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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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系務會議記錄 

壹、 時     間：107 年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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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瑜喬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欲申請教學獎助生(TA)之課程，請授課教師於 107 年

08 月 13 日至 107 年 09 月 14 日至「教師教學獎助生管理系統」提出申請，

由教學獎助生助學金審查小組視課程需求及當年度之經費狀況決定補助

後通知申請教師。 
二、 大專校院學生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之影印，或

化整為零之影印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會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行為，

如遭權利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事之法律責任，請尊重智慧財

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觸法。 
三、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網路報名時間，自 107 年 9 月 19 日（週三）

09:00 起至 107 年 10 月 5 日（週四）16:30 止【考生報名表件資料郵寄本

校研究所招生委員會截止日期：107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戳章為憑】。 
四、 本校為推動節能減紙，公文大都會以 E-mail 通知各位老師，請老師需定

時上網收信。另外，請各位老師指派學生每日至系辦公室查看是否有公

文或郵件未領取，以免延誤公事。 
五、 107 學年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與「生活助學金」申請。申請時間：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9 日，繳件單位：課指組。107-1 新增獎助學金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謝清秀老師捐贈分享愛-罹癌學生獎學金，全校 3 名，每名

一萬。老牛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農業績優暨弱勢學生獎學金，農學院 3
名，每名 2 萬；全校清寒學生 11 名，每名 6 萬。宏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全校 20 名，每名 1 萬。上述三件，截止期限：9 月 28 日。 
六、 107 年度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限大學部學生，競賽分四大類群（生技

醫農、工程科技、文創設計、其他），主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中

心，報名期限至 9 月 28 日下午 17 時止。 
七、 本（107-1）學期本系課程大綱為100%、課程進度表上網率為94%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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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上網率為 80% (58/72)。截至 107 年 9 月 17 日止，尚未上網課程進度

表與教材之課程資訊如下表： 
（資源來源：http://elearning.npust.edu.tw/course_analysis/adm/index.php） 
項目 上網比率 未上網課程明細 
課程進度表 94% 1071_校外實習(3523) 無指派授

課教師 
1071_畜產產業實習(3524) 無指派授

課教師 
1071_現場實務實習(3525) 無指派授

課教師 
1071_泌乳生理學(8200) Joey Lee 

教材 80% 

1071_大一體育(1)(3482) 倪高朗 

1071_畜產機械(3490) 洪辰雄 

1071_畜產機械實習(3491) 洪辰雄 

1071_水禽飼養管理(3493) 黃自毅 

1071_動物內分泌學(3498) 楊國泰 
1071_水禽飼養管理(3508) 黃自毅 
1071_肉用草食家畜飼養管理(深碗

課程)(3518) 
吳錫勳 

1071_肉用草食家畜飼養管理(特色

課程)(3519) 
吳錫勳 

1071_校外實習(3523) 無指派授

課教師 
1071_畜產產業實習(3524) 無指派授

課教師 
1071_現場實務實習(3525) 無指派授

課教師 
1071_泌乳生理學(8200) Joey Lee 
1071_乳用家畜飼養管理(6521) 吳錫勳 
1071_乳用家畜飼養管理實習(6522) 吳錫勳 

主席：請尚未填寫課程進度表及教材上網的老師上網完成填寫，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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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號 3523）、畜產產業實習（流水號 3524）與現場實務實習（流水號

3525）為大四的課程，請大四班導師（謝老師）協助填寫。 
陸、 報告案：  

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7.06.25）決議事項報

告：本系專任教師申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案，已

提送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 
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7.08.14）決議事項報

告：本系專任教師 107 學年度申請教師升等案，已提送農學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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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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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外實習輔導記錄表已 mail 給全系教師） 
五、 四動畜四A學生107-1校外實習各項應繳回系上資料一覽表（如附件一），

截至 107 年 9 月 14 日止。 
主席：由於這學期的校外實習訪視，需訪視兩次，有一些不同實驗室的

學生去相同的校外實習場所，老師們可以互相分配一下，精簡一些訪視

的時間。 
六、 技專資料已陸續請老師填報，請老師們務必詳實如期完成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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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明年會有系所評鑑，來評鑑的外審委員會先看系所填報的技專資

料庫資料，請老師們要詳實的填寫 
七、 農委會於107年8月13日至本校進行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之重點查核指出，

本校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獸醫學系、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生物科技系、

食品科學系等，皆未提出實習課教學實驗動物申請表，建請改善。 
本系 107-1 計有動物學實習、豬隻飼養管理實習、家禽飼養管理實習等請

提請申請。實驗動物申請表請至學校網

頁 http://lac.npust.edu.tw/files/11-1112-4230.php下載。 
主席：今年 8 月 13 日農委會來查核校內的實驗動物設施時，特別點名動

畜系、獸醫系、野保所都不可能實習課沒有進行活體相關的實習，我們

還是應該要填寫一下。 
謝老師：我們實習課的動物飼養，是屬於經濟動物的生產流程應該不需

要填寫。 
主席：現在農委會很重視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填一下，第一次填寫的時

候會覺得填起來很複雜，以後就會好一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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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寄給我們技

專資料庫的填寫資料時，都會有附說明，請老師們先看說明再填寫。 
（二）國際事務委員（張秀鑾教師與楊國泰教師）：無 

主席：台泰雙邊研討會 11 月 27、28 在泰國舉辦，29-30 會去參訪當地

的學校，農學院會補助每系一位口頭發表教師的機票錢，請有興趣的

老師趕快上傳摘要。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無 
（四）資訊系統管理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遠距教學委員會及資訊系統

管理委員會會議預計 10 月 17 日開第一次會議，學校有宣達事項，再

跟老師們說明。 
（五）推廣教授（吳錫勳教師）：請假 
（六）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陳志銘教師）：如果系館附近有積水

的情形，要請注意一下，不要讓淤水堆積。最近開的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委員會會議有提到，目前校內垃圾超量，未來可能會有一些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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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學校在開學前及剛開學時，環安衛中心會開設實驗室安全、

環境衛生相關課程，請老師督促學生去參加。 
（七）圖書管理委員會委員（吳錫勳教師）：請假 

主席：每年學校都會給西文及中文圖書採購的經費，國歡也會捐贈圖

書採購的錢，暑假的時候有請黃老師及吳老師多找一些書籍書目來採

購，也希望系上老師及學生多提供圖書委員及黃老師一些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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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承辦今年的大畜盃，學會在暑假

的時候有開了一個籌備會議，若學生有甚麼需要協助的地方，請早一

點提出，老師們年底會比較忙。 
（十）系教官（蘇文男教官）： 

1 租賃部分：學生在外租屋時，一定要注意居住環境是否有提供下列

設施包括偵煙偵測器、滅火器及逃生指示燈。此外租屋處應有 監視

門禁管理，平常則要注意安全及瓦斯的使用。 
2 智慧財產權部分：不要隨便轉傳網路上影片，很多影片有著作權，

若是隨便上傳，一旦被抓，會被公司求償。 
3 請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自 9 月 1 日到現在，以有 30 起車禍發生，

光是今天就有 4件，特別是新生，由於路況不熟，更容易發生意外。 
主席：特別提醒一下，機車不要停在系館的出入口，第一次發現系辦

會貼紙條提醒，第二次就直接請學校來開罰單。 
 
柒、 上次會議討論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107-1本系重要會議預定召

開日期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召開日期一覽表（如附件

二）。 

 

照案執行。 

提案二 

推選本系 107 學年度農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教師

代表案，請討論。 

 

除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外，依票選結果

推薦沈朋志教授與張秀鑾教授兩位老

師為本系教師代表。 

 

照案執行。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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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推選本系 107 學年度農學

院課程委員會議教師代表

案，請討論。 

推派彭劭于老師擔任。 照案執行。 

提案四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

生考試簡章內容，請討論。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簡章

之面試資料改為一律採網路上傳，餘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處辦理。 

 

照案執行。 

 
捌、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申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通知，每門課程申請業師協同教學時數為全學期

授課總時數六分之一，同一門課程不限由一位業家專家協同教學。教學

模式仍以專任教師授課為主，業師協同教學為輔，專任教師仍應全學期

主持課程。 
二、 協同教學課程申請以 日間四技部 課程為優先，其他部制別得視實際需

要配合規劃之。課程申請以教學單位依其系科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開

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為主，其他如基礎課程、理論課程、通識課程、導論

或演講性質之課程不得申請協同教學。 
三、 本系 107-1「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分配課程數（小時）為 23 小時。 
四、 本學期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如下（擬聘任業界專家資料，如傳

閱附件 1）： 
課程名稱（學分數） 申請教師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時數） 
經濟動物繁殖學/必修 
（2 學分）【產專動畜二】 

彭劭于 春發成牧場 
李榮春場長（3 週/6 小時） 

乳蛋品原料與利用/必修 
（2 學分）【產專動畜二】 

林美貞/黃
自毅 

辰穎股份有限公司 
黃彥穎廠長（1 週/2 小時） 

乳蛋品原料與利用/必修 
（2 學分）【產專動畜二】 

黃自毅/林
美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陳怡兆副研究員（2 週/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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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學分數） 申請教師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時數） 
畜產生物多樣性/選修 
（2 學分） 
【動畜二/產專動畜二】 

張秀鑾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廖仁寶研究員（3 週/6 小時） 

乳用家畜飼養管理實習/必修 
（2 學分）【產專動畜二】 

吳錫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陳裕信 助理研究員（3 週/6 小

時） 
水禽飼養管理/選修（2 學分） 
【動畜二/動畜三】 

黃自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高雄種畜繁殖場    
張伸彰副研究員（3 週/6 小時） 

伴侶動物飼養管理/選修 
（2 學分）【產專動畜二】 

余祺 大仁科技大學 
蕭智元講師 （3 週/6 小時） 

肉品加工特論/選修 
（2 學分）【碩動畜一】 

陳志銘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存后副總經理 （2 週/4 小時） 

肉品加工特論/選修 
（2 學分）【碩動畜一】 

陳志銘 統一企業   陳慶任課長 
（1 週/2 小時） 

決議：經濟動物繁殖學〈發成牧場-李榮春場長〉、乳蛋品原料與利用〈辰穎股

份有限公司-黃彥穎廠長〉、乳蛋品原料與利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

試驗所-陳怡兆副研究員〉、畜產生物多樣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

驗所-廖仁寶研究員〉、乳用家畜飼養管理實習〈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

試驗所-陳裕信〉通過申請，其餘送件候補。 
 
提案二                                 
案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招生名額（附件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綜合業務組通知，依教育部來文 107 年 8 月 20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70919781H 號函辦理。 
二、 本校 108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招生比率為大學部核定人數(1,524 人)之

56%(853 人)，依來文規定，惟未於甄選第二階段實施術科實作之系科(組)
不得超過 50%(一般考生組+中低收入戶考生組之總和)，本校 108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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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不實施術科實作之系(學程)為農園生產系、動物科

學與畜產系、植物醫學系、食品科學系、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車輛工程

系、農企業管理系(109 學年度實施術科實作)、企業管理系、餐旅管理系、

社會工作及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以上系(學程)請依規定填報。 
三、 依來文規定，機械工程系、水土保持系、生物機電工程系、先進材學士

學位學程及資訊管理系之招生名額不得小於核定之比率(56%)。 
四、 本校為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之學校，依教育部規定，需逐年提高弱勢學生

之招生名額，故請 107 學年度招收「中低收入戶考生組」之系(學程)維
持或提高招生之名額。 

決議：108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以面試進行（不含術科），招生比率為教育部核

定人數（46）之 50％（23 名）。聯合登記分發 23 名，特殊選才入學 0
人。 

 
提案三                                 
案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管道第二階段

複試評分項目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綜合業務組通知辦理。 
二、 四技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評分項目，請勾選。 

□學測總成績  □面試  □書面審查  □術科實作 
三、 依計專招生策略委員會 107 年 9 月 12 日常務會議通過，至少四項作為同

分比序依據。 
□學測總成績   □面試 □書面審查 □術科實作  □國文學測成績  □英文

學測成績 □數學學測成績 □自然學測成績 □社會學測成績 
決議：四技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複試評分項目為學測總成績及書面審查，凡同分

者之招生比序，依序為書面 1、學測 2、自然 3、英文 4。 
 
玖、 臨時動議 

張老師：現在大部分的儀器都是在個別老師的實驗室，AS204 精密儀器室

的使用比較流於形式，此外之前是只有研究生可以來借，現在好像大四也

可以。目前精密儀器室的管理老師是我，是不是讓使用率比較高的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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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管理比較恰當。 
主席：系上正在努力爭取一些比較大型的計畫，精密儀器室可能還是有其

存在的必要，比較需要改進及落實的是它的管理，基本上還是要要求以研

究生來借及使用，在學生簽儀器借用單時第一個要把關的是指導教授，要

確認學生是會操作使用的，再簽出去。有的實驗室沒有研究生，請協商會

使用的實驗室、研究生幫忙督導。此外，儀器之借用使用要預先規劃，不

要臨時跑來借，造成管理人的困擾。有考慮讓更常使用 AS204 內儀器的實

驗室來管理，只是現在系上教師分擔系務的人力分配著實吃緊，只好麻煩

張老師再繼續幫忙一陣子。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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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1 四動畜四 A 學生校外實習單位一覽表（統計至 107.09.14）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校外實習及家長

確認書 
實習單位評估表 實習合約書進度 暑期實習單名稱 107-1 實習單位名稱 

B10413045 李宛璇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澳登堡實業有限公司 

B10426001 亞芃．𡠄𡠄瑪 劉世華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東寶黑豬肉棧 

B10426002 劉育菱 劉世華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B10426003 唐鈺翔 翁瑞奇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大成長城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04 陳鐿甄 黃自毅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健安畜牧場 

B10426005 李易昀 劉世華 已繳 已繳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B10426008 曾敬雯 張秀鑾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水波種畜場 

B10426010 周以倢 余祺 已繳 已繳     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 

B10426011 戴子瑜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新久益牧場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B10426014 黃承鈞 黃自毅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新光兆豐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B10426015 周士弘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康維乳牛專科診所 

B10426016 吳聲祐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味全埔心牧場) 

B10426017 黃曲佑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味全埔心牧場) 

B10426018 陳偉群 吳錫勳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裕群畜牧場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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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校外實習及家長

確認書 
實習單位評估表 實習合約書進度 暑期實習單名稱 107-1 實習單位名稱 

B10426019 顏宏峻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金獅牧場 

B10426020 蕭家妍 林美貞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梅桂種畜場 

B10426021 廖廷紹 余祺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欣勝畜牧場 

B10426022 江芳瑜 余祺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興耀農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23 陳臻 余祺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24 楊昱莘 謝豪晃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台灣哈巴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25 林和謙 吳錫勳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萬金畜牧場 

B10426026 莊協諭 謝豪晃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台灣哈巴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27 謝嚴章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裕生牧場 

B10426028 莊馨媮 謝豪晃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台一農牧場 

B10426029 郭宇宸 謝豪晃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興耀農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30 陳邦本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裕生牧場 

B10426031 楊雅帆 余祺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豪興畜牧場 

B10426032 王筱筠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育昇牧場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B10426033 楊朵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康維乳牛專科診所 

B10426034 陳欣瑩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弘勝牧場 

B10426035 陳宥言 黃自毅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瑞牧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B10426036 陳信丞 吳錫勳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新倫畜牧場 

B10426037 王恕旋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萬金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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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校外實習及家長

確認書 
實習單位評估表 實習合約書進度 暑期實習單名稱 107-1 實習單位名稱 

B10426038 黃美淇 劉世華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發昌企業有限公司 

B10426039 管清怡 劉世華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健安畜牧場 

B10426040 李世文 謝豪晃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台灣愛拔益加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41 廖庭輝 張秀鑾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42 陳世民 余祺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萬金畜牧場 

B10426043 羅智暄 余祺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44 祁存毅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康維乳牛專科診所 

B10426045 歐芳伶 劉世華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胡家進畜牧場 

B10426046 林宜蓁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47 黃婷鈺 余祺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49 林莉珊 張秀鑾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水波種畜場 

B10426052 黃煜綺 吳錫勳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澳登堡實業有限

公司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B10426056 陳子柔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

所高雄種畜繁殖場 

B10426057 卓芸茜 黃自毅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新光兆豐股份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B10426058 洪聖翔 謝豪晃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台灣哈巴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59 周奕帆 林美貞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捌號牧場 

B10426060 黃冠綸 翁瑞奇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游松棋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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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校外實習及家長

確認書 
實習單位評估表 實習合約書進度 暑期實習單名稱 107-1 實習單位名稱 

B10426061 江佩玲 陳志銘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B10426062 孔姿尹 翁瑞奇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志美企業行(維多利亞馬場) 

B10426064 張智銓 余祺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B10426066 盧奕達 吳錫勳 已繳 已繳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B10426067 古家銍 沈朋志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味全埔心牧場) 

B10426068 袁樂婷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高雄觀音馬術運動莊園 

B10426070 甘嘉敏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

所高雄種畜繁殖場 

B10426071 鄧兆雯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康維乳牛專科診所 

B10526081 張大海 林美貞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高大牧場 

B10526082 李姍珊 吳錫勳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弘勝牧場 

B10526077 彭真 吳錫勳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亞洲植產畜牧場  

B10226009 陳冠廷 黃自毅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瑞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0326035 葉洋成 林美貞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

會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B10426075 吳禹頡 劉世華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中央畜牧場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B10326012 李祐萱 劉世華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中央畜牧場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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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7-1 本系教師相關重要會議預定日期如下： 
日期 週次 會議名稱 出（列）席人員 

107/09/17（一） 2 9 月份系務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 

（A） 

107/10/01（一） 4 期初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07/10/15（一） 6 10 月份系務會議 （A） 
107/11/01（四） 8 校課程委員會  
107/11/15（四） 10 教務會議  
107/11/19（一） 11 11 月份系務會議 （A） 
107/12/17（一） 15 12 月份系務會議 

系輔導會議（預計） 
（A） 

107/12/24（一） 16 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代表 
107/12/24（一） 16 期末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08/01/14（一） 19 學生獎懲委員會議 

職涯發展委員會議 
 

108/01/15（二） 19 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委員會議  

（A）：全系老師、教官、班代（大學部與研究所）與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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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育部核定人

數A

依比例(56%)甄

選招生人數

107學年度一般考

生招生人數

建議：一般生組--

108學年度招生人

數

一般生--108學年度系

學程期望招生人數 B

107學年度中低收入

戶組招生人數

建議：中低收入戶組--

108學年度招生人數

中低收入戶組--108學年度系

學程期望招生人數(依教育核

定人數2%為限，本校上限為

30名) C

合計

B+C

1 農園生產系 84 42 47 42 0 0

2 森林系 46 26 27 26 0 0

3 水產養殖系 46 26 26 26 2 2

4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46 23 26 23 0 0

5 植物醫學系 45 23 24 23 1 1

6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45 25 26 25 1 1

7 生物科技系 50 28 27 28 1 1

8 食品科學系 90 45 35 45 1 1

合計 1524 813 845 824 28 29

備註：1.標註綠色之各系(學程)為第二階段未實施術科實作之系科(組)，甄選招生名額不得超過該系(學程)核定人數50%(一般考生組+中低收入戶考生組之總和)。

           2.標註橘色之各系(學程)為教育部來函規定招生名額不得小於該系(學程)核定人數56%(一般考生組+中低收入戶考生組之總和)。

系(學程)主任：                                             (簽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08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招生系(學程)名額分配調查表

院別

甄選入學

一般組(56%)

農學院

招生系所

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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