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化學生物系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 

第 1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2 年 9 月 6 日（星期五）12:00 

地  點：林森校區科學館三樓第二會議室 

主 持 人：施焜燿主任                       記錄：林燕旻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上一次系務會議決議執行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本系102學年度第1學期專題研討/

演講實施計畫表案 

請各位老師協助於102/6/30前推薦

講者名單及講題。 

依決議辦理 

102 學年度化學生物系碩士班新生

座談會案 

一、取消辦理。 

二、另擇期辦理系所發展、選課辦

法、工讀獎助學金等相關規定說明

會。 

依決議辦理 

本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輔需求

調查案 

請有意願申請的老師於 102/7/3 前

回傳課輔需求調查表至系辦彙整。 

依決議辦理 

化生系 103 學年度各類招生簡章內

容討論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理 

學生學習成效期末檢討案 照案執行。 依決議辦理 

 

貳、主席報告：略 

 

參、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系上轉學生二年級轉入 3位【FT101142 翁翊甄、FT101144 賴貴暘】，三年級轉

入 1位【FT100149 施芸婷】，煩請導師協助輔導同學選課作業。 

班級 導師 協助事項 

化一甲 黃子瑜、鍾旭銘 新生輔導 

化二甲 陳皇州、黃鐘慶 校外/業界參訪 

化三甲 陳存仁 校友座談 

化四甲 李佳穎 畢業生追蹤 

化碩一 施焜燿  

化碩二 施焜燿  

薄二甲 張雯惠  

二、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系週會演講時段排定如下，請各位導師提醒同學準時與會。 

102/10/14（一） 施貴騰處長(美商普拉克希艾爾科技公司亞洲研發處長)、講題社

會新鮮人面臨的抉擇與職場應有的準備 

102/11/04（一） 吳許得院長(遠東科技大學餐旅休閒學院)、講題：淺談餐飲衛生 

102/12/16（一）鄭建中教授(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講題：Dyna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resveratrol-modified liposomes led to a spontaneous 

drug-release system 



三、102 學年第 1學期系務會議預定開會時間： 

101/11/19（二）下午 12:00 第二次系務會議 

102/01/07（二）下午 12:00 第三次系務會議 

必要時將另行召開臨時會議。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 102 學年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改選案，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本委員會由學系專任教授及副教授 5

人組成，教授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如教授人數不足時，可由校內外性質相近系、

所教授中推選之。」 

二、本系「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代表有施焜燿、李賢哲、樊琳、陳存仁、張雯惠 5 名，

因自 102 學年度起李賢哲師擔任校長，委員僅剩 2 名教授，故需找 1 名校內外性質相

近系、所之教授遞補。 

決議：推選高慧蓮教授為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 

 

提案二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高等生物化學(一)、(二)」、「材料科學特論(一)、(二)」課

程調整案，請 討論。 

說明： 

一、本系碩士班「高等生物化學(一)、(二)」擬調整課程名稱為「高等生物化學、生物化

學特論」，開課年級分別為碩士班 1 上 1 下；「材料科學特論(一)、(二)」擬調整課程

名稱為「高等材料科學、材料科學特論」，開課年級分別為碩士班 1上 1下，此 4項課

程亦開放大學部三下、四上、四下選修，本案對本系在學學生一體適用。 

二、依本校課程先刪後增原則，更改課程如下，並依學校規定填列申請表，如【附件一】

提報之。 

（一）擬刪除「高等生物化學(一)、(二)」，新增「高等生物化學、生物化學特論」 

（二）擬刪除「材料科學特論(一)、(二)」，新增「高等材料科學、材料科學特論」  

三、本案經 102 年 9 月 6 日化生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提

送系務會議審議。 

決議：將於碩士班一上開設「高等生物化學、高等材料科學」，一下開設「生物化學特論、材

料科學特論」，各 3學分 3小時，並提案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專業書報討論」課程調整案，請 討論。 

說明： 

一、自 103 學年度起，本系碩士班「專業書報討論」擬由選修改為必修，提供碩士班一上

一下及二上二下各 1 學分，總學分數由 2 學分改為 4 學分，碩士班必修學分數由 4 學



分改為 8學分（不含論文 6學分），系專業課程至少 8學分改為至少 6學分，畢業學分

數由 24 學分改為 26 學分（不含論文 6學分）。 

二、本案經 102 年 9 月 6 日化生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提

送系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案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 103 學年度大學部「書報討論(A)、(B)」課程調整案，請 討論。 

說明： 

一、書報討論可訓練學生收集、整理資料重點及表達的能力，有助於未來就業需求，擬取消

分班授課及修滿 2學期始採計學分之規定，併班並改為必修，開課年級分別為大學部三

下四上必修，依據先刪後增原則，擬將原「書報討論(A)、(B)」課程於三下刪除「書報

討論(B)」，四上刪除「書報討論(A)」，2學期各 2門課程合併，且改為必修 2學分，如

【附件二】。 

二、本案經 102 年 9 月 6 日化生系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提送

系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案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五 

案由：本系 102 學年度大學部「綠色資源與遊憩特論」課程內容，請  討論。 

說明： 

  一、本課程內容擬採「實務體驗課程」，開課年級為三下，自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課，所

需經費將依規定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二、本案經 102 年 9 月 6 日化生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提

送系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案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伍、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化學生物系 

案由：本系 103 學年度大學部各類招生名額異動案，請 討論。 

說明：102 學年度大學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入學、指考招生成績，經換算為 PR 值分析後，擬

提高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名額為 30 名，繁星推薦降為 5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教育部 103～106 年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申請，請  討論。 

說明：本系擬申請教育部 103～106 年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決議：另排時間討論本計畫申請構想。 

 

陸、散會：下午 2：00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