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化學生物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暨第二週期系所自我評鑑第 4 次會議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09 月 09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地
點：林森校區科學館三樓化生系第二會議室
主 持 人：陳存仁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錄：蔡森竹

壹、主席報告：略
貳、宣讀上一次系務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案由

決議

化學生物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 照案通過，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正案

執行情形
依決議辦理。

100 學年度化學生物系碩士班新生 照案通過，日期訂於 100 年 8 月 1 依決議辦理。
日(一)
座談會案

本系 100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檢討案

照案通過，101 學年度暫時取消口 依決議辦理。
試，恢復筆試；分組招生，化學組
考科為化學，生物組考科為生物化
學。

更改本系教育目標討論案

照案執行，修正本系教育目標。

依決議辦理。

更改本系核心能力討論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化學生物系核心 修正後通過
教育架構圖討論案

依決議辦理。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化學生物系教學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理。

績優教師推選要點案
本系推薦之西文圖書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理。

永續校園活動執行案

修正後通過，各實驗室及實驗教室 依決議辦理。
依原分配區域執行，公共區域：如
樓梯間部份，請系學會安排整理鄰
近教室之班級協助維護；教師研究
室附近區域由老師負責維護，或可
達到以身作則之示範作用

科 103 實驗教室環境維護案

照案通過

校長裁示繼續加強畢業門檻宣導案

照案通過，請各班導師協助加強宣 依決議辦理。
導

本學期學生期末學習成效檢討案

學習進度落後同學名單涉及隱私不 依決議辦理。
列入紀錄，請各位任課老師依課業
預警輔導機制通報，並轉請導師完
成約談輔導記錄後繳回系辦備查

依決議辦理。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大學部學生預先修讀碩士班課程甄選作業要點修正案，請 討論。
說明：擬依本校母法修正本系要點第四條內容如下載列：。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四、本系大學部預先修讀碩士
班學生名額每學年以 10 名為
原則，得視申請學生的成績增
減之，錄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
位學生及碩士班預修研究生
（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四、本系大學部預先修讀碩士
班學生名額以不超過本系當
學年度招生名額二分之一為
限，錄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
學生及碩士班預修研究生（以
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將名額每學年以 10 名為原
則，得視申請學生的成績增減
之依母法修正為以不超過本
系當學年度招生名額二分之
一為限。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所）教育目標修正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基於與校院教育目標之對應並廣化本系教育目標，修定本系（所）教育目標：
原教育目標─
1.培育學生於化學生物領域之學理涵養。
2.培育化學與生化領域之研究人才。
3.培育應用化學與生化科技領域之產業技術應用與管理人才。
擬修正為─
1.培育學生具備化學生物之學理能力。
2.培育學生成為化學生物領域之研究、技術應用與管理人才。
3.培育學生具備宏觀視野、關懷社會與正己利他之氣度。
二、本案經 100 年 09 月 02 日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提系務會
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核心能力與能力指標修正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基於本系（所）教育目標之修定，相對修訂本系核心能力與能力指標
二、原系核心能力與能力指標對應表如【附件一】
，新修系核心能力與能力指標對應表如【附
件二】。
三、本案經 100 年 09 月 02 日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提系務會
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課程檢核機制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基於本系（所）教育目標以培育學生核心能力，所具備之能力指標應設檢核機制 。
二、本系（所）核心能力之檢核機制表如【附件三】。
三、本案經 100 年 09 月 02 日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提系務會
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課程架構討論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基於 100 年度本系課程自我評鑑結果改善行動方案與 99 年度系務會議決議，檢視本系課
程架構，
二、大學部與碩士班課程架構如【附件四】，包含課程屬性分類、課程面向、增修課程。
三、本案經 100 年 09 月 02 日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提系務會
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六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 101 學年度課綱討論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基於 100 年度本系課程自我評鑑結果改善行動方案與 99 年度系務會議決議與課程架構更
動，修訂本系 101 學年度化學生物系大學部與碩士班專業課程。
二、101 學年度化學生物系大學部與碩士班專業課程如【附件五】，修訂項目包含課程更名、
課程刪除、增修課程、大學部上修研究所課程填列修課年級與學期等。
二、本案經 100 年 09 月 02 日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提系務會
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課程地圖討論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基於課程架構更動，修訂本系課程地圖如【附件六】。
二、本案經 100 年 09 月 02 日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提系務會
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系核心能力指標課程查核表之課程查核項目表百分比討論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基於本系（所）能力指標檢核機制，對各課程應設課程查核項目表百分比【附件七】。
二、本案經 100 年 09 月 02 日本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提系務會
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推薦之圖書案，請 討論。
說明：1.本系同學近期推薦之圖書清單如【附件八】。
2.圖書館 mail 通知本系圖書委員，依規定須提系務會議討論，並於確定後逕送圖書館
進行採購作業。
決議：照案通過，送圖書館逕行採購作業。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 1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