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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系 務 會 議 記 錄

壹、時
間：108 年 04 月 18 日(週四) 12：10~12:40
貳、地
點：生技大樓 BT303 會議室
參、主
席：徐睿良主任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記
錄：鍾明珠
陸、主席報告：
一、本系訂於 4 月 23 日要財產盤點，敬請各位老師於 4 月 22 日前完成初盤並
送初盤表至系辦彙整送保管組。
二、農學院分配至本系的公式型經費為 971,473 元，本預定分配 70 萬協助興
建多功能負壓動物房，然考量需於 4 月 30 日前完成核銷經費的執型壓力，
擬將 890,473 元先執行招標案。
柒、上次會議記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
上次臨時會議議案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ㄧ、擬請將輔導弱勢身分學生提供課 自 108-1 學期起將輔導弱勢身分學生
後讀書與輔導該業務排入導師的兼辦業
提供課後讀書與輔導該業務併入到 照案執行。
務之一，提請 討論。
日四技二年級導師的兼辦業務。
一、本學期(107-2)的實驗課材料費增
補(課程：分離科學及實驗)與修正(課
程：生物化學實驗，分配人員：鄭、
東、君)。
二、本年度的系所公式型資本門確定
添購 BT301 數位講桌電腦(26,000
元)、水平電泳槽(61,200 元)、防潮櫃
(27,000 元)、遮雨棚(暫估 10,000 元)
等改善系館與教學設備。
提案二、108 年度經常門和資本門經費分
三、為整合多功能負壓動物房設置的 照案執行。
配使用，提請 討論。
經費，將 70 萬分配補助設置多功能
負壓動物房，其餘資本門費用仍為系
辦保留款以利改善教學設備。
四、109 年度的系所公式型資本門則
優先添購生物顯微鏡與解剖顯微鏡
此教學設備。
五、照案通過提送農學院競爭型經費
申請案為「多功能負壓動物房」，檢
附相關資料送農學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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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本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8 年 1 月 24 日農學院來文通知辦理。
二、「生技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如下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六條、本委員會得視 第六條、本委員會每 依「院務發展委
需要每學年至少開會一 學年至少開會一次， 員會設置辦法」
次，並得召開臨時會議。 並得召開臨時會議。 修正本系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相關資料送院教評會審議。

提案二
案 由、審查生物科技系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之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已於 108 年 2 月 27 日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並送繳學務處核備實施。於 3 月 12 日公佈
後訂於 4 月 30 日前繳交申請資料至系辦。
二、收到申請資料如下所示:
年級 應收/已收(件)
備註
1. 張簡○年同學沒有繳交。
碩一
2. 方○閔同學入學方式雖為在職生，但無實
13/12
質工作領薪。
1. 截至 4 月 17 日前只收到涂○閎、陳○珠、
陳○安、姜○毓四位碩二同學的申請資料。
碩二
11/4
2. 分配碩二研究生獎助學金的名額原為 13
名，但有兩位同學連續 1/2 所以被退學。
三、初審查 16 份申請資料皆完備，擬每位研究生分配獎助學金經費為 5,000
元整，尚有 10 個名額需於 6 月 30 日前申請並核銷。
決 議：
一、張簡○年同學因具在職身分且擬辦休學，無法申請該獎助學金。
二、請各指導教授提醒本籍研究生(尚有 7 位未繳交資料者)提出申請，切勿
放棄自己的權益。
三、餘 3 份獎助學金由碩三、四年級共 5 位同學均分該經費，預計每位可申
請得到 3,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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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 由、
「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 食品科學系科技農業組」彭克仲班主任向本系商
借實驗場地作為該班實習用地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實驗場地為生物科技系農場，位於偵測犬訓練中心旁的芒果園。
二、於 107 年 4 月 17 日曾發文請總務處事務組利用小怪手等相關機具協助剷
除該處雜亂蔓生的小花蔓澤蘭等入侵物種，並整平被野生動物亂挖的坑
洞，今為學生實驗場地之一。
三、彭主任商借該農場部分用地以作為學生實習之用，範圍為何?為期幾年?
決 議：
一、 同意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的同學使用本系實驗農場。
二、 範圍如附圖所示，本次商借使用期限為 109 年 7 月 31 日。待本系本屆系
主任任期期滿後，彭班主任再向新任系主任商借使用時間。
三、 擬先建置告示牌，名稱為「生物科技系實驗農場」。
提案四
案 由、評鑑工作進度討論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08年度專業類系所(學位學程)高教評鑑中心委辦
認可訪視工作準備時程表，目前時程如下:

108.02.01
~108.06.30

各受評單位撰寫自評報告及彙整相關訪視資料：
1. 召開系務會議、系發展委員會議、系課程委員會議、系教評會
議、系評鑑工作小組會議、院評鑑委員會議等，展開系所發展
與改進策略之擬定與執行。
2. 各系所下載基本資料表冊：基本資料之提供以「全國技專校院
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內容為原則。
3. 學生問卷調查、畢業生滿意度調查及雇主滿意度調查等，數
據分析提供系所填報評鑑相關資料使用。
注意事項：
1. 需將前次評鑑改進事項及改善策略，如：課程安排、實習、課
程調整等，融入深耕計畫相關需求，提出具體報告。
2. 周嚴規劃、凸顯系所辦學特色：將系統化具體化的佐證資料真
實呈現，進行評鑑相關資料之收集與整理。
3. 著重學生成就及業界意見(成果面)之呈現。

二、107年10月15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記錄決議如下:
高教評鑑中心委辦品質保證認可之 3 品保項目
各自負責教師
項目一：系所(學位學程)發展、經營及改善
徐睿良、張誌益、陳又嘉、施玟玲
項目二：教師與教學
徐志宏、顏嘉宏、胡紹揚、蔡添順
項目三：學生與學習
鄭雪玲、張格東、周映孜、張珮君

三、為繳交108學年度校務評鑑報告「項目二」
、
「項目三」
，敬請各自負責品
保項目的教師就其負責的部分進行填寫相關資料【如附件一】
，並請於4
月30日17:00前將電子檔回覆系辦。
四、修訂107學年度評鑑系所特色核心指標、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
圖及就業地圖(職涯進路)彙整圖，將核心特色調整為四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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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所特色-產業鏈結:
核心技能核心能力(參考系發展
核心特色

標的產業

列舉代表性公司/機構

葡萄王生技(1707)、遠
東藍藻工業、京冠生
技、圓安生醫、神農生
技、聯發生技、正瀚生
技(6534)、農友種苗等。

劑型/配方/包裝之開
發、萃取技術、發酵技
術、純化技術、基因操
作、品管與品保、保健
食品法規、智財保護、
生化工程、植物組織培
養、植物生理、微生物
培養、菌株分離等。

臨床前測試、
實驗動物
再生醫學、飼
與胚胎技
養/育種/保育
術
等產業。

進階生物科技(3118)、
樂斯科、臍帶血、國家
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
動物中心、野生動物保
育、CRO 公司等。

保健功效評估(酵素活
性/細胞/動物模式)、安
全性評估、實驗動物
操作技術、動物細胞
培養、動物照護與管
理、保健食品法規
等。

分子檢測、品
生物資源 保/品管、食品
暨分子檢 檢測、環境影
測
響評估等相關
產業

基龍米克斯(4195)、明
欣生技、SGS、環虹錕
騰、明生生技、泛生製
藥、生達製藥、德國杜
夫萊茵股份有限公
司、國光生物科技、德
碁生技、進階生技、觀
察家生態顧問等。

儀器分析、化學分析、
微生物檢測、基因檢
測、品保與品管、生物
技術、基原鑑定、生化
分析、製程品管、疾病
生物指標檢測、產品功
能分析、生物多樣性分
析等。

港香蘭藥廠、莊松榮藥
科學中藥、天 廠、大江生醫、生展生
天然物技
然物相關保健/ 物科技(8279)、杏輝藥
術
品(1734)、喬本生醫、
美妝產業。
天明製藥等。

保健功效評估(酵素活
性/細胞/動物模式)、安
全性評估、劑型/配方/
包裝之開發、原料開
發、萃取技術、純化技
術、保健食品法規、品
保與品管等。

微生物相關保
健品與保養
品、植物育
微生物與
種、生物農藥/
植物
肥料/植物營養
劑等相關產
業。

本系相對應課程

委員會業界委員建議、業界回饋實習
問卷、教育部 UCAN、勞動部 iCAP、
經濟部 iPAS 等指標)

大學部：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實驗、植物分類學/植物分類學實驗、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生物技術
與污染防治、植物解剖學/植物解剖學實驗、植物生理學/植物生理學實驗、應用微生物學、消化道微生
物、基因重組及表現、植物生長與發育、植物生物化學、環境基因體學、光合作用特論、植物逆境生
理學、植物細胞與組織培養/植物細胞與組織培養實驗、植物功能性基因體學之應用/植物功能性基因體
學之應用實驗、蛋白質工程學、生物技術與污染防治、生物技術、生物學/生物學實驗、品保與品管、
智慧財產權、生物統計/生物統計實習、細胞生物學、生物資訊學導論。
碩士班：生物技術與產業實務、高等分子生物學、植物功能性基因體學之應用、基因體學、生物資訊
學、消化道微生物、應用微生物特論、高等微生物生理與遺傳、光合作用特論、植物逆境生理學、植
物生物化學、植物分子生物學、環境基因體學。
大學部：生物學/生物學實驗、生物技術、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細胞生物學、自由基生物學、動物
解剖學/動物解剖學實驗、動物分類學、脊椎動物學/脊椎動物學實驗、基因重組及表現、動物老化生物
學、實驗動物操作技術/實驗動物操作技術實習、無脊椎動物學/無脊椎動物學實驗、動物行為學、外溫
四足動物學、動物基因轉殖/動物基因轉殖實習、免疫學、生物資訊學導論、病毒學、動物生理學/動物
生理學實驗、動物適應與仿生科技、醫用胚胎學、動物組織學、中型實驗動物學、胚胎操作實習、分
子病毒學、進階生物技術、健康食品功能性評估、內分泌學、幹細胞生物學、動物幹細胞建立與應用/
動物幹細胞建立與應用實驗、細胞凋亡、動物細胞培養、腫瘤生物學、分子診斷技術學等。
碩士班：生物技術與產業實務、高等分子生物學、人體生理學特論、基因體學、生物資訊學、外溫四
足動物學、動物基因轉殖/動物基因轉殖實習、幹細胞生物學、細胞凋亡、動物細胞培養、動物適應與
仿生科技、動物老化生物學、高等細胞生物學、醫用胚胎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動物照護與管理、動
物幹細胞建立與應用/動物幹細胞建立與應用實習、分子病毒學。
大學部：生物學/生物學實驗、生物技術、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實驗、微生物
學/微生物學實驗、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科學方法、生物資訊學導論、進階分析化學實作、基因體
學、蛋白質體學/蛋白質體學實習、有機分析、分離科學及實習、品保與品管、進階生物技術、職能訓
練、動物細胞培養、分子診斷技術學、分子生物學、蛋白質工程學、生物技術實習、動物分類學、動
物適應與仿生科技等。
碩士班：生物技術與產業實務、高等分子生物學、活性天然物特論、基因體學、生物資訊學、蛋白質
體學/蛋白質體學實習、有機分析、分離科學及實習、品保與品管、質譜分析及實習、動物適應與仿
生科技。
大學部：天然物化學/天然物化學實驗、生物技術、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植物分類學/植物分類學
實驗、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實驗、有機化學/有機化學實驗、科學方法、精油產品操作實務、進階分析化
學實作、保健食品概論、化妝品原料學、化妝品調製實驗、化妝品概論與應用、有機分析、分離科學
及實習、品保與品管、職能訓練、動物細胞培養、健康食品功能性評估、植物生理學/植物生理學實驗
等。
碩士班：生物技術與產業實務、高等分子生物學、活性天然物特論、有機分析、天然物化學/天然物化
學實驗、植物生物化學、有機光譜學、實驗動物照護與管理、分離科學及實習、品保與品管、質譜分
析及實習。

本系具相關
專長教師：

陳又嘉、胡紹
揚、徐志宏、
周映孜、張珮
君、鄭雪玲等
老師。

施玟玲、顏嘉
宏、胡紹揚、
蔡添順、張格
東等老師。

鄭雪玲、徐志
宏、陳又嘉、徐
睿良、張誌益、
蔡添順、周映
孜、張珮君等老
師。

鄭雪玲、施玟
玲、張誌益、
徐睿良、顏嘉
宏等老師。

決議:
一、107 學年度評鑑系所特色核心指標、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圖及就業地圖(職涯進路)彙整圖，將核心特色調整為四大指標。修正後資料送交評鑑辦公室與教務處。
二、敬請各自負責品保項目的教師就其負責的部分進行填寫相關資料【如附件一】，並請於 4 月 30 日 17:00 前將電子檔回覆系辦，由徐主任彙整後於 5 月 6 日前回覆農學院。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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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8 年度高教評鑑中心委辦品質保證認可訪視
品保項目、核心指標及檢核重點說明一覽表

校務評鑑項目
2.1 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符合之情形
2-1-1 系所教育目標、特色及發展規劃:
(一)現況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五)總結

1-1 系所目標、特色及發展規劃

2-1-2 通識課程現況、規劃及運作機制。
2-1-3 專業課程(含必選修)、規劃及運作機制。(各學院以院角度撰寫)

2-1-4 職能、實務、實習課程現況、規劃及運作機制:
(請填寫特色實習或特色課程)
(一)現況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五)總結

1-2 系所課程規劃與開設

2-1-5 學校特色課程發展。(各學院以院角度撰寫)

項
目
二
課
程
與
教
學

2.2 課程與教學所需設施之關聯情形
2-2-1 系所教學設施、場所及運作機制:
(一)現況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五)總結
2-2-2 系所圖儀、設備及運作機制:
(一)現況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五)總結
2-2-3 學校經營與行政支援機制(各學院以院角度撰寫)
2-2-4 系所自我分析與持續改善機制:
(一) 現況
(二) 特色
(三) 問題與困難
(四) 改善策略
(五) 總結
2.3 師資結構與提升教學成效之作法
2-3-1 系所專兼任師資結構、專長與系所教育目標及特色之相
關性:
(一) 現況
(二) 特色
(三) 問題與困難
(四) 改善策略
(五) 總結
2-3-2 專兼任教師授課能因應產業特性及學生特質，運用適切
之教學內容與方法，提升學習成效:
(一) 現況
(二) 特色
(三) 問題與困難
(四) 改善策略
(五) 總結
2-3-3 教師參與教學專業成長活動並運用教學評量結果，增進
教學品質:
(一) 現況
(二) 特色
(三) 問題與困難
(四) 改善策略
(五) 總結
2-3-4 學校提升教學成效規劃與機制
2-3-5 其他特色規劃及運作情形(各學院以院角度撰寫)
2-3-6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各學院以院角度撰寫)
2-3-7 教師學術生涯發展及其支持系統(各學院以院角度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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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所經營與行政支援

1-4 系所自我分析與持續改善

2-1 教師遴聘、組成及其與教育目標、課程與學生學習需求
之關係

2-2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2-3 教師學術生涯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108 年度高教評鑑中心委辦品質保證認可訪視
品保項目、核心指標及檢核重點說明一覽表

校務評鑑項目

項
目
三
學
生
學
習
確
保
與
成
效

3.1 教學品保系統建構與執行情形
3-1-1 培育學生能力指標與課程之關連性:
(一)現況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五)總結
3-1-2 學校依據學生能力需求制訂學習成效檢核方式並落實之情形:
(一)現況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五)總結
3-1-3 其他有關增進學生學習意願及提升學習成效之具體作法:
(一)現況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五)總結

3-1 學生入學與就學管理

3-2 學生課業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3-3 學生其他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3-4 學生(含畢業生)學習成效與回饋

3.2 提升學生素養、基本能力及專業能力之作法
3-2-1 學校提生學生基本認知、態度之具體措施
3-2-2 學校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之具體措施
3-2-3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之情形
3-2-4 產學合作或研發成果融入教學，提供學生實習及人才培育之作法

3-2-5 實習(實驗)課程教材編撰及教學實施之妥適性:
(一)現況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五)總結

3-2 學生課業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3-3 學生其他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3-2-6 提升學生就業力之規劃特色措施
3.3 學生之學習成效表現
3-3-1 學生學習的多元評量機制
3-3-2 學生（含畢業生）學習成效與回饋機制。
3-3-3 針對學生之課業、生活、生涯及就業採行之輔導機制及落實情形。
3-3-4 學校建立畢業系友追蹤聯繫管道與機制之情形。
3-3-5 應屆畢業生進路發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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