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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九十九學年度第八次系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0 年 3 月 17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系所辦公室(A32-624) 

出席人員：翁炳孫、陳俊憲、劉怡文、金立德、陳立耿、謝佳雯、翁博群、黃襟錦、吳進益、

莊晶晶、蔡宗杰、王紹鴻等教師 
 

主席：朱紀實                                                      記錄：黃子娟 

                                              
壹、報告事項： 

1.100 至 101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A23-同儕學習輔導與適性學習，每系至少成立一個

同儕學習社群，協助學生解決學習困難，並於 3月 18 日前送生科院教卓助理。 

2.100 至 101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B1-1 辦理教師同心教與學研習會，99-2 與 100-1 學

期各辦理一場。活動題目及時間請於 3月 18 日前送生科院教卓助理。 

3.依據教學發展中心通知，惠請各院系師長踴躍組成跨院系教師社群，配合本校跨領域學程

及微學程之設置，組成跨領域院系社群，並辦廷與學程教學內容一致之活動，原則上每月

至少辦理 1場教學專業成長活動，各社群教師以 5位以上為原則，計畫執行期間自 100 年

3 月起至 11 月底，經費由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經費項下支應。(應用微生物技術微學程) 

4.本校 99 年生命科學院特聘教授：邱義源教授、黃承輝教授。 

5.預計討論 100 學年度本系所開課計畫，煩請各位師長於 3 月 31 日提供 100 學年度第 1學

期本系所開課及教師上課時數表，俾利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 

6.辦理 100 年度系所課程評鑑，系所請於 4月 8日前推薦校外評鑑委員 6人(校外專家學者 4

人、業界代表 2人)，送院彙整，統一由教務處簽請校長核示。(推薦校外專家黎煥耀、張

德卿、周志中、陳中一、業界代表熊光濱、蔡文城) 

7.本校蘭潭校區第 5變電站，經維護廠商巡檢保養時發現高壓碍子及比流器等設備，受潮因

素影響設備性能，有供電安全上之疑慮，將於 100 年 3 月 18 日(星期五)晚上 22 時 10 分至

24 時停電施工。 

 

 

貳、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成立系(所)主管遴選委員會代表，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人事室100年2月24日嘉大人字第1000020693號函及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辦理。 

二、系主任任期將屆滿，依據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規定，應由院長組成5人遴選委員會辦理

遴選作業，除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教師代表由系(所)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

式就專任教師中推舉產生3人，相關領域學者專家1人，由院長遴定，商請校長聘任。 

決議：推舉劉怡文老師、金立德老師、謝佳雯老師為遴選委員，朱紀實老師為侯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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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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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年度第一期（1-7月）經費預算分配，

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會計室、生命科學院通知辦理。 

二、每學期系所預算經費分配原則 

1.業務費 

1-1業務費 

(1).系務、所務用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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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誤餐費等） 

(2).系學會及學生活動補助（租車費30,000元）、研究生活動補助（租車費10,000元） 

(3).預留研究生口試費用（每位2,500元）、 

(4).專題演講費（計2次） 

1-2材料費 

(1).老師教學用款（每位10,000-30,000元） 

(2).實習課程用款（每門實習課程25,000元） 

(3).教學實驗準備室用款（50,000元） 

(4).實務專題研究費（每班30,000元） 

(5).研究生材料費（每位3,000-5,000元） 

2.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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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旅運費 

差旅費（系所公務用、校外實習及校區間交通費） 

4.設備費 

設備費（依新聘教師、教具、教學實驗室、公用儀器室之儀器設備等優先順序為分配原則）。 

5.預留款項：以系所經費10%以內為原則。 

三、共同性生化微生物實驗材料費，納入每學期系所預算經費分配原則辦理。 

四、上述經費分配明細表應送聯合系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五、每學期各教師經費分配額度，應依期限核銷完畢，不得保留。 

六、本系所經費使用補充說明： 

1.有鑑於本系所公用儀器使用管理辦法，僅規範儀器如需維修，應先詢價並告知系主任，經 

同意後即可聯絡廠商維修，並由系方支付所需經費。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本系所人員使 

用公用儀器時，應依使用數量負擔所需材料費；由該儀器管理教師估算後，請本系所使用人 

員分攤所需費用時，得由系所經費分配給每位老師教學用款之額度內扣抵。 

2.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 

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依本系所碩士班畢業論文口試程序：「每位研究生口試費用以 

10,000元額度為原則」，考量實際需要，若口試費用超過10,000元時，得由系所經費分配給 

每位老師教學用款之額度內扣抵。 

七、本校建築物修繕系所分配經費，依學校規定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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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系所分配經費，依學校規定配合辦理。 

九、本校建教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系所分配經費，依學校規定配合辦理。 

十、本校各學年度招生結餘款運用系所分配經費，依學校規定配合辦理。 

十一、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金經費，依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之友獎助學

金辦法辦理。 

擬辦：本學期經費分配明細表詳如附件一。 

決議： 

1.經常門--材料費： 

(1)老師教學用款每位10000元。 

(2)教學實驗準備室用款不發放。 

2.設備費：本學期分配給莊晶晶老師、翁博群老師、黃襟錦老師、吳進益老師、謝佳雯老師

使用，每位5萬元。 

3.系經費預估結餘額不足38,617元。 

4. 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系（所）、學位學程擬定100學年度課程架構注意事項，請討論。  

說明：  

一、各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請依自訂之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除校內委員外，應邀請

校外學界、業界、校友代表、在校生代表擔任委員。 

二、各系所已訂定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進行 100 學年度課程規劃，日後課程實施時應要求

教師依此進行課程設計與教學，並建立機制以確保學生畢業時具備應有之核心能力。100

學年度課程架構擬定時，其課程與核心能力對應關係、課程地圖、修課流程圖、職涯進

路圖，如需配合修訂時，應於課程委員會中一併討論修訂。 

三、為強化大學部專業課程與實務結合，並執行 100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本校採循序漸進方

式，各學系應於大一規劃校內「服務學習」課程，每週二節或每學期 36 小時，以培養服

務的熱誠；大二則結合各系專業進行社區服務及校外服務，每學期 4-6 小時；大三正規

課程安排業界見習每學期至少 6-8 小時，大四則安排業界實習課程。請各學系規劃於 100

學年度課程架構中。 

決議：大三業界見習預訂於5月13日(星期五)辦理，見習路線：得榮生技(民雄工業區)、 神

農、友霖藥廠(雲林虎尾)；國科會動物中心(南科)。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100學年度碩士班一般招生命題工作，提請討論。 

說明： 

1.100 學年度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名額 20 名(推薦甄選 8名、入學考試 12 名)。

甲組【生物藥學組】：3名；乙組【微生物免疫與生物醫學組】：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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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100學年度，碩士班一般招生事宜案，經99.8.18.九十九

學年度第1次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3.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一般招生考試科目甲組：1.生物化學 2.有機化學 3.專業

英文；乙組：1.生物化學 2.分子生物學 3.專業英文。 

4.依據 100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委員會通知辦理。 

(1)專業科目之命題方式宜採申論題四題，每題 25 分或申論題四題每題 20 分，另簡答題四小

題每小題 5分，合計 100 分。避免近二年考題之重複命題；請命題教師到教務處招生出版

組網站查詢。 

※考科如為專業英文或國文，因作答時間為 60 分鐘，請  貴系所命題時特別注意。 

(2)每科目委請 2位或 2位以上教師各自命題一份完整試卷(100 分)，命題教師以本校專任教

師資擔任或委請校外專家擔任亦可，並於 3月 29 日（星期二）前密封（電子檔請以 CD 儲

存(請勿用 Floppy Disc)或直接 e-mail）送交所屬系所主任。 

(3)系所主任(所長)請於3月30日（星期三）前將試題親自送交所屬院長，並進行核題，核題

後隨即裝袋彌封(內含電子檔與紙本)，並於3月31日(星期四)上午12時前，送交教務長或

招生組組長保管，於入闈時再行製題。 

(4)各位所主任(所長)請於4月14日(星期四)下午1時至9時親赴闈場(設於林森校區)複核試題

(最後一次核校)後製題。 

(5)各科目命題教師即為考試完畢之閱卷教師，請通知於4月18日(星期一)早上8時30分起至蘭

潭校區教務處地下室閱卷；因放榜在即，閱卷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晚上10時，並請在4

月22日(星期五)閱卷完畢，請轉知各位閱卷教師配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100學年度大學部學生轉系申請資格審核，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轉系審查標準辦理。  

二、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100學年度大學部接受申請雙主修、輔系、轉系、招收轉學生名

額、條件經99年12月23日，九十九學年度第五次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三、本系轉系審查標準 

 

系別 可供轉系

轉入年級

學業成績 必須修過之專業

科目及學分數 

轉系考

試科目

可供轉

系名額

附註 

微藥系 二年級 班上成績

前 20%者 

無 無 3 以學業成績審查

為準，不另辦考試

四、檢附學生申請資料 

 

姓名 學號 所屬系所 
申請轉

入年級

累計 

平均 

累計 

名次 

擬轉入本

系志願次

序 

核准是否

同意轉系 

林毓芳 0992509 景觀系大一 2 80.33 5/47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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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周岱均 0992510 景觀系大一 2 77.42
12/47 

(25.53%) 
1 否 

游惟茜 0993200 生資系大一 2 82.85
8/54 

(14.81%) 
1 是 

黃翔瑜 0993208 生資系大一 2 85.23
4/54 

(7.4%) 
1 是 

黃亭穎 0993209 生資系大一 2 86.73
1/54 

(1.85%) 
2 否 

王聖茵 0994639 管院學程大一 2 81.25
6/37 

(16.21%) 
1 是 

五、不列備取名單。 

決議： 照案通過。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 時 
 
 
附件一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經費分配明細表 

紙本於會中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