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6 點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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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老師輔導所指導研究生申

請，並於期限內（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提出申請。 
二、 108 學年度專業類系所評鑑已於 11 月 7 日完成，評鑑委員對於本系之各

項表現皆予以高度肯定，謝謝系上所有教師、學生、系友的幫忙。委員

給予系上之建議主要涉及課程部分及外語部分。（1）課程部分：乳蛋品

原料與利用，肉品原料與利用皆為必修，但無適當實習課對應。家禽飼

養管理、乳用家畜飼養管理、豬隻飼養管理皆為一學分，是否有提高學

分數之空間。（2）所有系友皆一致強調外語的重要性，需加強學生的英

文。 
三、 本系在 11 月底丹麥老師來台上課，丹麥肉品學校來系參訪（12 月 4 日），

11 月 21-24 日校慶活動（23 日中午，述耘堂前聚餐，畜牧獸醫校友會訂

桌 9 桌），11 月 25 日印度動物系系主任（Dr. S. K，CV 如傳閱附件）就

Impact of Biomaterials on Immune System 為題來系演講，演講時間及地點

13:30-14:20 AS105。 
陸、 報告案： 

一、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108.10.21）決議事項報告：

本系學生申請畜牧獸醫校友會獎助學金推薦案（名單如附件一），已提送

畜牧獸醫校友分會審核。以下為可採訪推薦名單： 
傑出青年校友：詹世賢 
傑出校友：楊國屏（畜牧科/59 年）、周學明（畜牧科/62 年）、陳俊男（畜

牧科/68 年）、宋麗英（畜產學系/85 年） 
退休教師：謝豪晃老師、林美貞老師 
新進教師：鄭富元老師、楊國泰老師 

二、 中畜年會於 12 月 14 日假屏科大動畜系舉辦，相關支援事項及當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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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二所示。 
主席裁示：活動當天需要 120 個壁報板，其中 60 個由中畜秘書長協助提

供，不足的部份，請翁老師向學校借用 70 個壁報板（其中 10 個為備用）。

另外，基於畜牧場防疫作業，非本校畜牧場工作人員，請勿帶入畜牧場

參訪。有關工作人員的人數，口頭宣讀各場地需要 1 名學生幫忙計時，

此部份由黃老師與楊老師負責協助提供幫忙學生名單，以大三、大四及

研究生為主，儘可能找不同研究室的學生幫忙；會員大會場地需要 1-3
名學生請 2 位老師於下週提供名單清冊。壁報展示部份，需要搭設帳棚，

這部份麻煩吳老師協助處理。 
三、 教務處課務組通知：為鼓勵學生踴躍參加本校 95 週年校慶暨運動大會，

調整停課時間，時間如下： 
（一）10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8:00 至 20:30 舉辦本校 95 週年校

慶暨運動大會開幕典禮，日間部當天下午停課，以利預備開幕，進修

部當天晚上停課。 
（二）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為運動大會活動，日間部停課，仍應到

校參加大會活動，進修部正常上課。 
（三）10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為校慶活動日，日間部學生應到校參加

校慶活動，進修部正常上課，本校訂於 109 年 4 月 6 日補假。 
（四）校慶暨運動大會於停課時間，學生仍應到校參加相關活動，若未到校

須檢附證明，以「訓輔活動」辦理請假，假單送至學務處生輔組，若

未完成請假手續以曠課規定處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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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2 月 6 日前辦理並完成核銷作業（※本款項將於 108 年 12 月 6 日收

回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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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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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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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事務委員（張秀鑾教師與楊國泰教師）：無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無。 
（四）資訊系統管理委員（楊國泰老師）：今天有召開開資訊系統管理委員會，

有 3 點報告，第 1 點，電算中心有提到校長說各系的遠距教學很重要，

因未來三校合併後或是東南亞姊妹校交流是有需要使用到。第 2 點，

學校目前已有開始著手建置升等系統，但目前是以 C 與 D 表為主，待

完成後要提升等前，教務處會主動通知，升等老師可以直接下載用電

子簽方式，會議中，有尋問，能否提早開放讓老師可以提早了解自己

不足的部份，若是等到評鑑或是升等前三到四個月才開放，這樣準備

會太匆忙。第 3點，校長有提到希望全校各系的網頁都能改成wordpress，
因 wordpress 很方便學生瀏覽，對於各系的招生比較有利，且明年 3
月會舉辦系網頁 wordpress 競賽，另外，校首頁明天起會全新改版。 
主席裁示：行政會議上校長有提到，電算中心本來預計規劃全校在二

年內要進行改版，但校長是希望可以在明年四技甄選入學考試前完成

系網頁的改版，因 wordpress 系統的圖畫很大，先把影像來吸引大家，

文字的部份較少，是採重點式的文字，未來系網頁會朝這方向改版，

這樣可以讓不了解我們系的校外人士，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系上的相

關資訊。 
（五） 推廣教授（翁瑞奇教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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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瑞奇教師）：圖書館於今年成立了「本咖啡輕

食區」，位於一樓的閱覽室旁，這次圖書委員開會時，館長就利用此地

方召開會議，爾後，同學的集會也可以前往「本咖啡輕食區」，舉辦。

這學期圖書館各樓層的配置全都有改變，若是在借閱書籍有遇到難題，

都可以洽圖書館相關人員。圖書館還有另一個服務，會安排新生進行

圖書館導覽，但本系今年新生好像沒有被安排到，因這項很重要，所

以要提出轉知大一導師與班代此訊息，請大一班代尋問班上同學是否

有需要該項服務，若有需要，可以請導師或是圖書委員去尋問圖書館

能否幫忙進行圖書館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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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吳錫勳教師）：若老師有意把課程納入智慧化農業

課程內，請務必於明天將相關資料填寫好後，回寄到信箱內，以利彙

整擲交農園系陳幼光老師。 
系學會指導老師（黃自毅教師與楊國泰教師）：本週是校慶暨運動大會，

系學會有攤位，請注意食材安全。下週則是大畜盃，本次在台北舉辦。

下下週則是中畜年會，本年度在本系舉辦，會麻煩大三、大四及研究

所的同學來幫忙，幫忙人員當天請勿遲到，當天也會有許多畜產界的

先進來與會，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建議系上同學都可以前來與會。 
主席裁示：已有看到幾位加工的老師在幫忙製作產品，感謝老師們的

大力幫忙。 
（九）職涯導師（彭劭于教師與鄭富元教師）：無。 
（十）教師會聯絡人（陳志銘教師）：無。 
（十一） 系教官（蘇文男教官）：如附件三。 
六、 大四校外實習媒合名單（請彭老師報告）：如附件四。 

 
柒、 上次會議討論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109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

試簡章內容，請討論。 

 
刪除「 符合應考資格者，依資料審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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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照案通過，提送教務處備查。 

 

照案執行。 

提案二 

109 學年度四技各項招生

簡章分則內容，請討論。 

 

一、 四技申請入學簡章修正內容，不採

計「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採計方式-社

會」。 

二、 特殊選才入學招生「青年儲蓄帳戶

組」簡章分則訂定說如下： 

（一） 體驗學習報告書或備審資料： 

1. 必繳資料項目： 

（1） 體驗學習報告書 

（2） 讀書計畫：讀書計畫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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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以 1200 字為限，其內容

應包含：自傳、選擇本

系就讀的原因、未來的

抱負 

（3）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正

本（科目成績須能清楚

辨識）(排名/班級人數/

成績百分比) 

（4） 雙週誌 

2. 選繳資料項目：其他有利審

查資料 (競賽獲獎、證照證

明、社團參與或學校幹部、

外語能力、推薦函等證明)。 

以上資料如缺繳者，將不再

通知補繳，亦不列入成績計

算 

（二） 指定項目甄審說明： 

1. 讀書計畫 30% 

2. 高中職歷年成績 40%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0% 

三、 有關備註欄之辨色力異常/行動不便

/機能障礙 /患有法定傳染病等字

眼，則會依相關單位規定，修正如

下： 

（一） 本系有必修實習課程，於牧場

實習系列課程需與大型動物直

接互動，需作大型機具，操作

時具有一定危險性，需有能力

即時移動身軀遠離危險現場 

（二） 就學期間需使用顯微鏡，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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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準確、分辨、判斷、觀察動物

之形態、構造、組成 

（三） 基於牧場生物安全，需防範人

畜共通傳染病之交叉感染 

四、 餘照案通過，提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三 

增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

物科學與畜產系系務會議

設置辦法」案，請討論。 

 

修正部份文字後，餘照通過。 

 

照案執行。 

提案四 

修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

物科學與畜產系課程委員

會組織要點」案，請討論。 

 

修正部份文字後，餘照通過。 

 

照案執行。 

提案五 

本（108-1）學期研究生獎

助學金經費分配案，請討

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捌、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擬聘陳啓禎博士為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考試委員除

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所提論文科學、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

外並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擔任與碩士學位候選人所提研

究論文之學科、創作、展覽或技術報告有關學科教學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理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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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之提聘依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務會議審定之。 

二、 若聘任之委員擔任不同領域考試時，則仍需再送系務會議審定之。 
三、 檢附本系本學期擬聘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單，資料如下： 

指導教授 考試委員 服務單位 職稱 學歷 

余祺 陳啓禎 國歡企業有限公司 技術部總監 博士 
決議： 

一、 陳啓禎技術部總監之實務經驗：飼料廠實務、飼料配方、動物營養需求

評估，也擔任本（108-1）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業界專家。 
二、 爾後學生提出口試申請時，請指導教授需提供該考試委員之相關經歷，

以利審查資格。 
三、 餘照案通過，提送教務處備查。 

 
玖、 臨時動議 
余主任報告： 

一、 有關中畜年會論文宣讀地點之修正，因育種與經營組 AS305 教室本次無

人報名論文宣讀，故原訂把大學組 RO202 教室，調整至 AS305 教室，

因 AS105 演講廳中午 12 點要用餐，若營養與芻料組口頭宣讀時間超過

12 點，則會影響到用餐時間，故會將營養與芻料 AS105 演講廳調整到

AS305 教室，大學組 RO202 教室維持不變，但此部份楊鎮榮秘書長再進

行調整。 
二、 有大四學生來尋問有關下學期去丹麥實習選課的事情，學校方面，是建

議採用扺免學分方式進行，這部份，還會再去跟相關單位溝通，能否用

選課的方式來處理，比照在國內校外實習辦理，倘若需要補簽呈或是相

關書面資料，會儘量提供，基本上，系上是鼓勵學生到企業進行校外實

習，更鼓勵到國外的企業進行校外實習。 
三、 系上常會有國際事務處來詢問，是否同意本校姊妹校學生至本系進行碩

士班雙聯學制研讀，在指導學生的執行面上，每位老師都很辛苦，倘若

老師審查完學生申請資料，確實無法指導，則請將申請資料退回系上，

會再與國際事務處進行溝通。有尋問農學院其他系所有關姊妹校碩士班

雙聯學制申請情形，生技系雙聯學制執行多年，也覺得讓碩士班雙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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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到系上研讀也是有相對的好處，但他們有制定相關辦法，如多益、托

福等門檻，會後，請系辦提供生技系的資料供老師參閱，可以於下次系

務會議討論雙聯學制錄取標準，爾後，若是還有相關申請案，則有依據

是否同意錄取申請。 
 
壹拾、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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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畜牧獸醫校友會獎助學金申請學生名冊 

鄭武樾董事長獎助學金 
學制 班別 學號 姓名 

大學部 

動畜二 B10726033 林○仁 

動畜三 B10526061 黃○郡 

動畜四 B10526004 張○駿 

研究所 
碩士一 M10826002 陳○群 

碩士三 M10626007 林○堯 

 
徐量如陳裕江老師基金獎助金 

學制 班別 學號 姓名 

大學部 

動畜二 B10726057 林○均 

動畜三 B10726153 姜○妤 

動畜四 B10526065 陳○智 

 
信逢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 

學制 班別 學號 姓名 

大學部 
動畜三 B10626036 尤○萱 

動畜四 B10526006 尹○雲 

研究所 
碩士二 M10726007 黃○瀛 

碩士三 M10626005 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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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國畜牧學會第二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 

108 年度年會議程（暫訂） 

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學系 
主辦：中國畜牧學會 
協辦：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學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時 間 節目 主持人 

08：50~09：20 來賓簽名、會員報到 大會服務組 

09：20~15：00 第 25 屆理監事選舉投票：動科系 1 樓中庭 大會服務組 

09：50~12：05 

論 文 宣 讀 

 

（1）育種與經營組：AS305 教室 

（2）生理組： AS306 教室 

（3）營養與芻料 7 組：AS105 演講廳 

（4）加工組： AS308 教室 

（5）大學組：RO202 教室 

論文宣讀兼新人獎審議委員 

召集人：陳立人 

育種與經營組：許宗賢、張啟聖 

生理組：彭紹于、蕭振文 

營養與芻料組：黃士哲、李一泓 

加工組：張雅琇、王聖耀 

大學組：陳志峰、林美峰、陳怡兆 

09：20~16：00 

壁 報 展 示 

展示地點：動科系館前廣場 

10：20~11：05 參加新人獎甄選者簡報說明 

壁報展示新人獎審議委員 

召集人：陳立人 

育種與經營組：廖震元、黃秀琳 

生理組：沈朋志、林怡君 

營養與芻料組：劉芳爵、林原佑 

加 工 組：謝長奇、鄭富元 

大 學 組：唐品錡、王翰聰、李春芳 

12：10~13：20 
理監事聯席會議：AS104 教室 

會員午餐聯誼：待排定 
大會服務組 

13：20~13：25 開幕儀式：AS105 演講廳 黃振芳 理事長 

13：25~13：40 
主席報告 
長官及貴賓致詞 
會務報告 

黃振芳 理事長 
與會貴賓 

楊鎮榮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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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節目 主持人 
監察報告 徐濟泰 常務監事 

13：40~14：00 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 黃振芳 理事長 
14：00~14：20 學術獎、教學獎、事業獎及推廣獎頒獎 黃振芳 理事長 

14：20~15：00 

學 術 演 講 

題 目：應用基因編輯技術培育抗病豬及其產

業化路徑 

主講人：杜清富 正研究員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所 

黃三元 常務理事 

15：00~15：20 茶點時間 大會服務組 

15：20~15：45 

專題演講：跨域合作 

題目一： 智慧養豬 

主講人：高伯健 技術長 

薩摩亞商長穩智能管理有限公司 

徐濟泰 常務監事 15：45~16：10 

題目二：挖掘大地寶藏的夢想家 

主講人：楊青山 董事長 

京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10~16：35 

題目三：生物科技在畜牧業的創新和應用 

主講人：楊文欽研究員兼副主任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16：35~17：00 綜合討論 

17：00~17：30 新人獎頒獎及閉幕 黃振芳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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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畜牧學會 108 年會各項場地 

論文宣讀分組 場地 協同人員 

育種與經營組 
AS 305 教室（此組沒人報宣

讀，教室可重新調整） 
 

生理組 AS 306 教室 
請支援1名學生並填寫入

姓名，協助電腦與投影 
營養與芻料組 AS 105 演講廳 請支援 1 名學生 

加工組 AS 308 教室 請支援 1 名學生 
大學組 RO 202 教室 請支援 1 名學生 

   
中午用餐場地 待排定 AS105  
主持人討論室 待排定系圖 請支援 1 名學生 
理監事會議 AS 104 教室  
會員大會 AS 105 演講廳 請支援 1-3 名學生 

   

報到處 1 
理監事、主持人、 
演講者、褒獎者 

劉振發 

報到處 2 
永久會員、團體會員、 
資料更新、贊助廠商 

廖御靜、程雅琴 

報到處 3 
論文宣讀、壁報展示、 
一般會員、繳費開據 

凃榮珍、XXX、XXX 
尤美玉、王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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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校園安全宣導 10801118 
【防衛駕駛】 
1． 於直行時，行經路口時，要注意左方車輛右轉，避免被撞。 
2． 於路口時，遇前方車輛，左轉或右轉，應維持 2 秒，能完全煞車狀況。 
3．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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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衛駕駛--定義防衛駕駛為：「在無法控制周圍環境以及其他人行為的情形下，

保障生命、時間及金錢的駕駛方式」防衛駕駛是在交通規則及基本駕駛技能以

外的訓練課程，其目的是為了預期可能的危險情形，儘量在有惡劣的條件或是

其他人的失誤的情況下，仍可以減少車禍的風險。防衛駕駛可以藉由遵守一系

列的準則來達到，包括確保前方安全距離、兩秒定律，以及其他駕駛的技巧。 

• 一般原則 

o 控制車速 

o 視線望遠 

o 時刻準備突發狀況 

o 保持警覺 

o 專心駕駛 

• 對待其他道路使用者 

o 時刻預計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任何行動及關聯反應 

o 不要假設其他駕駛者的行動及反應與自己所想的一樣 

o 驚惕及尊重其他駕駛者 

• 駕駛車輛 

o 保持行車距離 

o 因應天氣或路面狀況採取合適駕駛策略 

o 轉彎前減速，避免在彎路中心太快減速而失去重心平衡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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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2 日 修正 
第一百零二條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

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二、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停

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

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同時，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

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

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交互輪流行駛。 

  三、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無直行車道者，外車

道之車輛應讓內車道之車輛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內、外側車道車輛應互

為禮讓，逐車交互輪流行駛，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四、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右

轉車道或慢車道，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但由慢車道右轉彎時應於距交岔路

口三十至六十公尺處，換入慢車道。 

  五、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內側車道或左

轉車道，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佔用來車道搶先左轉。 

  六、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在慢車道上行駛之車輛不得左轉，在快車

道行駛之車輛不得右轉彎。但另設有標誌、標線或號誌管制者，應依其指示

行駛。 

  七、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八、對向行駛之左右轉車輛已轉彎須進入同一車道時，右轉彎車輛應讓左轉彎車

輛先行，如進入二以上之車道者，右轉彎車輛應進入外側車道，左轉彎車輛

應進入內側車道。 

  九、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時，應讓已進入圓環車道之車輛先行。 

  十、行經多車道之圓環，應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十一、交岔路口因特殊需要另設有標誌、標線者，並應依其指示行車。 

  十二、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紅燈應依車道連貫暫停，不得逕行插入車道間，

致交通擁塞，妨礙其他車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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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行至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遇有前行或轉彎之車道交通擁塞時，應在路口停

止線前暫停，不得逕行駛入交岔路口內，致號誌轉換後，仍未能通過妨礙其

他車輛通行。 

      前項第二款之車道數，以進入交岔路口之車道計算，含快車道、慢車道、左、

右轉車道、車種專用車道、機車優先道及調撥車道。 

      同向有二以上之車道者，左側車道為內側車道，右側車道為外側車道。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6 款舊法原本規定：「汽車行

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左列規定： ...六 轉彎車應讓直行

車先行。但直行車尚未進入交岔路口，而轉彎車已達中心處開始轉彎，

直行車應讓轉彎車先行。」於此規定下，轉彎處雖應讓直行車先行，但

條文同樣賦與了一項但書，依雙方車輛位置不同，而可能有直行車應讓

轉彎車先行的情形。  
  惟上述規定已於民國 95 年 6 月 30 日修訂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

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七、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刪除了但書，因此在現行法規規定下，已無按雙方車輛位置不同而有不

同路權分配之情形，此次修正可謂已賦予直行車絕對之優先路權，即只

要對向車道有直行車輛，轉彎車輛都應讓直行車輛先行。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 106 年度交上字第 293 號行政判決亦已認定：「參照 95 年 6 月 30
日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原規定：『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

其行進、轉彎，應依左列規定：……六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但直行

車尚未進入交岔路口，而轉彎車已達中心處開始轉彎，直行車應讓轉彎

車先行。』，修訂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

規定：……七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該修正條文之意旨，係賦予

直行車具有絕對之『優先路權』，不再依轉彎車之轉彎進度而決定其與

直行車之路權先後……。」  
  因此在開車行經路口要轉彎時，應有路權觀念，先注意並禮讓直行

車先行，除為顧及雙方行車安全外，也是避免侵犯對方路權，導致肇事

時需負擔較大的肇事責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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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門口路權-說明】 

 

【汽車如果要右轉—壽比路---分流-禁止右轉汽車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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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如果要右轉—壽比路---分流-禁止右轉汽車進入】 

造成汽車及機車爭道------但是這是【交通規則】 

【壽比路禁止右轉號誌，---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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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校門口，禁止右轉號誌，---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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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校內機車停車識別證RFID 識別條碼，須檢附下列文件， 

    方能申請機車停車識別證，缺一均無法申請。 

     (一)個人駕照及機車行照影本。 

     (二)家長同意書。 

     (三)完成強制機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保險及第三人責任險投保。 

     (四)新生騎乘機車輔導方案-認證卡(新生訓練時須完成搭乘校園公車 

         賃居路線乙次、參加校內交通安全教育課程ⅠⅡⅢ)。 

 

三、校園交通稽查勸導規定:  

    (一)汽、機車未依規定停放於指定區域或車格內者。 

    (二)紅線、併排違停、逆向行駛。 

    (三)校園行車時速超過 40公里以上。 

    (四)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 

    (五)機車三載。 

    (六)機車未實施兩段式轉彎。 

    (七)未遵守校內交通安全規則，如停等紅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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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新 生 汽 機 車 通 行 證 申 請 須 知 
一、檢附(繳交)資料: 
(一)駕照圖檔。 
(二)行照圖檔。 
(三)保險圖檔(1.強制汽車責任保險、2.機車第三責任險、3.駕駛人傷害保險或人

壽險)。 
   上述圖檔資料 (圖片類型: JPG,檔案上限: 4.00 M)，請使用電腦至學校網路首

頁"學生車輛識別證申請"或網

址 http://140.127.2.220/rfid/Login.aspx?ReturnUrl=%2frfid%2f上傳。 
(四)新生訓練時繳交資料 (班代收齊繳交各系教官): 

1.家長同意書。 
2.完成新生騎乘機車輔導課程 點名條。 

二、注意事項: 
(一)班代統一收至生輔組(綜合大樓一 F)領取 繳費名單，收齊同學費用後，至

總務處事務組完成繳費(行政大樓一 F)，即可持收據與生輔組-段教官(分機

6472)協調班級裝設停車證晶片時間(地點)；裝設時間須為上班日(上午

0830-1130、下午 1330-1630)。 
(二)無法登錄的同學，係因系統內無個人學籍資料所致；同學可直接到綜合大樓

生輔組辦公室處理或將個人資料(系別、班級、學號、姓名、聯絡手機號碼、

E-mail 以及身份證字號)傳至 RFID 信箱：rfid@mail.npust.edu.tw。 
(三)收費標準: 

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停 車 場 地 維 護 收 費 標 準 

類別 

汽車 
重機(250CC 以上) 

500/年 

機車 

優惠期間收費 
(9.10月) 

一般期間收費 

大一 300 元/4 年  
大二 200 元/3 年 
大三 100 元/2 年  
大四~五 100 元/1 年 

大一 400元/4年 
大二 300元/3年 
大三 200元/2年  
大四~五 100 元/1 年 

研究生 200 元/2 年 研究生 200 元/2 年 
博生 400 元/4 年 博生 400 元/4 年 

第 23 頁，共 27 頁 

http://140.127.2.220/rfid/Login.aspx?ReturnUrl=/rfid/
http://140.127.2.220/rfid/Login.aspx?ReturnUrl=/rfid/


附件四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08-2 四動畜四 A 校外實習學生名單 

序號 學號 姓名 研究室老師 廠商 是否確定 備註 
1.  B10526002 馬藝珊 余祺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是  
2.  B10526008 劉憬璇 余祺 高雄種畜場 否 預申請至丹麥實習 
3.  B10526013 郭家妤 余祺 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是  
4.  B10526018 李孟軒 余祺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5.  B10526021 簡鈺蓁 余祺 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否  
6.  B10526027 江楷翔 余祺 敦正家禽場 是  
7.  B10526031 謝郁臻 余祺 超秦集團 否  
8.  B10526036 李坤霖 余祺 振榮畜牧場 否 預申請至丹麥實習 
9.  B10526037 張曜麟 余祺 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否  
10.  B10526040 長春延 余祺 敦正家禽場 是  
11.  B10526069 陳靖宜 余祺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12.  B10526074 林奕賢 余祺 台灣愛拔益加股份有限公司 是  
13.  B10526034 蕭禾諼 吳錫勳 超秦集團 是  
14.  B10526039 楊子萱 吳錫勳 台灣馬術治療中心 是  
15.  B10526064 林詣凱 吳錫勳 進雄畜牧場 否  
16.  B10626152 劉映辰 吳錫勳 校內實習 是  
17.  B10626153 李芩 吳錫勳 台南畜試所 否 預申請至丹麥實習 
18.  B10626156 邱怡奇 吳錫勳 台南畜試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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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B10526017 王思君 沈朋志 梅桂牧場 是  
20.  B10526026 陳旻庭 沈朋志 新倫牧場 是  
21.  B10526033 楊茱淇 沈朋志 超秦集團 否  
22.  B10526038 陳乃榛 沈朋志 均盛群畜牧場 否  
23.  B10526042 吳懿紘 沈朋志 高大牧場 否  
24.  B10526049 于嘉君 沈朋志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否  
25.  B10526067 黃全聖 沈朋志 - - 已結束丹麥實習 
26.  B10626154 蔡宛庭 沈朋志 梅桂牧場 否  
27.  B10626157 王蕙儀 沈朋志 梅桂牧場 否  
28.  B10426012 黃勁吉 翁瑞奇 埔心牧場 否  
29.  B10626155 林子茜 翁瑞奇 九九峰可愛世界 否  
30.  B10526006 尹材雲 張秀鑾 吉蒸牧場 是  
31.  B10526022 林欣儀 張秀鑾 台南畜試所 是  
32.  B10526048 廖建智 張秀鑾 - - 已結束丹麥實習 
33.  B10526003 沈昀姿 陳志銘 台畜食品 是  
34.  B10526020 許郁汝 陳志銘 台畜食品 是  
35.  B10526068 郭嫦憶 陳志銘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檢驗中心 是  
36.  B10526011 李思恩 彭劭于 - - 已結束丹麥實習 
37.  B10526023 薛牧瑀 彭劭于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否 預申請至丹麥實習 
38.  B10526025 陳怡婷 彭劭于 瑞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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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10526057 蘇揚 彭劭于 - - 已結束丹麥實習 
40.  B10526058 李尚潔 彭劭于 維多利亞馬場 否  
41.  B10526060 許哲瑋 彭劭于 高大牧場 是  
42.  B10526062 賴建邦 彭劭于    
43.  B10526066 廖奕威 彭劭于 高雄種畜場 是  
44.  B10526072 李榮燊 彭劭于 維多利亞馬場 否  
45.  B10526075 潘俊銘 彭劭于 校內實習 是  
46.  B10626151 廖詩庭 彭劭于 高雄種畜場 否 預申請至丹麥實習 
47.  B10526004 張嵩駿 黃自毅 清泉畜牧場 是  
48.  B10526014 蔡宜錫 黃自毅 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是  
49.  B10526029 黃琪芸 黃自毅 全佑牧場 是  
50.  B10526035 賴振霣 黃自毅 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是  
51.  B10526044 謝純真 黃自毅 南元休閒農場 否  
52.  B10526045 鍾葒 黃自毅 全佑牧場 是  
53.  B10526047 陳令祥 黃自毅 新旺來畜牧場 是  
54.  B10626158 潘玟營 黃自毅 台灣愛拔益加股份有限公司 是  
55.  B10526001 張凌瑜 楊國泰 新倫牧場 否  
56.  B10526015 林咸融 楊國泰 校內實習 是  
57.  B10526019 彭啟倫 楊國泰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檢驗中心 否  
58.  B10526024 林聖晏 楊國泰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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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B10526032 游勝翔 楊國泰 台灣愛拔益加股份有限公司 是  
60.  B10526065 陳皓智 楊國泰 大峰畜牧場 否 預申請至丹麥實習 
61.  B10526016 陳羿憬 劉世華 立新牧場 是  
62.  B10526028 丁楷儒 劉世華 瑞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否  
63.  B10526041 洪欣怡 劉世華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64.  B10526043 劉維融 劉世華 立新畜牧場 否  
65.  B10526046 蘇家宜 劉世華 悠遊貓旅 否  
66.  B10526063 林彥 劉世華 超秦集團 否  
67.  B10526070 吳珮珊 劉世華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68.  B10526071 廖文意 劉世華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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