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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2 點 10 分 

貳、 地     點：AS104 會議室 

參、 主     席：余祺主任             紀錄：唐祈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本（108-2）學期本系課程大綱為 100%、課程進度表上網率為 100%，教

材上網率為 92%。截至 109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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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1082_通識教育講座(3458) 王國安 

1082_大一體育(2)(3460) 鄭健偉 

1082_禽畜保健(3489) 劉世賢 , 吳

弘毅 

1082_禽畜保健實習(3490) 劉世賢 , 吳

弘毅 

 

二、 上課座位表及照片繳交名單包括：張秀鑾老師、沈朋志老師、余祺老師、

鄭富元老師、吳錫勳老師、楊國泰老師、黃自毅老師、 彭劭于老師、

陳志銘老師、翁瑞奇老師。 

主席補充:請尚未繳交的老師盡速繳交。 

三、 因應新冠肺炎應變措施，遠距教學實施方案如傳閱附件。 

四、 109-1 碩士班面試已於 109 年 3 月 21 日完成面試。 

 

陸、 報告案： 

一、 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通知：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工作，避免餐活動增

加個人風險，本學期導生活動費延至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合併使用。 

二、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指派課程教學助理即日起（3 月 23 日)開放申請

至 4 月 24 日止，請系上老師申請。 

三、 畜牧獸醫校友分會辦理之鄭武樾董事長獎助學金、徐量如陳裕江老師基

http://elearning.npust.edu.tw/course_analysis/ad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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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獎助金、信逢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等（附件一)於 109 年起，改為第

2 學年度開學後辦理。現已開放申請，相關資料已分送各班班代轉知同學

周知，並公告於佈告欄，請務必詳加閱讀相關規定，欲申請者，請於 109

年 4 月 29 日前將申請資料送至各班班導處彙整，於 5 月 18 日獎助學金

審查委員會議審議，6 月 15 日系務會議報告，6 月 30 日前推薦至畜牧獸

醫校友分會。其餘獎學金申請資訊，可逕自本校學務處網頁查詢。 

主席補充:請系辦提供過去 3年各獎學金獲獎名單，並請各位老師協助留

意，避免重複。 

系辦補充:過去 3年各獎學金獲獎名單，請參閱下列表格。 

 

 

 

 

四、 總務處保管組通知：本系 109 年度財產盤點（複盤）日期訂於 109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請老師（保管人）先行自行初盤，請確實檢視條碼標

學制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動畜二 B10726033 林志仁 動畜二 B10626036 尤翔萱 動畜二 Ｂ10526048 廖建智

動畜三 B10526061 黃三郡 動畜三 B10526048 廖建智 動畜三 B10526033 楊朵

動畜四 B10526004 張嵩駿 動畜四 B10426022 江芳瑜 動畜四 B10326054 林川容

碩士一 M10826002 陳偉群 碩士二 M10526012 吳佩珊 碩士二 M10526001 李冠汶

碩士三 M10626007 林慕堯 碩士三 M10526013 潘靜怡 碩士三 M10426004 陳彥宏

學制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動畜二 B10726057 林姿均 動畜二 B10626024 蔡閔育 動畜二 B10526006 尹材雲

動畜三 B10726153 姜姵妤 動畜三 B10526013 郭家妤 動畜三 B10426040 李世文

動畜四 B10526065 陳皓智 動畜三 B10526006 尹材雲 動畜四 B10426040 羅世樺

學制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動畜三 B10626036 尤翔萱 動畜四 B10426040 李世文 動畜四 B10326039 項子芸

動畜四 B10526006 尹材雲 動畜四 B10426040 王恕旋 動畜四 B10326010 李昌育

碩士二 M10726007 黃祖瀛 碩士二 M10426005 陳芃諭 碩士二 M10526008 丁偉哲

碩士三 M10626005 林宏達 碩士二 M10626003 簡于傑 碩士二 M10526002 王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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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07年 106年

107年 106年

107年 106年

鄭武樾董事長獎助學金

108年

大學部

研究所

108年

大學部

研究所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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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是否均已張貼，自盤結束後請填寫「財物初盤盤點記錄表」，核章後，

於 109 年 3 月底將記錄表紙本繳至系辦彙整擲交保管組；另保管人明細

清冊 1 份請於簽章後於複盤日前繳回保管組（繳回前請自行影印留存）。 

五、 本系執行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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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702-06 

計畫名稱：*1-6 落實教學創新-強化學生專業實務實作能力(經常門)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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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學期至少三次為原則，並且應履行實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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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外實習輔導記錄表電子檔已 mail 給全系教師）。 

惟今年為防疫需求考量，本學期校外實習實地訪視得以電話訪談、電子

郵件、網路社群媒體、通訊軟體、視訊等方式代替實地訪視，輔導次數

依規定仍以每學期至少三次為原則，並做成輔導紀錄。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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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專院校的相關資料待電算中心上傳完畢後，系辦下載提供，於 3 月

27 日前尚未看到相關資料。 

系辦補充: 

截至 4 月 8 日，已提供審閱技專院校資料表 4-8-1 學生參與競賽資料

表及 7-4 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 

（二） 國際事務委員（張秀鑾教師與楊國泰教師）：將於 4/30 開會。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 

1. 109 學年度起學校教學平台改為新版本(3.5 版)，請各師生抓緊時

間提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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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應疫情如有遇到需遠距教學的部分，學校建議使用 MOODLE

提供的軟體，如:Ever cam 等軟體輔助，因這些軟體可以提供軌跡

供教育部查詢。 

（四）資訊系統管理委員（楊國泰教師）： 

本系網頁些許錯誤部分已在進行修正，也請老師們多多提供意見。 

（五） 推廣教授（翁瑞奇教師）： 

本校與國立屏東大學目前正積極推廣農科專班，希望各位老師能協助

推廣。 

（六）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陳志銘教師）： 

因疫情未有趨緩之勢，請各位師生多加留意及預防。 

（七）圖書管理委員會委員（翁瑞奇教師）： 

本系今年尚未推薦中文圖書，擬推薦改編後的飼料篇與養豬篇給學校，

希望各位老師與同學能協助多多推薦圖書。 

（八）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吳錫勳教師）：無。 

（九）系學會指導老師（黃自毅教師與楊國泰教師）： 

1. 學會於期中考前的各活動皆已取消。 

2. 若系辦有需要防疫協助，可給予支援。 

（十）職涯導師（彭劭于教師與鄭富元教師）： 

由於大四學生皆在校外實習，故優先針對 3 年級學生做職涯探索及履

歷撰寫的輔導。 

（十一） 教師會聯絡人（陳志銘教師）：無。 

（十二） 系教官（蘇文男教官）： 

1. 如傳閱附件。 

2. 因本周天氣不穩定有風大之情形，導致學府路上的路樹倒塌壓倒正

好騎行機車經過的同學。故提醒同學，騎行機車時應多加留意。 

3. 提醒各位有騎車的同學，為保障自身權益，請加保第三責任險。 

4. 本校有一份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因應嚴種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全校

性應變計畫供各位參閱，本計畫書每一至二周就會更新，若各位老

師有任何指教請聯繫秘書室金組長。 

5. 清明假期請各位師生避免至人潮眾多處且務必重視自身健康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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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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案，請討論。 

 

一、本系僅申請 24 小時，依規定，尚有

3 小時可供申請，欲申請者，請儘速

提出。 

二、吳錫勳老師提出申請，申請課程為

乳用家畜飼養管理 3 週 3 小時，業

界專家資料同「乳用家畜飼養管理

實實習」課程。 

三、照案通過，申請資料提供教務處核

備。 

 

照案執行。 

提案二 

有關中五學制境外學生於

畢業前增修課程案 

 

需增修本系專業選修 6 學分，一般選修 6

學分。 

 

照案執行，提送教

務處核備。 

提案三 

109 年度校務基金核定經

費分配案，請討論。 

 

一、因今年大學部經費有增多，故今年

實習材料費提高至 10,000 元（原金

額為 5,000 元），倘若明年經費有減

少，則就恢復至原規劃金額。 

二、餘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提案四 

109 年度農學院補助本系

儀器設備重點經費及分配

採購優先順序案，請討論。 

 

一、 農學院公式型需優先更新本系門禁

系統、AS105 視廳教室冷氣 2 台、

AS103 系辦公室冷氣機 1 台、系主

任公務用主機 1 台。 

二、依教師提出申請資本門設備，核定

補助說明已通知本次申請教師。 

 

照案執行。 

 

捌、 討論事項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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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108-1）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經費分配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學務處 109.03.13 通知辦理。 

二、 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附

件二） 

三、 本學期分配金額為 60,000 元，碩一與碩二在學研究生共 16 名（碩一 9

名、碩二 7 名），每名研究生分配 3,750 元獎助學金。請研究生盡快申請。 

決議： 

   一、扣除赴丹麥進行課程之碩二生 1 名，餘 15 名碩一、碩二生，每名研究生

分配 4,000 元獎助學金。 

提案二                                 

案由：動畜系推薦彭劭于教師為 108 學年度優良導師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學務處 109 年 3 月 09 日屏科大學字第 1091100123 號通知辦理。 

二、本系依據評選程序，由全系學生投票後，票選結果前兩名如下： 

教師姓名 票數 排序 

彭劭于 30 1 

張秀鑾 26 2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推薦彭劭于老師參加農學院優良導師遴選，請老師填

寫系優良導師績優事項推薦表。 

 

提案三                                 

案由：有關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擬邀本校教師蒞校開立多元選修課課程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來函辦理（附件三）。 

二、 開設多元選修課程教學大綱（附件四)及相關資料如下： 

（一） 開課時間：109 年2月26日至109年7月8日，每週三上午10： 

       00 至11：50。 

（二） 課程名稱：農業概論。 

（三） 動畜系授課老師：楊國泰老師。 

（四） 授課週數：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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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