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1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中午 12 點 40 分 
貳、 地     點：AS104 會議室 
參、 主     席：余祺主任             紀錄：陳妍妙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110 年度第 6 次（第 258 次）行政會議（110.05.17）宣導事項（詳如附件

一）： 
（一）校長： 

1. 本校最近研商之各項防疫措施及實施遠距教學時機，皆是考量減少

學生移動造成風險，並以維護校園安全及學生的受教權為最高原則。

但是由於疫情一日數變，不得不做滾動式修正。 
2. 目前政府未宣布停止上班，遠距教學也非停止上課。無論課堂有無

學生，教師仍應到校授課進行同步/非同步教學錄影。 
3. 遠距教學期間，無論同步/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各位教師在每次課程

隔日，確認學生是否完成遠距學習。 
4. 請教師將各課程遠距教學方式公告於教學平台，並週知學生。 
5. 請各教學單位依據近日防疫小組防疫公告及本次會議決議事項，召

開系所務會議，讓各教師同仁知照。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影本，5 月

21 日前送達行政副校長室，請行政副校長檢核。 
6. 由於疫情變化太快，各項防疫措施如需滾動調整，由防疫小組會商

後發布。 
（二）行政副校長室：請各單位落實執行單一出入口管制及體溫量測。教學

單位除職員及行政助理外，可搭配工讀生、計畫助理及研究生等人力。

如人力仍不足，請洽行政副校長室協調處理。 
（三）學務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5 月 16 日起防疫新措施： 

1. 全校： 
（1） 校園全面暫停開放訪客。 
（2） 教職員工生進入校園須測量體溫(並將體溫紀錄於「屏科大防

疫健康自主管理平台」app 內)、全程配帶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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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勤洗手。 
（3） 全校採單一出入口與實名制。 
（4） 進出校園各場域請登入「屏科大防疫健康自主管理平台」app

建立場域進出紀錄。 
（5） 校內餐廳及超商皆有營業，營業方式一律改採外帶購買形式，

暫不開放內用。進入餐廳前需感應學生證或服務證以落實實名

制。 
（6） 社團/學會活動及研討會產生群聚之活動全面暫停、延期或改

為線上辦理。 
（7） 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等身體不適狀況請立即就醫，並通知健

諮中心(分機 7611、7607)或校安中心(分機 7119、
0921-547-119)。 

2. 教學： 
（1） 課程全面採遠距教學至 5 月 30 號(後續視疫情發展決定是否持

續辦理)，期間之課程安排請同學與系所及老師密切聯繫。 
（2） 同學若已返家，得在家進行遠距教學，無須返校。在校同學可

自行決定返家或留校(分散於宿舍、圖書館、系館等)進行遠距

教學。 
（3） 體育課、實習、實作課程若無法進行遠距教學，得暫停授課，

待疫情情況穩定後再進行補課。後續再視疫情變化及實際狀況

修正。 
3. 重要提醒： 
（1） 避免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 
（2） 自我健康檢測(有症狀應就醫)，並通知健諮中心(分機 7611、

7607)或校安中心(分機 7119 或 0921-547-119)。 
（3） 手機下載並安裝「台灣社交距離 App」，以確保自身安全。 

（四）教務處： 
1. 一、碩士班學生學位口試如需配合視訊進行，請依規定簽准後辦理。 
2. 二、各類遠距教學軟硬體使用方式，請參照電算中心遠距教學指引(懶
人包)。 

（五）推廣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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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 5 月 13 日起全面暫停開放「農業暨生態教育導覽」(校園導覽)景
點參觀；待可開放時，再另行公布開放日期。 

2. 辦理訓練班、推廣教育活動(樂齡大學)防疫措施： 
（1） 依據屏東縣政府通知勞動大學課程自 5 月 16 日起停課至 6 月

8 日，之後課程要延期或退費依屏東縣政府通知辦理。 
（2） 樂齡大學課程自 5 月 16 日起停課至 6 月 8 日，後續視疫情發

展再決定是否持續辦理。 
（3） 自辦班別自 5 月 16 日起停課至 5 月 30 日，後續視疫情發展再

決定是否持續辦理。 
3. 本處城中區推廣大樓自 5 月 16 日起至 5 月 30 日暫停開放，後續視

疫情發展再決定是否開放租借。 
（六）圖書與會展館：自 110 年 5 月 12 日起實施單一入口管制措施及相關宣

導： 
1. 5/12(三)起由單側入口進館（四維路側），並自 5/16(六)起配合學校政

策謝絕校外人士入館閱覽。 
2. 5/12(三)起即宣導咖啡輕食區外帶優先，內用配合實聯制，自 5/17(一)
起改為全部外帶。 

3. 5/15(六)起暫停開放 B1 悅讀園靜讀區（因屬地下室空間較為密閉）。 
4. 5/17(一)起暫停館內 5 人以上之活動辦理，如新生班級導覽、讀書會

活動等。 
5. 5/17(一)起延長圖書借期至 10/7(一)，已出借圖書歸還日期為

5/17(一)~9/22(三)者延長還書日期至 9/23(四)。 
（七）其餘相關事項，請詳見本校第 258 次行政會議紀錄。 
二、 110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面試訂於 6 月 20 日（星期日）舉行，請系學會

與大一甄選入學管道之入學同學協助面試作業。 
三、 因應國內疫情升溫，暫緩辦理「2021 年諾偉司國際研究生獎學金頒獎典

禮暨專題講座」活動。 
四、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指導原則應

變措施指導原則，本系辦理情形如下表所示： 
工作事項/分工 辦理情形 

一、成立應變小組，製作緊急連絡電話表 1. 建立全系教師、研究員、各班班代、

第 3 頁，共 20 頁 



工作事項/分工 辦理情形 
或即時通訊群組，建立緊急通報系統。 
(系所請建立專兼任教師、學生之聯絡並

更新緊急聯絡電話) 

牧場組長緊急聯絡手機卡 (群組) 
2. 即時通訊群組建立完成 
3. 緊急聯繫機制已完整 

二、規劃替代支援人力： 
(一)規劃內部各單位間人力相互支援作

業措施，排定職務代理名冊，並落實職務

代理機制，且持續滾動修正。 
(內部行政人力請以院為單位互相支援) 

主任:余祺牧場主任:沈朋志張秀

鑾老師鄭富元老師/吳錫勳老師 
系辦:陳妍妙研究生:江芳瑜 

(二)盤點核心及可暫緩辦理業務，確認核

心業務在人力短缺時仍可維持，並 視需

要研訂工作流程，作進一步授權簡化，

以節省人力負擔。 

1. 活動類業務暫停或延緩 
2. 各類會議以群組討論進行 
3. 網頁上傳傳遞資料 
4. google 表單簽核 

(三)規劃防疫期間每日辦理核心業務所

需的必要及備援人力，並排定班表，到班

人數以不低於機關現有員額三分之二為

原則。 

系辦目前固定行政人員 2 人，可以輪

班制一人進行 

(四)業務 具特殊專業性，難覓替代人力

應立即安排少部分人員輪班，以利必要

時，實施人員之替補。 

無特殊專業性業務。 

三、規劃替代辦公場所：積極規劃可利用

之適當空間作為預備辦公場所，擬定分區

辦公名單 ，以因應未來如有部分辦公場

所遭隔離，禁止入內辦公，可作為替代或

分區之辦公場所，並確認替代辦公場所內

硬體設施及資(通)訊設備可用(靠)性。  

系辦替代辦公室:畜牧場 2 樓 

四、規劃資料備份作業：為因應局部辦公

場所被隔離期間，支援人員承辦業務所

需，緊急重要案件應予備份並另行存放。

又公務之處理應善用資通訊設備，俾利支

援人員得即時銜接業務，賡續公務之處

1. 將公務資料定期備份於不同載具。 
2. 以 Email/雲端/系網頁，傳遞留存可

即時下載資料，以利銜接業務、公

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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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項/分工 辦理情形 
理。 
五、規劃居家辦公： 
(一)以透過資(通)訊設備處理或能夠獨立

作業，自主性高、機密性低、毋須與民眾

面對面接觸或需特殊設備之業務，經機關

審酌業務性質適合居家辦公者始得實施。 

系所多項業務可透過資(通)訊設備處

理，少量業務無法透過資(通)訊設備

處理，以固定排班一人及排班時間處

理。 

(二 )依業務性質規劃部分人員利用網

路、傳真、電話及視訊等工具居家辦公，

每日人數以不高於機關現有員額三分之

一為原則。 

系辦業務規劃利用網路，電話居家辦

公時，以一人為原則。 

(三)居家辦公者每日上班時數 8 小時，每

週工作總時數 40 小時，得視業務性質，

對於居家辦公者明定其工作時間、工作內

容、加班認定方式、建立工作紀錄(含工

作目標、期程、執行情形等)及特殊情形

須親赴辦公場所等工作規範，並使用符合

資訊安全之通訊設備或軟體，於核心上班

時間內保持即時聯繫，通訊管道暢通。 

1. 系辦業務及教師相關執行事項，適

於居家辦公者，依規定工作時數辦

理。 
2. 居家辦公，使用賴群及 email/雲端

作為通訊及傳遞檔案管道。 
3. 另填寫工作日誌以利業務順暢。 

(四 )機關應建構網路資訊傳輸安全機

制，重要公文書或資料應加密處理或加密

隨身碟存取，防止資訊外流，並實施居家

辦公員工之帳號與密碼等身分識別媒介

控管作業，避免其他人員盜用或誤用。另

應加強網路監測作業，預防網路惡意入侵

行為，確認實施對象端及機關端間之網路

資訊傳輸安全機制，以確保資訊安全。(電
算中心、各單位配合) 

動畜系配合本校電算中心之各項措

施 

陸、 報告案： 
一、 本（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期實習材料費請尚未核銷之老師於本（110）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前至將收據或發票送系辦公室核銷，請用鉛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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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或發票註明『申請老師姓名』、『廠商支領』或『老師代墊』。 
二、 教務處課務組通知：因應國內疫情升溫，即日起暫緩教師實地訪視，待

疫情穩定後再前往探視學生或以其他方式替代，說明如下： 
（一）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提高防疫等級，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8

日（共 4 週）暫緩教師實地訪視，請以其他替代方式關心並掌握學生

實習狀況，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場所。 
（二）本（109-2）學期需校外實習系所請評估實習場域，因防疫要求或至有

感染疫情場域（國家）疑慮實習者，可暫停實習，若畢業前無法完成

實習之個案，由系所從寬認定以專簽予以協助，減少實習時數或回學

校以替代課程補課。 
（三）110 年 6 月 8 日後之防疫等級及作為，視國內疫情發展調整之。 
三、 校外實習資訊：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110 年度大專生暑期實習，因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本次僅提供 2 名實習機會。為避免群聚感染，本

次則不開放畜產訓練中心宿舍，亦不提供膳食，學生需自行處理住宿

及用餐事宜，並請自備防疫所需口罩，亦將落實定期量則額溫及保持

安全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如因疫情發生變化，亦保留實習內容及時

間變動之權利。實習報名時間自即日起 6 月 4 日（星期五）止接受報

名，欲申請之學生請填寫報名表，擲交系辦公室彙整，統一由系所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報名，本系申請期限至 110 年 5 月 31 日

止。 
（二）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暑期實習機會，實習內容為公司各部們業

務了解與實習（包括工廠／物流／採購／配方／銷售）資格格件以大

三升大四以及碩一升碩二之在校學生，其需求人數為 4 名（需學生提

供履歷，公司審查後決定入選名額）。 
四、 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通知：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工作，避免餐聚活動

增加個人風險，尚未辦理導生活動聚會之班級，請停止辦理全班班聚活

動。惟畢業班級之學生將於本學期畢業離校，仍請於本學期辦理及核銷

完畢，並採取發餐盒方式辦理。若已辦理之導生活動費仍可依規定辦理

核銷事宜，並請於期限內（110 年 6 月 4 日前）核銷完畢；尚未辦理之班

級，可改採取發餐盒請學生帶回享用或順延至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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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請務必於 110 年 6 月 4 日前完成活動辦理並核銷，逾期將全數收

回該班級導生活動費。各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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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中鳳教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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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劭于教師）：無。 
（五） 推廣教授（吳錫勳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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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自毅教師）：無。 
（八）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吳錫勳教師）：無。 
（九）系學會指導老師（楊國泰教師與姜中鳳教師）：無。 
（十）職涯導師（鄭富元教師與楊國泰教師）：無。 
（十一） 教師會聯絡人（陳志銘教師）：無。 
（十二） 系教官（蘇文男教官）：如附件二。 
六、 大三實務專題名單（請鄭老師報告）：如附件三。 

柒、 上次會議討論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有關 110 學年度學士班缺

額（轉系、轉學）案，請討

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提案二 

有關至海生館招生活動及

相關內容資料案，請討論。 

 

本次活動由林郁涵研究員與黃祖瀛研究

員前往招生。 

 

照案執行。 

提案三 

有關「臺灣評鑑協會－生源

 

待下次會議行再行說明討論。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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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競爭分析報告基礎版」案，

請討論。 

 
捌、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擬聘許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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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考試委員除

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所提論文學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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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研究員。 
（三）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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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錫勳 
張秀鑾 

許晉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

所 
研究員 博士 

吳錫勳 
張秀鑾 

楊鎮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

所高雄種畜繁殖場 
副研究員兼

場長 
博士 

彭劭于 
沈朋志 
林郁涵 

林郁涵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

心 
助理教授級

研究員 
博士 

四、 檢附考試委員之相關經歷（如傳閱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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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學期（109-2）本系學生提送學位論文專業檢核機制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3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7810 號函辦理請各大學

校院建置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以確保學位論文品質，

落實學術自律。 
二、 本校因應教育部為確保學生學位論文之品質，於 109-1 學期起，碩博士

生提學位考試時，其學位論文是否符合所屬系所專業研究領域須經召集

人簽章，而系（所、學位學程、專班）則須建置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

核機制。 
三、 本次申請學生資料如下： 
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專業研究領域 

檢核勾選 
M10826001 江芳瑜 余祺 口服戴奧辛膠囊於改鴨

及土番鴨孵化率、生長性

能、血液生化值及組織戴

奧章分布之影響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826002 陳偉群 吳錫勳 
張秀鑾 

應用國產芻料於臺灣水

鹿產茸之研究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826006 劉雅醇 吳錫勳 
張秀鑾 

應用商用完全混合日糧

飼養產茸期臺灣水鹿之

研究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826004 古家銍 沈朋志 
余祺 

黴菌毒素及退黑激素之

添加對豬卵母細胞發育

能力之影響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826008 黃曲佑 沈朋志 
余祺 

有機氯化合物種類及培

養階段對孤雌激活豬胚

後續發育能力及基因表

現之影響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826007 王恕旋 彭劭于 
沈朋志 

分析豬輸卵管幹細胞之

細 胞 外 囊 泡 及 探 討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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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專業研究領域 
檢核勾選 

林郁函 miRNA 對於卵母細胞影

響 
M10826009 邱鼎欽 鄭富元 

陳志銘 
不同舒肥條件對紅羽土

雞與白肉雞肉質影響之

研究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826010 藍啟順 彭劭于 
林郁函 

飼料添加劑（單寧酸、火

龍果）種類及保溫型式對

保育豬生長性能之影響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826011 林彥銘 楊國泰 調查封閉式雞舍中不同

空域之總生菌數及菌項

分析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826012 李榮春 彭劭于 
黃晁瑋 
李滋泰 

發酵豆渣應用於豬隻生

長性能及屠體性狀分析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726004 楊希平 彭劭于 
吳羽婷 

牛豬雞腸道菌相之探討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M10726010 羅蘭 翁瑞奇 
李嘉偉 

熱緊迫下飼糧的澱粉與

脂肪比例對肉雞的生

長、行為、屠體特徵和血

液參數的影響 

□符合專業 
□建議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三                                 
案由：有關防疫期間遠距教學、校外實習與單一入口量體溫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 110 年度第 6 次(第 258 次)行政會議紀錄辦理，會議結論節錄如

下： 
（一） 因應屏東地區新冠肺炎疫情提升至準三級警戒，本校全面實施同

步/非同步遠距教學。請授課教師注意教室環境通風，師生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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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保持安全距離(梅花座)，全程戴好口罩、實名制等防疫規範。 
（二） 校外實習之學生於校外機構實習者，如學生因疫情有被感染之顧

慮得提出終止實習，成績計算採計由各系與實習機構依權限處理。

尚未開始校外實習，應暫緩實施。 
二、 本系因應措施： 

（一） 牧埸工作不能停擺，請大二學生及有在進行動物試驗的實驗室需

如需正常至牧埸餵養動物 
（二） 請隨時戴好口罩，多多用肥皂冼手 
（三） 遠距教學方式老師可選擇（1）上課時閒線上授課 （2）準備錄

音／錄影檔案 上傳雲端或數位學習平台供學生觀看學習 
（四） 暫停校外人士來訪 
（五） 5 月 17 日起之單一出入口管制全日門禁管制，師生需刷卡進入系

館，請至系辦量體溫 
（六） 鼓勵北部學生留在學校，少搭大眾交通工具 
（七） 其餘細則依學校防疫小組公告滾動式調整 

決議： 
一、 遠距教學上課方式為同步/非同步教學，建議採同步線上教學、同步線上

互動討論，也同時保留相關授課互動紀錄（如課程互動討論、授課內容）

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 
二、 體溫量測請至系辦，請將體溫紀錄於「屏科大防疫健康自主管理平台」

App 內 
三、 校外實習之學生因疫情而提出終止實習者，終止日期及成績計算至本週

五（110 年 5 月 21 日），結束後，請通知實習單位將學生實習成績寄回

學校。若未提出終止實習者，則依照校外實習說明會宣佈日期辦理，請

研究室老師協助調查每位學生是否要終止或是繼續實習。無論終止或是

繼續實習請提醒同學，請佩戴口罩，避免不必要移動。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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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0 年度第 6 次(第 258 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5月17日（星期一）下午3時30分 
貳、地點：圖書會展館4F國際會議廳 
參、主席：戴校長昌賢 
肆、出列席人員：如座位表及會場照片紀錄                                                                        紀錄：金紘昌 
伍、主席報告 
一、本校最近研商之各項防疫措施及實施遠距教學時機，皆是考量減少學生移動造成

風險，並以維護校園安全及學生的受教權為最高原則。但是由於疫情一日數變，

不得不做滾動式修正。 
二、目前政府未宣布停止上班，遠距教學也非停止上課。無論課堂有無學生，教師仍

應到校授課進行同步/非同步教學錄影。 
三、遠距教學期間，無論同步/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各位教師在每次課程隔日，確認學

生是否完成遠距學習。 
四、請教師將各課程遠距教學方式公告於教學平台，並週知學生。 
五、請各教學單位依據近日防疫小組防疫公告及本次會議決議事項，於明日(5月18日)

召開系所務會議，讓各教師同仁知照。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影本，5月21日前送達行

政副校長室，請行政副校長檢核。 
六、由於疫情變化太快，各項防疫措施如需滾動調整，由防疫小組會商後發布。 

陸、各項防疫措施： 

行政副校長室 
一、請各單位落實執行單一出入口管制及體溫量測。教學單位除職員及行政助理外，

可搭配工讀生、計畫助理及研究生等人力。如人力仍不足，請洽行政副校長室協

調處理。 
二、行政副校長近日將會同教務長、學務長、健康諮商中心主任，到各系了解各項防

疫措施及遠距教學實施情形。 

學務處：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5 月 16 日起防疫新措施： 

一、全校 
(一)校園全面暫停開放訪客。 
(二)教職員工生進入校園須測量體溫(並將體溫紀錄於「屏科大防疫健康自主管理平台」

app 內)、全程配帶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並勤洗手。 
(三)全校採單一出入口與實名制。 
(四)進出校園各場域請登入「屏科大防疫健康自主管理平台」app 建立場域進出紀錄。 
(五)校內餐廳及超商皆有營業，營業方式一律改採外帶購買形式，暫不開放內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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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餐廳前需感應學生證或服務證以落實實名制。 
(六)社團/學會活動及研討會產生群聚之活動全面暫停、延期或改為線上辦理。 
(七)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等身體不適狀況請立即就醫，並通知健諮中心(分機7611、

7607)或校安中心(分機 7119、0921-547-119)。 
二、教學 

(一)課程全面採遠距教學至 5 月 30 號(後續視疫情發展決定是否持續辦理)，期間之課

程安排請同學與系所及老師密切聯繫。 
(二)同學若已返家，得在家進行遠距教學，無須返校。在校同學可自行決定返家或留

校(分散於宿舍、圖書館、系館等)進行遠距教學。 
(三)體育課、實習、實作課程若無法進行遠距教學，得暫停授課，待疫情情況穩定後

再進行補課。後續再視疫情變化及實際狀況修正。 
三、重要提醒 

(一)避免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 
(二)自我健康檢測(有症狀應就醫)，並通知健諮中心(分機 7611、7607)或校安中心(分

機 7119 或 0921-547-119)。 
(三)手機下載並安裝「台灣社交距離 App」，以確保自身安全。 

教務處 
一、碩士班學生學位口試如需配合視訊進行，請依規定簽准後辦理。 
二、各類遠距教學軟硬體使用方式，請參照電算中心遠距教學指引(懶人包)。 

推廣教育處 
一、自 5 月 13 日起全面暫停開放「農業暨生態教育導覽」(校園導覽)景點參觀；待可

開放時，再另行公布開放日期。 
二、辦理訓練班、推廣教育活動(樂齡大學)防疫措施： 

(一)依據屏東縣政府通知勞動大學課程自 5 月 16 日起停課至 6 月 8 日，之後課程要

延期或退費依屏東縣政府通知辦理。 
(二)樂齡大學課程自 5 月 16 日起停課至 6 月 8 日，後續視疫情發展再決定是否持續

辦理。 
(三)自辦班別自 5月 16日起停課至 5月 30日，後續視疫情發展再決定是否持續辦理。 

三、本處城中區推廣大樓自 5 月 16 日起至 5 月 30 日暫停開放，後續視疫情發展再決

定是否開放租借。 

職涯發展處 
編號 課程/活動名稱 原訂辦理日期 因應措施 

1 教育部 UCAN 施測(34 班) 110/05/17-110/05/28 採取線上測驗 
2 教育部大專生公部門見習校園說明會 110/05/31 延期辦理 
3 學生職涯諮詢巡迴 110/05/17 取消辦理 
4 系所履歷面試講座、職種說明會 110/05/17、19、24、25 延期辦理 

5 達人學院行銷設計學堂-社群行銷 110/05/15-16 延期至
110/06/19-20 辦理 

6 達人學院行銷設計學堂-新產品上市文宣設計 110/05/22-23 延期至
110/06/05-06 合併

第 13 頁，共 20 頁 



編號 課程/活動名稱 原訂辦理日期 因應措施 
辦理 

7 達人學院行銷設計學堂-數位行銷與實作 110/05/29-05/30 延期辦理 
8 達人學院職能培力學堂-職場問題分析與解決 110/05/29 延期辦理 
9 職涯導師會議 110/06/08 視疫情情況而定 
10 職涯發展委員會議 110/06/28 視疫情情況而定 

圖書與會展館 
一、自 110 年 5 月 12 日起實施單一入口管制措施及相關宣導： 
（一）5/12(三)起由單側入口進館（四維路側），並自 5/16(六)起配合學校政策謝絕校外

人士入館閱覽。 
（二）5/12(三)起即宣導咖啡輕食區外帶優先，內用配合實聯制，自 5/17(一)起改為全

部外帶。 
（三）5/15(六)起暫停開放 B1 悅讀園靜讀區（因屬地下室空間較為密閉）。 
（四）5/17(一)起暫停館內 5 人以上之活動辦理，如新生班級導覽、讀書會活動等。 
（五）5/17(一)起延長圖書借期至 10/7(一)，已出借圖書歸還日期為 5/17(一)~9/22(三)

者延長還書日期至 9/23(四)。 

體育室 

一、體育館經簽准使用除體育課程外，開放至下午 5:00。操場及戶外球場仍開放至晚

上 8:30。 

柒、討論提綱 

一、有關防疫期間業界專家蒞校協同教學、校外實習、教學助理(TA)基礎培訓、教師

成長研習營、高中職學生暑期多元學習試辦方案及高中職師生暑期營辦理情形： 
結論： 
(一)因應屏東地區新冠肺炎疫情提升至準三級警戒，本校全面實施同步/非同步遠距教

學。請授課教師注意教室環境通風，師生及學生之間保持安全距離(梅花座)，全

程戴好口罩、實名制等防疫規範。 
(二)於防疫期間，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建議儘量採同步遠距教學或暫緩實施。 
(三)校外實習之學生於校外機構實習者，如學生因疫情有被感染之顧慮得提出終止實

習，成績計算採計由各系與實習機構依權限處理。尚未開始校外實習，應暫緩實

施。 
(四)本校兼任教師停止到校授課，並比照專任教師採取遠距教學方式授課。 
(五)原訂 110 年 6 月 6 日之教學助理(TA)基礎培訓，採取線上培訓方式辦理。 
(六)110 年 5 月、6 月教師成長研習營暫緩辦理。 
(七)110 年 7 月 5 日～9 月 10 日辦理高中職師生暑期營，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

定及相關疫情因應措施辦理。 

二、學生宿舍內廚房因應防疫目前全面暫停使用，請考量有特殊飲食習慣的學生需求。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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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降低因共用食器、共餐等潛在風險，仍暫時停止使用學生宿舍內廚房。學務處

會商請第 2 餐廳儘量提供有特殊飲食習慣學生之需求。 

捌、其他討論決定事項 
一、遠距教學期間學生可選擇來教室上課或遠距教學。學生因特殊因素可請防疫假。 
二、產學攜手專班、校外實習如企業依契約給予工資，是否能暫時停止實習；經洽詢

教育部業管科室之回復，因為每家廠商防疫規範不同，請系所與廠商協調。 
三、科技農業專班學生校外實習與實習機構之契約，是否能暫時停止實習，請科技農

業專班函請農委會決定。 
四、請各教學單位配合學務處，進行學生 5 月 1 日後曾返回(前往)彰化以北地區之活動

史調查。 

玖、散會：下午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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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校園安全宣導 1100517 
 
壹、本學期校安事件〈2 月 22 日至 5 月 17 日止〉：計有車禍 87 件 154 人。 

本校近期車禍案例宣導： 
一.4月 23日 1500時生機系郭同學騎機車於霧台谷川大橋前觀景台處因車速過快而

自摔，郭同學由救護車送龍泉醫院治療。郭生右手肘骨折，其他身上多處擦傷。 
二.4 月 23 日 1630 時時尚系 1A 吳同學騎機車後載同班曾同學在萬丹鄉社皮路 1 段

305號,與民人開車發生擦撞,兩位同學分送署立屏東醫院及屏東基督教醫院治療。

吳同學送署立屏東醫院急診室，頭部出血意識不清、於晚間轉送高雄長庚醫院持

續治療。曾同學該生左肩骨斷裂，其餘身體外表擦傷。 
三.5 月 1 日 1800 時環災學程黃 00 騎機車在信義路(麟洛交流道附近)，與民人發生

車禍，黃 00 粉碎性骨折由救護車送屏東基督教醫院急診， 
 
貳、交通稽查小組將加強取締校內無車輛識別證之車輛。 
交通稽查重點: 
一.違規停放車輛 
二.闖紅燈 
三.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含電動自行車) 
四.本校區(學府路與忠孝路口)機慢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 
五.入校車輛無車輛識別證。 
 
參、509 公車端午節連續假期預約專車宣導： 
一.因應端午節連假前一天 6 月 11 日為星期五班次，下午由本校至屏東市轉運站的

班次有 12：50、13：25、15：25、16：00、17：30、18：00、19：50、20：30、
21：45 等 9 班次，請師生多運用搭乘。6 月 14 日(一)調整為週五發車班次，6 月

13 日(日)調整為週一至周四發車班次。 
二.加派 509A 加班車需求，以 DRTS 預約方式進行媒合派車。可預約 12:40、15:15、

17:20 等 3 班次，請於 6 月 9 日（星期三）15 時前完成預約。 
 
肆、109年疫情開始，自傷自殺個案數上升，重複自傷情形也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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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心理適應測驗結果發現，新生普遍遇到的問題前三名是：(1生氣與衝動

、2憂鬱，3課業與作息)。這學期新生情緒狀況比過去嚴重，來案量也增加，

也意味著學生主動求助意願增加，師長們也協助轉介關懷。學諮中心從預防

到諮商介入，會持續與導師、系所、系教官、校安中心共同關心與努力，及

時接住我們的學生，讓學生安心就學，安全畢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操行分數登錄作業時限管制表 
週別 日期時段       生輔組行政作業事項 各系（所）辦及班導師協助事項 

第 10 週 4/26 日-5/2 日 

運用【通知函】及【校園搶先
報】等方式，惠請各系(所)配
合行政作業期限，並開始擲送
學生獎懲建議表(紙本)。 

1.請系(所)辦同仁先行檢視是否於 
「導師輔導支援系統」完成「導生 
設定」功能?尤其是 轉系生、轉學 
生或復學生…」等。 
2.提醒各班級導師，針對學生優劣事蹟
建立資料，以便日後核予操行加（減）
分成績依據。 

第 11 週 
及 

第 12 週 
5/3 日-5/16 日 

5/3 日起陸續收到各系(所)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獎懲
資料(紙本)後，實施電腦系統
線上登錄作業。 

109.5.14.(星期五)下午 5 時截止: 
1.【各系(所)、導師】送繳獎懲建議表(紙
本)。 
2.畢業班學生獎懲(紙本)資料請於 
時限內送達，以維同學權益。 

第 13 週 5/17 日-5/23日 

1.5/17 日本學期【線上登錄】 
學生獎懲資料(紙本)【作業截 
止】。 
2.在學學生之逾期的學生獎懲 
資料(紙本)移至下學期登錄。 
3. 重大獎懲事件，個案處理。 

自 5/17 日起至 5/23 日止: 
1.各班【導師上網】查看同學操行 
 分數並依綜合表現【加/減操行分 
 數】。 
2.畢業班學生操行加(減)分成績，請 
於上開時限內完成填入(生輔組需 
核算畢業班操行成績前三名同學名 
單簽核)。 
※事關同學權益，惠請導師務必於 
期限內上網加/減同學操行分數，逾期恕

無法補登作業。 

第 14 週 5/24 日-5/28 日 

1.彙整印製及核算 109 學年度 
畢業生操行成績及名次。 
2.系統轉檔及結算各畢業班操 
行成績前三名。 
3.行政公文簽核作業。 

會簽各系(所)畢業班操行成績前三 
名學生名單及確認其英文姓名，俾 
便製作獎狀。 

第 15 週 5/31 日-6/4 日 
1.提供各班操行成績前三名 
名單與課指組。 
2.製作各畢業班前三名獎狀。 

 

第 16 週 6/7 日-6/11.日 
將各畢業班操行成績得獎學
生獎狀分送各系所及課指組。 畢業班期末考試。 

第 17 週 6/14 日-6/19 日 
1.準備畢業典禮行政事項。 
2.110 年 6 月 19 日畢業典禮。 110 年 6 月 19 日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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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日期時段       生輔組行政作業事項 各系（所）辦及班導師協助事項 

第 18 週   6/21 日-6/25 日 
提供學生事務委員會109學年
度第 2 學期操行成績資料 本學期期末考試。 

 110.06.28.日 依 109-2 學期行事曆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 

1. 學生行為綜合表現含系學會幹部、班級幹部、課代、課程小老師、熱心服務、協

助班上（系上）活動…等。由導師考評並依優劣事蹟，於操行分數核予加（減）5
分成績。 
2. 除可歸屬導師評比之事由外，各權責單位依學生個別優劣表現，填寫學生獎懲建

議表(紙本)依程序審核後，送生輔組登錄獎懲資料。 
3. 學生獎懲建議表請把握「獎懲即時」，切勿延遲至行政作業截止日後，無法納入

本學期操行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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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10-1 四動畜三 A 研究室學生名單 
序號 學號 姓名 研究室 指導老師 

1 B10826029 蘇榮典 營養生理研究室 余祺 
2 B10826032 陳妍樺 營養生理研究室 余祺 
3 B10826039 陳峻杰 營養生理研究室 余祺 
4 B10826064 詹沁云 營養生理研究室 余祺 
5 B10826066 曾洺逸 營養生理研究室 余祺 
6 B10926151 陳寳同 營養生理研究室 余祺 
7 B10926251 陳姵榛 營養生理研究室 余祺 
8 B10826002 康熙宸 草食動物營養與飼養研究室 吳錫勳 
9 B10826034 龍柏翰 草食動物營養與飼養研究室 吳錫勳 

10 B10826058 許宥翔 草食動物營養與飼養研究室 吳錫勳 
11 B10826070 郭貽萬 草食動物營養與飼養研究室 吳錫勳 
12 B10826071 廖家慧 草食動物營養與飼養研究室 吳錫勳 
13 B10827045 王羿婷 草食動物營養與飼養研究室 吳錫勳 
14 B10926252 翁瑞甫 草食動物營養與飼養研究室 吳錫勳 
15 B10826009 陳睿君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16 B10826010 張庭瑄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17 B10826011 陳泰諺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18 B10826014 楊育霖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19 B10826017 曾璟婷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20 B10826022 翁聖賀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21 B10826023 林劭恩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22 B10826027 范博竣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23 B10826049 張茵音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24 B10826059 林欣樂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25 B10826062 王順吉 分子胚胎研究室 沈朋志 
26 B10813019 何中庸 育種與牧場經營研究室 姜中鳳 
27 B10826020 葉瑞庭 育種與牧場經營研究室 姜中鳳 
28 B10826047 施沛淇 育種與牧場經營研究室 姜中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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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號 姓名 研究室 指導老師 
29 B10826051 呂宛醍 育種與牧場經營研究室 姜中鳳 
30 B10826056 廖泓凱 育種與牧場經營研究室 姜中鳳 
31 B10826067 李建德 育種與牧場經營研究室 姜中鳳 
32 B10827047 林芷玉 育種與牧場經營研究室 姜中鳳 
33 B10812054 潘靜 肉品加工研究室 陳志銘 
34 B10826008 石采銓 肉品加工研究室 陳志銘 
35 B10826036 葉承凱 肉品加工研究室 陳志銘 
36 B10826003 吳欣儒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37 B10826006 黃瑢文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38 B10826013 李昕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39 B10826016 郭宇甄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40 B10826021 官澔遠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41 B10826041 許弘郁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42 B10826044 巫佳恩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43 B10826045 徐品涵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44 B10826054 吳修旻 生殖科技研究室 彭劭于 
45 B10826001 謝耀霆 分子遺傳研究室 楊國泰 
46 B10826005 邱智明 分子遺傳研究室 楊國泰 
47 B10826026 阮采瑩 分子遺傳研究室 楊國泰 
48 B10826028 戴彣玹 分子遺傳研究室 楊國泰 
49 B10826030 林淳欽 分子遺傳研究室 楊國泰 
50 B10826042 鄭珮汝 分子遺傳研究室 楊國泰 
51 B10826043 陳鈺麒 分子遺傳研究室 楊國泰 
52 B10726064 陳譽丹 畜產品利用研究室 鄭富元 
53 B10812037 陳宇亭 畜產品利用研究室 鄭富元 
54 B10826019 陳穎虹 畜產品利用研究室 鄭富元 
55 B10826037 李哲宇 畜產品利用研究室 鄭富元 
56 B10826040 黃承佑 畜產品利用研究室 鄭富元 
57 B10826057 楊竣評 畜產品利用研究室 鄭富元 
58 B10826068 柯玉洲 畜產品利用研究室 鄭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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