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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一頁 列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課大綱　Syllabus  

部別 : 日間部碩士 110學年度第2學期 列印日期 : 2022/02/22

中文課程名稱 : 蛋白質化學特論 英文課程名稱 : Special Topics in Protein Chemistry 授課教師 : 楊景雍

 開 課 班 級 : 水食所一甲   學　　分  : 2.0 授課時數 : 2.0

 合 班 班 級 : 實習時數 : 0.0

1.中文教學目標(Chinese Teaching objectives)

對活性蛋白質水解物與胜肽藉由課程與討論與研究報告閱讀有深入的了解 

2.英文教學目標(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active protein hydrolysates and peptides by reading courses and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 reports 

3.中文教學綱要(Chinese CourseDescription )

對各種活性胜肽定義與各項篩選試驗的平台了解 

4.英文教學綱要(English CourseDescription )

understanding of bioactive peptides 

5.中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 核心能力百分比

1 水產食品知能 10%

2 食品加工知能 20%

3 食品生物科技 30%

4 食品品管檢驗知能 20%

5 資訊整合 10%

6 語言知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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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合創新 5%

6.英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 核心能力百分比

1 Knowledge of aquatic foods 10%

2 Knowledge of food processing 20%

3 Food biotechnology 30%

4 Knowledge of food quality inspections 20%

5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10%

6 Knowledge of language 5%

7 Integrated innovation 5%

7.教科書

1

中文書名 : 楊景雍網頁　英文書名：yang homepage 

中文作者 : 楊景雍　英文作者：jing-iong yang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8.參考書

1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Proteins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Gary Walsh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WILEY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9.教學進度表

週次或項目
Week or
Items

中文授課內容
Chinese Course Content

英文授課內容
English Course Content

分配節次
Assigned Classes

備註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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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2   

 活性胜肽介紹  2   

 天然物純化技術:分離,離⼼,沉澱技術  2   

 天然物純化技術:結晶, 透析,過濾技術  2   

 天然物純化技術:液相層析技術-gel
filtration 

 2   

 天然物純化技術:液相層析技術-ion
exchange 

 2   

 
天然物純化技術: 
液相層析技術-ＦＰＬＣ　ｖｓ 
ＨＰＬＣ 

 2   

 活性胜肽：調節⾎壓胜肽　  2   

 活性胜肽：抗⾎栓胜肽  2   

 活性胜肽：抗氧化胜肽  2   

 活性胜肽：螯合胜肽  2   

 活性胜肽：抗疲勞胜肽  2   

 活性胜肽：調節⾎糖胜肽  2   

 活性胜肽：抗菌胜肽  2   

 活性胜肽：其他活性胜肽  2   

 專題討論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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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２ 2 

 專題討論３  2   

10.中文成績評定(Chinese Evaluation method )

勤缺 期中考 期末考 期刊專題報告 

11.英文成績評定(English Evaluation method )

mid and final examinations 

12.中文課堂要求(Chinese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筆記 出席 

13.英文課堂要求(English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lecture notes, attendance 

「遵守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