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應 用 化 學 暨 生 命 科 學 系 

9 7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1 次 系 務 會 議 紀 錄 
 

時間：98年 2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林森校區科學館三樓系會議室 

主持人：樊琳主任                                          紀錄：吳君慧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1.教學用化學藥品登錄、管理流程如附件一。 

2.陳長謙院士訪問講學行程如附件二。 

3.本學期行事曆如附件三。 

4.98會計年度本系經費共 960,000元。 

 資本門 700,000 元 

 經常門 260,000 元 

項次 項    目 比例 分配額 
累計至 2 月

20日支用額 
結 餘 

1 系務雜支宣傳郵電 25% 65,000 605 64,395 

2 專題研討及其他學術活動 15% 39,000 0 39,000 

3 教師及研究生研究需求 30% 
每人 9,750 

元額度 
0 78,000 

4 修繕更新 30% 78,000 2,700 75,300 

 合        計  260,000 3,305 256,695 

5.徵聘教師面試時間為 4/10（五），歡迎全系教師來聽 presentation。 

6.5/23（六）09:40～19:10 辦理『職涯啟航，贏向未來』－社會新鮮人生

涯規劃研習營，請各位老師先協助宣導，參加職涯測驗及諮商之同學可至

系辦報名，並繳交諮商費差額 200元。 

7.高中生創意科學營活動於 7月 7～9 日舉行。 

8.第 32期理學類學報稿源於 4月底前收件。 

9.請指導大四專題研究之老師提醒同學務必繳交論文競賽報名表。 

 

貳、宣讀上一次系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本系需協助第 32 期理學類

學報稿源，並交由研發處進

行後續出刊事宜，請  討

論。 

請每位老師負責至少 1 篇，

於 4月底前繳交至系辦。 

依決議執行。 



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附件一），擬訂定課程地

圖，請  討論。 

1.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

正後通過，送院課程委員

會核備。 

2.將於 97學年度第二學期

成立系課程委員會。 

3.請每科授課教師提供 500

字內說明課程目標、核心

內容及重要能力指標。 

於本次會議

選出教師四

人為課程委

員會委員。 

有關畢業成果發表會之呈現

形式與評分方式（附件二），

請  討論。 

辦法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理。 

毒性、化學物質安全、藥品

管理辦法（附件三）和危害

通識計畫書（附件四），擬成

立委員會並訂定設置要點，

委派相關教師負責處理，請  

討論。 

1.建請學校成立『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委員會』。 

2.將危害通識計畫書送總務

處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3.本系訂定教學用化學藥品

管理流程，由一位研究生

助理負責藥品登錄、上架

及更新清冊。 

教學用化學

藥品登錄、管

理流程如附

件一。 

下學期課程規劃與教學大

綱，請  討論。 

請新課程之授課老師報告教

學大綱與評量方式。 

依決議執行。 

本學期學生成績與學習狀

況，請  討論。 

為與家長聯繫學生課業狀

況，請各科老師將不及格學

生名單送交系辦。 

達第一次二

一與瀕臨二

一之同學，已

寄 發 通 知

信，請家長了

解孩子學習

之情況，給予

適當之督導。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應用化學暨生命科學系 

案由：本學期將成立系課程委員會，系主為當然委員，擬選出本系教師四人為推

選委員，請  討論。 

說明：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經 98.01.13 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投票選出陳存仁、黃鐘慶、陳皇州、李佳穎四位老師擔任本系 97 學年度

系課程委員會委員。 

 



提案二         提案單位：應用化學暨生命科學系 

案由：擬訂本系「兼任教師聘任規則」，草案如附件四，請  討論。 

說明：依 97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修正後通過，提送院教評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上午 11時 30分。 



 
98.1.20 製作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應用化學暨生命科學系 

教學用化學藥品管理流程 
 
 
 
 
 
 
 
 
 
 
 
 
 
 
 
 
 
 
 
 
 
 
 
 
 
 
 
 
 
 
 
 
 
 
 
 
 
 

藥品室之藥品存放管理範圍： 

1.所有教學用之毒性化學物質、酸、有機溶劑、危險及有害物，依性

質分類。 

2.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等實驗課之一般藥品，依科目分類。 

採購 進貨 核銷 

負責授課

教師 
系辦人員 

定期清冊更新 

藥品室

待用桌 
 

等待登錄 

登錄 

安全標識確認 

分類上架 

用罄登錄註銷 

研究生 

助理 

最後使用

人員 



附件二 

陳長謙院士訪問講學行程 

Date 08:00-09:50 10:10-12:00 Lunch break 13:30-15:20 15:40-17:30 18:20-21:00 

4/24(Fri) Arrival      

4/25(Sat)       

4/26(Sun)       

4/27(Mon) 

Office Hours 

  Departmental seminar: 

Modern Life Sciences as 

an Integrated Scientific 

Discipline 

 

4/28(Tue) Office Hours  Office Hours  

4/29(Wed) 

Office Hours 

施焜燿、黃子瑜、陳存仁、 

李佳穎 group meeting till 2 

o’clock 

 Lecture: Biophysical 

chemistry—protein 

folding(15:40-18:00) 

 

4/30(Thr) Office Hours  Office Hours  

5/01(Fri) Office Hours  Mini symposium (presider)  

5/02(Sat) Undergraduate post contest (outside committee) (oral)    

5/03(Sun)   Lunch and group meeting with Lynn Farh 

and Shyan-Jer Lee 

  

5/04(Mon) 

Office Hours 

  Departmental seminar: 

Synthetic Biology: 

Biofuels, Biomaterials, 

and Novel Drugs 

 

5/05(Tue) Office Hours  Office Hours  

5/06(Wed)  

陳皇州 group meeting 

 Lecture: Biophysical 

chemistry—single 

molecular 

experiments(15:40-18:00) 

 

5/07(Thr) Office Hours  Office Hours  

5/08(Fri) Office Hours  Office Hours  

5/09(Sat)       

5/10(Sun)      Departure 



附件二 

 



附件三 

應用化學暨生命科學系 97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 

日  期 主 持 人 主講人(發表人) 專  題  討  論  內  容     地  點 參與者 

2/16 樊琳  
開學典禮 民生校區大禮堂 大學部學生 

碩士班工作排定週 科 301 碩士班學生 

2/20  第一次系務會議 10:10 am 系會議室  

2/23   全校班會 各班班會教室 大一至大四 

3/16  理學院安排 理學院週會 民生校區大禮堂 大學部學生 

3/23  福田光完 博士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Industry - Change in 50 

years in Japan 

科 501 全系學生 

3/27  第二次系務會議 10:10 am 系會議室  

4/27 陳皇州 陳長謙 院士 

Modern Life Sciences as an 

Integrated Scientific 

Discipline 

科 501 全系學生 

5/01 劉慶中校長 

陳長謙 院士 

方俊民 博士 

胡紀如 院長 

吳天賞 博士 

Mini symposium 

13:30-17:30 
敬 103 碩士班學生 

5/02  
Undergraduate post contest (oral) 

08:00-13:30 
  

5/08  第三次系務會議 10:10 am 系會議室  

5/04 陳皇州 陳長謙 院士 

Synthetic Biology: 

Biofuels, Biomaterials, 

and Novel Drugs 

科 501 全系學生 

5/18 陳存仁 吳英彥 博士 
NMR Instrument and 

Applications 
科 501 全系學生 

5/23 樊琳 Career 講師 

『職涯啟航，贏向未來』－社

會新鮮人生涯規劃研習營 

09:40-19:10 

民生校區國際會

議廳、第三會議

室、第四會議室 

個別諮商部分

需事先報名 

6/01  全系師生座談 科 501 全系師生 

6/08   期末結業式 民生校區大禮堂 大學部學生 

6/26  第四次系務會議 10:10 am 系會議室  

 



附件四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應用化學暨生命科學系兼任教師聘任規則 

98年 2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為公平、公正、公開聘任本系兼任教師特訂定「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應用化學

暨生命科學系兼任教師聘任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二、本系專任老師如已依本校專任老師授課規定之授課標準時數排滿，或未滿但

因所開授課程性質非本系專任教師所能任教者，得聘請兼任教師。 

 

三、本系兼任教師申請以具有博士學位者為原則，如係需其實務經驗專長者不受

此原則限制。 

 

四、新聘兼任教師時，須經網路公告程序。應徵者需繳交申請者之最高學歷影本、

個人履歷、相關證書，由本系公開甄選優秀合格師資，提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同意後聘任之。 

 

五、兼任教師之授課時數，以每週不超過四小時為原則，但課程有連續性或不可

分割性者，得依需要報請核定實施。 

 

六、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提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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