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1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7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1：00
貳、地點：飄香客棧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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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農園系柯立祥老師獲聘為本校名譽教授。
二、恭賀植醫系四技一榮獲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活服務教育第 5 名，
獲贈獎狀及獎勵金 6,000 元。
三、台灣農業交流協會主辦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選拔，敬請為推薦。推
薦表須於 3 月 29 日前郵寄至該協會。
四、本校訂於 2 月 18 日（星期一）新春團拜，2 月 23 日（星期六）補上
班。
五、本校自我評鑑機制正式啟動，依本校自我評鑑準備工作時程表，本院
各系所於 4 月 18 日舉行內部評鑑，提醒各系寒假期間應即開始準備自
評資料。本院各系所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教材上網率僅 59％，恐不
利於評鑑結果，惠請各系檢視並改善 98 學年度至今之教材上網率。
六、本校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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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造成公文無法送出而須退回承辦人
重新設流程。
七、農學院熱帶農業研究大樓空間管理規則目前研擬中，AR114、AR115 視
聽教室已納入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辦法」規範，列入本校「會議
場地暨專題演講室收費標準」之 151 人以上會議場地，收費標準為每
日或每晚 5000 元。
八、院辦公室電話分機較多，如遇承辦人不在座位上，其他同仁會主動幫
忙接電話，以代為服務或轉達訊息，並非過濾電話，尚請諒察。
九、木設系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班會紀錄反應-多益英文畢業門檻標準
太高【附件 1】。惠請木設系協助瞭解學生情況，共同討論如何解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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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問題。
十、請系所主任踴躍參加生活服務教育指導委員會會議等一學期僅召開一
次之會議，如無法出席，請指派教師代表與會。
十一、教育部將投入「技職再造」計畫 4～5 年 200 億經費；技職司設定目
標-105 年 60％教師須有業界經驗，108 年 100％學生須參與校外實習。
惠請各系所主任思考相關因應策略。
十二、日前轉寄 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試辦「產業學院」實施計
畫構想書格式【附件 2】，惠請各系踴躍規劃新學分學程或修改既有學
分學程提出申請。教育部補助每一學分學程 50 萬元，學位學程 200 萬
元。構想書建議以 5 頁為限，俟教育部正式公布要點後，進修推廣部
再依要點內容，甄選出 6 個學程，再完整書寫計畫書及附件。構想書
請於 1 月 29 日星期二前傳送至本院信箱，俾便彙整轉送進修推廣部彙
辦。
十三、屏東縣長治鄉「植物之家」及宜蘭縣頭城鎮「頭城農場」提供本院
學生實習之機會【附件 3】，各系所如有校外實習、實習農場、產學合
作等需求，可直接與該單位接洽。
十四、本校於 102 年 01 月 22 日(星期二) 下午 2：00 假屏東農業生物園
區服務中心 1F 舉行農科園區產學服務前進辦公室揭牌典禮暨農科園區
促進園區事業研究發展補助計畫說明會，惠請踴躍參加。
十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 本年度起各單位資本門分上下年度兩期配撥，第一期先行核撥 60％
之經費，進度超前規定執行率之單位得撥第二期款，進度落後單位
則不撥第二期款。
2.系所自我評鑑經費分四級。學生人數 500 人以上每系所分配 30 萬元；
300～499 人分配 25 萬元；100～299 人分配 20 萬元；99 人以下分配
10 萬元；獨立所 5 萬元。工學院不參與分配。請各系所整合運用系
所人力，發揮於評鑑工作，勿將本經費用於聘用臨時人力。
3.本校「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要點」業經修訂，新增擔任會場主
持人、獲得會議論文獎項殊榮之補助，鼓勵出國發表論文之補助等。
十六、校主管會議：
1.圖書館視聽組近日購入許多視聽媒體校學影片，請轉知系所老師多加
利用。
第2頁

共5頁

2.請農學院及獸醫學院告知所屬系所教師，不得私設場地畜養動物，現
有未經許可使用之場地應限期撤除。
3.預期將教室使用率提昇至 70％，屆時以學院為單位，請院長協調所屬
系所授課教室之安排。
十七、行政會議：
1. 請各系修正「廠場中心設置辦法」之格式與內容，並自行與人事室
確認，本案擬提於 6 月校務會議討論。
2.102 學年度起新生學費調漲 10％，舊生調漲 5％。
3.各系自我評鑑資料請於 1 月 15 日前上傳至評鑑網。
十八、教務處宣導：新開課程申請網路授課之審查程序-申請教師參加電算
中心舉辦之教育訓練，填妥網路授課開課申請表經系（所）務會議審
核通過，提網路教學委員會審議，系、院課程委員會審議，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即可開設遠距教學。
十九、研發處宣導：
「提升產學合作計畫績效三年改善計畫」辦理作業時程
表-102 年 01 月各系所提出報告及因應策略，2 月院彙整並審議，3 月
院彙整系所部分提出院級綜合報告。
二十、國事處宣導：有關教育部 102 年度學海系列計畫（學海飛颺、學海
惜珠、學海築夢）已開始申請，國事處前已公告周知，請各學院院長
協助宣導。其中「學海惜珠」計畫，選送清寒優秀學生赴外國大學校
院修讀學分，教育部編列之經費預算不少，且學校亦相對提供教育部
核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二十的配合款，請鼓勵同學踴躍提出申請。
二十一、其他農學院執行各項工作之管控及執行成果如【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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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討論本院各系所自我評鑑 學術副校長將擇期再與各系所討 1. 各 系 所 資 料 業 於
「專業類系所評鑑指標及 論評鑑效標事宜。
101.12.31 前 送 交 副 校
效標」及增列之系所特色
長室。
參考效標涵蓋要素，請
2.副校長室於 102.01.22
討論。
上午 9：00 召開自我評鑑
專業類系所各評鑑項目
參考效標涵蓋要素表說
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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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農園系、森林系、植醫系、
食品系修訂「教育目標及
核心能力」，請 討論。
提案三
食品系訂定「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食品加工廠設置
辦法」，請 討論。
提案四
畜牧場訂定「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畜牧場設置辦
法」，請 討論。
提案五
修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系務發展委員
會設置辦法」，請 討論。
臨時動議提案一
農園系訂定「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農場設置辦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園藝
場設置辦法」，請 討論。

照案通過，並提請院課程委員會審 擬提於 3 月上旬院課程委
議。
員會討論。

照案通過，提請 102 年 1 月 11 日 業經 102.01.11 臨時校務
臨時校務會議討論。
會議討論，請各廠場中心
依學校法規格式修正。

照案通過，提請 102 年 1 月 11 日 業經 102.01.11 臨時校務
臨時校務會議討論。
會議討論，請各廠場中心
依學校法規格式修正。
准予備查。

照案執行。

照案通過，提請 102 年 1 月 11 日 業經 102.01.11 臨時校務
臨時校務會議討論。
會議討論，請各廠場中心
依學校法規格式修正。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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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17）屏科大總處字第 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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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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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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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所獲分配額度 2000 萬元之 50％為 1000 萬元，依規定比例分配
基本經費，分配草案詳如【附件 5】。
四、另保留 50％經費（1000 萬元）中擬保留 200 萬元支援熱帶農業研
究大樓相關儀器設備；45 萬元補助 101 學年度新進教師。300 萬元
提供各系所研提特色計畫；其餘 455 萬元開放各系所依往例提出申
請。申請案請於 2 月 19 日前提出，由院請資深教授組成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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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事宜，並於 2 月下旬公布。
五、本年度起各單位資本門分上下年度兩期配撥，第一期先行核撥 60
％之經費，進度超前單位提前撥第二期款，進度落後單位則不撥第
二期款。請本院各系所於 5 月 31 日前執行率需達 70％，6 月 28 日
前執行率需達 100％，逾期者其經費將由院、校收回統籌使用。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2：00 續開 101 學年度第 1 次農學院院定必修課程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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