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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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7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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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瑜喬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107 年第 8 次（第 232 次）行政會議（107.10.11）相關宣導事項 
（一） 校長： 

1. 本校 10 月 2 日辦理「私校轉型退場與技職再造」南部場論壇，由教

育部代表的簡報清楚提出，106 學年度大一學生尚有 24 萬餘人，111
學年度起開始減至 20 萬人以下，117 學年度預估降為 15 萬多人。

從此態勢看來，少子女化的衝擊將一波波襲來，各位同仁在各項教

學發展、遴聘新教師，請以長遠發展為考量。 
2. 依據秘書室、教務處整理新生問卷顯示，高中職學生對本校的認識，

多是來自高職老師的介紹，再來是學校系所網頁。因此，協同高中

職教師參與教學活動，或合辦暑期營隊，有助於高中職學生認識學

校。各教學單位網頁設計，請多從學生或家長角度考量相關資訊的

可及性。明年度將再寬列招生經費，請各教學單位多費心在招生業

務上。 
（二） 教育副校長： 

1. 評鑑辦公室依據 107 學年度專業類系所(學位學程)委辦認可訪視相

關規定，請農學院、國際學院、獸醫學院及管理學院(景觀暨遊憩管

理研究所)依各學院「定位」規劃發展目標及特色，修訂所屬系所(學
位學程)特色指標及委辦認可訪視適用之「品保項目(3 項)及核心指

標(12 項)」。受評系所(學位學程)須呈現發展特色、永續經營規劃及

自我改善能力。請各系所(學位學程)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前完成相關

資料彙整，並召開院評鑑委員會議討論。 
2. 為因應 108 年度技專校院校務評鑑，已請各教學單位提交「105 學年

度自辦內部評鑑建議事項改進成果表」，並由所屬學院考核改善進

度，持續輔導。請 105 學年度受評系所(學位學程)增補相關改進成

果及佐證資料，經農學院、人文學院、管理學院(景觀暨遊憩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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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院及獸醫學院召開院評鑑委員會議檢核後，由各學院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前將院評鑑委員會會議紀錄送評鑑辦公室存查，相關

資料將提供 108 年度技專校院校務評鑑使用。 
（三） 教務處：108 學年度本校碩士班甄試招生，考生報名時間自 107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4 日止，繳件日期自 107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5 日止。

本系報名 13 位（一般生 12 位、在職生 1 位），繳件 12 件，繳費 12
名。 

（四） 學務處： 
1. 9 月 7 日起校園公車新增「校園巡迴公車」，僅在校園巡迴(不出校，

不用預約)，每週一至五，每日 4 班次，路線：時尚設計系→圖書館

→植醫系→綜合大樓→熱農大樓→生機系→生物科技系→獸醫系(返
程乃依來程逐站回時尚設計系)。發車時間(時尚系站起點時間：1000、
1200、1310、1520 時)。請鼓勵學生多運用搭乘。 

2. 10 月初發生學生因涉毒品案警方持拘票至本校拘提該生返家搜索，

這是近年來本校首次發生案件，請各位主管於系(所)會議或系大會中

向導師與同學宣導，謹慎小心勿受誘惑嘗試毒品。近來毒品流行品

項推陳出新，很難辨識，一但嘗試成癮，終身痛苦，本身與家人深

陷痛苦之惡循環；另「大麻」於我國屬第二級毒品，種植、販賣、

施用皆屬犯罪行為。 
3. 落實政府反毒政策，惠請各院所系老師導師，如發現學生有下列情

形之一，將輔導列管高風險及高關懷學生(1.疑似吸毒(前科)、2.在校

期間經常昏睡不醒、3.課堂期間頻尿次數眾多、4.與不良幫派人士交

往、5.逃學逃家、6.出入不正當場所、7.情緒不穩定易暴怒(吸毒造成)、
8.其他表現符合藥物濫用特徵或吸毒者)，敬請惠予提供名單給予軍

訓室蘇教官分機 8405。 
（五） 秘書室：各行政單位各項會議議程資料及會議紀錄，應以電子公文簽

辦歸檔，健全本校檔案管理制度。 
（六） 圖書館： 

1. 圖書館新自動化整合查詢系統已上線，新系統包含電子資源、探索

服務、整合查詢、延伸查詢及圖書館 APP，並將於 10 月 23 日 2 樓
電腦教室辦理 3 場教育訓練，歡迎教職員生參加。 

2. 圖書館廁所修繕工程展延至 10 月 22 日；即日起至 11 月 10 日將

進行野鴿物理性防治施工，範圍為屋頂及建築物週遭工字鋼加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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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野鴿停棲及築巢區域，將規劃有吊車高空作業，敬請師生配合

相關工安及停車管制措施。 
3. 10~12 月規劃 20 場次館藏資源利用：新生班會圖書館導 5 場次；

系所預約資源利用課程 8 班次；學科型資料庫說明會 3 班次；工具

型資源使用說明會 4 場次。此外，另有需要班級請洽圖書與會展館

讀者服務組。 
4. 第一屆南風閱讀季系列活動，歡迎共襄盛舉，相關資訊查詢請上圖

書與會展館粉絲頁。 
（七） 電算中心：本期技專資料庫填報作業期間為 9/1~10/31，系所填報已於

9/28 截止，請業管單位配合於 10/22 完成填報，以利中心後續資料比

對及彙整。當期及歷中資料修正作業，請系所於 11/5 前提出修正申

請，並請業管單位彙整後於11/9 前送交電算中心統一提出修正申請。

本系於 9 月 29 日上傳，部分資料已經業管單位提出修正。 
（八） 人事室：凡教職人員擔任公司行號董事、監事及理事等，均先事前報

核，教育部一概不接受事後補報案件。 
主席： 

1. 補充人事室報告內容，人事室除教職人員兼職事宜外，尚提及公務

人員退休補償金之發放方式，請詳見本校第 23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或洽人事室。 
2. 補充跨領域中心宣導事項，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跨領域研究

計畫徵求項目，與 107 年度大致相同，但實施細節可能會有更改，

請有意願提高教深耕跨領域研究計畫的老師，先詢問跨領域研究中

心後，再進行計畫撰寫。 
（九） 其餘相關事項，請詳見本校第 232 次行政會議紀錄。 
二、 中國畜牧學會相關宣導事項 
（一） 中畜學會擬提請申請畜牧技師公會成立，相關辦法會在10月29日之理

監事會提出，請老師、系學會、系辦幫忙協尋本系考上畜牧技師之畢

業生。 
（二） 107年度中畜年會的「教學獎」尚無學校提送參選人，截止日期為10

月20日，敬請各位在校任教的理監事踴躍提名貴校優秀教師甄選中畜

年會。 

（三） 107 中畜年會論文摘要截止收稿日期為 201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

24:00 止。論文摘要截止日後，恕不再接受投稿，敬請配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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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107）會計年度即將終了，尚未將教師行政事務費與實習材料費核銷

完畢之老師，請老師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前，檢附單據至系辦公室辦理

經費核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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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2 月 31 日止）提出申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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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撥付 107-1 各班導生活動費於系上，因應會計年度，

請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以前辦理並完成核銷作業。「導生活動成果表」請

E 送至 tutor@mail.npust.edu.tw。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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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本（107-1）學期本系課程大綱為 100%、課程進度表上網率為 100% (73/73)，
教材上網率為 96% (70/73)。截至 107 年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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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 96% 
1071_畜產機械(3490) 洪辰雄 

1071_畜產機械實習(3491) 洪辰雄 

1071_泌乳生理學(8200) Joey Lee 
 
陸、 報告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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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09 日止。 
二、 國歡圖書捐贈基金，已於上週與圖書公司列出書單，並由圖書公司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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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歡公司請款。 
三、 本（107-1）學期碩士論文考試申請日期自 107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截止，請於時間內上網申請，申請完成後請列印論文考試

申請單，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章後，送交至教務處註冊組。若未於線

上申請，而直接送交申請書至註冊組者，一律不予受理。 
四、 依國際事務處 email 告知，10月 24日將有 7名State Polytechnic of Jember 

教師，至本校/本系參訪，並於中午於系上用餐，請系上老師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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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院校資料謝

謝老師們幫忙填寫，本系已在時限內上傳。 
（二） 國際事務委員（張秀鑾教師與楊國泰教師）：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會

於 10 月 24 日召開，要麻煩楊老師出席，張老師當日有 6 堂課，於中

午空檔亦會出席。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如項目（四）。 
（四） 資訊系統管理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10 月 17 日會召開第一次遠

距教學委員會與資訊系統管理委員會會議，學校若有需傳達宣導事項，

會與老師們說明。 
（五） 推廣教授（吳錫勳教師）： 

主席：推廣教授一年要交 24 次的廠商實地推廣記錄，負擔有些沉重，

請吳老師將所需填寫的表格寄給全系教師，老師於校外實習訪視或計

劃執行，有進行推廣服務時，也可記錄填寫再交給吳老師。 
（六）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陳志銘教師）：環安衛中心每年會

實施實驗（習）作業場所人員健康檢查、勞工定期健康檢查等，請老

師們注意相關資訊。 

（七） 圖書管理委員會委員（吳錫勳教師）：108 動畜系期刊之訂閱已繳交圖

書館。 
（八） 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彭劭于教師）：10 月 18 日會召開院課程委員會，

學校若有需傳達宣導事項，會與老師們說明。 
（九） 系學會指導老師（黃自毅教師）：10 月 13-14 日，學會在八大森林遊

樂區舉辦迎新宿營，有大二同學撞到頭，已去醫院做電腦斷層掃描，

目前沒甚麼大礙。 
（十） 系教官（蘇文男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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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路跑活動：今年校慶的路跑活動在 11 月 12 日舉辦，此次輪動畜系

支援交通管制，需有 65 名學生幫忙，會在 11 月初開會，安排學生

所站的定點。 
主席：11 月 12 日星期一，剛好有動畜二 A、B 兩班合上的畜產生物

多樣性，修課人數大於 60 人，就麻煩動畜二 AB 兩班支援，名單再

請學會交給教官。 
2. 公車搭乘：原先學生使用悠遊卡搭乘屏東縣公車是 10 元，因為學校

有補貼，屏東縣政府於今天起至明年 1 月 1 日，優待學生悠遊卡搭

乘公車免費，路線共 33 條。 
3. 請學生（特別是大一新生）辦理機車 RFID 申請。 
4. 毒品交易：涉嫌販賣毒品的，最輕微的（依毒品級數不同而異）是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也有在 FB 上免費提供學生去東南亞旅遊的廣告，

請學生幫忙帶一些名產，就有可能暗藏毒品，請學生一定要注意，

自己也絕對不能吸食毒品。 
5. 網路詐騙：網路上購物時，有可能會碰到一些匯錢後收不到物品或

物品不實的情形，在社群網站如 line 等，有一些徵才徵人的廣告，

讓你只要用手機就可以有收入，這些就有可能是詐騙、直銷或叫人

做車手等。此外還有網路交友，有可能請你匯錢應急之類的，請大

家一定要慎防網路詐騙情形 
 

柒、 上次會議討論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本系申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案，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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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送件

候補。已提送農學院、教資中心。 

 

照案執行。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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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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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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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

送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照案執行。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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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複試評分項

目，凡同分者其招生比序，依序為書

面 1、學測 2、自然 3、英文 4。已提

送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照案執行。 

 
捌、 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學生申請畜牧獸醫校友會獎助學金推薦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畜牧獸醫校友會接受三項獎助學金申請案，包括鄭

武樾董事長獎助學金、徐量如陳裕江老師基金獎助金及信逢股份有限公

司獎助學金。 
二、 依畜牧獸醫校友會規定，每位同學僅能擇一申請，不得重複申請。 
三、 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規定，如附件二。 
四、 各項獎學金申請學生名冊，如附件三。 

決議：附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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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7 年度傑出校友推薦案，請討論。 
說明：依校友會通知辦理，需將推薦表（附件四）、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及受推薦

人之相片一張送至校友會彙整辦理。 
決議： 推薦張建珩系友申請。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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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技四校外實習實施時間，請討論。 
說明：本系自 101 學年度起實施之校外實習課程皆於四技四上實施，依實習單

位提出，若是校外實習於四技四下實施，有助於學生就業銜接。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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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                                 
案由：有關畜牧場 RO206 目前使用情形及未來規劃案，請討論。 
說明：  

一、 畜牧場 RO206 未來使用規劃報告。 
二、 有關清邁湄州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講師 Wantamas Jantasin 博士信函

表達該校短期受訓學生擬使用畜牧場 RO206 空間案報告（秘書室 10 月

3 日紙本公文，內容如傳閱附件）。 
三、 畜牧場 RO206 目前空間使用情形。 
四、 畜牧場 RO206 使用人員名冊與處理情形。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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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案由：108 學年度技優甄審入學資格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綜合業務組通知辦理。 
二、 108 學年度技優甄審入學，請就繳交資料及指定項目甄審說明欄位進行

更改或填寫。 
三、 107 學年度簡章分則如附件五。 
四、 108 學年度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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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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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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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108 學年度高中申請入學資格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綜合業務組通知辦理。 
二、 108 學年度高中申請入學，請就學科能力測驗採計方式、甄審總成績計

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繳交資料、複試說明、備註等欄位進行填寫。 
三、 107 學年度簡章分則如附件六。 
四、 108 學年度提請討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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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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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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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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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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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426019 顏宏峻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金獅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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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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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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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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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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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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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在中國交換生) 校內實習（屏科大畜牧場） 

B10426056 陳子柔 彭劭于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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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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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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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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426066 盧奕達 吳錫勳 已繳 已繳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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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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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獸醫校友會獎助學金申請規定 

單位 鄭武樾董事長獎助學金 徐量如/陳裕江老師基金獎助金 信逢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 

資格 

1. 動畜系、獸醫系、動物疫苗所在

校學生 
1. 動畜系、獸醫系大學部在校學生 1. 動畜系、獸醫系、動物疫苗所在校學

生 
2. 前一學期各班學業成績優良者（不得有一科不及格者），且操行成績優良，未有懲戒記錄者，經班導師推薦，提交系

務會議通過。 
3. 條件相同時，清寒者及學業成績較高者優先；惟平均分數相差一分以內時，應參考專業科目成績加以斟酌。 
4. 該學年校內、外已獲獎助學金者，不得重複請領此獎學金。 
5. 獲獎助金者必須訪問優秀畜牧、獸醫人才（不限定於本校校友），並繳交 1200-1500 字訪談報告及與受訪者合照一張 

6. 獲獎助金者可以優惠價格 500 元加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會及畜牧獸醫分會永久會員（原永久會員入會費為新台幣 3000
元整，該年獲獎者以 1500 團體價報名，畜牧獸醫校友會補助 1000 元）。 

7. 獲獎者於校慶 11 月 17 日 13:00 於 AR114 受獎。 
8. 獲獎者需於 12 月 24 日前將訪談報告及合照 email 至 asvm@mail.npust.edu.tw 

申請手續 
（附件） 

1. 申請書正本 
2. 工作計畫表 
3. 師長推薦函 
4. 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正本(需有獎懲紀

錄) 

1. 申請書正本 
2. 工作計畫表 
3. 師長推薦函 
4. 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正本(需有獎懲紀

錄) 

1. 申請書正本 
2. 工作計畫表 
3. 師長推薦函 
4. 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正本(需有獎

懲紀錄) 

名額 
大學部每年級各 1 名（共 3 名）（新生不得

申請） 
碩士班每年級各 1 名（共 2 位） 

大學部每年級 1 名（共 3 名）（新生、進修

部學生不得申請） 
 

大學部 2 名（新生不得申請） 
碩士班 2 名 

金額 
大學部每名 6,000 元 
碩士班每名 10,000 元 

每名 6,000 元 每名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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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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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備註 

大學部 

動畜二      

動畜三      

動畜四      

研究所 
碩士二 M10526012 吳佩珊 88.00 82  

碩士      

 

徐量如、陳裕江老師基金獎助金 

學制 班別 學號 姓名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備註 

大學部 

動畜二      

動畜三      

動畜四      

 

信逢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 

學制 班別 學號 姓名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備註 

大學部 

動畜四 B10426040 李世文 89.5 83  

動畜四 B10426040 王恕旋 86.25 83  

研究所 
碩士二 M10426005 陳芃諭 87.75 82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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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07年度傑出校友推薦表 

姓 名  
畢業科系  

相片黏貼處 
（請浮貼二吋相片） 

畢業年月  

目前服務

單 位  職 稱  

服務單位

地 址 
 

電話 
 

通訊地址  
手機  

E - m a i l  

優良事蹟 

 

 

候 選 人 
聲 明 

本人若經當選，將自願樂捐新臺幣      萬元。 

候選人簽章：             

評審委員 
意 見 

※由校友總會填寫 

推薦單位 
主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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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7 學年度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技優甄審分則表 
校系科(組)、學程名稱 指定項目甄審成績計算方式 同分參酌順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評 分 項 目 占總成 
績比例 順序 項   目 

招 生 類 別 71 畜牧 性 別 要 求 不要求 備審資料審查 100% 1 備審資料審查 
志 願 代 碼 71-001 招 生 名 額 8   2 優待加分比例 

指 定 項 目

甄 審 日 期 -------------- 
指 定 項 目

甄 審 費 用 500 
  3  

  4  
5  

備審資料

審查繳交

資料 

必繳:  
高中職歷年成績單正本 2.履歷自傳 3.學歷證件（畢業者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應屆畢業生繳交學生證影本）4.讀書計畫 5.相關競賽成果證明、證照、社團或

幹部表現證明。  
選繳：其他有利審查之資料 

備

註 

1.備審資料審查所繳交資料不再歸

還，請自行留存備份。 
2.辨色力異常者、行動不便、機能

障礙或患有法定傳染病者，請謹 
慎考慮報考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3.畢業前須至業界實習，部份課程

將安排於暑期授課，無法配合者 
，宜慎重考慮報考動物科學與畜產

系。 

備 審 資 料

審 查 成 績

採 計 項 目

及 比 例 

項目 比例 
高中職歷年成績單 20% 
履歷自傳 15% 
讀書計畫 15% 
相關競賽成果、相關證照或社團及

其他有利審查資之資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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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選繳資料：外語能力證明 30%、相關證照 30%、志工服務 20%、

社會服務 20%。 

 

  

第 17 頁，共 18 頁 



附件六 

107 學年度動物科學與畜產系四技申請入學分則表 

校系組資料 
學科能力

測驗成績

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 

及同分參酌順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

科學與畜產系 科目 權重 評分項目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佔總

成績

比例 

同分

參酌

順序 
志願代碼 103004 國文  

面試 
書面資料審查 

面試 40% 1 
招生名額 13 英文  書面資料審查 30% 2 
性別要求 未要求 數學  學科能力測驗成績 30% 3 

預計複試人數 免填 社會 1    
第二階段:複試

費 免填 自然 1    

寄發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免填 

繳交 
資料 

應繳資料(請詳閱招生簡章總則第二階段複試資格審查必繳資料

規定) 
1.學歷證件影本(必繳) 
2.歷年成績單正本﹝排名/班級人數/成績百分比﹞﹝應屆生應附

在校前五學期成績﹞(必繳) 

繳交資料收件

截止(郵戳為

憑) 
免填 

第二階段複試

日期 免填 

複試 
說明 

1.本校不另寄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學生，請至本校網站

[首頁] / [各類招生資訊] / [高中生申請入學]項下查詢複試相關資

訊。 
2.第二階段複試採書面資料審查及面試作業，面試相關資訊請至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網站 
（http://ansc.npust.edu.tw/bin/home.php?Lang=zh-tw）查詢。 

寄發成績單日

期 免填 

成績複查或申

訴截止(郵戳

為憑) 
免填 

備註 

1.辨色力異常、行動不便、機能障礙、患法定傳染病等，宜慎重

考慮報考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2.所繳備審資料概不退還，請自行留存備份。 
3.畢業前須至業界實習，部份課程將安排於暑期授課，無法配合

者，宜慎重考慮報考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公告錄取名單

日期 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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