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1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 年 3 月 1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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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院各系所系友或在校生通過 10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森林系 林業技師 -劉彥彬、曾怡穎及董紹巖，養殖系 水產養殖技
師 -謝淑秋、邱允志，食品系 食品技師 -林宜璇、趙昱翔、張喬棉、莊
婉伶、曾韻玲、白昕平、張原華、石心怡、黃奕閔、藍敬順、趙麗萍。
二、本院儀器設備重點補助經費競爭型及特色計畫申請案業經 2 月 22 日經
費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公告。因本院第 1 期款已全數授權各系所（公式
型）
，競爭型及特色計畫通過案須待第 2 期款核撥才能使用。因此，惠
請各系儘早核銷公式型經費，俾使學院儘早申請第 2 期款。
三、請各系所踴躍舉辦產學交流活動，本院本年度持續補助每系所 1 場研
討會經費。補助原則：
（一）補助每系所 1 場研討會，每場最多 5 萬元。
（二）以簽呈方式提出申請，並經系所主管同意。
（三）本院教師擔任
演講者須佔演講者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活動時間須一天以上。
（五）
研討會專刊及活動成果送院留存。
四、請各系所檢視系所網頁之正確性，如有需更新資料，請儘速更新。請
、
「一師一企業」、
各系所自行檢視「提昇研究計畫績效三年改善計畫」
「一系一產業」之執行情形。
五、重申本校公文系統使用注意事項：1.系統已設定學院所屬系所傳遞公
文將自動會知學院，請承辦人 勿再設定「順會」農學院 。2.校外來函
請承辦人 簽註擬辦意見 。3.請承辦人 設定「流程」。
六、本校 101 學年度內部評鑑：(一)報告封面須經單位主管及院長蓋章，
內容以 A4 白紙列印，評鑑書面報告、光碟電子檔（內含評鑑報告及佐
證資料）6 份，於 102 年 3 月 7 日前送院審議。(二)4 月 17 日校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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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4 月 18 日農學院系所、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系所評鑑。
七、各系所如需修訂「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請提送 3 月 12 日院課程委
員會討論。
八、人事室於日前函知各系所專任教師參與評鑑情形表，請依相關規定辦
理教師評鑑。
九、各系所辦理新聘教師遴聘作業，請廣為宣傳，力求實力堅強之國內外
學者前來應徵。
十、本院執行 102 年教學卓越計畫，擬延續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之精神，集
中經費重點發展實習場廠。
十一、101 學年度「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為獎勵國內大專院校
農科學生努力向學，儲備農業專業人才，特設置農業學術教育獎勵辦
法，提供大學院校獎助學金名額，每名新台幣 10,000 元整，限與農作
物相關之科系學生申請。請鼓勵學生踴躍申請，除農園系送交課指組，
其餘各系所申請資料請於 102 年 4 月 8 日前送院辦公室匯辦。
【附件 1】
十二、植醫系退休教師黃金池老師擬提供獎學金予本院學生。
十三、為展現農學院之亮點，協助在地農業之發展，促進農業類學生校外
實習、產學合作及就業機會，本院 101 年度受理協助各系所申請農業
發展相關計畫，獲補助計畫：
(一)電脈衝處理對菇類成分之影響及其生長參數探討（生技系、農園
系、植醫系）
(二)農場經營與農業升級計畫（農園系、食品系）
(三)黃豆油生物轉換後之多元醇油抗發炎效果與分子機制之研究（生技
系）
(四)台東縣達仁鄉生態產業發展之協助（森林系、動畜系、農園系）
十四、本校已與馬來西亞跨國企業陳唱集團(TCCAMS)簽署合作備忘錄，包
含提供本校學生至該公司 3~6 月校外實習生活費。該公司人員將於 3
月 12 日再次蒞校討論產學合作事宜。該集團 與 Surabaya 大學 訂於 5
月 15-16 日舉辦「2013 Bio-science event：Getting bio-inventions
on the road」，提供本校 1 名教師之住宿，本院將派員參加。
十五、102 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報名已截止，請各系所留意碩士
班報名情形。
十六、教務處宣導： 各學院、系所 104 學年度如有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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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更名（單純變更名稱可提 103 學年度申請）或 105 學年度任一學
制停招案，請先提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於 102 年 5 月
31 日前送綜合業務組彙整，俾便提報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討論。
十七、學務處宣導：100-1 學生發生車禍統計，本院養殖系（4.15％）及
食品系（2.58％）超過平均值，請加強宣導交通安全，以降低交通肇
事率。
十八、下期院主管會議擬移師至長治鄉「植物之家」舉行，順洽談產學合
作及學生實習事宜。
十九、其他農學院執行各項工作之管控及執行成果如【附件 2】
，如有錯漏，
請知會院辦更正。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會
議
提
案
決
提案一
本院 102 年度院及各系所 照案通過。
儀器設備重點補助經費分
配案，請 討論。

議 執

行

情

形

照案執行。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各系所 102 年度中、西文圖書經費分配案【附件 3】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圖書館（102.01.30）102 圖採字第 001 號通知辦理。本院
102 年度西文圖書經費 864,000 元，中文圖書經費 291,074 元。
二、檢附本院各系所 102 年度中、西文圖書經費分配一覽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 102 年度師鐸獎候選人推薦案【附件 4】
，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 102 年 2 月 21 日屏科大人字第 102023 號通知辦理。
二、 依「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表揚對象為現職編制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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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專任教學人員（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專任專業技術教師）、
運動教練、軍護人員及校長。每校至多推薦 1 位候選人，所推薦
之候選人應經學校審查通過。
三、 優先推薦人員：1.曾獲頒教育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優秀教
育人員、教育文化專業獎章、教學卓越獎、校長領導卓越獎、推
展學校體育績優個人獎、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優良學生事務及輔
導人員等獎項之ㄧ。2.曾獲本部國家講座、學術獎、全國傑出通
識教育教師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等獎項。
四、 檢附「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
決議：本院推薦梁文進教授參加 102 年度師鐸獎評選。
提案三
提案單位：實驗動物學程
案由：建請同意本校學生通過「實驗動物學程」者即具有「進行動物實驗的
人員」資格【附件 5】，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CUAC）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動物實驗申請表」
，其中「進行動物實驗的人員」須填具「動物使
用訓練證號與經驗年數」
。
二、查本校舉辦之動物使用訓練課程「實驗動物人道管理教育訓練課
程」
，訓練時間為 8 小時，通過者具有「進行動物實驗的人員」資格。
三、修讀「實驗動物學程」者必須修畢規定之基礎課程 9 學分及專業課
程 13 學分，始可取得學程證明。修讀本學程相關課程，已具備動物
實驗之基本知識與技能，足以擔任進行實驗動物人員。
四、目前跨院共 5 系所的學生修讀「實驗動物學程」，為維護已通過學
程者之權益，及增加學生修讀學程之意願，建請同意本校學生通過
「實驗動物學程」者即具有「進行動物實驗的人員」資格。
五、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實驗申請表」
、
「實驗動物學程必選修
科目表」。
決議：照案通過。檢附「實驗動物學程」課程大綱，簽請本校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員會（ICUAC）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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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畜牧場
案由：畜牧場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畜牧場使用辦法」
【附件 6】
，請 討
論。
說明：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畜牧場使用辦法（草案）
」。
決議：
一、為使畜牧場永續發展及落實使用者付費之原則，請增訂使用及維護
收費標準。
二、請各系所提供本辦法之修訂意見，本院彙整後併提於下期主管會議
討論。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院碩士班英文畢業門檻是否調整，請 討論。
決議：請各系所 2 週內提供修訂英文門檻之意見，本院彙整後併提於下期
主管會議討論。

玖、本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
序號
建議人
1 古明萱主任

事 項
處理情形
農園系教師反應專業期刊 請圖書館協助瞭解及解
Crop Science
決。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HortScience
HortTechnology

2

古明萱主任

沒有全文電子檔案。
101-2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請教學資源中心協助補
需於 2 月 22 日前申請，本 助經費。
系某一申請案因故於 2 月
23 日送出，卻獲教學資源
中心通知可能無法補助經
費。
因已邀請業界教師蒞校教
學，能否請學校寬列，補助
本案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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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拾、散會（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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