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0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4：30
貳、地點：扇平工作站
參、主席：吳明昌院長

記錄：李至芬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恭賀養殖系翁韶蓮老師「海洋學概論」課程通過教育部 100 年度數位
學習教材認證。
二、恭賀本院校友及在校生共計 16 人通過 100 年度公務人員高普考，農園
系 10 人、森林系 5 人及植醫系 1 人。
三、依人事室通知（屏科大人事室字第 101011 號）食品系現有班級數及學
生人數得配置 2 名人力，將由材料工程研究所移撥 1 名行政助理至食
品系。
四、由台灣農業交流協會主辦第 36 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選拔已開始接
受推薦，惠請於 3 月 31 日前踴躍推薦參加。
五、
「屏東優質水產品產地證明標章」LOGO 設計徵選活動作品收件至 2 月
20 日止，優勝作品將可獲得獎金 3 萬元及獎狀。相關資訊已公告於校
園搶先報，歡迎師生踴躍參加。
六、經屏東縣曹縣長引薦，某私人企業擬贊助本校有經濟需求之優秀學生，
使其完成學業，暫訂名為「業界扶助頂尖學生計畫」
。贊助原則 1.人格
特質良好。2.學業成績優良。3.屏東縣籍。4.研究生。5.勿集中同一
科系或同一學院。惠請各系所主任協助篩選，並於 2 月 29 日前推薦 1
～3 人，學院將協助進行面談。
七、謹訂於 2 月 15 日召集各系所主管及相關老師與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進
行雙邊對談。本院將繼續與高雄市、台南市、台東縣等南部及東部縣
市進行雙邊座談會，以爭取更多資源。
八、為更瞭解各系運作情形及需求，本人與院秘李至芬小姐及計畫專案助
理賴麗安小姐每學期列席參加各系系務會議。惠請貴系召開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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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知會院辦。
九、學生對於「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滿意度極高，對本計畫持高
度肯定。本院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僅執行分配鐘點數之 62.0％，請鼓
勵所屬教師踴躍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十、行政單位宣導事項：
1.校發會：近年來農業生技園區為發展農業科技，營造農業科技產業群
聚，促進農業產業之轉型，成功結合在地產業及學術界，建立天然物、
動物疫苗、觀賞魚、生物性農業資材等農業科技相關產業聚落，未來
繼續朝向綠色科技、農業節能減碳、農業氣象等面向，以促進農業產
業之轉型，提升農業科技產品的研究開發、創新育成與量產行銷之功
能，確保農業永續經營。建議學校相關系所與農業生技園區合作齊頭
並進。
2.校主管會議：
（1）國科會專案助理應填具出勤考核表。
（2）重申校內合議制會議請勿派工讀生出席，以視對召集會議單位之尊
重。
（3）請各系所聘任兼任教師時能嚴格把關。
3.教務處：請踴躍申請 101 年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4.教學資源中心：
（1）3 月 13～15 日於本校圖書館舉辦教學卓越計畫期中成果發表會，同
時於 3 月 14 日（星期三）辦理計畫自我評鑑，敬請系所主任務必參
加。
（2）本年度預定辦理「英語菁英培訓班」，主要以培育優良的英語溝通
與學術能力之人才為目標，使學生透過培訓有機會免費參與本校姊
妹校交換學生選送計畫；提升英語考試成績，增強校際競爭力。請
踴躍推薦低年級英語成績優良的學生報名參加。
（3）本校 10 間攝影教室已裝置完成，訂於 2 月 8 日及 2 月 16 日上午 10：
00 於養殖系 AQ106 教室講解使用方法。歡迎老師與教學助理一同與
會。
5.國際事務處：國科會公開徵求 2013 台越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
會，有意申請者請於 3 月 23 日前備齊資料送國事處彙整。
十一、其他農學院執行各項工作之管控及執行成果如【附件 1】
，如有錯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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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知會院辦更正。教學進度表、課程大綱及教材上網率等評鑑要項請
各系所繼續協助辦理。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會
議
提
案
提案一
本院及各系所 98 科大評
鑑建議事項精進計畫及經
費需求案，請 討論。
提案二
本院 101 年度外文期刊經
費分配案，請 討論。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補件後轉送副校長室，提請校務基 照案執行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請各系所配合刪訂期刊。

本院 101 年度外文期刊決
標金額超出分配金額
395,100 元，圖書館同意
短缺經費由其他項目賸餘
款補足。

柒、上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
序號
建議人
1 張秀鑾主任

2

古明萱主任

事 項
處理情形
由於別院某系於學期開課 1.已知會該系開課前須
登記時，未經同意擅自編排 與授課 系所 協調 並 確
本系教師授課，造成本系教 認。
師均超鐘點。為降低教師鐘 2.已建議教務處落實開
點數以符合規定，本系減少 課通知單制度，請他系
開課數，卻又造成本系學生 教師授課者，必須知會
無課可修之情形。
授課教 師及 所屬 單 位
系主任。教務處亦須確
實查核。
依「學生生活服務助學金」 學務處同意農園系以部
現行制度，聘請工讀生須至 分學生生活服務助學金
課指組由登記弱勢學生名 自行徵選合適工讀生。
單中挑選。本系許多戶外工
作（校園維護）較為粗重，
挑選之弱勢學生通常不符
本系需求。建議學務處開放
1/3 學生生活服務助學經
費由系所自行運用，自行找
尋合適學生執行本系工作。

捌、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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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 101 年度院及各系所儀器設備重點補助經費分配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01.02.01）屏科大總處字第 101014
號通知及本院儀器設備重點補助經費執行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校（101.01.18）101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議，本
院儀器設備重點補助經費共獲分配 1900 萬元。
三、依本院儀器設備重點補助經費執行要點第二、三點規定，應就 101
年度所獲分配額度 1900 萬元之 50％為 950 萬元，依規定比例分配
基本經費，分配草案詳如【附件 2】。
四、另保留 50％經費（950 萬元）擬保留 200 萬元支援熱帶農業研究大
樓公共儀器設備；75 萬元補助 100 學年度新進教師。150 萬元提供
各系所研提特色計畫；其餘 525 萬元開放各系所依往例提出申請。
申請案請於 3 月 2 日前提出，由院請資深教授組成委員會決議分配
事宜，並於 3 月中旬公布。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2）。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因應生源之改變及配合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之執行，擬對於績效欠佳
之學系進行課程調整，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師資質量基準之規定並因應少子化現象造成之招生困境，本校
各院系所型態勢必有所調整。經（101.2.02）校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本校「系所更名整併調整作業要點草案」【附件 3】。
二、本校目前研擬「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子計畫「人才培育 」擬推動
技職教育實習制度強化專業人才培育。各院須對於招生率及就業率
欠佳之學系進行課程調整，以增強學系競爭力。
三、檢附就業輔導室提供各系所招生情形及畢業生就業情形統計表【附
件 4】。
決議：
一、因考量統計資料之取樣是否具代表性或是否有誤差，無法準確分析
各系績效，待資料修正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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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請各系所對於統計資料需修正之建議提供本院彙整，以供就輔室
參考並修正。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碩士班研究生得否以入學前之英檢成績抵免英文畢業門檻案，
請 討論。
說明：
一、本院於 99 年 3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主管會議決
議，考量本院各系所碩士班研究生通過英檢中級複試（或同等級）
比率太低，修訂英文畢業門檻：
1. 於畢業前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同等級英文檢定考試。
2. 畢業前修畢農學院規定之 2 學分英文課程者。欲修習上述農學院
規定之 2 學分英文課程者，須參加英檢中級初試（或同等級英檢）
一次以上測驗，且測驗成績須已達英檢初級複試（或同等級英檢）
標準，始可修讀本課程。
二、學生於入學前之英檢成績已達本院規定之英文門檻，得否視為達到
英文畢業門檻疑義。
決議：本院碩士班學生得以入學前之英檢成績抵免英文畢業門檻。

玖、本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
序號
建議人
1 古明萱主任

2

陳滄海主任

事 項
各系教學維持費逐年
減少，為維持系務正常發
展，請院長於行政相關會議
時為各系爭取酌加 20～30
萬元教學維持費。或教務處
依每年調查各系教學設備
需求給予補助（或維護）
，
不要刪減。
學校鼓勵老師多開通
識課程，本系楊老師於上學
期開設通識課程，約有 70
～80 位學生選修，但本學
期只有 6 位學生選修。因教
師已花時間備課，開學前才
獲知課開不成，可能打擊老
師的教學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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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情形
1.學校經費有限，本院
儘量向外爭取經費。
2.擬向教務處教學組長
申請教 學設 備修 繕 經
費，並建議全數補助系
所教學設備需求。

請通識中心瞭解及分析
相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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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通識中心協助瞭解
課開不成的原因，並留意相
關作業，是否因為開課太
多，分散學生選修？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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