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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101 學年度 

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0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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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世認老師 余章游老師  陳秋麟老師 

王誠明老師 蘇耀期老師 羅登源老師 張志成老師 吳瑞得老師 

賴治民老師 楊瑋誠老師  詹昆衛老師 郭鴻志老師   

請假人員：張志成老師、羅登源老師、王誠明老師、賴治民老師、郭鴻志老師 

ㄧ、主席報告：系主任 

1. 校慶活動配合蘭花展覽，成果平面展農學院改由園藝技藝中心負責。 

2. 10 月 9 日下午台評會將進行教卓滿意度調查，教師部分獸醫系選中七位，也

請七位老師 2 點時於管院 B 棟 308 室進行受測，學生部分則以臨時抽學號至

管院接受評鑑。 

3. 請各位老師於開學時，將教學、研究或個人資料更新寄給系辦，俾作網頁更

新。另外未來各位老師如曾經舉辦活動或有優良事蹟者，請提供系辦刊登於

系網。 

4. 上週調查本系部分班級校外賃屋狀況，感謝張主任的幫忙與支持，取得資料。

初步發現本系學生有同地址(同層樓)合租情形，請各位導師協助了解有無合

住且予勸止，並請利用班會進行宣導。另外，請利用班會時間作性平教育宣

導。 

5. 經再次協商後，在民生南路左側圍牆設置機車停放區，一週以來，學生配合

度高，現機車部分已停至機車停放區，教師汽車除左側及系館後原停放區，

因原機車停車格尚未劃線，因此教師汽車可沿邊停放。原大樓前方設置之自

行車固定器，因系上教師及學生習慣停放於系館後方，因此擇日將自行車固

定器搬至系館後方。也請各位老師轉知學生，進出民生南路側門請注意交通

安全，必要時會請校警設置閃光黃燈。初步規劃請同學利用左側紅燈時再出

入，會較為安全。駐警隊已通知 10 月 15 日起將取消南大門靠卡通行，請各

位導師能配合宣導，也請各位老師多加宣導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生活安全、

個人財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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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週五，校警至系上關切表示，游泳池民眾反應，五樓東側有人使用空氣槍，

且於樓下可聽到聲響，據了解有研究生或住院醫師使用 BB 彈，請吳院長宣

導並關切。 

7. 有關學會輔導老師，往例由大三導師擔任。現系學會會長由大三擔任，幹部

則由大二學生擔任，導師部分是否由大三或大二導師擔任，請於臨時動議討

論。 

8. 寒假辦理獸醫營事宜，上次轉請學會籌備但牽涉住宿問題，與生輔組連繫，

並與學會會長討論後，初步以借用蘭潭校舍辦理，其中一天再借用校車，將

學生送往新民校區活動。 

9. 9/26 日下午邀請中盟動物醫院院長鄭漢文先生進行中獸醫學應用演講，反應

熱烈。屏科大也有開設選修，台大也預計正式開課。本系於專題演講後，配

合問卷調查，共回收 55 至 59 份問卷，其中對於本次中獸醫學講演之需求有

76％為滿意、本次對專業課程是否有所助益為 76％滿意、對中獸醫學是否更

加幫助與了解有 84％滿意、對於整體講師講課內容 83％表示滿意、至於是否

將中獸醫學納入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之一有 93％答覆滿意，因此本系預計下學

期新開中獸醫學相關課程。 

10. 有關 103 學年度新設系所，依照學校期程，須將 103 學年度新增系所計畫書

提經系務會議通過再送交院校，已根據原 102 學年度提送資料作重新修正，

亦請各位老師先稍讀附件計畫書，待提案時提出意見。 

11. 第二階段系所評鑑，按照期程下個月將先安排系自我評鑑，自我評鑑相關資

料已經各組彙整後整理成冊，但仍待再作修正，摘要及總結已擬定如附件，

請各位審視後提供卓見。會後將初步彙整後之系所評鑑資料，送請上次系務

會議選出之系評鑑指導委員，惠請各位委員與各分組負責教師再重新檢視修

正。 

12. 下學期新開課程，依規定須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有部分老師提出合併減少

授課，將於會後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討論。 

 

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列席報告： 

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包括反芻、豬病、魚病與禽病四組，去年度共

七個產學計畫，有 173 件病例，營收 157 萬元，今年至九月份為止有部分延



 3 

續去年，共 12 件產學計畫，155 件病例，包括家禽 67 件，豬 86 件，牛 2 件，

營收至目前為 105 萬，本月將與 MERIAL 公司簽定建教合作方案，金額為 150

萬。感謝各位老師於去年在診中支援幫忙，這學期也將結合研究生獸醫師和

大五診療實習，研究生獸醫師重點在培養臨床診斷獸醫師，這部分將仿造動

物醫院住院醫師訓練制度。大五診療實習，診療實習一及診療實習二部分，

除羅登源老師、郭鴻志老師及陳秋麟老師之學生排入診中實習外，歡迎反芻

動物及魚病學生能一起分擔任務。 

 

動物醫院吳院長列席報告：  

就動物醫院目前情形，一個月病例數有 210 至 250 左右，目前營收有 520

萬，預期年底有 700 至 800 萬。四月底關閉南大門造成營收下降，現今南大

門重啟，期望客源數與病例量慢慢增。目前動物醫院為因應獸醫相關教學設

立，除了診療實習三、診療實習四、診療實習五參與實習外，同時也是對外

營利單位，主治醫師加住院醫師大約 20 位，服務對象除了犬貓也有兔子、老

鼠、寵物豬、寵物羊來就診，甚至魚或鳥來就診，以期擴展動物別，假使各

位老師如有所需也歡迎至動物醫院，提供支援與諮詢，甚至參與診療實習，

目前也獲得系上多位老師支持與回應。 

九月初，動物醫院執行農委會計畫，黃副局長親自查訪。目前動物醫院

執行農委會的三年計畫，今年為第二年，黃副提議是否明年將經濟動物納入，

也許第三年能邀請如疾病診斷中心、系上及動物醫院各個老師進入此計畫，

針對住院醫師系統或儀器設備，利用計畫爭取，也許在第三年計畫的通過率

也會較高。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審議本系「102 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說明 : 

1. 獸醫學系「102 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報告彙整後詳如附件一，

提請審議。 

陳主任：今年評鑑作主要以學生學習成效是否能夠落實，此為核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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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藉助資深老師經驗及年輕老師熱心，請選出來的評鑑最高指

導委員能就前置評鑑計畫小組裡面將整理好資料重新檢視，包括

特色及優缺點，邀請各分組仔細討論務必將評鑑工作做好，其它

彙整資料於會後送至各分組及指導委員。至於摘要跟總結部分，

請各位幫忙協助跟檢視是否有需增添與修正部分，不周延地方請

給予指教。 

周老師：第一，學校定位再定義。第二，上次整理資料時，各組彙整成系，

盡量遵造研發處形式，格式要符合，第三，各組佐證資料不管動

態或靜態都盡量提供。 

陳主任：此次評鑑重點，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核心，不管在課程設計上、教

學跟學習評量方面、學生輔導、或學習資源方面都能強調與學生

學習成效核心區勢有關。至於第五分項，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

改善機制部分，似乎可將歷年學生證照或高普考表量化製作。 

決議： 

第一、請各系評鑑指導委員就各五大分項，以小組方式作資料檢視跟修正。 

第二、有關摘要跟總結請系上老師協助檢視和修正。 

第三、預計兩個禮拜內完成修正工作及定稿。 

 

提案二：  

案由：103 學年度新增臨床獸醫學研究所計畫書，提請討論。 

說明 :   

1. 依研發處 9 月 10 日 mail 通知，各單位 103 學年度增設系所學位學程計

畫書於 10 月 15 日前送交研發處。 

2. 本系 103 學年度新增臨床獸醫學研究所計畫書，詳如附件二，提請審議。 

決議：  

第一、外審委員建議名單，為台大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所長吳應寧、郭宗

甫教授、劉振軒附設動物醫院院長、蔡向榮教授（借調農委會家畜

衛生試驗所所長），中興獸醫學系系主任董光中、獸醫學院副院長李

衛民、教授兼任所長張伯俊和廖俊旺、，屏科大獸醫學院院長蔡信

雄、陳石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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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計畫書研究論文與著作資料以上次校務評鑑及網頁下載內容請系辦

彙整，請各位老師就自己內容作修正。 

第三、反芻動物業務上納入診中，技術上維持至外面看診。惠請與賴老師

討論。 

第四、病例研討納入選修學分。 

第五、修正：高等大動物疾病學改為高等反芻動物疾病學；第四頁課程結

構與後頁表格課程名稱不符；第二頁，師資結構部分，以具副教授

以上資格為優先；課程第二頁，中獸醫學改為高等中獸醫學，另一

門為高等中獸醫學技術。修正後，將 mail 給各位老師，請老師協助

再檢視。 

 

提案三：  

案由：推薦本系院教師評鑑委員一名。 

說明 :  

1. 依農學院 mail 通知，各系推薦一名院教師評鑑委員，須經系務會議通過

送院辦彙整，以便召開院務會議。 

決議：經無記名投票由陳主任秋麟擔任本系院教師評鑑委員。 

 

提案四：  

案由：102 年元月寒假期間辦理獸醫營事宜。 

說明 :  

1. 依 100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決議，系學會會長召開內部相關會議進行

討論，並擬定企畫書(內容需包含經費來源、相關課程內容、對像、目的

及地點時間等)，做出具體結論。 

2.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第一屆獸醫體驗營活動企劃書，詳如附件三，提

請討論。 

決議： 

第一、建議主辦單位為獸醫系和系學會，動物醫院和疾病診斷中心為協辦

單位。 

第二、住宿地點為蘭潭校宿或使用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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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請吳院長、楊老師與詹老師居間協調，並擔任直接指導老師。 

第四、活動內容再與學會會長討論並於下次系務會議提出。 

三、臨時動議： 

（一）學會輔導老師是否配合現行幹部配置,改為大二老師擔任，請討論。 

說明： 

1. 學會會長為大三學生，但幹部為大二學生，有關輔導老師是否按照慣例

為大三導師擔任或由大二導師擔任。 

2. 經 2 人以上附議並充分討論。 

決議： 

1. 就不同提議表決在座九位，有六位贊成由大二導師擔任。自 101 學年度

第 2 學期開始，指導老師改由大二導師擔任。 

附帶決議： 

1. 建議系學會由大二擔任學會會長與幹部，大三則為榮譽會長，輔導大二。 

 

（二）其他： 

1. 下學期新開課程包括：問卷結果學生對中獸醫學興趣高，預計大二下

學期開中獸醫學概論；另外 102 學年度再把「中獸醫學概論」與「中

獸醫學技術」分別開在大二上、下學期。 

2. 大學部部分，高教司對學生學習效能非常重視，包括生涯規劃上，本

系許多畢業學長在動物醫院、藥品廠或公家機關防疫單位，因此擬定

開一門選修課程有關「獸醫產業與職場講座」，無固定講師，一個禮

拜兩節課，以在獸醫職場中有成就之畢業校友，預計開在四年級下學

期。 

3. 碩專班預計開設兩門課程為「高等基礎獸醫學」（包含生理解剖與組

織及實驗診斷）和「高等臨床獸醫學」（如魚病、禽病、豬病與小動

物），各兩學分，列入碩專班必選，各由 4 位老師共開，此為初步構

想。 

4. 吳院長： 

迎新宿營本系遭小偷，是否一樓兩側鐵門裝感應靠卡方便，方便人員控管。 

決議：維持現況，另東西側門加裝兩個靠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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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結束：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