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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0學年度第三次系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0 年 10 月 1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系所辦公室(A32-624) 

出席人員：朱紀實、陳俊憲、劉怡文、金立德(請假)、陳立耿、謝佳雯、翁博群、黃襟錦(請

假)、吳進益、莊晶晶、蔡宗杰、王紹鴻等教師 

 

主席：翁炳孫                                                  記錄：黃子娟 

                                          

壹、報告事項： 

1. 系（所）、中心應建立著作審查委員資料庫(可依需要做專長分類)，提系（所）、中心教評

會通過，並每年更新報院備查。有意申請申等之教師請於10月30日前更新升等名單，提系

教評會審查。 
2. 依據「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國立嘉義大學教師評鑑實施要點」，明年2月底前，

本系列出當年度應接受評鑑之教師名單，且本系應備妥受評教師資料（含96-99學年度各項

評鑑資料之證明文件），經本系教師評鑑委員會通過，於4月底前送請院長召集院教師評鑑

委員會召開教師評鑑會議，進行評鑑。請受評教師預作準備。 
3. 流式細胞儀維修費已簽定新契約，維修費已開始繳納。 
4.有關本校 100 年度校慶暨運動會差勤規定相關事項： 

(1). 11 月 5 日(星期六)校慶開幕典禮上午 9 時 30 分於蘭潭校區瑞穗館舉行，各單位出席教

師不得少於現員 3 分之 1。(翁炳孫、朱紀實、陳俊憲、金立德、吳進益、莊晶晶、蔡

宗杰) 
(2). 11 月 4 日(星期五)運動會開幕典禮上午 8 時前至蘭潭校區田徑場集合，教職員工以各單

位 3 分之 1 出席為原則，穿著運動服裝。(翁炳孫、朱紀實、金立德、翁博群、吳進益) 
(3). 11 月 5 日(星期六)運動會閉幕典禮下午 4 時 10 分前至蘭潭校區田徑場集合，教職員工

以各單位 3 分之 1 出席為原則，穿著運動服裝。(翁炳孫、朱紀實、吳進益、王紹鴻) 
5.100 年 9 月 21 日會計室通知，100 年度第 2 期分配之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金經

費，10-12 月份之研究生獎助學金已撥入系所帳戶，另 1 月份之獎助學金擬於 101 年度開帳

時再行撥入系所。 
6.本校學生學習歷程檔案系統持續推動中，請各導師協助控管各班級學生使用情形。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00 年度會計年度第二期（8-12 月）經費預算

分配，請討論。 
說明： 
1. 系務用款（電話費、影印機碳粉、單槍投影機耗材、影印紙、辦公文具、學生掃地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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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誤餐費、預留款項等）、系學會及學生活動補助（租車費 40,000 元）、研究生活動補

助（租車費 10,000 元）、預留研究生口試費用（每位 2,500 元）、專題演講費（2 場）、老

師教學用款（每位 10,000 元）、實習課程用款（每門實習課程 25,000 元）、教學實驗準備

室用款（30,000 元）、實務專題研究費（每班 30,000 元）、研究生材料費（每位 3,000 元）、

維護費（影印機定期保養、教具維修費、教學實驗室、公用儀器室之維護費用）、旅運費、

差旅費（系所公務用、校外實習及校區間交通費）、設備費（教學實驗室、公用儀器室、

新聘教師之儀器設備）等為分配原則。 
2. 99學年度起微免系、生藥所合併成一系所編列。 
3. 依據99年6月8日九十八學年度第九次聯合系所務會議決議，自99學年度起，系固定資產

每學期撥款，供系上教師輪流購買小型儀器。 
4. 經費分配明細表詳如附件一。 
決議： 
1.經常門--材料費：實習課程用款每門20,000元。 

2.設備費：本學期分配給朱紀實老師、陳俊憲老師、陳立耿老師，每位5萬元。 

3.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100學年度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金審查案，請討論。 
說明： 
一、申請100學年度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金於100年9月30日截止收件，申請助

學金同學共有5位（大三2位、大四2位、碩二1位），申請名冊如附件二。 
二、檢附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金辦法如附件三。 
決議：大三簡銘助、大四吳琮祐、碩二林永倫等同學通過申請案。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條文及評分表修正案，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系 100 年 10 月 7 日 100 學年度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辦理。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十一、本系(所)專任教師通過升等教授人

數之上限以二人為原則；申請升等

教授人數超過二人時，每增加二人

時增加一個名額。但助理教授及講

十一、本系(所)專任教師通過升等教授人數

之上限以二人為原則；申請升等教授

人數超過二人時，每增加二人時增加

一個名額。但助理教授及講師之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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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升等名額，不在此限。 
本系（所）副教授通過升等教授人數

上限之評審機制，依據「國立嘉義大

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

學系教師升等評分表」評分結果，以

升等評分表之總分排序後，擇較高分

者優先通過為原則。其中外審研究成

績以國家科學委員會生物科學發展

處原職級近五年內研究表現指數

(RPI)取代，升等教授中(RPI)指數最

高者，以 100 分計算，其餘依此比例

計算。 

名額，不在此限。 

※請依規定訂定副教授升等教授之客觀可

信、公平正確之評審機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100學年度本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請討論。 

說明：依據本系100年10月7日100學年度第1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本系所教師評鑑

委員會委員五人，推薦校外委員：張德卿教授、蕭光明教授；校內委員林榮流教授、賴弘智

教授，翁炳孫主任為當然委員及召集人，。 

決議：照案通過。 
 

 

 

參、臨時動議： 

案由：草本及木本保健香料作物全株之開發與應用-芙蓉及土肉桂的香水香精香料及保健產品

的開發計畫構想書(附件四)，提請討論。 
說明：依據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補助計畫辦理。 

決議：依行政程序送審。 

 

 

 

 

肆、散會：下午 2時 30 分



4 

微藥系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經費分配預算經費  
（100 會計年度第二期(8-12 月)） 

系經費收入金額:        預估支出經費金額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院核撥數 534813*70%   (經常門) 374,370 1.業務費 374,370

院核撥數 534813*30%   (資本門) 160,443 2.維護費 0

微生物實驗材料費 0 3.旅運費 0

    4.設備費 160,443

合計 534,813 合計 534,813

系經費預估結餘額：收入-支出=0     

    

經常門運用預算明細 100.10.12 系務會議討論

1-1 業務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電話費 8-12 月   11,870

  影印紙 A4 影印紙(10 包/箱)  0

  影印機滾桶    0

  影印機碳粉    0

  系學會及學生活動補助    20,000

  專題演講費 專題演講費(2 場)  0

  文具、學生掃地用具  0

  會議誤餐費   10,000

  

系務用款 

預留款項(水電費)   0

  合計     41,870

     

1-2 材料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每位老師教學用款 13 位老師 13*0 0
  實習課程用款 4 門課 20000*4 80,000
  實務專題研究費大四 18 位   位/1666 30000/18 30,000
  實務專題研究費大三  44 位   位/681 30000/44 30,000

  研究生口試費用款 

每位研究生每學期預留

2500 元 2500*35 87,500
  研究生材料費 35 位研究生 3000*35 105,000
  實驗室耗材     0
  合計     332,500
     

2.維護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教具維修費   0

    影印機定期保養、教學設備   0

  合計     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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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旅運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金額 

  出差費 校外實習及交通費  0

  合計     

4.設備費 項目 說明 單價/數量   

    小型儀器          160,443

  合計       

     

項目 金額    

1.業務費 374,370    

1-1 業務費 41,870   

1-2 材料費 332,500   

2.維護費 0    

3.旅運費 0    

4.設備費 160,443    

合計 534,813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實驗課總表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材料費 

微藥一甲 生物學實驗 翁炳孫、莊晶晶、翁博群 20,000 元 

微藥二甲 細菌學實驗 王紹鴻、謝佳雯、蔡宗杰 20,000 元 

微藥三甲 免疫學實驗 翁博群、莊晶晶 20,000 元 

微藥三甲 細胞生物學實驗 翁炳孫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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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 
獎助學金申請名冊 

 

成績 
編號 班級 姓名 申請項目

上學期 下學期 
平均 

名次 

(上/下學期)

審查

結果

助 學 金 

1 微藥三甲 馬嘉臨 助學金 76.95 76.27 76.61 26/34  

2 微藥三甲 簡銘助 助學金 88.09 86.08 87.09 2/2 v 

3 微藥四甲 吳琮祐 助學金 79.77 79.38 79.58 14/25 v 

4 微藥四甲 陳冠宇 助學金 72 79.78 75.89 34/19  

5 微藥碩二 林永倫 助學金 86.82 88.5 87.66 /7 v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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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金辦法 
 

92.10.02 應用微生物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95.04.19 聯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1.21 聯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2 月 23 日 98 學年度第 6次聯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9 月 23 日 99 學年度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為鼓勵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同學努力向學，補助本系所同學參

與學術性活動，特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金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以下簡稱本獎助學金)獎助學金經費係以設立專款方式辦理。 

第三條、本獎助學金經費來源如下：本系老師、系友、校內外人士等所指定獎助學金之捐款。 

第四條、本獎助學金以專款專帳方式存於本校校務基金，每學年獎助學金經費由本獎助學金

支付。除為本辦法指定之獎助用途外，不得挪為他用。 

第五條、本獎助學金申請每學年辦理一次，獎助學金分為助學金、補助學術性活動二類，獎

助名額每班最多一名為限，助學金每名各獎助三仟元。惟領取助學金者，應負擔等

值之工讀。補助學術性活動依實際需要核給金額。 

第六條、本獎助學金申請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資格： 

(一)助學金：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之家境清寒學生。 

(二)補助學術性活動：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 

二、申請手續：每年10月，由辦公室公告申請，申請者需備妥下列文件： 

(一)助學金：申請書、前一學年成績證明、清寒證明相關文件。 

(二)補助學術性活動：申請書、教師推薦函、相關文件。 

第七條、本獎助學金由本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發放。 

第八條、本辦法經本系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