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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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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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政（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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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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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7月 25日為 108學年度入學碩專班新生座談會，歡迎老師們踴躍出席。 

二、 108年 6月 24日至 6月 26日為配合本校農推中心辦理農民學院課程「農產品加工

班」，感謝系上教師支援授課。 

三、 108年 9月 11日為系主任與學生座談會。 

四、 本系校友陳柏綸先生為嘉農酒庄負責人，其代工商品：「鳳梨酒」、「鳳梨醋」、「嘉

農產銷履歷料理米酒」及「紅寶石樹葡萄酒」，於 2019年「國際品質評鑑大賞」分

別榮獲 1金 2銀 1銅佳績。 

五、 本系配合本校百年校慶之百年醬油，於 108年 1月份以本校自產之金珠黃豆進行釀

造生產，後續包裝將持續進行中。 

六、 本系部分學生可能不適應在學生活，需多方輔導與關懷，請大家多加留意。 

七、 系館及食品加工廠的財產或是非消耗品，如有需報廢者，請老師們於 7月中旬前進

行線上申請報廢，以便 7月底時請資產組派人回收。或是請在物品上面張貼 A4大

小的，請書寫清楚哪一位老師研究室的財產或非消耗品，以免回收人員混淆。 

八、請加強宣導在系館或食品加工廠內，勿抽菸！未來，本校如被抽檢或是檢舉時，將

可能被進行罰款，請由各單位先行處理或外部向衛生局檢舉校園某場館有人違規吸

菸，靠衛生局或任何單位來稽查緩不濟急，因抽菸行為是動態短暫性行為，等衛生

局來通常都查無違規行為人，所以需大家當場看到立即給予規勸，立即性才會有成

效；尤其是進修部學生，很多在職場工作有吸菸習慣，晚上上課時常在系館周圍吸

菸，故建議老師們也提醒學生有人會來稽查，以提醒、嚇阻違規吸菸學生。 

九、有關大學個人申請作業，為因應高中 108學年度課綱改變，大學將於今年 8月份前

配合完成部分作業： 

(一)  109學年度入學之招生分則：審查項目及專業化尺規訂定。 

(二) 111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之審查項目：108學年度入學之高中新生，將於 111

學年度入學大學；為了配合教育部課綱改變，高中課程將加深加廣，並同時

在 3年高中生活增加上傳由該校教師認證後的學習歷程資料，以供未來參加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之備審資料；為讓高中生有目標性的準備相關未來備審資

料，大學端將提早在該屆學生入學前 2年，公告「審查項目」，即於 109年 4

月公告給高中端未來 111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之審查項目。所以，本校招生

組將在 108年 8月份彙整各系所提報資料，以便報部。 

十、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本(108)年度畢業後 1、3、5年畢業生流向調查及雇主

滿意度調查自即日起開始進行，請於 9月 20日前完成本次問卷調查。 

(一) 本年度畢業後 1、3、5年畢業生流向調查，所調查之畢業學年度為 106學年

度畢業後 1年、104學年度畢業後 3年及 102學年度畢業後 5年之本國籍畢業

生，回收率各學年度請至少達 50%。 

(二) 雇主滿意度調查，請各系所至少完成 21份問卷。 

十一、 本校百年校慶典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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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大百年校慶紀念路跑賽：10月 20日（週日），組別：23K、 10.5K 、5K，

歡迎一起踴躍報名，報名截止日延長至 2019年 08月 18日 23:59止。 

(二) 生科院校友創業成果展：訂於 10月 26日（週六），地點：行政大樓前道路。

每系各設 2~3攤位為原則；目前，已確認系友施英傑（瓜瓜園）、高嘉凰（保

康生技）將會設攤展示，歡迎邀請系友踴躍回校設攤位。 

(三) 百年紀念醬油：由本系馮淑慧老師協助辦理。 

(四) 圖書館：嘉大百年經典史料暨文物特展，食科系提供展示物品為：1.王冠蓋

類 2.馬口鐵類 3.打檢棒類 4.真空度器類，預定嘉大百年經典史料暨文物特展

的展期從 10月 19日至 11月 29日。預定開幕式為 108年 10月 19日(六)早

上 9:00舉行。 

(五) 食科系辦桌：待計劃中。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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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截錄本校 107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紀錄（108.05.14）紀錄內容：  

(一) 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修正：：「本校專任（案）教師授課時數

及鐘點費計算，仍依原訂課程核計。業師之鐘點費得依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

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規定，比照兼任教授職級鐘點費核給標準；交通費

依本校規定核實支給，惟一學期以六次為限。業師之鐘點費、交通費所需經

費由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款或各遴聘單位自籌經費支應」。 

(二) 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悠遊卡申請作業要點： 

1. 第 3點第 1款：「應屆畢業生於辦理離校手續時，可至校友中心辦理校友

悠遊卡，攜帶身分證影本、畢業證書影本及一吋半身照片二張，填寫校友

悠遊卡申請表，並繳交校友悠遊卡工本費新臺幣 200元」；修正為：「應屆

畢業生於辦理離校手續時，可至校友中心辦理校友卡，攜帶身分證影本、

畢業證書影本及一吋半身照片二張，填寫校友卡申請表，並繳交校友卡工

本費新臺幣 300元」。 

2. 第 3點第 2款：已離校校友請攜帶身分證影本、畢業證書影本（或證明文

件影本）及一吋半身照片二張，至校友中心填寫校友卡申請表；亦可採用

通訊方式，備妥上述證件影本、照片二張、工本費新臺幣 300元（郵局匯

票抬頭：國立嘉義大學）及貼妥掛號回郵信封一個，掛號郵寄本校校友中

心辦理」。 

3. 第 5點：「本校校友卡僅提供第四點優惠項目：若不慎遺失，依第三點規

定申請補發，並須支付工本費 300元，如被冒用概由原證件持有人負

責」。 

 

十四、 本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重要日程： 

(一) 新生入住：108年 9月 1日（週日）上午 8-12時。 

(二) 新生家長座談會會：108年 9月 1日（週日）13-15時。 

(三) 網路選課：108年 9月 2日~5日。 

(四) 正式上課：108年 9月 9日（週一）。 

(五) 中秋節放假：108年 9月 13日（週五）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1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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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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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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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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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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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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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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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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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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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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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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上次 102年度系所評鑑資料將拷貝成光碟，供老師們參考，並請各組自行

擬訂評鑑報告書初稿，以便開學後之系務會議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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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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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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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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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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討論事項及決議： 

提案一：推薦本校 108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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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依生科院 108.05.24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 p1。 

2.本系擬應推薦代表如下： 
委員會(會

議) 名稱 
委員組成 

推選

期間 
備     註 

創新教學

暨教學實

踐研究委

員會 

本會由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

及各學院推薦教師一名組成之，並由學

術副校長為召集人，委員會委員任期一

年，期滿得續聘。 
單位

自行

通知 

承辦人員:劉淑君小姐 

請食品系協助推選 1名教師代表，並酌列

候補委員 1名。 

【108學年度是否需要改選，任期?】 

■是    □否 

(108.01-108.12) 

 

本系未曾推薦過。 

服 務 學 習

委員會 

1.學術副校長為召集人兼主席。 

2.委員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各學院推派教師一人及學生會各成員

會推派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 
7 月

30 日

前 

1.教師代表：食品系推派教師 1人 

任期 107.8.1-108.7.31 

【108學年度是否需要改選，任期?】 

■是    □否 

(108.8.1-109.7.31) 

 

104 學年度推薦：羅至佑老師，學生代表：

系學會會長。 

膳 食 管 理

委員會 

1.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總務長、學生

事務長、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中

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環

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組

長、環境保護組組長、職業安全組組

長、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組長、營繕

組組長、出納組組長、事務組組長、文

書組組長、民雄校區總務組組長、學生

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軍訓組組長

為當然委員，並由各學院推薦教師、學

生代表各一人，以上委員均由校長聘

任，任期一年。任期內職務更動時，由

新任者自動遞補。 

2.本會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開會時為

主席，依任務需要得設執行秘書一人，

處理行政工作。 

8-9月 

http://www.ncyu.edu.tw/foodaid/ 

承辦人員：蔡仲瑜組員 

請食品系推薦教師、學生代表各 1人。 

【108學年度是否需要改選，任期?】 

▉是    □否 

 (108.08-109.07) 

 

104 學年度推薦：林淑美老師，學生代

表：系學會會長。 

決  議：本系代表如下表： 
委員會(會議) 名稱 食科系代表 

創新教學暨教學實踐研究委員會 許成光老師 

服務學習委員會 教師代表：呂英震老師、系學會學生代表：黃矜瑄同學 

膳食管理委員會 教師代表：左克強老師、系學會學生代表：黃矜瑄同學 

 

提案二：本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在職專班經費追認案，提請討論。 

http://www.ncyu.edu.tw/food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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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本案經費編列依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辦理，請參

考附件 2 p2-3。 

2.本系 107-2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表，請參考附件 3 p3-11。（本案分配比

例依說明一之要點比例分配，業已於 108.05.24經校長核可。）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訂定本系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及遴選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  明：1.配合本校深耕計畫執行，及確保、執行及精進學科教學內容大綱與校、院及

系(所)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關聯性，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特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四條及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六點，擬訂定「國立嘉義大

學食品科學系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參考附件 4 p12-13。 

3.「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請參考附件 5 p14-17。 

4.審議「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請參考附件 6 

p18-19。 

5.請討論決議教學品保委員會委員組成人數，並推選委員。 

6.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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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於 107學年度期間，本委員會無實質無運作是否同意暫停改選？ 

決  議：108學年度委員同 107學年度委員名單，其中系學會代表委員改為黃矜瑄同

學。 

 

提案四：本系遴選「108學年度系教評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說  明：1.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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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細則」第

2點辦理「本系教評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及候補委員一人，以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但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副教授不

得執行對教授資格之評審。」（請參考附件 7 p20-21） 

決  議：經投票結果，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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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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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及左克強副教授；候補委員為：林淑美副教授。 

 

提案五：本系遴選「108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說  明：1.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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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點「本委員會以本系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系主任兼召集人。另推薦學生

代表、畢業生代表、業界代表及校外專家學者代表共二至五人為本系課程委

員會委員。課程委員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辦理。（請參考附件 8 

p22） 

3.108學年度新任系學會會長為： 黃矜瑄 同學（目前大二）。 

決  議：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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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矜瑄同學（本系系學會長）擔任學生代表。 

 

提案六：本系遴選「108學年度系學術委員會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說  明：1.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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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所）學術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 2點辦理「本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由本系（所）全體專任教師

推選四名委員，學術委員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請參考附件 9 

p23） 

決  議：經投票結果，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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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璧娟老師、許成光老師及左克強老師等教師擔任。 

 

提案七：本系遴選「108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代表」案，請推選。 

說  明：1.依本校「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系（所）、中心教師評鑑委

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 系(所)及中心主管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二、 其餘委員由系(所)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

出人士擔任，提報系(所) 務及中心會議通過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

得少於五分之二。」（請參考附件 10 p24-27） 

2.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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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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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大學校長）。 

決  議：1.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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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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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八：本系遴選「108學年度系國際化推動小組代表」案，請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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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系國際化推動小組於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2.03.20）由

系上邱校長義源建議，以推動本系國際化事務為臨時建置的工作小組。 

2.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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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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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九：審議本系 108學年度工作計畫書及 107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生科院 108.6.19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1 p28。 

2.107學年度工作計畫書，請參考附件 12 p29-33。 

2.107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草案），請參考附件 13 p34。（另外補充） 

3.108學年度工作計畫書（草案），請參考附件 14 p35-38。 

決  議：請老師們審視內容，並請於 7月 16日前進行補正或新增修改後，送生科院審

查。 

 

提案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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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早年為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活動，本系制訂學習成效評量競賽獎勵辦法（附

件 15 p39），以作為學生學習評量的一種常態性機制方式。 

2.去（107）年的競賽主題：以學生 107年度暑期實習成果發表。 

3.競賽訂定為   月   日（週   ）上（下）午    時起，地點：本系館 2

樓視聽教室。 

4.依本系辦法規定：由系主任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互相

推選產生，委員人數至少 3人，總幹事由該學年大學部畢業班導師擔任，

指導及協調食科系學會協助競賽執行。請推選今年評審委員數人。 

5.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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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1.競賽日期為 10月 4日（週五）下午 13 時 20分起，地點：本系館 2樓視

聽教室。 

2.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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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十一：修訂本系「學生修習學、碩士一貫學程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教務處 108.06.10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6 p40。 

2.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已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修習學、碩

士一貫學程辦法」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辦法」

(如附件)，請各系所據以修正相關實施要點，並提教務會議討論，請查

照。 

3.檢附「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辦法」，請參考附件 17 p41。 

4.檢附「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申請書」，請參考附件 18 p42。 

5.檢附本系修正草案條文及對照表，請參考附件 19 p43-45。 

決    議：經系務會議修正後通過，提送教務會議核備。 

 

提案十二：修訂「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附設食品加工廠設置要點」案，

提請討論。 

說    明：1.為配合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五點修訂本系加工廠設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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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請參考附件 20 p46-49。 

2.本系附設食品加工廠設置要點修訂草案及對照表，請參考附件 21 p50-

51。 

決    議：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自

108學年度起實施。。 

 

提案十三：訂定 109學年度招生名額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教務處招生組 108.06.21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22 p52-57。 

2.本系招生名額資料，如下表： 

食品

科學

系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學士 碩士 博士 學士 碩士 

109

招生

名額 

48 28 5 50 20 

業經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108.3.5）審議通過 

入學

方式 
繁星 

四技二專

推甄 
個人申請 

考試入學

分發 
特殊選才 

推薦甄

選 

考試入

學 

考試入

學 

學測、統

測登記入

學 

考試入

學 

考試

入學 

招生

比率 

不得低旅

前一學年

度，且不

得低於總

招生容額

16% 

 以不超過

新生招生

總名額

48%為限 

 若未獲核

准招生，

名額將流

至考試入

學分發 

以 60%

為上限 

     

107

學年

度 

8  

18(一般) 

2(原住民) 

1(離島) 

21 1 
10(食) 

7(保) 

8(食) 

3(保) 
5 

5(學測) 

12(統測) 
33 20 

108

學年

度 

8(一般) 

2(外加-原

住民) 

2 

18(一般) 

2(外加-原

住民) 

1(外加-離

島) 

19 1 
10(食) 

6(保) 

8(食) 

4(保) 
5 

5(學測) 

12(統測) 

12(筆

試組) 

21(甄

試組) 

1(甄試

組外加

-原住

民) 

20 

109

學年

度 

8 2 ？ ？ 1 ？ ？ 5 ？ ？ ？ 

決    議：招生名額比照 108學年度。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