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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時間：108 年 10 月 15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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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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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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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年校慶活動之本系相關訊息： 

項

目 
日期 時間 活動 地點 說明 

1 10 月 16 日 9-16 時 
研發亮點（研

發處） 

國際交流學

園 

由許成光老師協助

展示：黑豆保健茶

飲、溫控快速發酵風

味醬油 

2 10 月 19 日 10-15 時 生科院開放日 各系館 

透過闖關遊戲讓學

生了解生命科學的

最新發展，進而確立

其生涯志向。 

3 10 月 20 日 05:40-10:30
嘉大百年校慶

紀念路跑賽 
嘉禾館前  

4 10 月 26 日 10-14 時 系友回嘉 食品科學系  

5 10 月 26 日 10-14 時 校友辦桌 
國際交流學

園前 
 

6 
持續辦理

中 
 百年紀念醬油  

由本系馮淑慧老師

協助辦理 

 

二、本學期近期相關講座活動： 

日 期 時間 主講人單位 題   目 

108.10.23 
10:10-

12:10 

蘇純立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Phytochemical-induced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cancer cells 

108.10.23 
13:20-

15:10 

羅榮茂校友 

（鮮活果汁有限公司） 

我國冷凍調理食品的研發與創

新方向、實例與基本要素 

108.10.24 
13:20-

15:10 

劉曲婷 

（三顧股份有限公司生醫事業處）
從食品科學到再生醫學 

108.10.28 
15:20-

17:10 

陳勁初副總經理 

（葡萄王生技龍潭園區分公司） 
微生物故事好好玩 

108.11.05 
09:10-

11:10 

劉伯康博士 

（中台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關於科學品評你該知道的大小

事及最新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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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間 主講人單位 題   目 

108.11.06 
13:20-

15:10 

戴茂良董事長 

（佳饌股份有限公司） 
 

108.12.11 
13:20-

15:10 

曾彥賓襄理、顏偉庭專員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人資

處） 

大成長城企業說明會 

 

三、本系「109 年度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相關進度： 

日期 內容 說明 

108.10.01 第二項目小組第一次開會討論  

108.10.07 第三項目小組第一次開會討論  

108.10.08 第一項目小組第一次開會討論  

108.10.11 請更請教師職涯系統內容  

108.11.10 請繳交各組自評報告書檔案至系辦彙整  

108.11.15 預計召開系務會議檢討  

108.12.15 預計召開系務會議檢討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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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招生組：109 學年度招生考試計畫，如下表。 

項次 招生考試 109 學年度考試日期 

1 碩士班推薦甄選 108.11.23(六) 

2 
學士班特殊選才 
單獨招生 

108.12.21(六) 

3 碩士班招生考試 
筆試 

109.02.15(六) 

4 體育運動績優單獨招生 109.03.14(六) 

5 
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EMBA) 

109.03.14(六) 
109.03.15(日) 

6 農場管理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入學考試 

筆試 109.03.14(六) 
面試 

109.04.25(六) 
109.04.26(日) 

7 
大學個人申請 
第二階段甄選 

109.04.2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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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招生考試 109 學年度考試日期 

8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109.04.26(日) 

9 博士班招生 109.05.02(六) 

10 進修學士班考試入學招生 109.05.17(日) 

11 轉學生考試 109.07.22(三) 

 

柒、宣讀上次會議決議事項（108.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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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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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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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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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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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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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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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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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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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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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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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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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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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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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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捌、討論事項及決議： 

提案一：有關本系師資職前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專門課程案，提請討論。 

說  明：1.依本校師培中心 108.09.06 會簽教育部函，其中教育部函文（108.09.04）第

4頁之第六點「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專門課程審查意見」辦理，請參考附件 1 

P1-7。 

2.原送審之專門課程規劃表，請參考附件 2 P8-10。 

3.本系擬修訂回覆重點，請參考附件 3 P11-12。 

4.本系修訂後專門課程規劃表，請參考附件 4 P13-1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系擬聘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專任教師案，提請討論。 

說  明：1.本系業於 106.08.29 簽請校長核定專案教師 1名，請參考附件 5 P16-18。 

2.又於 106.12.01 業經校長同意人事室意見核定專任教師 1名（遞補邱義源教

授退休員額），請參考附件 6 P19-22。 

3.依上述本系可聘教師員額為 2名，但因考量本系發展，新聘教師擬以 2名專

案助理教授職級聘之，聘任案業經公告及甄選等作業，最後僅 1位專案教師

到校報到。 

4.至今本系應尚有 1名專任教師員額未補滿，故請討論本系課程是否仍有需新

聘教師之需求？如同意新聘教師，也請提出新聘教師之專長需求，並請與本

系原有教師專長勿重樣。 

5.暫擬「109 學年度第 1學期專任教師」公告啟事（草案），請參考附件 7 P23-24。



1081 系務會議（一）紀錄  第 5 頁 

（公告期間至少 2個月） 

決  議：同意新聘專任教師 1名，修正「109 學年度第 1學期專任教師」公告啟事，並

擬上簽請鈞長核可。 

 

提案三：本系研究所學生英文能力是否納入畢業門檻案，提請討論。 

說  明：1.配合本校語言中心之公告，請參考附件 8 P25-27。 

(1)本校自 108 年 7 月 27 日起全面廢除英語文基本能力畢業門檻。108 學年

度(含)以前及以後入學的學生，皆無英文畢業門檻之規範。 

(2)但 107 學年度（含）以前入學的學生，想要以「未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延

畢，學生需於畢業前至語言中心登記，並於畢業前通過校外英文能力檢定考

試，或修習 1門經語言中心認可之科目（如：多元主題英文溝通訓練等）作

為替代方案，方能畢業。 

(3)截錄語言中心之 Q&A 內容： 

Q：只有大學部廢除嗎? 研究所的英文畢業門檻也廢除了嗎? 

A：是的，全校統一廢除，但研究所有另訂標準，請依所上規定。 

2.請討論，本系是否需將英文能力仍設為畢業門檻？若同意訂定為畢業門檻

者，擬應新訂定本系之「日間研究生英語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要點」。 

決  議：依本校語言中心公告，本系研究所（含未畢業生）全面廢除英語文基本能力畢

業門檻。108 學年度(含)以前及以後入學的學生，皆無英文畢業門檻之規範。 

 

提案四：本系擬 108-2 兼任教師聘任案，提請討論。 

說  明：1.依本校人事室 108.10.04 函辦理，請參考附件 9 P28-29。 

2.108-2 以下課程擬聘任兼任教師進行授課（如下表），提請討論： 
編號 課程名稱/修別/學分/學時 姓名 服務單位 學制 備註

1 
食品產品開發特論 

選修/2/2 
李益榮

國立嘉義大學食品科

學系退休教授 

碩士在

職專班 
 

2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特論 

選修/2/2 
鄭清和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退休工程師） 

碩士在

職專班 
 

3 

食品採購供應管理 

選修/2/2 

食品行銷學/選修/2/2（預計

109-2） 

沈榮祿 麗山綠色農場/執行長 
碩士班

一年級 

學碩

合一

課程

4 
食品製程與品質管理實務 

選修/2/2 
梁恩敏

統一企業食品安全中

心 

碩士班

一年級 

學碩

合一

課程

3.以上課程是否同意聘任兼任教師之需求。如同意者，將送兼任教師名單至生

科院並統一公文簽請校長同意後，召開三級會議審查，始得聘任。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生科院彙整。 

 

提案五：本系 107-2 必修課程外審結果與檢討案，提請討論。 

說  明：1.本系 107-2 必修課程應外審課程，共計 8門，如下所示。（本系標竿學校為國

立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2.外審資料業於 9月 24 日寄出，並於 10 月 4 日收到審查委員之審查意見，請

參考附件 10 P30-33。 

3.請依審查意見，提請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1081 系務會議（一）紀錄  第 6 頁 

玖、臨時動議： 

臨時提案一：預定「109 年度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小組開會時間及規劃工

作進度案，提請討論。 

說      明：為配合辦理本系「109 年度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應密緊進行

開會討論與執行進度。 

決      議：1.訂於 108 年 10 月 30 日召開「109 年度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

小組第 1次會議」。 

2.請於開會前各工作小組請彙整報告書內容，以便進行討論。 

 

拾、散會：13 時 1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