-40。 

5.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成果發表意見回饋表，請參考附件 14 P4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有關 108-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研發處 108.04.19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5 P42。 

2.國立嘉義大學 109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時程規劃，請參考

附件 16 P43-46。 

3.依「國立嘉義大學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執行小組第 1次會議會議紀錄」

（108.04.09），各受訪單位組成各工作小組或指導小組啟動自評報告書撰寫

及規劃品質保證認可內部評鑑作業（小組之員額不限），請參考附件 17 

P47-51。 

4.應受評學制：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5.自我評鑑報告之資料，分別三大面向：「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教師與

教學」，以及「學生與學習」，準備範圍為 106學年度至 108學年度，共 6個

學期。請參考附件 18 P52-60。 

6.請導師協助準備彙整三學年度內的相關資料，如：學生輔導紀錄（含生活、

生涯、職涯）、專題製作、學生在研究、創作與展演、實作成果、專業證照

取得（含證照影本）、國內外競賽獲獎等相關表現。 

決議：「108-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工作小組組成名單，如下： 

評鑑項目 負責教師 相關協助教師 

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羅至佑老師 
翁義銘老師、左克強老師、 

林淑美老師、陳志誠老師 

項目二：教師與教學 王璧娟老師 黃健政老師、楊懷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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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負責教師 相關協助教師 

呂英震老師、張文昌老師 

項目三：學生與學習 吳思敬老師 
徐錫樑老師、許成光老師、 

廖宏儒老師、馮淑慧老師 

 

提案七：改選 108學年度生命科學院各委員會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生科院 108.05.06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9 P61。 

2.108年 5月 3日本校人事室函：本校 107年 11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2次校

教評會討論決議：「為免校教評會委員聘期追溯生效，請各學院應於 8月 1

日前完成校教評會委員代表推選，並將名單送達人事室」。 

3.為配合時程，將於 5月底前改選 108學年度生命科學院各委員會委員：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及院選舉小組委

員等，並將名單送至院辦公室。 

4.107學年度院級委員名單： 

國際事務推動委

員會 

院課程規劃委員

會 
院選舉小組委員 

院學術發展審議

委員會 

左克強老師 廖宏儒老師 楊懷文老師 許成光老師 

5.依生科院 108.05.08通知，因院學術發展審議委員會實質無運作暫停改選。

請參考附件 20 P62。 

決  議：108學年度院級委員名單： 

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 院課程規劃委員會 院選舉小組委員 

左克強老師 廖宏儒老師 楊懷文老師 

 

提案八：推選本系之生命科學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生科院 108.05.06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9 P61。 

2.本院教評會推選委員，其產生方式依據本校生命科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二點：（ㄧ）推選委員各系至少選出一人。各系推薦二名候選人，須為系內外學術

領域性質相近，並未曾因違反學術倫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

心，且近五年內於「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學術期刊之分級表」第一級或第

二級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之教授產生。

各系於每年 7月 25日前審核後，將推薦候選人名單，送院務會議推選。院務會議

代表就各系推薦候選人名單，票選各系一名，各系依最高票者當選一人，共五人，

另一人依其全部次高票擔任之，若票數相同時，由院務會議召集人代為抽籤決定。

（三）推選及遴選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3.檢附生命科學院教師學術期刊之分級表，請參考附件 21 P63-68。 

4.生命科學院院教評會推選委員名單： 

(1) 106學年度：朱院長紀實、翁義銘教授、黃承輝教授、蘇耀期教授、

陳瑞祥教授、翁炳孫教授、王璧娟教授。 

(2) 107學年度：陳瑞祥院長、徐錫樑教授、王璧娟教授、賴弘智教授、

蘇建國教授、林芸薇教授、翁炳孫教授。 

5.目前本系符合上述院教評委員資格者分別為：翁義銘教授、徐錫樑教授、王

璧娟教授（已連任 2年）、吳思敬教授及許成光教授等 5位，請推薦 2位擔

任本系候選人。其近五年兩篇著作，請參考附件 22 P69-70。 

決  議：經投票票選結果，本系推薦徐錫樑教授與許成光教授為生命科學院教評會委員

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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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2時 5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