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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第 6 次學程事務會議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至下午 13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本校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A20-310 會議室 

主席：侯主任 紀錄：楊助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協助 110 學年度學程各項事務。離上次 4 月 21 日(星期四)開第 5 次事務會議已有

兩個多月，在此感謝大家對本學程之幫忙。今天召開本學年最後 1 次的事務會議，主要是推舉

111 學年相關委員會委員、111 年校外實習實施規則文字修正及暑假實習場域審查等項事宜，請

大家多多提出建議。 

貳、工作報告： 

一、 1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與 11 日(星期六)一連兩天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行全國農業公費專

班會議，計有嘉大、宜大、屏科大、高雄科大、明道大學與台東專校合計六所學校 20 多位教

師與會，本次會議由輔導處陳處長主持，郭科長、黃專員與漁業署官員接蒞臨與會。陳處長簡

短致詞後，由各校報告進行各 20 分鐘公費班之課程推動概況與本年度之招生情形，嘉大公費

班由侯主任帶隊，包老師與陳老師皆全程參與此次之交流座談會，依成立順序先後報告，所以

嘉大農管公費班最先報告，侯主任報告本公費班招生網路登記 665 人，報名繳費人數破紀錄

535 人，招生策略經由 Line 群組廣泛發送，獲得了相當大之共鳴與迴響，也促使公共電視免

費來拍片(公費農夫)，成為各校往後招生學習之對象。 

二、 111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上午 8:10 分至下午 15:50 分舉辦大四「自家農場實習」期末成果報

告與海報競賽，邀請 22 位教師擔任評審，計有 76 位同學分成 7 組。除一位未報告外，實體

報告 6 組每組約 11-13 位同學報告，4 位同學因疫情因素集中於 6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 4:00

分至 6:00 分線上報告。每位同學將一年之成果呈現於報告中，感謝各組評審委員利用週末假

日時段協助評審。 

三、 111 年 6 月 12 日(星期日)下午 16:30 分至下午 18:30 分，由農管學程學會規劃籌辦 110 學年

農管學程小型畢業典禮。典禮過程中最重要的畢業生撥穗，由各指導老師來擔任，典禮中頒發

智育獎 6 位、德育獎 2 位、校友獎 3 位、「自家農場實習」期末成果競賽前三名(6 位)及佳作

(14 位)合計 20 位。感謝農管校友會鄒理事長、彭秘書長，朱總務長、郭老師、柯老師、包老

師、王老師、陳老師、蔡老師等貴賓與師長蒞臨指導，使小畢典圓滿結束，為 107 學級畢業

生留下更棒的回憶。 

四、 11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與 17 日(星期五)侯主任至國立北港農工擔任農丙級監評之監評長，

監評中午休息時間與該校師生分享 111 年度嘉大公費班之招生情形，請老師們鼓勵即將升上

高三之學生做好準備，報考嘉大農管公費班。 

五、 111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8:15 分至中午 11:50 分舉辦大三「個別作業實習」期末成果報

告與海報競賽，邀請 15 位教師擔任評審，計有 76 位同學組合成 39 個主題，分成 5 組，每組

同學充分將一年之個別作業成果呈現於報告中，報告內容精采，極富經營參考價值最後評選出

前 3 名與佳作 8 位，合計 11 位獲獎。 

六、 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前完成自家農場實習期末訪視，此次計訪視 76 位將畢業之學生。感

謝指導老師與訪視委員積極協助，雖新冠疫情導致部分學生以視訊訪視完成，訪視成績佔此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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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該生期末總成績之 30%，感謝大家協助。 

七、 截至 11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畢業生從農訪視 104 學級 16 位、105 學級 30 位、106 學級 31

位，計訪視 77 位畢業生。感謝指導老師與訪視委員協助完成，從訪視評估表得知學生畢業從

農表現佳，也有很不錯之經營效益表現。暑假期間老師們也可去訪視畢業從農之學生，尤其

104 學級 30 位同學將於明年 6 月結束畢業從農四年之規定，更需去好好看看。 

八、 111 學年度各班導師名單如下: 

111 學級甲班 包 O 俊老師 本學位學程專案教師 

111 學級乙班 陳 O 宏老師 本學位學程專案教師 

110 學級甲班 陳 O 文老師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10 學級乙班 盧 O 祥老師 科技管理學系 

109 學級甲班 王 O 青老師 景觀學系 

109 學級乙班 李 O 珍老師 應用經濟學系 

108 學級甲班 郭 O 煒老師 農藝學系 

108 學級乙班 柯 O 存老師 農藝學系 

九、 暑假開始，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因疫情影響，請學生盡量勿移動縣市活動，若新民校區實習地

有個人作物要採收，請 7 月中旬前整理完畢。 

十、 感謝各位委員協助本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招生作業，初期招生宣導委請包老師、陳老師、林

老師、吳老師、馮老師及本人至各校進行招生宣導，中期資料審查委請 7 位委員審查、後期實

地訪視(20 位委員)與面試(6 位委員)，圓滿完成本次之招生工作。本次招生紀錄取正取生 80

位，備取生 78 位。至 6 月 21 日(星期二)已完成所有 80 位大一新生報到手續，男生 51 位，

女生 29 位，80 位新生中正取生報到 70 位，備取生報到 10 位，報到新生最後一位為備取 11

名，目前尚有 67 位備取生登記接受遞補，因此今年大一新生應不致有缺額產生。 

十一、 111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暑期校外實習(109-110 學級)共計 19 位學生登記，由侯主任及

郭老師負責評分。請授課老師於暑期訪視後，提供相關照片回傳農管辦公室 LINE 帳號。 

十二、 各班實施校外參訪後，請務必請學生繳交參訪書面報告，以充實學程辦學的績效。 

十三、 請各班導師持續關懷班上同學學習與生活上的情形，協助宣導注意交通安全與禁止在校園中

吸菸，停車應在規定區域內停放，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無識別證明者請勿占用。 

十四、 截至 111 年 6 月 29 日農管學生人數如下:目前在校學生共 306 名。 

110 學級甲班 38 名(※退學 2 名) 

110 學級乙班 39 名(※退學 1 名) 

小計:77 名  

109 學級甲班 37 名(※退學 3 名) 

109 學級乙班 38 名(※退學 1 名、休學 1 名) 

小計:75 名 110 學年度校內轉

系錄取 2 名(乙班) 

108 學級甲班 39 名(※退學 l 名) 

108 學級乙班 38 名(※退學 3 名/107 級復學 1 名) 

 

小計:77 名 

 
 

107 學級甲班 39 名(※退學 2 名/缺額 1 名/106 延

畢生 2 名) 

107 學級乙班 38 名(※退學 2 名/休學復學至 108

乙班 1 名/106 延畢生 1 名) 

 

小計:77 名 
111 年度畢業班 

十五、 本學位學程「個別作業實習 II」及「自家農場實習 II」課程申請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整課程：問題導向學習」計畫案，業獲審查通過，核定補助分別為 100,000

及 80,000 元。 

十六、 108 學級學生-四年級「校外農場管理實務」原本於 6 月 30 日前要繳交營運計劃申請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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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指導老師簽名，因受新冠疫情影響延至 7 月 31 日，近期學生均在尋找指導老師，再請委

員協助學生實習方向。實習指導老師除 16 位自家農場實習授課老師外，也可另外找其他老師

擔任指導老師。 

十七、 109 學級學生-三年級「個別作業實習」學生 1 至 3 人為一組，進行分組實習，也需找指導

老師協助，煩請老師們多給於協助幫忙。 

十八、 感謝農管校友會、祐麟實業有限公司蔡老闆及華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王董事長，於 11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共同捐款 50,000 元至農管學程優秀學生暨創育築夢獎學金，為獎助本學位學

程在學學生之優異表現挹注獎勵基金。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學位學程 110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蔡 OO(學號 11081**)辦理退學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 蔡生退學原因:因志趣不合、工作需求、個人生涯規劃，於 111 年 6 月 27 日辦理退學，並

依本學位學程【公費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償還公費(110年 9月至 111年 5月)總計 105,820

元，相關文件如附件一，頁 1-4。 

二、 依本學位學程【公費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辦理，依要點第四點，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終止公費獎助學金待遇，並返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獎助學金：(一)修業期間，因轉

學、轉系，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遭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無故不就學。 

決議：照案通過，並報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備。 

※提案二 

案由：擬修正本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規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自 109 學年度起由必修課程改為選修課程，且自 111 學年度起僅

開在第一學期（暑假實習），擬修正實施規則第 1 條之敘述。修正草案及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二，

頁 5-6。 

決議：修正後通過。同時明訂學生校外實習「試驗單位實習時間至少四週，農企業場實習時間至少六

週」，並自 112 學年度起適用。 

※提案三 

案由：本學位學程學生 111 學年度暑期(7 月至 8 月)校外實習場域是否可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此次暑期實習為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之課程: 109 學級(三年)甲班 

(一)課程名稱/修別:校外實習(II)/選修 

(二)學分/時數(授課老師):1 學分/3 學時(侯主任及郭老師) 

二、 檢附擬校外實習學生名單，如附件三，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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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設置準則辦理：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九至十一人，本學位學程

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人，另由學位學程事務會議推選教師代表四人，並聘請校友代表、業界

代表、校外學者專家及學生代表至少各一人共同組成，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均為無給職，如電子檔。 

二、 本學位學程 110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教師代表：農藝學系莊主任、動物科學系陳主任、

植物醫學系蔡主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盧教授。校友代表：第 9 屆畢業校友顏場長(益農蔬菜育

苗農場)。業界代表：由育昇畜牧場黃場長和裕泰農場陳場長。校外學者專家：李先生。學生代

表：由二年級當學期班代，另開會時也同時邀請各班同學代表與系學會代表列席。 

三、 111 學年度擬推薦如下: 

(一) 教師代表：農藝學系莊主任、動物科學系陳主任、植物醫學系蔡主任、科技管理學系盧教

授。 

(二) 校友代表：第 9 屆畢業校友顏場長(益農蔬菜育苗農場)。 

(三) 業界代表：育昇畜牧場黃場長、裕泰農場陳明輝場長。 

(四) 校外學者專家：李先生。 

(五) 學生代表：由二年級當學期班代。 

決議：照案通過。111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決議名單：為侯主任(當然委員)，教師代表：農藝

學系莊主任、動物科學系陳主任、植物醫學系蔡主任、科技管理學系盧教授；校友代表：第 9

屆畢業校友顏場長(益農蔬菜育苗農場)；業界代表：育昇畜牧場黃場長、裕泰農場陳場長；校

外學者專家：李先生；學生代表：二年級當學期班代，並邀請各班同學代表與學程學會代表列

席。 

※提案五 

案由：本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本學位學程教評會，由委員五人組成之，並置候

補委員一人，學位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學程事務會議就農業推廣中心教

師和農學院教授推選之，但具教授資格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副教授不得執行對

教授資格之評審，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如電子檔。 

二、 本學位學程 110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侯主任(當然委員)、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朱教授、

科技管理學系盧教授、農藝系莊主任、水生生物科學系賴教授，另植醫系郭教授為候補委員。 

三、 111 學年度擬推舉動物科學系吳教授、科技管理學系盧教授、農藝學系莊主任、水生生物科學

系賴教授，另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朱教授為候補委員。 

決議：除侯主任為當然委員外，經出席委員不記名投票全數通過。111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

動物科學系吳教授、科技管理學系盧教授、農藝學系莊主任、水生生物科學系賴教授，另生物

機電工程學系朱教授為候補委員，並送請院長轉校長核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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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案由：本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招生與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學位學程招生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如電子檔。 

二、 本學位學程招生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委員七人，其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本學位學程

主任為召集人。 

三、 110 學年度招生與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為侯主任(當然委員)、動物科學系吳教授、植物醫學系林

副教授、園藝學系江助理教授、農藝學系郭助理教授、包專案助理教授、陳專案講師等七位。 

四、 111 學年度擬推舉動物科學系吳教授、植物醫學系林副教授、園藝學系江助理教授、農藝學系

郭助理教授、包專案助理教授、陳專案講師。 

決議：照案通過。111 學年度招生與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決議名單：為侯主任(當然委員)、動物科學

系吳教授、植物醫學系林副教授、園藝學系江助理教授、農藝學系郭助理教授、包專案助理教

授、陳專案講師。 

※提案七 

案由：本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相關實務技術實習」實習委員會選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學位學程「相關實務技術實習」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如電子檔。 

二、 本學位學程「相關實務技術實習」實習委員會設置委員七人，其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本學位學程主任為召集人。 

三、 110 學年度「相關實務技術實習」實習委員會委員為侯主任(當然委員)、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朱教

授、科技管理學系盧教授、植物醫學系林副教授、農藝學系郭副教授、本學位學程包專案助理教

授、校外專家育昇畜牧場黃場長等七位。 

四、 111 學年度「相關實務技術實習」實習委員會委員擬推舉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朱教授、科技管理學

系盧教授、植物醫學系林副教授、農藝學系郭助理教授、本學位學程包專案助理教授、校外專家

育昇畜牧場黃場長。 

決議：照案通過。111 學年度招生與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決議名單：為侯主任(當然委員)、生物機電

工程學系朱教授、科技管理學系盧教授、植物醫學系林副教授、農藝學系郭助理教授、本學位

學程包專案助理教授、校外專家育昇畜牧場黃場長。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