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0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4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貳、地點：農學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吳明昌院長

紀錄：李至芬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恭賀 2012 年 5-6 月份本校教師獲選 ESI Highly Cited Papers!。
二、恭賀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獲 1 金 1 銀 3 銅成績，共計 165
所大專院校參賽，本校排名 56 名。
三、本院慶賀集錦：
（一）恭賀森林系陳朝圳老師及食品系許祥純老師通過「101 年度教育部
學海築夢計畫」審核並獲得補助。
（二）恭賀食品所林意珊同學、農園系洪瑜梅同學、生資所黃雅莉同學、
森林所林子方同學、食品所楊美娸同學、生資所謝依達同學、食品所
陳克威同學榮獲教育部「101 年學海飛颺、學海惜珠計畫」審核並獲得
獎助。
（三）恭賀生技系 4 位同學：侯秀玫、劉凱青、萬祐廷、黃資涵，榮獲國
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獎勵
（四）恭賀！！本校學生參與「2012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實務競
賽」 木設系林曉洪老師指導學生鍾珉、黃星翰、詹尉君同學獲能源與
環保類第一名；食品系謝寶全老師指導學生簡筱文同學獲家政餐旅食
品類第三名。
（五）恭賀木設系江亮瑩、陳品均同學榮獲「2012 年南區師生產學合作實
務專題製作競賽」醫療照護組亞軍。
（六） 恭賀木設系參加「2012 年新一代設計展全國設計競賽」榮獲產品
設計佳作 1 組(藍浩繁老師、黃俊傑老師指導學生鍾毓、吳尚謙、趙偉
民)，空間設計佳作 2 組(林芳銘老師指導學生施雅恩、黎明及程冠翰、
林佑任、莊倍守)，以及展場設計佳作(葉民權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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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恭賀木設系賴建文同學榮獲「2012 屏東美展」工藝產品類第一名。
（八）恭賀本校「2012 年度教師研發成果競賽」：
1.特優：永續農業類- 生技系黃卓治教授、食品系陳和賢教授、生技
系徐志宏教授， 諾麗果酯香強化技術。
2.優良：生醫保健類-食品系陳和賢教授、生技系黃卓治教授，利用超
臨界流體從薑製備 6-生薑醇之方法。
3.佳作：生醫保健類-生技系黃卓治教授，蘿蔔嬰之蘿蔔硫素抑制肝癌
細胞基因表現。智慧生活類-食品系陳和賢教授、生技系黃卓治教
授，多功能過熱蒸汽烤箱之研發。
（九）恭賀植醫系鄭秋雄老師、食品系吳美莉老師、農園系傅炳山老師（進
修部）獲選本校 100 學年度優良導師。
四、本院農園系及動畜系碩專班停招案，經主管會議決議暫緩並建議研擬
相關配套措施，以穩定本校生源。教育部已核准熱農系台東碩專班自
102 學年起停招，進修部建議本院於台東地區開設碩專班課程。另可考
慮食品系碩專班復招，農園系及生技系可考慮開設碩士班國際學位學
程。
五、本人於 5 月 3-6 日偕同高雄市政府農業局蔡復進局長至葡萄牙參加今
年度「布魯塞爾世界酒類競賽」
，順利爭取高雄市為明年世界烈酒大賽
主辦城市，不僅是台灣的第一次，也是亞洲的第一次。
六、5 月 13 日本人至宏都拉斯進行考察，並洽談產學合作及「全球永續農
業學程」學生校外實習事宜。
七、6 月 9-11 日本人與賴宏亮老師前往日本東京農業大學、IWATA 大學洽
談雙聯學制事宜，並與 2 家企業洽談國際產學合作事宜。
八、本院團隊承接屏東縣政府「屏東優質水產品產地證明標章及行銷策略
擬定委託服務工作」
計畫，5 月 18 日假東港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辦理
「2012
屏東石斑魚美食達人料理競賽」決賽。本競賽共 36 組、21 所餐飲科技
學校組隊參加，12 組進入決賽，最後本校餐飲系獲得冠軍。
九、本校校區廣大，為減少學生於下課時段趕課而造成校園擁塞及空氣污
染之情形，惠請各系所排課時儘量協調安排至近距離教室。
十、行政單位宣導事項：
1.主管會會報：
（1）請各位主管加強教育學生，創意發想拍攝 KUSO 影片或照片，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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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是否影響學校聲譽，如去年餐旅系畢業送舊影片即提升校譽表
現；而這幾天電視密集播放學生在校園游泳的影片，將嚴重影響學
校平日所辛苦建立之形象
（2）請各位主管協助傳達，
（6 月 12 日上午）由於縣政府未宣布停班、
課，但本校情況特殊，為顧及學生和部分同仁安全，所以今日日間
部停課一天、進修部停班停課，請透過學校網頁、門口電子看板及
各媒體公告此訊息。如仍有家長或學生詢問電話，請參考以上回覆。
（3）由於電視台播報學校淹水新聞，引起家長擔憂，加上學生想放假心
理，因此很多家長不斷來電質問為何仍要學生冒雨涉水上課?所以未
來應加強學生基本的正確概念，告知學校停課有一定的程序及標
準，往往是需要依循專業判斷，並非依媒體而定。
（4）本校期末考為下週，但今日（6 月 12 日）有學生來電反應未能來校
參加期末考，卻反映出有教師提前考試情形，教務處將再宣導提醒
老師應上滿 18 週課程。
2.會計室：
（1）本年度截止 5 月底止資本門實際執行率 26.26％，執行率偏低，請
各單位就核定預算積極辦理，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請購申請，屆時(6
月 30 日截止)尚未上網請購完畢者，其餘額將給予收回由學校統籌。
（2）明年度起分配各單位資本門經費先核撥 60％，4 月未達核撥經費之
70％者將收回經費由學校統籌使用。
（3）請各單位遵照採購法之規定，勿分批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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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知會院辦更正。
*重申為有效控管資本支出計畫執行率，各系所 6 月 15 日前應完成 100%
請購率及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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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 請各位委員於選票上勾選優良作 本次會議進行第二階段評
院標語（Slogan）徵選比 品後送回院辦統計進入複選作品。 選。
賽」初選案，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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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101 年度「發展典範科技 一、請於填寫系所 101 年度「發展
大學計畫」績效指標及經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績效指標後
費分配案，請 討論。
送回院辦統計學院績效指標。
二、另國事處補助本院教師赴國外
企業洽談合作機票費 6 人次（30
萬元），其中植醫系與印尼廠商
洽談合作補助 2 人次（10 萬元）
，
生技系與美國廠商洽談合作補
助 2 人次（10 萬元），餘 2 人次
（10 萬元）補助其他系所洽談國
際合作之用。
三、規劃開設跨院系「永續農業與
國際化學程」；原則以現有課程
為主，儘量減少新開課程，並配
合安排學生至國外參訪或實習
以符合國際化。

照案執行。
經協商，國事處補助本院
教師赴國外企業洽談合作
機票費不限使用人次，總
金額 30 萬元為上限。

柒、上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
序號
建議人
1 陳滄海主任
藍浩繁主任

2

陳滄海主任

事 項
學校訂定資本門請購率
及達成率應有一些彈性。例
如植醫系資本門經費規劃
購買教學用「單槍投影
機」，但目前設備須至 9 月
才達報廢年限，因此上半年
請購率會有偏低情形。
學校管制相機、影印
機、咖啡機等設備採購也應
有一些彈性。例如木設系因
設計教學之需要，須購買
「相機」及「實物投影機」
，
經簽核，不同意購買相機，
也遲遲未核定是否同意購
買實物投影機。
國事處分配 2 位印尼學
生至本系，有關該生論文口
試費及論文指導費應由何
處支出？

處理情形
應重視教學設備，將於
適當場 合與 會計 室 溝
通資本 門請 購及 請 購
率事宜。

非學系固定業務不應由
系經費支出。再與相關
單位協商本案外籍學生
論文口試費事宜。

捌、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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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提案一
提案單位：動畜系
案由：亞太熱帶農業研究中心特色實驗室「動物胚工程研究室」更名案【附
件 2】
，請 討論。
說明：
一、因應 100 年亞太熱帶農業研究中心特色實驗室評鑑委員之意見，
BT309「動物胚工程研究室」擬更名為「動物生殖科技研究室」。
二、該研究室主持人擬由動畜系劉炳燦老師變更為沈朋志老師，並邀請
獸醫系吳弘毅老師及養殖系陳英男老師加入團隊，以擴充該研究室
之研發能量。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標語（Slogan）徵選比賽」複選案【附件
3】
，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強化本校師生、畢業校友及社會大眾對本院的認同，本院舉辦「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標語（Slogan） 徵選活動」
，徵求具創意性、
獨特性、短捷有力、琅琅上口之本院代表性標語。
二、活動徵選自 3 月 30 日至 4 月 20 日共收 59 件作品，4 月 23 日初選
會議擇定 26 件作品進入複選。26 件作品經 6 月 4～8 日本院師生票
選，提供第二階段複選委員參考。
三、本活動擬選出 特優 1 名：新台幣 5000 元等值獎品及獎狀，優勝 1
名：新台幣 2000 元等值獎品及獎狀，佳作 3 名：新台幣 1000 元
等值獎品及獎狀。
決議：請藍浩繁主任擔任召集人，組成評選小組進行複選。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開設跨院系「全球永續農業學程」規劃案【附件 4】
，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 101 年度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子計畫 1.2 設置跨領域學程培
育新興產業人才，本院擬開設跨領域「全球永續農業學程」。
二、經 101.05.11「永續農業與國際化學程」討論會凝聚各方意見，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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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全球永續農業學程（Program of Global Sustainable
Agriculture）計畫書（草案）
」。
決議：於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全球永續農業學程討論會」繼續討
論。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1：00 續開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全球永續農業學
程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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