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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週會 

 

日期：102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1:20-3:00 

地點：農藝館 1 樓 

主席：黃文理主任 

 

系週會議程： 

頒獎與獻獎：101-1 書卷獎、業界見習心得競賽 

校務與系務宣導：黃文理主任 

系學會報告：楊佳融會長 

志工隊報告：陳佳吟隊長 

提問與建議： 

散會。 

 

一、校務與系務宣導：黃文理主任 

（一）系務相關： 

 

1. 101 年 12 月 9 日畢業系友林庚蔚高中農業技術高考二級(研究所畢業才能報考)，從 80

位應考者中，經初試錄取 9 位，再經複試錄取 6 位，順利錄取表現相當優異。 

2. 102 年 2 月 21 日本校碩士班放榜錄取在校系友與畢業系友鄭宇辰、溫甯翔、白宗晏、

李芳琳、陳冠全、王冠博、夏敏瑜、陳峻緯、張力文、黃元致、池哲宇、李家昇、王

品傑(1)、許赫容(3)、張育絢(5)、吳榮章(6)，計正取 12 位，備取 4 位(預計能備取上)；

莊婉歆、葉志湧(推甄錄取)，合計 18 位。 

3. 102 年 2 月 26 日 101 年專門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放榜本系系友楊智弘(大學部第五屆)

錄取高等考試農藝技師。 

4. 102年 3月 5日(星期二)101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基層特考放榜本系系友錄取三等農業

技術類科: 新北市:李炫學(大學部 96 年畢業)；台南市:楊士萱(榜首，101 年碩士班)、

楊復森(大學部 99 年畢業)；桃園縣:張家銘(碩士班 95 年畢)；彰投區:詹琇媚；雲嘉區:

施怡如(二技部第 1 屆 90 年畢)、游庚諭(二技部第 2 屆 91 年畢)、屏東縣:蔡耀賢(大學

部 100 年畢)；四等農業技術類科:高雄市:張瑋倫(榜首，大學部第 8 屆 100 年畢業，

碩士班二年級)；花東區:羅金學(榜首；大學部四年級 102 年畢業)，合計 10 位錄取 101

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基層特考，表現相當不錯。 

5. 102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中興大學碩士班放榜在校系友與畢業系友錄取農藝學系碩士

班陳冠全、鄭宇辰、李芳琳、楊斯溦、許鐈云(在職生)、張佳祐(1)、李家昇(4)、張力

文(5)計 5 位正取，3 位備取(預計可備取上)，合計 8 位錄取中興農藝研究所。 

6. 102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台灣大學碩士班放榜在校系友錄取農藝學系碩士班陳冠全、

鄭宇辰；錄取農業化學系碩士班:朱曜，合計 3 位錄取。 

7. 102 年 3 月 20 日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結果，本系計篩選一般生 67 位，原住民

生 5 位，最低篩選級分為 58 級分，在以總級分篩選之科系(全校 13 系)中，本系全校

中僅次於獸醫(69)、動科系(60)、電機系(60)、資工(59)，排名第 5 成績相當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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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系設有周欽俊校友急難救助金，家庭遭逢變故且家庭陷入困境者，可向導師報告，

經導師推薦後提出申請。另本系榮譽教授，現任台糖公司董事長胡懋麟博士，也透過

系友會提供本系清寒學生獎學金，若有急難需求的同學可向導師、系友會秘書長侯金

日老師或系辦提出申請。 

9. 本系將於今年 4月 29至 30日兩天接受教育部委託之高教評鑑中心進行第二週期系所

評鑑，評鑑結果對系之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目前已完成所有書面資料之填寫與上

傳，接下來就是盡全力準備各項資料，嚴陣以待，也希望同學們多加配合，不論是環

境清潔、禮貌、以及被抽中進行訪談的發言，準備評鑑應該是全系所有師生、職員的

事，不只是系主任或老師的事，同學們除被動地配合評鑑外，也應該想想自己能替系

上提供哪些協助，彰顯系上的特色。 

10. 大家應該也發現本系館 1 樓現在有了不一樣的面貌，不僅是一樓的展示櫃，六樓陽台

的網室、系館後方高台上的溫室等等，系上一步步在改善教學與研究的設施，提供大

家更多有用的資訊與提升教學成效，也希望大家要多加協助維護並充分利用這些設

施，除陸續蒐集中的各種作物種子與標本外，一樓走道也會不定期展示各項與農藝相

關的成果或內容，像目前以臺灣的良質米品種為主要展示內容，這些投資無非希望讓

同學們及來訪家長來賓，更了解農藝作物以及研究領域，也歡迎大家協助提供更豐富

的資訊或提供共多創意。 

11. 本系已召開系課程規劃委員會，邀請各班代表出席，修訂完成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必

選修科目冊，謝謝各位同學的寶貴意見，也希望大家持續提供各項課程改善之建議。 

12. 為鼓勵大家繼續留在學校攻讀碩士班，學校訂有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學

生得於三年級下學期結束後，於每年六月卅日前，向各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修讀五年

一貫學程。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頇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畢生）取得學士學位，

並於畢業年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

班研究生資格。 

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從 102年度起，召集國內農業相關系所試辦「農業經營見習計畫」，

今年選定 32 家優質農場提供若干名額給同學們申請於暑假期間到這些農場進行見

習，預計各系 5 個員額，歡迎大二以上有興趣的同學們於 4 月 10 日前跟侯金日老師

或我本人報名。 

14. 為提升大家的實務操作能力，除正規實驗實習課程外，系上也會安排許多校外參訪、

專題演講等，另外，系上也積極鼓勵所有同學參與各項校內外專業服務工作，最近有

許多系上同學參與校外專業服務的媒體報導，也歡迎所有同學都可參與。 

15. 學校執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已有多年時間，大家應該感受到學校這幾年多了很多競

賽、活動、研習等等，當然在課堂上應該也有明顯感受到進步，譬如說增加了教學助

理、各種評量、參訪活動、數位化學習等等。配合學校教學卓越計畫之執行，雖然讓

老師與同學多了許多的工作，不過就學校體質而言應有相當顯著之改善，希望同學們

能多加認識學校教卓計畫，並積極參與各項教卓相關活動。 

16. 本校同學畢業需有英文能力與資訊能力檢定及格門檻，目前本系尚有許多學生尚未通

過這兩項檢定，請同學們再多加強，也請導師多加輔導。 

17. 請同學們務必注意交通安全，騎乘機車一定要戴安全帽，在轉彎處或對路況不熟處需

減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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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校園智慧財產權與兩性平權已是世界潮流，更是本校極力宣導的觀念，請同學門購買

正版書籍、勿違法下載資料，避免侵權。另外，本校校園是全面禁菸，希望大家彼此

尊重，共享和諧的校園環境。 

 

（二）相關宣導資料 

1. 本校設立宗旨、校訓與教育目標 

本校自民國89年2月1日由原嘉義技術學院與嘉義師範學院兩校合併成立

之綜合大學後，校務發展目標即以「整合、多元、前瞻、大格局」為主軸。師

生們期望保留並進而發揮兩校原有的辦學特色，結合地方資源，考量區域性需

求及優劣條件，以「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之發展使命與願景為本

校設立宗旨，以研究高深學術及培養專門人才為要務，積極建構一個充滿關

懷、溫馨、和諧及人文氣息之校園。各單位經過多次討論，自100學年起依本

校屬性與近程、中程、長程發展之規劃，提出「具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之綜合

型大學」為本校之發展定位，期能逐漸發展成為一所具有國際水準且具特色之

優質大學。在此發展定位下，本校校務發展規劃，以「誠樸、力行、創新、服

務」本校校訓為主軸，規劃五育並進之校務發展目標，以培育勇於創新、追求

卓越、術德兼備，能關懷社會服務他人之現代優秀青年。 

 

2. 農學院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 

農學院以追求現代農業科技、發展精緻農業，以達成促進農業生產、生活、

生態永續經營利用之教育為設立宗旨。並以培育追求卓越與創新之人才、培育

術德兼備與全人發展之人才、培育具備關懷社會與文化意識之人才、培育具備

現代農業科技理論與實務素養之人才、及培育具備全球視野之人才為農學院之

教育目標。 

 

3. 本系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 

大家可以多連結到系網頁查詢相關訊息。 

 

（1） 本系設立宗旨：農藝學系是本校成立最早且具優良傳統的系所，也是

一門維持人類糧食需求與提升生活品質相關重要科學。本系之設立為

配合國家糧食政策與嘉義大學立校之精神，以創新培育新品種、精進

糧食生產技術、開發具潛能之藥用作物、及推動在地社區農業技術之

推廣與服務為主要發展方向，藉此培育科技創新與應用能力兼備之基

層中高級農藝科技人才。為因應全球人口增加與氣候變遷導致之糧食

危機，除教導學生農藝基礎學理外，更需不斷創新研發農業新科技，

以增加糧食生產與作物品質改善。此外，也將傳授學生對有機農業與

生態保育的知識，俾能兼顧科技發展與永續農業的農業新綠色革命。 

（2） 本系教育目標： 



 4 

a. 培育具備現代農業科技理論與實務素養之農藝人才。 

b. 培育術德兼備與全人發展之農藝人才。 

c. 培育具優越行政能力之農藝人才。 

d. 培育追求卓越與創新之農藝人才。 

e. 培育具備關懷社會與文化意識之農藝人才。 

f. 培育具備全球視野之農藝人才。 

 

（3） 本系核心能力 

a. 農藝科學相關專業知能。 

b. 農藝科學技術實作與研究能力。 

c. 獨立思考與創新農藝科技能力。 

d. 溝通領導與公民素養能力。 

e. 農業生態與環境保育專業能力。 

f. 在地農業關懷與全球農業意識。 

g. 自我反思與道德實踐能力。 

h. 人文關懷與鑑賞能力。 

 

（4） 本系課程地圖 (三圖 )—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生涯進路圖

（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webcourse/epf_viewer.aspx?DN=3

310），提供系上學生修課與未來出路重要參考。 

 

 

 

二、系學會報告: 楊佳融會長 

 

 

三、志工隊報告: 陳佳吟隊長 

 

 

四、提問與建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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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 

                                             94年3月8日教務會議通過 

96年10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2月30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留

在本校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國立嘉義

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學生得於三年級（獸醫學系四年級）下學期結 

束後，於每年六月卅日前，向各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修讀五年一貫學程。 

錄取名額、甄選標準及甄選程序由各系所自訂，並提教務會議同意後生 

效。 

第三條 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 

資格。 

第四條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頇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畢生）取得學士學位，並於

畢業年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

班研究生資格。 

第五條 預研生在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至多可抵免四分之三碩士班研究生應修

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且不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

規定之限制。 

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