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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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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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克強、羅至佑、

廖宏儒、林淑美（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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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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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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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選 109.04.20(一) 

3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109.04.26(日) 

4 博士班招生 109.05.02(六) 

5 進修學士班考試入學招生 109.05.17(日) 

6 轉學生考試 109.07.22(三) 

二、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疫情： 

(一) 本系準備防疫物資： 

1.自動感應消毒洗手液：本系一樓中廊與二樓系辦公室門口。 

2.額溫槍：二樓系辦公室、食品加工廠。 

3.75%消毒用酒精：每班教室 1個酒精噴瓶，請同學們進教室上課前自行消毒。 

4.洗手乳：本系各樓層廁所洗手台均已放置洗手乳，請師生勤加洗手。 

(二) 電梯、欄杆每天進行酒精消毒。 

(三) 教室桌椅將以漂白水進行擦拭。 

(四) 大學部、碩士班之專題討論，目前以臉書（FB）直播方式進行遠距報告。 

三、招生組：109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應變機制（109.03.17）通知辦理， 

應變機制 

原配分 取消面試之考生 

學測 50%、書審

25%、面試 25% 

調整後為面試占分「均分」到學測+書審

占分 

遇個案考生如因

疫情影響致無法

參加甄試 

 改採學測+書審，導致考生間評比方式不

同，若考生達錄取標準，將以「外加」

名額錄取。 

遇學校或學系如

因疫情影響致無

法辧理甄試 

 統一採學測+書審，所有考生評比方式皆

相同，仍以「內含」名額錄取。 

四、食科系 109年度經費分配擬依往例進行分配： 

(一) 依 108學年度第 6次行政主管會議決議通過（提案一：生命科學院 109年度經

費分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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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金額 

經常門(2期) 
資本門 

(1期) 
合計 

1-7月 8-12月 小計   

食品科學系 816,956 583,540 1,400,496 600,213 2,000,709 

(二) 系經費分配比例：資本門 30％、經常門 70％。其中經常門的部分，分配： 

經常門 業務費 維護費 旅運費 其 他 合計 

以 100%之比例換算 83% 11% 3% 3% 100% 

(三) 日間部：食品分析實驗、微生物實驗分配 1.5單位、其餘 1，【選課人數未達 15

人分配 0.3單位，未達 20人分配 0.5單位，未達 40人分配 0.7單位】，碩士生

每位分配 0.5單位、博士生每位分配 0.75單位。 

(四) 博士班及 106學年度（含）以前入學碩士班研究生的口試經費由系經費項支

付，其中口試費以三位口試委員（包含指導老師在內）為原則。 

(五) 108-2經費分配原則如上述，紙本明細將在近日試算後印出，再送各位老師。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109.02.26）： 

提案一：本系「附設食品加工廠設置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決  議：修訂後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系 108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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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 108學年度教師評鑑案，提請討論。 

決  議：1.教師評鑑資料送交系辦日期：4月 6-10日。 

2.本系教評評鑑會議日期：4月 15日（週三）上午 10時。（地點：3樓會議

室） 

3.推派至生科院「擔任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會當然委員」為本校動科系前

主任為優先，再者應化系主任為預備人選。（確定邀請應化系主任陳國隆教授

為生科院 108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會當然委員。 

 

提案四：本系配合高教評鑑中心實地訪評之訪視委員推薦名單案，提請討論。 

決  議：1.參考「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網站公告之「評鑑人才資料庫」/

評鑑人才資料庫名單(更新至 105年 12月 31日)。 

2.依上述「評鑑人才資料庫」，擬推薦位合適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級 專長 

1 曾浩洋 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講座教授 
生物技術 、 生物化學、微

生物、分子生物、食品科技 

2 游若篍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

所 
教授 食品微生物、食品生物技術 

3 蕭錫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

系 

終身國家講

座教授 
營養學 

4 孫寶年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

系 
講座教授 

食品化學、水產加工化學、

水產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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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級 專長 

5 丘志威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名譽教授 

食品微生物、機能性食品、

發酵學、食品安全、營養科

學、生物技術、食品科學 

6 張永和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特聘教授 
食品化學、穀類化學、食品

加工工程 

7 林麗雲 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特聘教授 

食品加工、食品香料、烘焙

科學、食品釀造香辛精油保

健 

8 陳錦樹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

物科技學系 

終身特聘教

授 

應用微生物 、酵素生產與

利用 、食品科技 

9 周志輝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

物科技學系 

終身特聘教

授 

保健食品研發、糧食保障、

食品法規、膳食纖維 

10 潘敏雄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

所 
特聘教授 

食品化學、 保健與機能性

食品、疾病化學預防 

 

提案五：本系 109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初審應徵人員資格條件案，提請討論。 

決  議：擬由系主任進行應檢附資料之複查後，將提送前 5位（即第 6位因逾期送件

外）至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進行審查。 

 

捌、討論事項及決議： 

提案一：本系 108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初審作業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教務處 108.12.11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1 p1-8。為求全校積分值計算一

致性，統一於 109年 3月 2日進入系統存取所屬教師積分值後寄送各學院。 

2.依生科院 109.03.13通知，有關學院初審評分項目說明： 

（1）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與其他審查項目(50%)，並

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 

（2）選薦旁聽(50%)：各學系推派 1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各學系教師教學

評量前 50%以上且教學質性意見優良者)組成選薦小組。以受推薦教師大學

部必修課程優先。實施方式，由選薦小組委員決定採全程錄影後觀看或至

課程現場旁聽。 

3.本系 105-107學年度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前 6名：分別為

呂英震、林淑美、翁義銘、吳思敬、楊懷文、陳志誠。 

4.本系 107學年度推選許成光老師及呂英震老師參選本院教學績優教師初審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選薦旁聽教師：陳志誠老師。 

5.本系歷年「教學績優教師」獲獎名單，請參考附件 2 p9-10。 

6.本系應於 3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推薦至多 2位教學績優教師人選，請推

選。 

7.並推派 1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各學系教師教學評量前 50%以上且教學質性

意見優良者作為選薦旁聽教師，請推選。 

決  議：1.本系推薦呂英震老師與吳思敬老師為 108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人選。 

2.本系推薦許成光老師為選薦旁聽教師。 

 

提案二：本系 108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薦初審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勵辦法辦理，請參考附件 3 p11-15。 

2.本系歷年來推薦及獲獎名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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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年獲獎名單： 

學年度 導師姓名 獎  項 

94 馮淑慧 94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績優獎 

97 陳桐榮 97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績優獎 

99 李益榮 99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肯定獎 

102 羅至佑 102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績優獎 

102 廖宏儒 102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肯定獎 

103 馮淑慧 103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肯定獎 

105 林淑美 105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肯定獎 

106 羅至佑 106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績優獎 

（2）歷年本系系務會議推薦名單： 

學年度 推薦教師 說明 

102  推薦羅至佑老師參加優良導師績優獎，另由

推薦廖宏儒老師參加優良導師肯定獎甄選 

（102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1次系務會議） 

103  推薦左克強老師為績優獎候選人與馮淑慧老

師為肯定獎候選人 

（103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2次系務會議） 

104  推薦林淑美老師參加 104學年度優良導師遴

選 

（104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2次系務會議） 

105  推薦本系林淑美老師參加 105學年度優良導

師遴選 

（105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3次系務會議） 

106  推選羅至佑老師參加「106學年度優良導

師」甄選 

（106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2次系務會議） 

3.請推薦擔任班級導師年資三年(含)以上之現任導師為本系優良導師候選人。 

決  議：本系推薦陳志誠老師為 108學年度優良導師人選。 

 

玖、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本系 108學年度國立嘉義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據通識中心 109.03.17通知辦理，請參考附件 4 p16-24。 

2.請推選國立嘉義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候選人。 

3.符合資格(一) 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學人員）。(二) 開設通識教育課

程近 5年內至少累積 5學期以上。(三) 當學年度未辦理休假研究、留職

留薪或留職停薪者。本系符合資格之教師為：黃健政老師、廖宏儒老

師、楊懷文老師、呂英震老師、馮淑慧老師等 5位教師。 

決      議：推薦黃健政老師與馮淑慧老師參加 108學年度國立嘉義大學傑出通識教育

教師遴選。 

 

拾、散會：12時 4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