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一 0 四學年度第一次系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04 年 9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二、地點：本系多用途室
三、出席：吳柏青(公務)、邱奕志(公務)、程安邦(教授休假)、吳剛智(公務)、歐陽鋒、蔡孟
利、周立強、林連雄、楊屹沛、許凱雄、張明毅、楊江益、廖文賢、李志文輔導
員、麥瑋恩同學（研究生代表）、黃泰翔同學（大學部代表）
四、主席報告：
榮譽榜
1. 恭喜楊江益老師獲得本校 103 學年度特優導師! 系辦團隊將此訊息公布在系網頁之公告
事項之榮譽榜，並請楊老師提供 2 張導師與班上同學活動清晰合照及摘要說明，方便製作
「特優導師」事蹟分享 200 字以上與導生間相處互動心得或小故事作成可編網頁。
2. 恭喜周立強老師指導實驗室學生團隊參加「2015 新光保全智慧型保全機器人競賽」，囊括
機器人「自主移動」及「遠端視訊遙控巡邏」兩項單項冠軍，與總冠亞軍，包辦四項獎座
及獎金達 35 萬元。
教學及學生輔導事務
3. 104 學年度系導師工作委員會、系學會指導老師及系職涯輔導種子教師如表。
學年度

學年度
104

備註欄(各班級行政導師組成，系主
任為召集人)
楊屹沛(大一)、許凱雄(大二)、歐陽鋒(大三)、 院級：楊江益(系所推薦 1 人，任期
楊江益(大四)、林連雄(碩班)
1 年得連任) 104/06/29 前推薦
系學會指導老師
備註欄
歐陽鋒
由當學年度大三班級行政導師任之

學年度

系職涯輔導種子教師

104

系導師工作委員會

104

備註欄(系主任遴選熱心輔導具業
界經驗教師
推周立強

本學年度系所推薦優良導師候選人為歐陽鋒老師，請預作準備資料。
4. 生資院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課程委員、教師代表及課程生物資源特論授課名單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104

生資院碩專班招生委員、課程委員、 教師代表
許凱雄
許凱雄
學期 生物資源特論授課名單
2
歐陽鋒、楊江益、許凱雄
1
邱奕志(固定)、林連雄、蔡孟利、楊屹沛

備註欄(主任推薦任期一年)
104/06/29 前推薦
備註欄(系所推派)
104/06/29 前推派
104/06/29 前推派

5. 本年度大學新生「親師座談會」活動訂於 9 月 9 日（星期三）當天下午 13：30 至 17 時，
地點：519 階梯教室，會中安排院長及本系師長介紹、畢業系友在校學習與職涯經驗分
享，並參觀本系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學特色相關活動，藉此讓新生及家長認識系所環境，
請各位同仁共襄盛舉。

6. 依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決議，為提升碩博士班學生研究倫理素養，請各系
所碩博士班及各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規章增列『為使研究生具備 從事研究工作所需的正
確倫理認知與態度，研究生需完成修讀且通過本校「學術研究倫理教育」數位或實體的講
習或課程，未完成之研究生不得申請學位考試。(適用 104 學年起入學學生)』
上述說明中所示本校「學術研究倫理教育」數位或實體的講習或課程，本校主要將採用台
灣聯合大學系統（清大、交大、中央及陽明）現行 「學術研究倫理教育」線上數位課程(約
四小時課程，並須通過線上測驗)，與交大連絡預計九月間學生可上線使用(另會請學生於
學籍 資料校對時同意將就讀系所、姓名、學號等個資項提供予該數位教學系統)，註冊課
務組會將該數位或實體的講習或課程，要求文字統一協助於學分一覽表增列於必修說明項
內。
7. 另依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請各系所自行參考修正規章中有關畢業及
離校手續中論文繳交規定：
「學位考試通過後應於次學期註冊前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 同
意之論文，並依國家圖書館規定將論文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並繳交論文四冊（一冊系所
收藏，二冊本校圖書資訊館陳列，另一冊 由圖書資訊館彙轉國家圖書館典藏）
，本學期成
績全部到齊者，於論文繳交及全文電子檔上傳後即可辦理離校手續，離校手續完成後 於
規定時程發予學位證書。未修習畢業論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其辦妥離校手續之月份
授予學位證書。逾期未繳交論文者則次學 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論文最後期限之
前繳交，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年限屆滿時仍未繳交論文者，該學位考試以不及格論， 並
依規定退學。」
8. 本系碩士班學生修業規章增列規定說明，依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決議
辦理，經 104 學年度第 1 次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04 年 8 月 5 日)後公告(見附
件 1)於系網頁之學生專區之研究生區：http://bmte.niu.edu.tw/student/archive.php?class=601
招生事務
9.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有瀋陽農業大學 2 位交換生(大一升大二)，請見傳閱資料。
10. 101-104 學年度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本系與其他公私立大學相關學系錄取落點分析比較(原
始分數平均值)。
學年度

101 排序

102

排序 103 排序

104

排序

系所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
國立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
國立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

83.88
71.62
62.68
63.74
57.28

1
2
4
3
5

80.56
65.98
55.17
48.18
47.75

1
2
3
4
5

78.9
65.06
53.04
46.1
43.56

1
2
3
4
8

78.68
61.64
47.2
41.54
39.16

1
2
3
5
8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精密機械組

55.28
54.68

6
7

45.75
44.37

7
8

45.41
43.93

5
6

40.13
37.76

6
10

國立宜蘭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

52.03

8

45.83

6

43.78

7

43.19

4

國立聯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大同大學機械工程學系電子機械組

51.54
47.78
47.03

9
10
11

44.19
40.39
39.7

9
10
11

42.16
40.09
37.63

9
10
11

37.89
39.2
34.41

9
7
11

元智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

其他系務
11. 本系各項經常門經費會計報表(見附件 2 截至 104.08.31 止)。
12. 本院已於 104 年 8 月 19-20 日辦理 104 學年度校務會議、院教評會、院務會議代表選舉，
本系當選同仁名單如下：
校務會議生資學院副教授以上教師代表：林連雄、程安邦(？)
校務會議生資學院講師助理教授教師代表：許凱雄
院教評會委員：蔡孟利
院務會議教師代表：林連雄、楊江益、許凱雄
五、輔導員、學生代表報告或交流
略
六、提案討論：

（提
提案一：104 學年度本系招生甄選、課程及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推選名單，請審議。
案人：周主任）
。
說 明：
學年度

系招生甄選委員會

執行秘書

104

蔡孟利、歐陽鋒、楊江益、楊屹沛 楊屹沛

103

歐陽鋒、楊屹沛、楊江益、許凱雄 楊江益

學年度

系課程委員會

104

教師代表 4 位：蔡孟利、歐陽鋒、 楊江益
楊屹沛、楊江益
學生代表 2 位：盧昭福(系學會會長)
(研究生班代) 麥瑋恩

103

教師代表 4 位：蔡孟利、張明毅、 楊屹沛
楊屹沛、吳剛智
學生代表 2 位：高正忠(系學會會長)
曾鍾湧(研究生班代)

學年度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

104-105

林連雄（研究生導師）
、楊屹沛、歐 許凱雄
陽鋒、許凱雄
歐陽鋒、許凱雄、楊屹沛、林連雄 歐陽鋒
（研究生導師）

102-103

執行秘書

召集人

備註欄 (互相推選任期一年連選連
任至多 3 年為限，系主任為召集人)
104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選出
(104/9/3)，擔任 105 學年度學生甄
選入學工作
103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選出
(103/08/27)，擔任 104 學年度學生
甄選入學工作
備註欄(互相推選任期一年可連任
系主任為召集人)
104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選出
(104/9/3)。
院級：楊屹沛(系所推薦 1 人)
104/06/29
校級：楊屹沛(各院課程委員會選三
人)
103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選出
(103/08/27)。
院級：楊屹沛(系所推薦 1 人)
校級：楊屹沛(各院課程委員會選三
人)
備註欄(助理教授以上推選，任期二
年連選連任)
104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選出
(104/09/03)
102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選出
(102/08/13)

決

議： 通過。

提案二：為完整展現新教務系統中各課程核心能力雷達圖，請各開課單位協助補齊 104

學制開課之課程核心能力數值，請審議。（提案人：周主任）。
說 明：1.附件 3：103 學制核心能力數值（原各單位繳回之表格）
。
2.附件 4：104 學年核心能力待補課程(已就現有數值填列)，尚未填列之課程請
相關老師協助填寫，謝謝!
3.經系統比對後，因部分課程與 103 年繳回之核心能力表有增減，惠請各單位
協助補填附件 4 缺少之課程資料(數值總和為 1，不填百分比。)；爾後系上
開課就由系統自動帶入核心能力，教師不需再填寫核心能力。
4.為俾利同學於下學期選課時參考，惠請單位於 104 年 7 月 31 日(五)前繳回
電子檔、核章紙本（每頁下方）於註冊課務組存查，並於 104 學年度第一學
期再行系級、院級會議追認。（追認後會議紀錄請交本組乙份，並由註冊課
務組統一彙整提案至教務會議。）
5. 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務會議追認後，若需再修改課程核心能力指標或數
值，請依系級會議、院級會議、教務會議程序修訂。
決 議：通過，續送院級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 追認審議。
提案三：修訂「生物產業設備學分學程」、「自動化生物生產工程學分學程」、「生物醫學
工程學分學程」等 3 個學程修習辦法-課程規劃表，請討論。(系主任)
說 明： 1. 目前學生修習學程狀況如(附件 5)。
2.辦法條文未修訂；主要是修訂學程課程規劃表，修訂建議如(附件 6~8)。
3.配合教務行政資訊系統「學分學程」日後全面實施線上作業
4.重新檢視學分學程內，本系以外他系所開設科目是否仍為持續開設及建置在線上
作業。
5.通過後，續送院務會議審議。
決 議： 通過。

提案四：本系預計於 104 學年度進行專業必選修課程調整及課程分流群組之屬性主題設定：
生物產業機械設計課(客)群、生物產業儀表控制課(客)群及生物醫學應用課(客)群，
請討論。(系主任)
說 明：1.本系 101－103 學年度申請學程修習人數及獲得學程證書人數統計表截至 104.5.6

(見附件 5)。

決

2. 104 學年度本系學士班課程進路圖請參考 (見附件 9)。
3.甲、乙及丙案之學士班課程進路圖模擬(見附件 10)。
4. 生物醫學應用課(客)群屬性及內容，目前已獲得蔡、楊及許老師共識。
議：經出席之各位老師討論後，學士班課程進路圖模擬-甲乙丙，課群之間的橫向聯繫改
成虛線顯示，初步與會老師已有課程分流群組之屬性共識，待主任另找時間與未與
會之老師(公務)再連繫溝通後，商訂一時間全系老師全部出席下，再做一次完整討
論及審議。

七、臨時動議
提案五：有關生機與農機系友會運作及會長改選等問題，請討論。(系主任)
說 明：1. 生機與農機系友會自 960512 成立自今已 8 年有餘。
2. 自第一屆會長廖俊鑑至今尚未改選過。
3. 如何加強系友會運作，請討論。
決 議：先由主任訂一時間，邀請退休的高職部林朝順主任及蘇溫禧老師、徐西坤先生及全
系老師一同出席餐敘，會中商請退休之老師及同仁協助連絡高職部農機科畢業之校
友加入系友會，並請蘇溫禧老師擔任系友會會長，預定明年學校 90 週年校慶時擴大
舉辦系友會時改選系友會會長及理監事事宜，待系友會運作正常化後再向宜蘭縣政
府申請系友會財團法人登記。
八、教務行政配合及招生事務專案報告
為促進學系與教務單位之意見交流，及使系所教師同仁瞭解教務相關業務之進行，教務
處暨教學發展中心相關業務主管(吳寂娟助理教務長與所屬教務處同仁)參與本次系務會議進
行業務宣導，如：大學甄選校系分則檢定篩選制定機制、 分發缺額分析、核心能力指標等，
期透過此交流活動，協助各系訂定更合宜之招生策略與課程架構。
(一)教務處交流報告
1.何謂篩選與檢定
1-1 學測各科成績標準
1-2 檢定科目的訂定是交集的結果
1-3 檢定標準與篩選倍率如何運作
1-4 五標檢定及篩選倍率檢視
2. 104 學年度個人申請分發及缺額分析
2-1 104 學年度個人申請入學報名第二階段考生學測成績總級分統計表
2-2 104 學年度個人申請分發及缺額情形一覽表
2-3 104 學年度通過第一階段檢定標準與篩選倍率
2-4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建議方向
3. 相關資源
3-1 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檢定組合查詢系統
3-2 本校 104 學年度個人申請簡章校系分則
(二)教學發展中心報告
1. 104-1 教學助理制度
1-1 每人每月 4000 元整，應擔任 2 門課程
1-2 每周工時不得逾 12 小時，每月不得逾 33 小時(含)
1-3 應參加培訓課程 3 場以上
1-4 不得要求進行與教學無相關事宜
2. 期中預警輔導
3.台灣評鑑協會訪評(每年 10-11 月)

周主任對招生事務發言：
在過去連續 2-3 年間，我常聽張老師提起在上大二工程數學時的一些問題，班上有好幾
位同學，可能連基本代數、矩陣的加減乘法及向量內外積運算能力都有問題。明明已經考得
很簡單，破百與極低分的這種 M 兩極化現象在班上經常出現。在我授課的電工及電機學課程
當中，必須用到正弦三角函數、複數及矩陣的運算，我也在懷疑班上的好幾位同學是否可能
連高中數學的基本運算能力都出現問題。自我接任以來，校方也持續地要我們擬定系所招生
方案策略因應少子化浪潮及招生海嘯。基於以上兩點因素，因此我主動搜尋本系自 101 學年
度入學的各項招生資料(剛好今年 104 學年度是大四 Dr.楊江益這一班(有許?翔、林?豪….)，102
學年度入學的招生資料(這是升上大三 Dr.歐陽鋒這一班)。最近剛畢業的那一班張老師是導
師，是 100 學年度入學，畢業時僅 40 人，會留在本系就讀研究所只有 3 位，由於已經畢業了，
所以我就沒追蹤資料來看)。
我請大家可以打開附檔資料夾中 101 及 102 資料夾的 EXCEL 檔 101 及 102 大一新生成
績發現：經由繁星推薦管道進入本系的學生，它們的學測總級分、數學及自然科都是採後標
檢定篩選。這二屆經由繁星甄選錄取本系的 10 名，他們的總級分都在後標範圍，而且本系所
注重的數學、自然科的學測成績，有將近一半是未達均標(只有 5、6 級分)。我去調出本系教
務行政資料庫，的確本系送出的「大學個人申請及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校系分則」
，本系的
學測總級分、數學及自然科是採後標檢定篩選。幸運的是本系 101 及 102 學年申請甄選的學
生 10 個名額，雖然本系是採後標底標篩選，在至少有口試、數學及自然科加權計分及足夠倍
率下把關，還好學生素質保持在均標以上的範圍內。我計算繁星推薦與申請甄選，這兩者管
道的錄取狀態總級分平均值是相差了 10-12 級分了。
請大家再打開 103 學年度入學的招生資料(這是升上大二 Dr.許凱雄這一班)，這一屆本系
經由繁星推薦管道名額由 10 名增加至 13 名。按理說，錄取名額增加，錄取成績應該會下降。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屆繁星推薦與申請甄選管道，這兩者的錄取狀態總級分皆為均標以
上，平均值僅相差 2.3 級分。這個改變就是在於繁星推薦檢定篩選策略採取一個冒險探測作
法，本系先把總級分調成均標檢定，但數學及自然科是不採用均標檢定，因為我們也擔心設
限太多，在交集篩選之下，有可能符合資格者的人數會小於招生名額，我們造成太多缺額，
校方會檢討。這一屆數學科是採後標檢定，自然科採不檢定，留給推薦的非明星高中費神安
排(想辦法提高他們高三學生錄取國立大學的機率)。這幾年本系在各種實作競賽名聲在外，
對我們自己要有信心。103 學年度經由繁星推薦入學的這一屆僅有 2 位學生的數學科是低於
均標，也從過去的 5-6 級分略上升到 6-7 級分，而這屆群組的總級分已經上升都在均標範圍
以上。
最後再請大家打開 104 學年度今年大一的招生資料，本系經由繁星推薦管道名額仍是 13
名(我認為已經是飽和上限值，無奈地教育部是規定只能逐年增加不能減少名額)，今年本系
繁星推薦管道的檢定篩選策略是採檢定數學及自然科都要符合均標，而總級分不檢定，在顧
及繁星推薦的精神及本系選材目的，其實我也是擔心設限太多，在交集篩選之下，有可能符
合資格者的人數小於招生名額造成太多缺額，校方也一定點名檢討。這一屆經由繁星推薦管
道入學是僅有一位總級分低於均標，而經由此管道進入本系就讀學生的數學及自然科的學測
成績都已經在均標之上。今年度本系的申請甄選名額是由上屆 12 名增加為 17 名(為何要增加

名額？我由過去歷史資料看到，本系有不少申請甄選的高中生的數學科及自然科的學測成績
是達 13-15 級分，只是文史科較差，這就是我們要網羅的可造之材善加導引)。而我們可以看
到這一屆經由繁星推薦與申請甄選的這兩種管道，兩者的錄取狀態總級分皆為均標以上，平
均值是僅相差 1.3 級分，數學與自然科的學測成績皆在均標以上。
自從有多元入學管道之後，就真得有點亂紛紛，屋漏偏逢連夜雨，在本系過去沒有足夠
統計或數據提供參考，獲得重視這個問題，以致出現繁星推薦出現後標與均標 10 級分以上差
距，在同一個班級之中，跟不上的一群與程度好的學生，形成兩極化。在有人墊底，老師降
低教學程度以求，自然地學生的學習氛圍程度也跟著馬馬虎虎。兩極化的形成，殊不知造成
老師教學困境，而學生無法適才適所， 是教育資源的嚴重浪費。
本系大學部主要有四種招生管道(繁星推薦、申請甄選、四技統測、大學指考)，去了解
101 及 102 學年度入學學生(現在的大四及大三)，在本系入學後的成績表現狀態(但我手上都
沒有這些資訊，有的零散資料是我去本系行政資料庫翻找七拼八湊)。基於鑑古知今，可以比
較 103 及 104 學年度入學學生，在本系入學後的成績表現狀態，檢討四種入學管道學生素質
差異、適當的生源比例、符合本系特性的篩選機制、本系市場定位等，可以防範於未然。本
系大一課程物理、微積分及工程數學，大二課程工程數學、電工(機)學、應用力學、熱力學、
電子學，這些都是具有指標意義的課程，應該可以看得出來學生在數理程度上的反應。
目前我是請張老師幫忙注意升上大二這一班(103 學年度入學)，經由繁星推薦管道入學的
12 位學生，在數理程度反應上，是否比大三(102 入學)及大四(101 入學)有明顯變化，我想這
樣才會比較知道目前本系繁星推薦管道的招生方案策略是否有效？是否必須採取逐年機動調
整因應？我在本系大學申請甄選的口試中內場觀察，是可以準確地掌握第一線面試學生的口
碑反應及市場調查。當然教育部是不贊成貼標籤做這樣的分析，但我也覺得教育部管制太多
也抹煞尋求特色表現的校系(在鳥籠限制下是生不出特色或創意的)，最後我只能試圖儘可能
還原，找尋並證明有我們存在的價值。
今年新光保全智慧型機器人競賽冠軍團隊，是我實驗室升大四升大三的學生組成，都是
二軍並非一軍，隊長陳盛騰的成績在班級總排名在 60%以後(只能算 C-D 間)，他要推甄本系
研究所就讀，也不在獎勵免收一學期學雜費之列的等級。我想本系研究生的招生應該是網羅
這樣的可造之材來善加導引，我們才能有存在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