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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召開 101 學年度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08 月 0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新民獸醫學系館 2F 會議室（D04-205） 

主席：陳主任秋麟                                    記錄：郭怡妙  

出席人員：張銘煌老師 王建雄老師 余章游老師  陳秋麟老師  

         王誠明老師 蘇耀期老師 吳瑞得老師  賴治民老師       

請假人員：周世認老師、羅登源老師、張志成老師、郭鴻志老師、楊瑋誠老師 

          詹昆衛老師 

ㄧ、主席報告：系主任         

1. 校長致贈張主任感謝狀予以表揚，本系也感謝張主任的領導將獸醫學系

帶領搬遷至新民校區（拍照留念）。 

2. 農學院規定推薦院教評委員，本系繼續借重王建雄老師擔任系上代表；

並且也請王老師擔任博士學程委員會評鑑老師。 

3.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方面，煩請蘇老師和楊老師能於本系開設有關

動物福利等相關課程，以利將來香港或馬來西亞對本系的學歷認證。 

4. 大學部開課方面，獸醫學概論為本學期新開課程，以各位老師領域專長

及在各年級開課內容做重點介紹。 

5. 碩專班由於學生領域不同，今年入學有水產、豬病和禽病領域，在開課

部分無法滿足學校開課 10 人的要求，如無法達到 10 人開課，開課鐘點

費按照比例支領。 

6. 國際合作方面，有請吳院長幫系上草擬推動，包括與動物醫院的結合並

推動於暑假期間到喬治亞大學進行短期進修，喬治亞大學除了動物醫院

以外，在禽病區塊也有很好發展；不管何時開始，系上老師都有機會藉

此計畫進行短期進修，請大家事先強化語文能力。 

7. 今年 8/31 日以前要提出系所完整的初步評鑑報告，系上上學年度已由張

主任分配好五個組，請各組依限提送資料。 

8. 導師部分，大一請楊瑋誠老師、詹坤衛老師，大二請張銘煌老師、蘇耀

期老師，大三請王誠明老師、周世認老師，大四請郭鴻志老師、羅登源

老師，大五請賴志民老師、張志成老師，碩專班一年級請王建雄老師幫

忙，碩專班二年級由系主任擔任，煩請各位幫忙。 

9. 大三升大四學生聯名教室更動，由於 2 樓桌子不夠用以及考試方面也有

相關問題，所以有關教室問題在臨時動議時，請大家思考是否各班維持

現有固定教室，亦或是上課的班級填寫所要使用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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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於 8/9 號以前將個人更新資料送至系辦。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審議本系「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草案。 

    說明： 

1. 依研發處 7 月 3 日通知，各單位依 100 學年度工作計畫，確實填寫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成果並提出改進做法。 

2. 本系將「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彙整後詳如（附件一），

提請審議。 

決議： 修正通過 

 

提案二：  

案由：審議本系「101 至 104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草案。 

說明 :   

1. 依農學院 mail 通知，各單位依 100 至 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修

正 101 至 104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2. 「101 至 104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修正頇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

辦彙整，以便召開院務會議。 

    3.本系將「101 至 104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彙整後詳如（附件二）， 

      提請審議。 

決議： 修正通過 

 

提案三：  

案由：審議本系「101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草案。 

    說明 :  

11. 依研發處通知辦理，為加強年度工作計畫與中程校務發展及單位工作職

掌之對應，並俾各單位檢視年度工作與執行經費之連結，藉以掌握年度

工作執行成效。 

12. 各單位工作計畫書請配合中程校務發展擬訂，所填寫之工作事項頇與將

來成果報告書之工作成果對應，且屆時成果報告書頇就工作計畫書填寫

之預期成效與工作成果差異，進行自評及提出改進作法。 

13. 各單位工作計畫書彙送研發處前，教學單位需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且

經主管核章後，送交各學院彙整統一擲送，將提送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 校務會議備查（預定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召開）。本系「101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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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計畫書」草案，詳如「附件三」。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四：  

案由：選舉本系「101 學年度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說明 :  

1. 系教師評審委員由五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若干人。 

2. 本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本系副教授   

（含）以上人員推選之。 

    決議： 

1. 因颱風延期開會致部分老師由於出差關係無法與會，教師評審委員會選

舉改為 8 月 6 日至 8 月 8 日上午 11 點止，請各位老師至系辦投票。 

2. 採不記名投票，開票後，由余章游老師與吳瑞得老師擔任監票人與唱票

人，共計投票者 9 名。 

3. 開票後因部分教師同票，再次委請余章游老師及吳瑞得老師代表抽籤。 

4. 當選「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五位，分別為陳主任秋麟、周委員

世認、王委員建雄、張委員銘煌、蘇委員耀期，候補委員第一順位為王

誠明老師。 

 

提案五：  

案由：選舉「101 學年度本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 

    說明 :  

14. 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本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15. 其餘委員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系務會議  

通過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決議：  

1. 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校外委員

推選謝快樂教授與董光中教授。 

2. 因颱風延期開會致部分老師由於出差關係無法與會，教師評鑑委員會選

舉改為 8 月 6 日至 8 月 8 日上午 11 點止，請各位老師至系辦投票。 

3. 採不記名投票，開票後，由余章游老師與吳瑞得老師擔任監票人與唱票

人，共計投票者 9 名。 

4. 開票後因部分教師同票，再次委請余章游老師及吳瑞得老師代表抽籤。 

5. 當選「本系教師評鑑委員會」之委員五位，校內委員分別為陳主任秋麟、

周委員世認、王委員建雄，候補委員第一順位為張銘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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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案由：選舉「101 學年度系圖書儀器設備購置委員會委員」。 

說明 : 

1. 圖書儀器設備購置委員會本系置委員五人，其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2.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他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中票選之。 

3. 系圖儀委員會之會議不定期舉行，開會時需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得開議，各項申請採購案，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投票採無記名方式行之。 

    決議： 

1. 因颱風延期開會致部分老師由於出差關係無法與會，圖書儀器設備購置

委員會委員選舉改為 8 月 6 日至 8 月 8 日上午 11 點止，請各位老師至系

辦投票。 

2. 採不記名投票，開票後，由余章游老師與吳瑞得老師擔任監票人與唱票

人，共計投票者 9 名。 

3. 開票後因部分教師同票，再次委請余章游老師及吳瑞得老師抽籤。 

4. 當選「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五位，分別為陳主任秋麟、周委員

世認、張委員銘煌、蘇委員耀期、王委員誠明，候補委員第一順位為王

建雄老師。 

 

提案七：  

案由：推選「101 學年度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 

說明 :  

1. 本系專任教師皆為委員，並由系務會議推選校外學者專家一名、業界代

表一名、畢業生代表一名、學生代表一名，系主任兼召集人綜理本會業

務。 

2.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決議： 

    本系專任教師皆為委員，並推選謝快樂教授為校外學者專家、系友會

理事長歐秋銘為業界代表一名、畢業生代表推選廖秀津榮譽理事長、學生

代表推選學生會會長鄭迪獻，系主任兼召集人綜理本會業務。 

 

提案八：  

案由：修正獸醫學系「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與「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要點」。 



 5 

說明 : 

1. 依農學院 mail 通知，請依農學院之法規修正系之教師聘任及升等細則(含

評分表)教師評審委員設置要點，詳如附件「附件四」。 

2. 本系將「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與「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彙整後如「附件五」、「附件六」，提請審議。 

    決議： 

1. 「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修正通過 

2.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待下次系務會議討論。 

 

三、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各班是否保有固定教室，抑或採教室開放。 

    說明： 

1. 因教室空間不夠，無法提供置物櫃供學生存放物品。 

2. 2 樓視聽教室桌子無法供應學生上課及考試所需。 

    決議： 

      教室維持現狀，2樓視聽教室桌板請學校協助提供，並請大四導師再與學

生進行溝通說明。 

 

吳院長列席報告： 

1. 與獸醫系有關的院務運作： 

    動物醫院在八月中下旬將開辦夜間門診，於每周三晚上嘗試開夜間門

診，（早上沒有門診但中午和晚上則有），因考量學生安全問題，是否請大五

診療實習醫學生支援夜間門診，有待進一步於動物醫院院務會議開會。 

2. 獸醫系和動物醫院的角色： 

（1）動物醫院在制度上屬於一個獨立單位，但在精神上，獸醫系、動物醫院長

期以來都是相互支援跟配合的。系上老師支援動物醫院的臨床診療，動物醫院也

提供場所以及設備提供獸醫系的臨床教學使用，在精神上兩者是密切不可分的。 

（2）是否在下次院務會議之時，能否發院務會議通知單於系上各位老師，並歡

迎系上老師參與院務會議的討論，甚至於參與院務的運作。 

3. 動物醫院的運作： 

（1）目前動物醫院的診療業務，由於剛試辦一兩年的住院醫師的培訓制度，不

管在儀器設備的採購或住院醫師的人事成本，目前動物醫院的營運收入還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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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尚需農委會的計畫和補助，才能達到收支平衡的階段，因此住院醫師的制

度建立、儀器設備的健全，系上老師更多的資源協助，期許未來幾年內能否突破

一千萬業績。 

（2）系上老師及獸醫系長期支援動物醫院，期許日後幾年有盈餘之時，希望能

協助系上或雲嘉南疾病診斷中心的行政運作。 

（3）在支援部分，動物醫院以醫療收入支援系上切片室，並使用醫院收入以日

薪聘任一位人員。在去年農委會計畫時，以日薪支援一位病理解剖獸醫師，假使

動物醫院日後有盈餘時亦會支援獸醫系相關單位。 

 

四、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