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 108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點：新民校區獸醫館三樓獸醫學院辦公室（D04-301） 
主席：張銘煌院長                                            紀錄：吳青芬 
出席人員：蘇耀期教授、王建雄教授、詹昆衛教授、賴治民教授、羅登源副教授、林春福副

教授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 提案一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管理委員會由 15 位委員組成，由校長任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為無給職任期兩年，必要時

得延長至次屆委員產生止，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供校長遴選(須為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候補代表 1 人。 
決議：推選賴治民教授為 109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代表，吳瑞得教授為候補委員。      
 
※ 提案二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一）校教評會置委員 17 至 33 人，由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發長為當然委

員，另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不同系所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

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 5 年內於各學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

發表文章 2 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

位專書 1 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 2 場次（含）以上之教授代表 2 人組成之

（師資培育中心之教授則歸併師範學院），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 
（二）第 2 目：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之教授代表 2 人，以男性及女性代表各 1 位為原

則，惟女性代表未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時，則按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所定本校各

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設置表各學院之排列順序，該學院 2 名代表為女性代表，以符

合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但該學院無女性教授時，得

推選其他校內外女性教授為其代表。 
（三）第 3 目：各學院推選時，應酌列候補委員，候補期間以一年為限，並於該性別委

員及該學院推選之委員出缺時遞補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無候補委員

遞補時，應即辦理補選。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不限性別，任期 2 年）、候補代表 1 人（候補期間 1 年，於本

院推舉委員出缺時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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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賴治民教授，詹昆衛教授為候補委員。 
決議： 推選賴治民教授為 109 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代表，詹昆衛教授為候補委員。 
 
※ 提案三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校友代表、學生代

表。 
說明： 
一、校課程規劃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之。另置委員若干人，由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以及校外學者專家、

產業界代表、校友代表、學生代表（以上均由各學院推派 1 人）組成，由校長聘任，任

期一年，連聘得連任。委員均為無給職。 
二、本院應推選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校友代表、學生代表各 1 人。 
決議：推選校外學者專家：國立中興大學微生物暨公共衛生研究所張照勤教授；產業界代表：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局長謝耀清局長；校友代表：國際犬貓診所翁寶國院長；學生代表：

獸醫學系學生會會長林士丞為 109 學年度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 
 

※ 提案四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通識教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另置委員若干人，由學術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教師代表一名、學生代

表二名（由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推派）組成，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均

為無給職。 
二、本院應推選教授代表 1 人、候補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張耿瑞副教授，賴治民教授為候補委員。 
決議：推選吳瑞得教授為 109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代表，詹昆衛教授為候補委員。 
 
※ 提案五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校友代表、學生代  
      表。 
說明：依據本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本會置委員 7 至 9 人，院長及各系（所） 

  主管為當然委員，各系（所）推薦三位專任教師代表，其餘委員由各系（所）主任 
  及院長聘請校友代表 1 名、業界代表 1 名、學生代表 1 名及校外委員 1 名擔任之。 
  校內外委員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委員均為無給職。各系委員如遇教授休假、借 
  調或其他原因無法擔任時，應推選委員遞補之。 

決議： 109 學年度本院推選校外學者代表: 國立中興大學微生物暨公共衛生研究所張照勤教 
       授；產業界代表：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林珮如所長；校友代表：國際犬貓診所翁寶 
       國院長；學生代表：廖哲晟同學。 
 
※ 提案六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教師代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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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及體育室主任為學生事務會議當然代表，另由教務長、國際事務長、

各學院院長及各學院推舉教授 1 人及蘭潭學生會推選學生代表 3 人、民雄學生會推選學

生代表 2 人、新民學生會及進學班各推選學生代表 1 人共同組成之。委員任期一年。 
二、本院應推選教授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郭鴻志教授。 
決議： 推選郭鴻志教授為 109 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教師代表。 
 
※ 提案七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 
說明： 
一、學生獎懲委員會之組成如下，選任委員任期 1 年。 
（一）當然委員 3 人：學生事務長、教務長、學生輔導中心主任擔任。  
（二）教師代表 7 人：由各學院推選專任教師 1 人擔任。  
（三）學生代表 8 人：由各學院、進學班推選學生代表 1 人擔任。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學生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林春福副教授，學生代表為獸醫學系學生會會長李宜庭。 
決議： 推選黃漢翔副教授為 109 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教師代表，獸醫學系學生會會長林士 
       丞為學生代表。 
 
※ 提案八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本院應推舉專任教師代表 1 人，並請勿與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

員重覆。 
二、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張志成副教授。 
決議：推選張志成副教授為 109 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代表。 
  
※ 提案九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服務學習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校長指定副校長為召集人兼主席，委員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推派教

師一人及學生會各成員會推派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選任委員任期 1 年。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吳瑞得教授。 
決議：推選黃漢翔副教授為 109 學年度服務學習委員會教師代表。 
  
※ 提案十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組成：行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當然委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電算中心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特殊教育中心主任，教師委員：各學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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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名教師代表，學生委員及家長委員：學生及家長代表各一至二人。選任委員任期 1
年。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生事務長兼任之。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吳青芬助理教授。 
決議： 推選吳青芬助理教授為 109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教師代表。 
 
※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之組成：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生事務長擔任副主任委員，教務長、

總務長、國際事務長、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家庭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各學院

教師代表 1 名，專業輔導人員 2 名，各校區學生會及進學班學生代表各推派 1 名，家長

代表 1-3 名。選任委員任期 1 年。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黃漢翔副教授。 
決議： 推選羅登源副教授為 109 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教師代表。 
 
※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之組成：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兼任召集人）、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國際事務長為當然委員，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

專任教師各 1 人，學生委員：各校區學生會代表會及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各推薦ㄧ人。

選任委員任期 1 年。 
二、本院應推選專任教師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吳青芬助理教授。 
決議： 推選黃漢翔副教授為 109 學年度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教師代表。 
 
※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車輛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車輛管理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總務長、學生事務長、軍訓組組長、生活輔導組組長、

事務組組長、資產經營管理組組長、營繕組組長、駐警隊小隊長、學生代表為當然委員，

以及各學院教師代表一人、職員代表及技工工友代表各一人組成，委員任期一年。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張耿瑞副教授。 
決議： 推選張耿瑞副教授為 109 學年度車輛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 
 
※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膳食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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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膳食管理委員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總務長、學生事務長、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主任、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組長、環境保護組組長、

職業安全組組長、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組長、營繕組組長、出納組組長、事務組組長、

文書組組長、民雄校區總務組組長、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軍訓組組長、衛生保

健組組長為當然委員，並由各學院推薦教師、學生代表各一人，以上委員均由校長聘任，

任期一年。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各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林春福副教授，學生代表為獸醫學系學生會副會長吳宜芳。 
四、決議： 推選吳青芬助理教授為 109 學年度膳食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為獸醫學 

       系學生會副會長戴振修。 
 
※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請推選 109 學年度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由各學院教師代表各 1 人、職員代表 2 人及總務長、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等人組成。推選代表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林春福副教授。 
決議： 推選王昭閔助理教授為 109 學年度教職員宿舍管理委員會教師代表。 
 
※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請推選 109 學年度研究發展會議教師代表。 
說明： 
一、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產學營運及推廣處長及教師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各推選教授或副教授 2 人，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以研發長為主席，各組組長列席，

必要時得邀請其他與議程有關之人員列席會議，討論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二、本院應推選教授或副教授代表 2 人，候補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詹昆衛教授與羅登源副教授。 
決議： 推選詹昆衛教授與羅登源副教授為 109 學年度研究發展會議教師代表，張耿瑞副教授 
       為候補委員。 
 
 
※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請推選 109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圖書館諮詢委員會由圖書館館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大學

部及研究所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派。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 
三、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林春福副教授。 
決議： 推選張耿瑞副教授為 109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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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請推選 109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 3 點規定，申評會置委員 17 人，其組成

如下： 
（一）本校專任教師 13 人：由本校各學院各推選未兼行政職務且未擔任本校教評會委員

之專任男女教師各一人，但院內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總數未超過三個者，

推選未兼行政職務且未擔任本校教評會委員之專任教師一人。本項教師代表不得

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二。 
（二）本校未擔任校教評會委員之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 1 人：由校長遴聘。 
（三）教育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各 1 人：由校長遴聘。 
（四）本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 1 人：由本校函請本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推薦之。二

二、申評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申評會委員任期 1 年，得連任之。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其繼任人員之產生依前述之

規定辦理，任期至原出缺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人(未兼行政職且未擔任校教評會委員之專任教師)，其中至少推

選教授代表 1 人，並請依性別酌列候補代表 1 人。 
六、本院 108 學年度教師代表為張志成副教授，吳瑞得教授為候補委員。 
決議： 推選吳瑞得教授為 109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代表，張志成副教授為候補委 
       員。 
 
※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輻射防護委員會委員代表。 
說明：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委員：(1)使用放射性物質或游離輻射設備之學院院長，任期二

年。[農學院、理工學院、獸醫學院] (2)使用放射性物質或游離輻射設備之系所主管、教

師或工作人員，各系所二人（至少一人須曾接受輻射防護相關訓練），任期二年。[木設

系、森林系、生農系、應化系、電物系、動物醫院] 環安中心中心主任及各組組長為當

然委員。 
二、本院應推選委員 2 人。 
決議： 推選詹昆衛教授以及吳瑞得教授為 109 學年度輻射防護委員會委員代表。 
 

※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推動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學生事務長擔任副召集人，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  

 為當然委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委員會成員由各學院推薦系(所)主  
 管兩名(獸醫學院為一名)組成之。 

二、本院應推選系所主管 1 名。 
決議：推選張銘煌教授為 109 學年度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推動委員會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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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交換學生審查小組教師代表。 
說明： 
一、審查小組置委員十二至十五人，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語言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推派一名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擔任審查委員。審查委員任期二年；學術副校長為召集人。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名。 
決議：推選賴治民教授為 109 學年度交換學生審查小組教師代表。 
 

※ 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九人，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 

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國際事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另由各學院推派一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選任委員，選任委員任期二年。 
二、本院應推選教師代表 1 名。 
決議：推選賴治民教授為 109 學年度國際化推動委員會教師代表。 
 

※ 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選 109 學年度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 
說明： 
一、當然委員：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 
    任、營繕組組長、資產經營管理組組長、事務組組長、駐衛警察隊小隊長、環境保護組 
    組長、職業安全組組長。推派委員：農學院六人、生命科學院四人、理工學院四人、獸 
    醫學院一人（由該學院院長從設有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之系所推派之， 
    獸醫學院可由輻射防護委員會委員兼任），另人文藝術學院、師範學院、管理學院各一人； 
    推派委員任期二年，均為無給職。本校勞資會議推派具勞保身分之勞資會議代表三人。    
    本校學生事務處推派學生代表二人。 
二、本院應推選委員 1 名。 
決議：推選詹昆衛教授為 109 學年度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 
 

※ 提案二十四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推薦代表擔任李崇道博士基金會第 10 屆董事。 
說明： 
一、第 9 屆董事會本院代表為周世認教授。 
二、第 10 屆董事任期自 109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14 日止。 
三、本會董事任期三年，均為無給職，出席本會之會議得支領會議出席費或交通補助費 (附 
    件 1)。 
決議：推選張銘煌教授擔任李崇道博士基金會第 10 屆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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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十五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由：系所自我評鑑回應委員暨自我改善情形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業已辦畢自我評鑑，有關回應自我評鑑委員建議事項之自我改善情形規劃草案如附 

件 2。 
二、本案經 108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附件 3)。 
決議：審議後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散會： 1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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