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0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2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5：25
貳、地點：京冠生技公司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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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並感謝木設系林芳銘教授擔任本院副院長，共同為院務努力。
二、本院慶賀集錦：
（一）恭賀森林系葉慶龍教授獲選 2012 年台灣植物分類學會-終身貢獻獎
殊榮。
（二）恭賀森林系陳朝圳教授指導「2012 跨領域創意網路通訊應用與服務
競賽」榮獲優等獎，參與學生：鄧琮翰、陳聖林、林婉君、黃莉琄、
林珮瑩。
（三）恭賀森林系邱韋達、梁慈娟、李建亞及陳雯歆 4 位系友考取「10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張雅玲、陳雯歆、賴爽云、謝谷
建及彭炳勳 5 位系友/同學錄取「100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林業技師」。
三、感謝各系所於 3 月 13～15 日配合緯來電視台拍攝。該電視台因有收視
壓力，不能偏離節目主軸，因而取消一些預定拍攝的各系特色，枉費
老師們籌備相關事物，在此敬表歉意。
四、感謝多位教師於 2 月 15 日共同至高雄市政府進行農業對談，為本校與
高雄市政府合作揭開序幕，未來將與高雄市政府共同研商更多議題，
凝聚農政與學界整合發展共識，為高雄農業提出中長程施政方針。
五、2 月 18～24 日本人與高雄市劉世芳副市長所率農業考察團及 4 位高市
傑出農民代表至古巴，參訪該國有機農業之發展經驗。參訪行程中前
往哈瓦那最具知名度的 Havana Club 觀摩蘭姆酒產業，市府期待透過
舉辦國際性賽事提升國內烈酒水準與達到城市行銷的雙重目的，因此
積極透過本校與高雄餐旅大學爭取 2013 世界烈酒評酒大賽主辦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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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賽係世界最具權威的評酒大賽，每年吸引超過 2,000~3,000 個來自
世界各國的酒品參賽，競爭相當激烈，許多國際知名城市均用盡心思
來爭取該大賽主辦權，希望以高雄市優越的條件與主動積極的態度能
爭取到本次大賽主辦權。
六、本院欲與美國農業部（位於費城）農業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協定。
七、與屏東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合作及對談之後，本院預計於 4 月份與台
南市政府進行農業對談，積極以本校農業特色於南部地區發揮影響力。
八、「2012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開始接受報
名，惠請鼓勵所屬師生踴躍報名參賽。3 月 30 日(星期五)前將參賽資
料送交至研發處產學合作中心王榆宣小姐。
九、也請鼓勵所屬大學部學生踴躍參加 100 學年度「農學院學生實務專題
競賽」，6 月 10 日前將參賽資料送交至本院以辦理評選作業。
十、本院擬推薦農園系顏昌瑞教授及陳福旗教授參選「全國十大傑出農業
專家」
。
十一、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南區職訓中心 101 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
業學程計畫」本院由動畜及木設系申請。
十二、惠請協助協調師生至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5 月 14～18 日）及苗
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5 月 9 日）進行升學宣導。
十三、重申本院「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業經 100 年 11 月 14 日校教評
會討論修訂，並公告於人事室及本院網站，請各系所據以修訂貴系所
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十四、行政單位宣導事項：
1. 行政會議：近期需填報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非僅是系所
辦同仁的工作，請系所主管上網瞭解需填報項目，協助資料確實填
報。
2. 教學資源中心：
（1）原訂 3 月中旬辦理教卓計畫期中成果發表會及自評，因故改至 5 月
9～11 日舉行（5 月 9 日自評）。本次發表會呈現教卓計畫執行 7 年
成果，展出期間可安排校內師生參觀。
（2）請授課教師全面使用點名系統。
3. 學務處：2 月 22 日通知 100-1 學生發生車禍統計資料，敬請公告並宣
導，以降低交通肇事率。本院養殖系（4.61％）及食品系（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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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平均值，請加強宣導交通安全。
4. 總務處：2 月 20 日通知依本校「資本支出預算執行進度管理要點」規
定，於 4 月底前完成「資本門」70％請購率及 20％達成率。本院儀器
設備重點補助經費（公式型）已於 3 月 3 日授權各系所請購，為有效
控管資本支出計畫執行率，惠請於 4 月 15 日前完成 80%請購率及 30%
達成率，並於 8 月 31 日前達成 100%請購率，未達成者，經費由學院收
回統籌運用。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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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知會院辦更正。教務處已同意開放數位學習平台查詢網址：
http://elearning.npust.edu.tw/phptest/portal/statistics/index.php ，各單位可
自行查詢「課程大綱」、
「課程進度表」
、「教材」上網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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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院及各系所
儀器設備重點補助經費分
配案，請 討論。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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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修正後通過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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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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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收到農園系及食品系
之修正建議，請各系所儘
快提供建議事項，俾便彙
整以供就輔室參考並修
正。

提案三
照案執行。
本院碩士班研究生得否以 本院碩士班學生得以入學前之英 教務處其他需釐清事項：
入學前之英檢成績抵免英 檢成績抵免英文畢業門檻。
1. 碩士班外籍生之適用
文畢業門檻案，請 討
標準：
論。
(1)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
需具備第二外國語之語
文檢定。
(2) 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
生，需具備英文或其他第
二外國語之語文檢定。
(3)於英語系國家出生並
接受教育的本國人，或在
國外讀大學的本國人，自
行選擇前述（1）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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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2. 本院學生 100 學年度
（含）前選修野保所「科
技英文閱讀與寫作」課
程，可抵免本院英文畢業
門檻。 101 學年度起野
保所歸隸獸醫學院後，本
院學生選修「科技英文閱
讀與寫作」不可抵免英文
畢業門檻。

柒、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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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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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情形
1.學校經費有限，本院
儘量向外爭取經費。
2.已向教務處教學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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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已請通識中心瞭解及分
析相關原因。楊老師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時
段為星期二第 1、2 節，
自然類的課程較少，該
課程選修學生較多。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時
段為星期二第 3、4 節，
自然類的課程較多，因
而該課程選修學生人數
較少。

捌、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各系所 101 年度中、西文圖書經費分配追認案【附件 2】
，請 討
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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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校圖書館（101.02.13）101 圖採字第 001 號通知辦理。本院
101 年度西文圖書經費 824,267 元，中文圖書經費 412,134 元。
二、因應採購時程，先行於 2 月 21 日將本院各系所 101 年度中、西文
圖書經費分配一覽表請示系所主管檢視，並於 2 月 26 日回覆圖書館
採編組。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備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資所
案由：生資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命題費擬請學院支援案【附件 3】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博、碩班費用核發標準，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交通
費實報實銷，但未支給委員審查費，審查費依例由指導教授自行負
擔。
二、生資所年度分配經常門拮据，博士生一年級及四年級資格考委員審
查費均由指導教授自行負擔，因而請學院支援部分經費。
三、經 101.02.23 生資所 100 學年度第 6 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費用礙難由學院經費支援。
提案三
提案單位：動畜系
案由：推薦金士傑先生為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案【附件 4】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務處註冊組 101.02.13 屏科大教註字第 101020 號通知辦理。本
校校友獸醫科陳永瑞先生陳案力推畜牧科金士傑先生為本校名譽博
士。

二、金士傑校友為台灣劇場界的核心創作者，多年來一直從事於舞台劇
編導與演出，並參與演出電視劇與電影，傑出表現有目共睹。
三、經 101.02.20 動畜系 100-2 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同意推薦金先生
為傑出校友，惟是否推薦為名譽博士候選人，須再綜合考量與評估。
決議：為求名譽博士學位授予之慎重，依程序審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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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本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
序號
建議人
1 古明萱主任

2

古明萱主任
翁韶蓮主任

3

張秀鑾主任

事 項
總務處只負責大工程，
各系所廁所、路燈、電燈、
水管..等故障維修，均認為
小工程，由系經費支付。能
否請總務處訂定區別大小
工程之標準，各系所教學維
持費已相當吃緊，並逐年減
少中，建議有些故障情形嚴
重者由總務處協助修繕。
海青班、僑訓班之計
畫、報告等均由系上處理，
但提供系之經費不成比例。

處理情形
已向總務處反應，並知
會農園系。

3 月 20 日僑訓班開訓典
禮與國事處討論。進修
部已公布經費分配比
例。
國事處招收印尼姊妹校 已向國事處反應。
學生分配 5 名至本系，相關
經費由教務處補助。經核算
補助每位學生每學年約
1161 元，惟與熱農系共同
指導外籍生之補助（每位約
10000 元）有甚大差距。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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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