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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 103 學年度第 2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12 點 10 分 

貳、地點：本系圖書室 

參、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肆、主席：陳國隆主任           記錄：黃文慧 

伍、主席致詞： 

陸、報告事項： 

  一、系務報告： 

      1. 104 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將於 103 年 11 月 8 日舉行，報名人數為四人。 

      2. 恭賀 本系系友曾楷扉、洪兮雯、蔡宜臻等 3 人錄取 103 年度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三級考試畜牧技術類科、洪兮雯錄取普考，以及大三張聿明同學獲選

外交部 103 年國際青年大使。 

      3. 本校 104學年度課程模組化規劃作業，提課程規劃委員會討論。 

      4. 本系洪炎明教授申請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休假研究乙案，研究起訖時

間為 104年 2月 1日起至 104年 7月 31日止，共 6個月，提教師評審委員

會討論審議。 

      5. 12 月 13-14 日為本系舉辦蛋品日活動，請大家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二、動物試驗場報告： 

      1.動物試驗場動物飼養概況:  

        現有乳牛 72 頭、安格斯牛 3 頭、羊 70 頭、猪 130 頭、鴕鳥 1 隻。 

      2.動物試驗場 102 年營運至 10 月 31 日為止營收 1751 萬元。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經費分配及使用事宜，詳如說明，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主計室 103 年 11 月 3 日通知，103 會計年度將於 12 月 31 日結束，

各項經費之支付須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核銷程序；12 月 26 日至

31 日期間之相關費用，至遲應於 12 月 31 日前送達主計室核銷結案。 

二、 本系經費(103T4-06-01)使用概況請參酌下表。 

總金額 系辦(30%) 系費(70%) 其他(餘)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

門 

1,662,742 381,189 

(1)140,779
a
 

(2)81,864
a
 

(合)222,643 

(1)64,373 

(2)49,984 

(合)114,357 

(1)359,899
b
 

(2)306,900
b 

(合)666,799 

(1)150,203 

(2)116,629 

(合)266,832 

523,300 0 

實際核銷數 實際核銷數 實際核銷數 實際核銷數 實際核銷數 實際核銷數 上年度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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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388 55,571 174,583 0 431,805 55,571 671,604 

其他預留數 其他預留數 其他預留數 其他預留數 其他預留數 其他預留數 

(1)50,000
c 

(2)100,000
d 

(3)100,000
e 

(合)250,000 

(1)250,000
 f
 0 0 0 0 

餘額  

806,354 75,618 48,060 114,357 234,994 211,261  

a第 1 期系辦經常門原 150,203 元扣去補助 9,424 元教師教學研究費。/第 2 期系辦

經常門原 116,629 元扣去補助 34,765 元教師教學研究費。 

b第 1 期系費經常門原 350,475 元補助 9,424 元。/第 2 期系費經常門原 272,135 元

補助 34,765 元。 

c
103.09.02 教師自主研習營，自農院流用經費 

d
103.10.31 蛋品日活動農院流用經費 

e動科系承辦蛋品日預留費用 

f產出績效評鑑 25 萬元，會簽秘書室。 

 

三、 103 年第 2 期系經費分配 

(一) 第二期教學訓輔經費分配額為 555,377 元。 

(二) 農學院 103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2 期分配表、農學院 103 年度資本門

預計支用分配表及第 2 期系經費分配表請參酌紙本附件。 

   決議：  

一、 第 2 期系經費分配，照往例依比例分配(以系辦為優先)。同期資本門部

分依餘額平均分給系上 13 位教師作為教學研究用途，本次各教師資本

門分配為 8000 元/人。 

二、 系費部分請各教師於 12 月 1 日前核銷完成，資本門未完成核銷將由系

辦統籌運用。 

三、 各教師餘額表及系經費分配表第二期將於校正後於 11 月 7 日(五)前寄

至各教師信箱。 

提案二 

         案由： 本系榮獲本校 2012、2013 年度產出績效排序評鑑全校第 4 名，特頒予 

                25 萬元，購置資本門設備，分配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評鑑產出指標有教學成果績效、學術研究績效及產學營運及開拓財源績

效，本系 2012、2013 年度產出績效排序評鑑全校第 4 名，獲 25 萬元資

本門補助。 

二、 經調查目前有周仲光老師提案購置推廣中心設備約 39,400 元，估價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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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 本系系館三樓動物繁殖實驗室(A03-226)缺乏教學用投影機、-20℃冰箱、

四樓營養分析實驗室之四位秤天平及水分測定儀乙台及其他教學設備

之更換。 

四、 檢附本系各上課教室設備故障情形如附件。 

決議：25 萬資本門分配如下: 

一、 購置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設備，計約 39,400 元。 

二、 更換系館老舊投影機及冷氣，新增動物繁殖實驗室(A03-226)教學用投

影機，計約 16-20 萬元。 

三、 購置-20℃冰箱，計約 40,000 元。 

四、 預算多出部分由系辦支應。 

 

提案三 

 案由：本系大三學生張聿明欲申請 104 學年度本校與美國愛達荷大學交換學生計

畫，相關事宜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張聿明同學為 103 年度國際青年大使，托福成績 85 分(CEFR 指標 B2，

中高級)，語言能力精湛。申請資料及相關佐證文件如紙本附件，請卓參。 

二、 本案通過後，相關課程抵免問題提交系課程規畫委員會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相關課程抵免問題提交系課程規畫委員會審議。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