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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壹、 時     間：107 年 11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15 點 30 分 

貳、 地     點：AS104 會議室 

參、 主     席：余祺主任             記錄：陳妍妙 

肆、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諾偉司國際研究生獎學金申請已開始，請各位相關領域老師輔導所指導

研究生申請，並於期限內（107 年 12 月 31 日止）提出申請。 

二、 評鑑辦公室通知：為辦理 108 年度（10 月份）高教評鑑中心委辦認可訪

視，將對本校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及管理學院景觀暨遊憩管理

究所，大學部二、三、四年級及碩士班二年級學生（不含校外實習學生

及延修生）進行全面問卷調查，本系四技二與四技三學生問卷填答時間

在 11 月 26 日下午 16：40-17：00 與 17：00-17：30，填答地點在電算中

心 IB204，請導師協助帶領所屬班級學生前往進行問卷填寫。 

三、 農學院通知：有意申請企業參訪補助之教師，惠請於 107 年 11 月 20 日

前提出申請，紙本與電子檔併送（電子檔請 E-MAIL 至院辦信箱

agr@mail.npust.edu.tw），逾期不受理，先申請先審核。申請說明及注意事

項如下： 

1、 參訪須與課程相關。 

2、 參訪日期須於 107 年 12 月 15 日前。 

3、 申請書須於 1～2 頁左右（請勿超過）。 

4、 核定參訪後，須繳交參訪記錄成果及照片。 

5、 審核通過後，由審查單位通知。 

 

陸、 報告案： 

一、 主計室通知：為利 107 年度校務基金決算編製，將於 12 月 20 日起關閉

「會計作業網路請購系統」，請各單位依「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107 會計年

度結束應請注意事項」，於期限內積極辦理本年度經費報支。 

二、 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通知：依據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第七條支給導生活

動費，用於導師與學生聚會或輔導活動使用。因應會計年度，請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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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2 月 10 日以前辦理並完成核銷作業。於導生活動辦理完成後，檢附

單據【務必有本校的抬頭或是統一編號，請用鉛筆於收據或發票註明 

『申請老師姓名』；『廠商支領』或『老師代墊』】、簽到表及活動成果表

（共 2 份，一份核銷用，另一份請自行 mail 或繳交活動成果表至學務處

學生諮商中心 tutor@mail.npust.edu.tw），將上述資料送至系辦公室辦理核

銷程序。 

主任裁示：請各班注意核銷時間。 

三、 本系執行 107 學年度校外實習有編【差旅費】供老師核銷，故老師前往

實習機構訪視學生差旅費則由該計畫經費項下支應，其出差事由需與校

外實習訪視學生事項有關方能進行經費核銷，惠請老師申請出差，同時

mail 告知系辦公室，以利登錄。在填寫國內出差申請單時，下列事項請

老師協助配合： 

1.經費來源：教育部計畫(含教卓典範) 

2.計畫主持人：趙雨潔 

3.註備欄內登打： 

委託機關：教育部  

計畫編號：1075702-09 

計畫名稱：*1-9 落實教學創新-強化學生專業實務實作能力 

主任裁示：會計系統將於 12 月 20 日關閉，若老師們今年 12 月份預計要

出差，請先把差旅費經額預估給系辦，以利框列預算。 

四、 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規定：依根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二十一條規定：

「學期課程的輔導次數，以至少三次為原則。」；根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

辦法二十二條規定：「學期課程的實地訪視次數至少二次。暑期課程的實

地訪視以一次為原則，如時間不足，部分學生得以其他輔導方式替代。」

請實習輔導老師於本年度 12 月 15 日前完成第一次實地訪視，以利系辦

製作清冊核撥教師訪視鐘點費。 

五、 各委員報告案： 

（一）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張秀鑾教師）：最近還有一張技專

報表請老師們填寫，凡學生出國(或教師帶學生)並與學術交流的都可

以填列，例如：參與研討會、出國考察或參訪、洽談產學合作、學術

研究交流、專利技術交流或其他任何形式學術交流，皆可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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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事務委員（張秀鑾教師與楊國泰教師）：會議中希望各系能規劃一

些收費特殊行程，能增加各系收入來源，系上已有規劃畜牧場導覽，

但，是傾向不收費。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學校希望課程大綱跟課程進度表

的上網比率，能夠達到 100%，教材上網是希望是能在 70%-80%以上，

另外，教材是直接上傳到每週週次處，若是上傳至公佈欄者，是不予

以計分。 

（四） 資訊系統管理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無。 

（五） 推廣教授（吳錫勳教師）：已有尋問推廣教育處，倘若老師們出去推廣

服務可填報的話，會把相關表格式 E-MAIL 給大家。 

（六）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陳志銘教師）：無。 

（七）圖書管理委員會委員（吳錫勳教師）：近期學校在整修圖書館內部，同

學可以多多去利用圖書館。另外，也可以加多加利圖書與會展館新自

動化整合查詢系統，例如要找一篇 Paper，若是校內沒有，則會引導查

詢者可以透過哪些方式取得該 Paper。 

（八）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彭劭于教師）：無。 

（九）系學會指導老師（黃自毅教師）：大畜盃於 12 月 8 日與 12 月 9 日辦理，

本次由本系主辦，歡迎老師們有空可以到現場蒞臨指導。 

（十）系教官（蘇文男教官）：報告內容如附件一。 

 

柒、 上次會議討論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 議 執行情形 

提案一 

本系學生申請畜牧獸醫校

友會獎助學金推薦案，請討

論。 

 

各項獎學金申請學生名冊，照案通

過。動畜二、三、四及研究生都還有

名額，請學生踴躍申請，並請於 10 月

24 日前，備齊資料繳交系辦 

 

照案執行。 

提案二 

本系 107 年度傑出校友推

薦案，請討論。 

 

推薦張建珩系友申請。 

 

照案執行。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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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案 決 議 執行情形 

四技四校外實習實施時

間，請討論。 

請各班班代將訊息帶回班上，請同學

們思考四上或四下實習的利弊，統計

一下各班的決議，此案延後討論。 

照案執行。 

提案四 

有關畜牧場 RO206 目前使

用情形及未來規劃案，請討

論。 

 

一、動畜系教師於系上使用之空間規

劃，包括各教師辦公室及研究

室，每位教師所分配的空間相

仿，請教師們不管是承接計畫之

學生或助理，都在所規畫空間內

提供人員辦公休息的場所。 

二、RO206 使用人員名冊中學生的部

分，請回各指導老師研究室。 

三、RO206 使用人員名單中私人計畫

助理的部分，建請夏老師以進駐

學校育成中心之方式，安排助理

的辦公空間。 

四、RO206 內人員，請於 107 年 10

月 31 日前移出 RO206。 

五、畜牧場之發展方向及空間規劃，

應首以配合系院校發展為第一依

歸。 

 

照案執行。 

提案五 

108 學年度技優甄審入學

資格案，請討論。 

  

一、備審資料成績百分比依序為其他

相關有利審查條件 50%、高中職

歷年成績單 20% 、履歷自傳

15%，讀書計畫 15%。 

二、 指定項目甄審說明，備審資料審

查評分標準：1.專業知識 40%、

2.發展潛力 20%、3.資料整理能力

20%、4.學習態度 20%。 

 

照案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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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案 決 議 執行情形 

三、 指定項目甄審說明，其他選繳資

料：無。 

四、 同分參酌順序依序為優待加分比

例、高中職成績、自傳、讀書計

畫。 

提案六 

108 學年度高中申請入學

資格案，請討論。 

 

一、 加權計分自然與英文，權重皆為

1。 

二、 同分參酌順序依序為面試、書面

審查、自然、英文。 

 

照案執行。 

 

捌、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108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簡章內容，請討論。 

說明：招生考試簡章內容如下： 

108 學年度碩士班一般招生簡章（草案） 

系所班別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碩士班 聯絡電話 
08-7703202 

分機 6189 

組別 不分組 

身分別 一般生 在職生 

招生名額 6 名 1 名 

考試科目 
1.面試 成績採 

計方式 

50% 同分參 

酌順序 

1 

2.資料審查 50% 2 

面試 

日期及地點 
108 年 3 月 23 日（週六）上午 9 時報到，在該系 AS104 會議室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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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應

繳交之資料 

(考試科目採書面審查者，才須填寫本欄位資料。) 

1. 報名表。 

2. 大學畢業證書（或學生證或同等學力證件）影本、歷年成績單正本。 

3. 研究計畫書。 

4. 自傳 

5. 其他相關能力證明（校外實習、師長推薦函、證照、得獎、專題研究報

告、著作、科技部學生專題研究等）。 

※除師長推薦函郵寄本校招生委員會外，其餘資料一律採網路上傳。 

備 註 

1. 符合應考資格者，依書面資料審查成績擇優一般生至多 3 名免予面試直接

錄取，其餘考生（含在職生）需參加面試。 

2.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專業領域卓越成就表現」同等力規定其資格條件，

考生在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且有下列事蹟一至多項者： 

(1)領有畜牧場登記或畜產相關工作經歷達 4 年以上者。 

(2)曾獲個人畜產專業相關領域之國內外重要獎項者。 

(3)獲頒大學相關榮譽學位者。 

(4)其他對國家、社會、人類福祉有具體卓越貢獻者。 

(5)其他卓越事蹟，經系所認可者。 

============================================================ 

107 學年度碩士班一般招生簡章(參考) 

系所班別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碩士班 聯絡電話 
08-7703202 

分機 6189 

組別 不分組 

身分別 一般生 在職生 

招生名額 9 名 1 名 

考試科目 
1.面試 成績採 

計方式 

50% 同分參 

酌順序 

1 

2.書面資料審查 50% 2 

面 試 日 期 

及 地 點 
107 年 3 月 24 日（六）上午 9 時報到，在該系 AS104 會議室舉行。 

書面審查應

繳交之資料 

1. 報名表。 

2. 大學畢業證書（或學生證或同等學力證件）影本、歷年成績單正本。 

3. 研究計畫書。 

4. 自傳 

5. 其他相關能力證明（校外實習、師長推薦函、證照、得獎、專題研究報告、

著作、科技部學生專題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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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1. 符合應考資格者，依書面資料審查成績擇優一般生至多 5 名免予面試直接

錄取，其餘考生（含在職生）需參加面試。 

2.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專業領域卓越成就表現」同等力規定其資格條件，

考生在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且有下列事蹟一至多項者： 

(1)領有畜牧場登記或畜產相關工作經歷達 4 年以上者。 

(2)曾獲個人畜產專業相關領域之國內外重要獎項者。 

(3)獲頒大學相關榮譽學位者。 

(4)其他對國家、社會、人類福祉有具體卓越貢獻者。 

(5)其他卓越事蹟，經系所認可者。 

============================================================ 

108 學年度碩甄簡章(參考) 

系所班別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碩士班 聯絡電話 
08-7703202 

分機 6189 

組別 不分組 

身分別 一般生 在職生 

招生名額 6 名 1 名 

甄試項目與

成績採計方

式 

1.面試 計分 

比例 

50% 同分參 

酌順序 

1 

2.書面資料 50% 2 

需繳交之書

面資料 

1. 報名表。 

2. 大學畢業證書（或學生證或同等學力證件）影本、歷年成績單正本。 

3. 研究計畫書。 

4. 自傳 

5. 其他相關能力證明（校外實習、師長推薦函、證照、得獎、專題研究報

告、著作、科技部學生專題研究等）。 

※上述資料一律採網路上傳※ 

甄 試 日 期 

及 地 點 

符合應考資格者，依書面資料審查成績擇優一般生至多3名免予面試直接錄

取，其餘考生（含在職生）需參加面試。 

面試：107年11月18日（週日）上午9時報到，在該系AS104會議室舉行。 

備 註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專業領域卓越成就表現」同等力規定其資格條件，考生

在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且有下列事蹟一至多項者： 

(1)領有畜牧場登記或畜產相關工作經歷達 4 年以上者。 

(2)曾獲個人畜產專業相關領域之國內外重要獎項者。 

(3)獲頒大學相關榮譽學位者。 

(4)其他對國家、社會、人類福祉有具體卓越貢獻者。 

(5)其他卓越事蹟，經系所認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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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107-1 校外實習課程評分標準案，請討論。 

說明： 

一、 106-1 本系校外實習評分比重為實習單位指導老師占 50%，工作日誌（及

其他書面）占 30%，三次訪視成績合占 20%。 

二、 由各研究室指導老師將評分表用傳真或是 Email 方式給實習單位。 

三、 本學期教師送交學期成績截止日為 108 年 1 月 20 日，請各位老師將所

屬輔導學生之校外成績繳給謝豪晃老師，由謝豪晃老師（導師）彙整成

績並於期限內上傳至成績系統。 

決議： 

一、 實習日誌評分日期到 108 年 1 月 7 日。 

二、 請各位老師於 108 年 1 月 15 日前將所屬輔導學生之校外實習總分繳給

謝豪晃老師，由謝豪晃老師（導師）彙整成績並於期限內上傳至成績系

統。 

 

提案三                                 

案由：本系「特色核心指標、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課程地圖及就業地圖（職

涯進路）彙整圖」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本校評鑑辦公室 107.10.05 通知辦理。 

二、 檢附本系「特色核心指標、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課程地圖及就業地圖

（職涯進路）彙整圖」如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玖、 臨時動議 

壹拾、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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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校宣導事項 
※詐騙案件※ 
一、【黃金一錢 999】？臉書網購上當 買到鍍金貨 
高雄一位黃小姐之前曾在知名購物網站購買黃金，印象還不錯，這回在臉書廣
告上有優惠，標榜原價 3300 多元，特價只要 999 元，黃小姐就下標了，結果寄
來只是鍍一層金的項鍊，市值大概 200 元到 600 元，向賣家要求退貨還被封鎖，
讓她完全無法求償。 
花錢買一個教訓，黃小姐現在都隨身攜帶這條鍍金項鍊，提醒自己不要被騙。
其實這類臉書廣告詐騙居多，帳號大多設在海外或者是人頭帳戶，買到品質不
良的要退貨，就會遭到對方封鎖，更別說要賠償，民眾購買前先查詢，才不會
當冤大頭。 
 
 
 
 
 
 
 
二、2030 時環工一 B 林 00 同學於仁齋宿舍上網與女網友聊天，女網友說見面
要求林生到超商買點數，林生不疑有他至全家買了 5000 元點數，之後女網友要
林生將所買點數拍照上傳 LINE，此時林生驚覺有異，懷疑是詐騙集團，因此沒
有上傳點數照片。詐騙集團於網站上惡言相向，林生心生恐懼特至教官室反映。
由於林生沒有上傳點數照片，5000 元點遊戲數仍屬於林生所有，同時並至 165
反詐騙電話查證。【臉書交友買點數。】 
 
※車禍案件※ 
1031【擦撞-碰撞-前後(左右車）車距離太近-】【車禍】【撞電桿】 
一、0900 時餐旅三 B 楊 00 同學於壽比路老地方炒麵附近，不慎與企管一 B 方

00 同學〈後載卓 00 同學〉發生擦撞，造成楊 00 同學手腳多處擦傷，由救
護車送龍泉醫院治療，值班潘教官及新東勢車禍處理小組警員至現場及醫
院處理，楊 00 同學由醫院護士包紮後已無大礙。 

 
二、1030 時動畜三姚 00 同學於壽比路倉咖啡附近，不慎與農園四 A 周 00 同學

發生擦撞，造成姚 00 同學手腳多處擦傷，由救護車送龍泉醫院治療，值班
潘教官及新東勢車禍處理小組警員至現場及醫院處理，姚 00 同學由醫院護
士包紮後已無大礙。協助後續和解事宜。 

 
三、1130 時食品碩一胡 00 同學於獸醫系忠孝路附近，不慎與車輛二 B 陳 00 同

學發生擦撞，造成胡 00 同學手腳擦傷，值班潘教官至現場院處理，胡 00
同學由健康中心護士包紮後已無大礙。 

 
四、1530 時生機碩一邱 00 同學駕車於仁實、自強路附近，不慎與環工一 B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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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同學發生擦撞，造成徐 00 同學輕微擦傷，值班潘教官至現場院處理，徐
00 同學由健康中心護士包紮後已無大礙。 

 
五、1830 時生機碩一唐 00 同學於壽比路屏技早餐附近，不慎與土木二 B 周 00

同學發生擦撞，造成唐 00 同學手臂多處擦傷，由救護車送龍泉醫院治療，
值班潘教官及新東勢車禍處理小組警員，唐 00 同學由醫院護士包紮後已無
大礙。 

  
六、2010 時接獲龍泉醫院通報:1840 時社工系 1A 周 00 車禍送急診室，請教官

到院處理，值班喻 00 教官即前往龍泉醫院探視，得知周生於中林大同路口
與民婦黃 00 駕駛轎車發生事故，黃生經電腦斷層檢查無腦震盪，右眉撕裂
傷與手腳擦傷，經處理後由內埔鄉召會教友帶回教會。 

 
七、1754 時應外系 3A 蔡 00 在中林路自撞電線桿(老埤高幹 63-1)送龍泉醫院，

蔡生事故後昏迷，醒後不記得當時發生狀況，2010 時龍泉醫院通報請教官
到院處理，值班喻 00 教官即前往龍泉醫院探視，蔡生清醒但一直重複詢問
當時情形，詢問醫師有關蔡生受傷狀況:顏面骨折及右眼底骨折，須轉教學
醫院處理，聯繫家長請醫師轉高醫，蔡生父母於 2140 時趕赴醫院，了解傷
勢與處理轉院事宜。 

1101【貨車死角擦撞機車-跳車】 
一、1157時機械系 2B莊 000從系館行至致知路信義路口彎道時與新航物流車(逆

向走錯車道吳 00 0)發生擦撞事故，莊生有緊急跳車僅右腳擦傷(事後就醫)
值班喻教官與龍泉所警員到場處理。 

 
二、約 2030 時，獸醫 0A000 向校門口警衛反映遭到前男友(民人)騷擾，值班教

官獲知後至勇齋警衛室瞭解，0 生表示晚間於校內全家超商遇到前男友欲與
其交談，0 生心生恐懼，經考慮決定報警備案，另提醒 0 生外出應結伴同行，
注意自身安全。 

1103【獸醫系前-交叉路口-因未注意車前狀況及搶黃燈】 
一、1210時食品系三A鄧 00從忠孝路與學府路口彎道時與車輛系三A程 00 0 車

號 0(因未注意車前狀況及搶黃燈)發生車禍事故，雙方手腳擦挫傷值班蘇 00
教官前往現場處理，與龍泉所警員到場實施記錄及酒測，值班等教官並陪
雙方同學至龍泉醫院就醫，經包紮治療後，雙方返回學校上課。 

1104【地上有砂-水-轉彎技術-輪胎-自摔】 
一、0850 時土木 1B 洪 00 行經學府路孟祥體育館前，轉彎處機車打滑造成自摔，

洪生手腳均輕微擦傷，值班人員前往處理，救護車隨後到達並替洪生做簡
易消毒並送往龍泉醫院包紮及檢查。 

1105【屏東市區道路施工-道路縮減—碰撞-車禍-】 
一、約 1915 時環工 1B 導師來電:家長通知學生車禍在國仁醫院，經查為環工 1B

辛 00，辛生騎機車於麟洛省道疑因道路施工車道縮減，與民人(騎機車)發生
車禍事故送至國仁醫院，經去電關心為手腳多處撕裂傷，經醫生診治處理
傷口後現於急診室觀察，2035 時由同學陪同返回宿舍休息。日後請系教官
協助關心及後續和解事宜。 

 
二、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網預報，今日（11 月 5 日）空品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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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地區可能達紅色警示(對所有族群不健康，宜減少在戶外活動)；雲嘉南
及金門地區為橘色提醒(對敏感族群不健康)。另外，11 月 6 日、11 月 7 日
預報內容請參閱附件 1，請隨時注意空氣品質監測情形，並依新制「空氣品
質指標(AQI)」對應之顏色與活動建議(附件 2)採取相關防護措施，提醒減少
戶外活動，以及請各校加強宣導防範。（參考資料：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空
氣品質監測網)。 

 
三、凌晨 0200 時接獲勇齋住宿學生時尚 1A 張 00 通知，同寢室同學時尚 1A 鍾

00 上吐下瀉，值班校安立即將鐘生(張生陪同)送往高雄榮民醫院屏東分院急
診室，經醫生診治，於 0430 時將兩員學生載回學校宿舍休息。 

1106【碰撞-車子小擦傷-不想擦-自行處理-未報警-保險不理賠】 
一、1155 時分校門口發生交通意外事件，值班教官獲悉後前往處理，1201 分抵

達現場時人員、車輛業已離開現場，經詢問大門口警衛及承辦員警，該件
車禍約於 1150 時發生，雙方車輛輕微毀損、人員無礙，請員警到場拍照、
處理後離開，當事人為環工系孟 00 及食品系二年級 B 班徐 00，雙方於 1340
時已至生輔組完成和解。 

 
二、【閃避前車-後方追撞-】1330 時養殖 2A 陳 00 行經學府路四維路口附近，

為閃避前車不慎由後方撞擊時尚產專 3A 羅 00，當時僅通報龍泉派出所到
場處理未通報校安中心值班教官，陳生由救護車逕送龍泉醫院就醫，1450
時羅生至生輔組反應此事，值班鍾教官獲悉後前往龍泉醫院探視，該生四
肢擦傷、下巴縫 7 針；並請羅生至事務組調閱路口監視器（檔案存放於值
勤手機）。 

1107【車禍擦撞】 
一、0853 時接獲電話稱，碩班餐旅系一 A 張 00 (學府路直行)與車輛系二 B 王

00(學府路左轉四維路)發生擦撞，張生右腳挫傷，右肩經檢查無脫臼、骨折
(目前三角巾固定)；張生左腳挫傷，送往高雄榮民醫院屏東分院就醫，值班
宋校安前往關心協助，學生均已返校上課。 

 
二、1700 時農園系四 B 吳 00 與進食品系一 A 陳 00 至校安中心回報稱：兩人於

1530 時於學府路及仁愛路口發生擦撞，吳生學府路直行、陳生學府路左轉
仁愛路，兩人輕微手腳挫傷，報警未就醫。 

 
三、查閱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 
    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網預報，今日（11 月 7 日）空品監測結果，

中部、雲嘉南及高屏地區可能達紅色警示(對所有族群不健康，宜減少在戶
外活動)；竹苗地區為橘色提醒(對敏感族群不健康)。另外，11 月 8 日、11
月 9 日預報內容請參閱附件 1，請隨時注意空氣品質監測情形，並依新制「空
氣品質指標(AQI)」對應之顏色與活動建議(附件 2)採取相關防護措施，提醒
減少戶外活動，以及請各校加強宣導防範。（參考資料：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1109【車禍擦撞】 
一、0900 農園系一年級 B 班張 00 與碩士班資管系二年級 A 班王 00 於仁實路、

自強路口擦撞；值班校安與內埔分局警員均到現場，完成拍照等相關記錄
後，雙方日後另約時間商談和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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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新增公告乙則： 

11/09 環保署提醒高屏地區可能達紅色警示(對所有族群不健康，宜減少在戶
外活動)；雲嘉南地區為橘色提醒(對敏感族群不健康)。近日請隨時注意空氣
品質監測情形，採取因地制宜防護措施，並加強宣導防範。 

1110【車禍擦撞】 
一、1200 時食品一 A 成 00 同學於神山村〈台 24 線 33 公里〉附近，不慎與民

人蔡 00 駕車發生擦撞，造成成 00 同學身體無傷，機車受損，霧台分駐所
警員至現場處理，雙方於警員測量後擇日和解。協助後續和解事宜。 

 
二、1830 時校門口附近商店負責人反映：本校 00 同學於 1730 時至其商店採購

物品時偷竊啤酒 6 瓶，有監視器錄影為證，報警處理。 
【左轉車禍擦撞】 
三、約 2130 時，動畜二 A 李 00 騎車於學府路往校門方向，與對向欲左轉仁愛

路休運二 A 陳 00 發生車禍，兩生均由救護車載至龍泉醫院治療，值班張教
官至醫院協處，陳生手腳擦傷，經包紮無虞後由同學陪同返回住處休息，
李生除手腳多處擦傷外，另左腳有骨折狀況，須以石膏固定治療，完成後
亦由同學陪同返校，後續請系教官持續關心。 

1111【疑似遭監視】【壽比路車禍】 
一、1530 時龍泉派出所警員來電：食品碩士 1A000 至龍泉派出所尋求幫助值班

教官立即前往了解，阮生說明目前住宿地方有監視錄影器感到好像被監視，
後續請系輔導教官協助處理。 

 
二、1745 時植醫系 3A 黃 00 與民人王先生於壽比路紅茶幫商店前方發生車禍警

方及救護車、值班教官均至現場協處，雙方車輛毀損黃手與與對方均有擦
傷，經榮民醫院包紮後返回住處休養，後續協處和解與保險問題。 

1113【停紅燈-遭後方追撞】【左轉減慢-後方追撞】【公車迴轉-後方追撞】【路口
擦撞】 

一、0800 時土木 3B 陳 00 騎機車在學府路與仁愛路口紅燈停等時，遭獸醫 2A
鄭 00 騎機車由後撞上，2 人未受傷，陳生車損，約於今日 1530 時至機車店
估車損。 

 
二、1015 時水保 1A 李 00 騎機車後載同班楊 00 於修身路要左轉工學院機車停

車場(誠齋前方修身路)，生技1A鄭 00在後直行由後撞上，鄭生左膝蓋擦傷，
警員於現場會勘後，自行至醫院處理傷口。 
 

三、1215 時預約公車由邱 00 駕駛在中林路 36 號豚骨拉麵路口要迴轉時，資管
2A 葉 00 與植醫 2A 董 00 分別騎機車撞上其左側，2 位同學未受傷，僅車損，
警員現場會勘，擇日辦理和解。 
 

四、1530 時餐旅 4B 李 00 由八德路直行要往迎賓館，車輛 1B 林 00 於修身路由
西往東直行，2 人均騎機車在路口發生擦撞，人員未受傷，雙方車子小擦痕，
不報警且各自處理。 
 

1114【停紅燈-遭後方追撞】【前方自摔-後方閃避-減慢煞車-導致後方連環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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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820 時農園碩 1 姜 00 騎機車在壽比路口(大門 7-11)紅燈停等時，遭獸醫 3A
陸 00 騎機車由後撞上，陸生左腳受傷，值班校安至龍泉榮民醫院協助處理。 

 
二、2300 時接獲通知於學府路情人坡及行政大樓前 T 字路口發生兩起車禍，休

運系 1 年級林 0 後載同班同學莊 00 自摔，休運系 1A 張 00 行經事故地點因
速度減慢遭後方水保系 1A 楊 00 後載同班同學陳 00 之機車追撞，報案後
由值班教官陪同五位同學至龍泉醫院就醫，檢查結果五生均為四肢擦傷，
其中陳生及楊生傷口較深各縫幾針外其餘均擦藥後各自返回宿舍休息，協
處保險及和解事宜。 

 
三、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為全面落實學生校外賃居關懷安全訪視工作，以及瞭

解各大專校院執行校外賃居工作狀況，掌握賃居學生人數及學校周邊租賃
建物棟數，並預劃訂定 108 年度各大專校院學生校外賃居訪評的工作目標，
爰請各校務必確實查察及填報。 

 
1115【未打方向燈-轉彎-後方急煞—3 車-連環追撞】 
一、1225 時接獲大門口駐衛警通知，於校門內(近員生社處)發生兩起車禍，植醫

系三年級 A 班李 00 騎機車行逕近大門口時，見前車獸醫系一年級 A 班劉
00 突然左行，即及時減速而遭植醫系三年級 A 班廖 00 騎機車自後方撞上；
另產專班動畜系二年級許 00 行逕至大門口減速欲停車，即遭植醫系一年級
A 班廖 00 自後方追撞。報案後由值班校安陪同 5 位同學隨到場員警至龍泉
派出所製作交通事故登記聯單，其中僅李生右小腿輕微擦傷，渠等取得交
通事故登記聯單後，各自返回。 

 
二、凌晨 1 時 10 分接獲電話，社工二洪 00 同學因故被送至署立屏東醫院急診

室，值班教官隨即至醫院並與派出所處理警員連繫瞭解；洪生與友相約屏
東市麥當勞，獨自騎機車由學校前往路途中，大約凌晨 0 時於麟洛自行車
道路段、疑似因自摔昏迷路邊，經過民眾報警並由救護車送往署立屏東醫
院急診。洪生顱內出血、身上多處外傷，幸生命跡象尚穩定。班導師曾老
師亦於凌晨 2 時到院關心，值班教官聯繫家長（家住台中）於凌晨 4 時抵
達醫院，洪生轉加護病房留觀。 

1116【疑似喝酒】 
0720 時龍泉醫院急診室通知資管系 1A 李 00 昨晚因車禍就醫四肢擦傷，身上有
酒味嘔吐情緒不穩定，所以留置醫院過夜，目前情緒已緩和，已於 0732 通知父
親。 
 
1117【淩晨夜遊-麟洛小道自摔】 
1820 時接獲門口保全通知，木設 2A 陳 00 於門口學府路附近，因視線不清發生
自摔，經報案後由救護車送往龍泉醫院實施治療，值班校安獲悉後立即前往醫
院協助處理，龍泉派出所到校執行拍照及酒測處理，1930 家長至醫院將其接回
住家休息。 
 
車禍不管是雙方擦撞，撞路人，撞汽車，撞公車，夜遊自摔，追撞前車，前車
急煞車(左轉右轉）無法閃避後方追撞等，依據初判表或車禍鑑定報告，車禍有
過失一方需負擔賠償責任，(修機車約數仟元至數萬元，修汽車或公車約數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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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數十萬元，【校內監視器主機在校問警衛室-拿隨身碟-去 COPY】 
 
【一般強制險只理賠對方受傷醫療】 
 
【投保第三責任險----可全額理賠對方車輛財物損失及醫療損失) (1 年約

700-1000）(需自行另外投保）】 
 
【駕駛人傷害險-只理賠駕駛人自摔醫藥費(需自行另外投保）】 
 
【車體險-理賠自己因車禍維修費用(需自行另外投保）】 
 
【失竊險-理賠自己車子失竊費用(需自行另外投保）】 
 
保險是平時用不到，但是出了事情，可以全額或減少各位同學的損失，如果假
設不小心撞了公車，要賠 10 萬元鈑金烤漆費用，為了自身安全，及財物保障，
請自行上網 GOOGLE 投保。 

  

【防衛駕駛】於壽比路車禍----如遇行人走在馬路上，遇(機車道）電線桿要【提

防路人(突然）走到汽車道】-猝然閃避不及，【要預判會衝出來的人-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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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教學 

系(所)檢視各課

程與產業職能

之關係 

                            職涯規劃、照考試及升學管道 

課程模組 (培養學生專業知識、技能與能力) 

職涯輔導、專業認證輔導課程 

 基本素養 

課程規劃與開設 
職場共通職能 

學生專業職能養成—以職場能力養成為導向之學習規劃 

基礎課程
 
院訂必修： 
 
普通化學(1) 
普通化學實驗(1) 
生物統計 
生物統計實習 
實務專題 
 
系定必修(1/2)： 
 
動物學 
動物解剖生理學 
畜產微生物學 
遺傳學 
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
驗 
肉品原料與利用 
乳蛋品原料與利用 
動物育種學 
動物營養學 
經濟動物繁殖學 
家禽飼養管理 
豬隻飼養管理 

相對應校外實習廠商
(1/2)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愛拔益加股份有限公
司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
驗所高雄種畜繁殖場 
弘勝牧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
驗所新竹分所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
服務中心 

團隊溝通

表達能力 
對工作的

正向態度

及社會使

命感 

外交能力 研發能力 

專業知識 專業技能 

繼續深造

能力

基本專業
知識 

系所(學位學程) 
教育目標 

為提升台灣禽畜
產業之競爭力，
結合畜產科學與
生物科技，培育
具備種畜禽遺傳
育種改良技術、
高效率繁殖生產
技術、現代化禽
畜舍規劃與飼養
管理技術、飼料
配方設計與製造
技術、安全畜產
品開發與利用技
術、實驗動物飼
養管理技術及永
續禽畜場管理技
術等專業人才。
同時，應用理論
與實務並重之課
程模組，養成兼
具社會道德倫理
與多元文化素養
之現代化經濟動
物生產之技術管
理人才，以開拓
畜產業之新契
機。 

教學內容： 
包括性向與能力的自我探
索、食品產業的介紹、職涯
的挑戰與規劃、實習的安全
衛生、職場的倫理等。 

課程目標： 
提供學生在校外實習前做好
心理建設跟學習正確的職場
觀念，透過本課程可增進學
生在校外實習期間職場的適
應能力。 

核心能力 職場能力 

相關研究機構 

畜牧相關政府部
門 
相關機構 
政府機關 
國際農業研究推
廣機構 
境外農業市場開
發 
跨國農業相關公
司 
台灣農業技術團

專業證照及考試 

普通考試-生物技術 
高考三級-生物技術 
畜牧相關政府部門 
普通考試-畜牧技術 
高考三級-畜牧技術 

教師教學成長 

教與學活動規劃 

畢業生流

向調查 

雇主滿意

度調查 

教師多元升等 

學生職業興趣診斷--UCAN 

導入系所教學發展目標 新增 / 調整教學內容

其他工作從業人員 

食品加工廠 
動物醫院 
實驗動物中心 
電宰技術人員 
廢棄物處理技術人員 

學校發展四大主軸 
納入全球面臨之極端氣候、食品安全、高
齡化社會、生態破壞問題，聚焦於四大發
展主軸：「科技農業」、「生態產業」、「白
金社會」、「藍色經濟」。 

實務實習課程 (專業選修)： 

有機化學實習 
肉用草食家畜飼養管理實習 
飼料分析與品管實習 
乳品加工實習 
無特定病原實驗動物飼養與管理實
習 
畜產海外專業實習 

畜產檢驗與分析實習 

畜產企業實務實習 

 

跨領域學分學程 

 農學院工作犬訓
練學程 

 農學院實驗動物
產業技術學程 

 山羊生殖技術與
飼養管理跨域微
學程 

農學院發展特色 
農學院以「熱帶知識農業」為發展主軸，
培育熱帶農、林、漁、牧、食品、生技等
產業中高級管理人才，配合精緻農業政策
推動，以需求導向的思維模式，發揮熱帶
農業特色，帶動國內產業發展，並提升國
際學術地位，開拓農企業新境界。 

策略聯盟廠商或產學合作廠商 

吉蒸牧場 
屏東縣騎乘休閒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財團法人農業科學研究院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畜牧場 
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京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學生學習

成效調查 

課程

委員

會議

各教學單位特色核心指標、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課程地圖及就業地圖(職涯進路)彙整圖 

系(所)師資盤點 

課程規劃： 
職涯訓練輔導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系(所)核心特色 
1. 具備經濟動物現代化飼料製造品管

與安全畜產品生產等專業能力。 
2. 具備兼顧動物福利之現代化動物飼

養管理專業能力。 
3. 具備休閒畜牧及永續禽畜場管理等

專業能力。 
4. 具備經濟動物現代化育種與繁殖技

術等專業能力。 
5. 具備經濟動物產品利用與品管等專

業能力。 
6. 具獨立判斷思考、基本法律常識與溝

通解決問題能力。 
7. 具有語文應用與國際探索能力。 

產學共構課程

+ 
精進學生實習 

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 

升學或留學 

動物科學研究 
食品科學研究所 
食品安全研究所 
生物技術研究所 
微生物研究所 
生物醫學研究所 

校友會 

(校友回饋) 

職能養成教

學能量回饋

問卷

產業關係

--UCAN 

通識教育 

課程 

校定必修 

(英文/計概)

資訊管理

與運用 

溝通 

表達 

持續 

學習 

工作

責任

及紀

律 

團隊 

合作 

問題 

解決 

創新 

人際 

互動 

資訊

科技

應用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教學目標 
由傳統量的生產，到質量並重的經營管

理，並發展以新興科技為後盾之高競爭力

畜產中階管理人力培訓特色。同時，發展

以家畜禽等經濟動物為生物工廠之生產

平台，培育實驗動物與生醫產業相關之實

務與管理人力。 

基礎課程
 
系定必修(2/2)： 
 
禽畜保健 
乳用家畜飼養管理 
專題討論 
動物解剖生理學實習 
動物學實習 
畜產微生物學實習 
遺傳學實習 
牧場實務實習 
經濟動物繁殖學實習 
家禽飼養管理實習 
豬隻飼養管理實習 
禽畜保健實習 
乳用家畜飼養管理實
習 
校外實習 
畜產產業實習 

技術人員 

畜產物應用技師 
動物繁殖育種技師 
動物性能檢定與評估

技師 
動物舍規劃與人道管

理技師 
動物飼料管理技師 
飼料廠配方及動物保

健之技師 
安全畜產品利用與品
管技師 

相對應校外實習廠商 
(2/2) 

 
梅桂牧場 
中央畜牧場 
屏東縣休閒騎乘協會 
豐榮牧場 
健安畜牧場 
台一農牧場 
禎祥牧場 
豪興畜牧場 
金獅牧場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吉蒸牧場 
裕生牧場 

專業學分學程
 
系定選修： 
畜產品營養與健康 
動物行為 
畜產機械 
畜產機械實習 
畜產生物多樣性 
安全畜產品生產導論 
動物科學導論 
有機化學 
動物福祉 
農業政策與法規 
畜產統計入門 
兔學 
動物內分泌學 
禽畜環境生理學 
動物細胞生物學 
營養免疫學 
族群遺傳學導論 
肉用草食家畜飼養管理 
飼料原料學 
禽畜副產物利用 
數量遺傳學導論 
飼料分析與品管 
蛋品加工 
蛋品加工實習 
芻料作物及其調製 
飼料製造學 
馬學 
馬學實習 
單胃動物營養與飼料 
乳品加工 
無特定病原實驗動物飼養與管理 
畜產品品質管理技術 
水禽飼養管理 
畜產檢驗與分析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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