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課程內容意見表-學生 

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18日彙整 

說明：僅列出有相關意見之課程。 

一、大學部一年級：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主課老師 意見 回覆 

必修 

普通生物學 彭致文 很好 讚 謝謝! 

普通生物學

實驗 
彭致文 很好 讚 謝謝! 

普通化學 胡安仁 被當了 不好 下次修課要多加努力 

普通化學實

驗 
胡安仁 很好 讚 謝謝 

選修 生物英文 鄭綺萍 很好 讚 感謝同學，繼續加油! 

新開課程建議(請提出具體建議) 

心理學~ 

ex 生理心理學  臨床心理學 

健康心理學 

依本系定位及教育目標，若同學

對心理學領域有興趣，建議可至

人發系選修相關課程。 

 

二、大學部二年級：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主課老師 意見 回覆 

必修 

生物化學

(一) 
李展平 講話有點讓人摸不著頭緒 

If this is a single student's 

response, i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majority's opinion.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is single student did 

not have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did not prepare 

the course in advance. 

生物統計學 謝宗成 

老師人很好 謝謝! 

希望老師在電腦教室以實作為

主，上課以在教室為主 
未來上課會調整 

老師授課內容詳細 謝謝，會保持! 

老師講課很慢 

因為在課堂每個同學吸收速度

不同，因此在評後在某些進階章

節有放慢速度以兼顧所有同學

學習。未來會多注意。 



選修 

植物性營養

與功能 
徐雪瑩 老師教學生動活潑 感謝同學的意見! 

動物組織學 王明升 

希望老師可以維持以往上教授

內容，不希望一年上的比一年

還要少。如果有學生反應老師

上太多，負荷不了，請轉告，

這是選修課，如果不能接受，

可以選擇旁聽。因為還是有學

生想學習得更多。謝謝老師。 

但是在期中考完 35 位選修的同

學中，有 26 位抱怨課程內容過

多… 

微生物學 李政偉 
不知系上是否能考慮 2學群皆

承認微生物學學分 

本系已自 103 學年度起，微生物

學除列為植微學群必修課程

外，亦可認列為生醫應用學群選

修學分。 

特用植物 鄭靜明 

老師長常常讓我们對課感興

趣 

期盼同學能從感興趣的地方，再

進一步的主動自我學習，必能有

更多的收穫。 老師授課非常用心 

動物生態研

究方法 
陳俊堯 

okay，但死的人很多。。。太

難了，4年不學學一下生態研究

方法，太對不起生科系了。 

1.103-1 學期並未開設此課程，

該名同學意見不是反映 103-1 

學期現況。2.這門課程在過去授

課時並無程度上的問題，最後一

次開設時且已調低難易程度，然

同學上課態度並不理想，覺得內

容太難實非課程內容過難所

致。3. 這門課程內容不如東華

自資系生態田野調查課程內容

豐富，本人也在近兩年支援東華

該課程的授課，建議有志同學利

用跨校選課得到更好的資源。 

其他建議 

不好意思   植物形態學可以

有多個老師一起上嗎 ? 單純

只有一個老師   如果不適應

老師的上課方式   那實在很

痛苦 

目前學校沒有相關老師可以幫

忙上課，會考量校外老師的可行

性，上課時可以與老師溝通上課

方式解決不適應問題。 

生化(二)的星期五第一節可以

改到星期 3 嗎?想重修遺傳學

時間都被擋到 

Biochemistry Department has 

Advanced Biochemistry course 

on Wen 1-3. 

 

三、大學部三年級：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主課老師 意見 回覆 

選修 
動物生理學

實驗 
吳佳諺 

回家討論的作業題目可以再

明確一些，因為有時候我們看

到題目的與老師想看我們回

答的會有出入，所以使得在課

題目會再修正 



堂上面就浪費的不少時間！ 

免疫學 王士廉 

希望老師上課的內容可以由

互動帶入，因為有一些 ppt 的

內容文字很多，圖片部分文字

也不是很好懂。 

將簡化 slide的內容。 

植物生理學 葉綠舒 
需要考试，再不然，每一位学

生都要来上课。 

1.已詢問過修課同學，大部分同

學都認同這學期的評量方式。 

2.為確保同學的學習，104-2開

課時會改變繳交上課筆記的方

式，以一學期分三次收回並批

改。 

3.每次上課幾乎都有點名。缺課

的同學也已經依照規定扣分。 

新開課程建議(請提出具體建議) 

希望系上可以多開設生態方

面的課程，因為有時候如果要

東華修課，交通上會有一定的

問題所在！ 

關於生態相關課程的開設，請考

量下列事實:  

(1) 生態學課程中同學表現不

佳，顯然學習意願不高。 

(2) 系上研究所生態學特論多

年來均無人選修。微生物生態/

多樣性同學選修人數少。 

(3) 東華大學生態方面教師陣

容整齊明顯優於本系，本系在專

業能力上無法開設相同課程，同

學應主動抓住機會追求自己的

理想。 

(4) 本系學生人數及同學修課

意願持續走低，選修課程人數不

足影響教學品質或停開的先例

所在多有，不宜只因學生交通問

題而貿然開設新課。另外本系教

師教學負荷沉重，如非必要應減

少開設課程數，以維持教學品

質。 

 

基於上述事實考量，並無增開生

態相關課程之必要性。 

若同學仍覺得有此開課需求，且

有修課意願的人數多，請在課規

會前和系上相關教師直接進行

討論。 

 

四、大學部四年級： 

 



必／

選修 
課程名稱 主課老師 意見 回覆 

必修 
專題討論

(一) 
陳俊堯 

俊堯老師很認真！唯一可惜的是沒

有收到同學的評語。 

評語均保存於 D928 

等需要的同學來認領。 

選修 

RNA干擾技

術與應用 
李政偉 

上課搭配實驗對我們很有幫助，對

於 gene siliencing更進一步認識，謝

謝老師 

感恩 

小鼠實驗模

式概論 
靖永皓 

1.與實戰技巧很相關！(非常適合有

動物實驗經驗的同學選修。) 

2.考試方式有創意！可以立刻知道

盲點。 

謝謝修課學生的正面回

饋，課程內容及評量方

式將持續優質化及精緻

化 

其他建議 

希望能夠整合生科院產業實習的所

有實習地點，讓修課的同學能有更

多樣化的選擇！ 

很好的建議!會與分遺

系負責老師連繫可行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