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開課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中文）工業酵素學
（英文）Biotechnology of Enzymes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科目代碼：

□大學部課程

▓研究所課程

講授－實習－學分：3-0-3

課程簡介：
本課程是屬於進階生物科技應用範疇，學生應具有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或生物科
技基本概念，方可順利銜接課程。課程中將介紹工業微生物與運用生物科技進行工
業酵素基因之選殖與大量生產，亦提供數個重要工業酵素之個論，最後以產業實際
應用為例，說明工業酵素之挑戰與未來。
教學目標：
旨在訓練學生了解工業酵素之生產與應用，刺激學生以自然的角度思考問題，學習
其他生物或微生物如何解決問題。以大自然的力量，加上人類的智慧，可以產出許
多福國利民的產物，而工業酵素正是最好的例子。
教學內容綱要：
1. 工業酵素簡介
2. 工業酵素之生產、純化與應用
3. Cellulase 之固態發酵生產
4. 嗜高溫蛋白分解酶(protease)之生產與應用
5. 擔子菌類(Basidiomycetes)酵素
6. 天然酵素與基因工程酵素於工業使用之挑戰與策略
7. 運用總體基因體學(metagenomics)探索工業酵素
8. 抗生素生合成酵素
9. 纖維素分解酶複合體(cellulosomes)之介紹與應用
10. 葡萄糖激酶(glucokinase)之介紹與應用
11. 由脂肪酶(lipase) 催化之有機化合物轉型反應
12. 酵素於綠色化學(green chemistry)上之應用
13. 多重步驟酵素反應於工業上之應用
14. 酵素催化生產具藥物活性物質
15. 由廢物變黃金之生物轉化(bioconversion)
16. 工業酵素於食品加工之應用
系所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次系

所務會議通過。

註：1. 各教師實際教授本課程時，請自行參照本教學大綱編擬教學計畫，並將計畫上
傳 0 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提供修課學生參考。
2.系所辦公室應將教學大綱建檔保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開課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中文）分子生物學(一) (二)
（英文）Molecular Biology (I) (II)
科目代碼：

▓大學部課程

□研究所課程

講授－實習－學分：3-0-3

課程簡介：分子生物學是進入生物科技研發的叩門磚，具有分子生物學之基礎，再加入
學生於各科系專長領域之學習，將會產生更大的整合力量與豐富的創新發想。本課程分
上、下學期實施，以教科書 GENES XII 之內容為課程主架，輔以其他參考書籍，使課
程豐富多元。
教學目標：本課程主要目標為培養學生對分子生物學之興趣，為日後往相關領域發展奠
定深厚基礎。其他教學目標揭櫫如下：
一、建立學生對分子遺傳物質的基本概念
二、培養學生對分子階層生命演化的認知與提問能力
三、使學生具有相關領域之閱讀與溝通能力
教學內容綱要：
分子生物學(一)
1. 基因是甚麼?
2. 分子生物與基因工程的基本研究方法
3. 基因中斷與突變
4. 基因體(genome)內容介紹
5. 基因體序列與演化
6. 基因群(gene cluster)與重複
7. 染色體(chromosome)介紹
8. 染色質(chromatin)
9. 與細胞週期關聯的基因複製
10. 複製子(replicon)
11. DNA 複製
12. 染色體外之複製子
13. 同源染色體的重組
14. DNA 修復系統
15. 跳躍基因與反轉錄病毒
16. 體細胞 DNA 之重組與免疫系統高突變
系所主管簽章：

分子生物學 (二)
1. 原核細胞之轉錄 I
2. 原核細胞之轉錄 II
3. 真核細胞之轉錄
4. RNA 之剪接與加工(processing)
5. mRNA 之穩定與固定
6. 具催化性之 RNA
7. 轉譯(translation) I
8. 轉譯(translation) II
9. 基因密碼子
10. 操縱子(operon)
11. Phage 病毒的基因調控
12. 真核細胞之轉錄調控
13. 表徵遺傳學(epigenetics) I
14. 表徵遺傳學(epigenetics) II
15. 非編碼 RNA
16. 調控 RNA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次系

所務會議通過。
註：1. 各教師實際教授本課程時，請自行參照本教學大綱編擬教學計畫，並將計畫上
傳 0 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提供修課學生參考。
2.系所辦公室應將教學大綱建檔保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開課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中文）防災特論
（英文）Special Topics on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Prevention
科目代碼：

▓大學部課程

□研究所課程

講授－實習－學分：2-0-2

課程簡介：
本課程規劃以四大部分進行：第一部分，講述災害的產生與災害管理的重要性；第
二部分，就法規面深入探討現行災害防救之體制與運作；第三部分，以台灣最常遭
遇的風水災，省思國內的防救災作為；第四部分，在氣候變遷下，防救災的因應作
為與實例分享。
教學目標：
旨在訓練學生了解各式常見災害種類，並由國內現今災害防治法之規定，及相關國
內外防災科技的介紹，提升學生對災害防救的方法及管理的了解，進而能學以致
用，在防災作為上，為國家社會貢獻一份心力。
教學內容綱要：
第 1 週 引言及概說
第 2 週 我國災害防救法簡介-1
第 3 週 我國災害防救法簡介-2
第 4 週 我國災害防救法簡介-3
第 5 週 我國災防法的體制與運作-1
第 6 週 我國災防法的體制與運作-2
第 7 週 我國災防法的體制與運作-3
第 8 週 我國災防法的體制與運作-4
第 9 週 期中考試週
第 10 週 天然災害—風水災之防災-1
第 11 週 天然災害—風水災之防災-2
第 12 週 天然災害—風水災之防災-3
第 13 週 天然災害—風水災之防災-4
第 14 週 氣候變遷下的防災作為-1
第 15 週 氣候變遷下的防災作為-2
第 16 週 氣候變遷下的防災作為-3
第 17 週 氣候變遷下的防災作為-4
第 18 週 期末考
系所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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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務會議通過。

註：1. 各教師實際教授本課程時，請自行參照本教學大綱編擬教學計畫，並將計畫上
傳 0 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提供修課學生參考。
2.系所辦公室應將教學大綱建檔保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開課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中文）普通化學 (一) (二)
（英文）General Chemistry (I) (II)
科目代碼：

▓大學部課程

□研究所課程

講授－實習－學分：2-0-2

課程簡介：
本課程分上、下學期實施，主要以 McGraw-Hill Education 出版社發行之教科書
CHEMISTRY (12th edition, ISBN 978-0-07-802151-0, 2016)為課程教授主軸，輔以其
他參考資料，並加入近期熱門的生活化學單元，引發學生對化學領域的興趣與具備
日後深入研究的基礎。
教學目標：
藉由課程的實施，增進學生對化學領域的基本認知與知識，不僅具有基本化學溝通
能力，並可以利用所學閱讀相關科技資訊。本課程以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刺激學生
思考，並能將基本理論轉為實際應用，讓化學概念真正融入學生的日常生活，甚至
是未來的研發工作。
教學內容綱要：
普通化學 (一)
1. 導論
2. 原子、分子及離子
3. 化學反應中之質量關係
4. 水溶液之化學反應
5. 氣體
6. 熱化學
7. 原子的結構與量子理論
8. 元素週期表
9. 化學鍵 I
10. 化學鍵 II
11. 分子間作用力與液體及固體
12. 溶液的物性
13. 化學動力學
系所主管簽章：

普通化學 (二)
1. 化學平衡
2. 酸鹼
3. 酸鹼平衡與溶解度
4. 熵(entropy)、自由能及平衡
5. 電化學
6. 核化學
7. 大氣化學
8. 金屬化學
9. 非金屬化學
10. 過渡金屬化學
11. 有機化學
12. 合成與天然聚合物
13. 日常生活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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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務會議通過。

註：1. 各教師實際教授本課程時，請自行參照本教學大綱編擬教學計畫，並將計畫上
傳 0 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提供修課學生參考。
2.系所辦公室應將教學大綱建檔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