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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 107 學年第 4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05 日（星期三）上午 12 點 10 分 

地點：系圖書室 

出席人員：全體教師  

主席：林炳宏主任           記錄：潘建齊 

壹、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系務報告： 

1. 本系107學年度第2次及第4次課程規畫委員會會議紀錄內容，敬請各位老師

參閱(如附件)。 

2. 林料咏先生紀念清寒獎助學金已於11月15日公告，至截止日(12/03)本系無

人提出申請。 

3. 農學院運用嘉大KANO基金國際交流獎助學金已於11月21日公告，至截止

日(12/03)，本系無人提出申請。 

4. 12月6日(四)上午九時至十時三十五分，台中東山高中蒞臨農學院及本系參

訪，由本人代表農學院及本系做簡報介紹，地點在動科系視聽教室，當天

有空老師也歡迎參加，下午將會參觀動物試驗場。(如附件) 

5. 會計系統網路簽證將於12月13日停止新增請購功能，若老師有需請購事項，

可提前申請。 

二、 動物試驗場: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06 學年度畢業生對本系做的意見調查，系所滿意度未達 70%以上，也請老師們提供

高見，以便回覆學校自我改善具體的作法。 

 

調查事項 滿意度 自我改善具體作法 
執行情形/成果 

(量化及質化含佐證資料) 

對系所之意見與看法 

系所空間環境與設備 

69% 

1.修繕毀損設備及定期

檢查。 

2.逐步汰換老舊設備。 

3.建立師生查報制度。 

4.報修及修畢追蹤進度

回報。 

 

系所的進步程度 62% 師生共同研議具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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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事項 滿意度 自我改善具體作法 
執行情形/成果 

(量化及質化含佐證資料) 

法及事項。 

就業力自我評估 

創新開發能力 

65% 

課程有安排實務專題

研究課程提供創新開

發的課程及研究成果

的展現。 

 

表達溝通能力 64% 

1.系上活動，委請同學

擔任司儀。 

2.建議課堂能多讓同學

上台報告及陳述看法。 

 

自我推薦能力 

56% 

1.視學生需要，請畢業

校友協助，安排就業模

擬面試。或由系上老師

進行碩士班模擬口試。 

2.鼓勵學生多參與相關

課程的選修。 

 

國際化能力 

50% 

鼓勵同學參加交換學

生、海外志工活動，及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等，擴展視野。 

 

決議: 略做文字調整並彙整教師意見後，依農學院最新格式填報，提送至農學院

彙整，此改善意見將納入 109 年系所評鑑資料。(如文件 1) 

提案二: 

案由：105 學年度畢業生對本系做的意見調查，滿意度未達 70%以上，執行情形/成果，請老師

提供建議，以利系上彙整改善。 

 說明: 

調查事項 滿意度 自我改善具體作法 
執行情形/成果 

(量化及質化含佐證資料) 

對系所之意見與看法 

系所師資素質與專長 64% 

1.師生共同研議具體作

法及事項。 

2.請同學於每學期課堂

問卷調查向開課老師 

提供具體建議。 

1.106學年度計召開 4

次系主任時間，並詢問

同學有無具體建議。學

生共計反映 10項建

議，均已全數回覆並結

案。 

2.本系現有專任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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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事項 滿意度 自我改善具體作法 
執行情形/成果 

(量化及質化含佐證資料) 

共十二位。教授六位，

副教授四位，助理教授

一位，講師一位。其中

博士十位，碩士二位。 

系所空間環境與設備 64% 

1.修繕毀損設備及定期

檢查。 

2.逐步汰換老舊設備。 

3.建立師生查報制度。 

4.報修及修畢追蹤進度

回報。 

1.系所空間環境妥善規

劃，例如將本系退休老

師研究室(A03-2221)改

成退休教師休息室及

畢業系友連絡處。 

2.提交 106 學年度動科

系修繕成果報告乙份

(如附件)。 

3.建立分層化修繕制

度，並在臉書上向同學

說明。 

4.若有維修事件，會在

24 小時內做出回覆。 

系所行政人員的服務品質 50% 

1.建立學生反映及申訴

信箱。 

2.持續透過臉書及粉絲

團即時掌握學生反映

事項。 

3.確實進行工讀生培

訓。 

1.公告事項內並確實張

貼臉書上，以 106 學年

年約公告 400 餘則訊

息。 

2.目前已培訓兩名大一

工讀生協助處理系務。 

3.最新一次服務品質調

查滿意度已達 80%(進

修部達 92%) 

系所提供學生的學習協助 

(如學習輔導、office hour、

課程助教) 

67% 

請各位導師協助對有

學習困難的同學提供

輔導。 

老師們利用班週會時

間或個別晤談時加強

對有學習困難的同學

進行輔導。 

系所的進步程度 61% 
師生共同研議具體作

法及事項。。 

 106學年計召開 4次

系主任時間，並詢問同

學有無具體建議。學生

共計反映 10項建議，

均已全數回覆並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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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事項 滿意度 自我改善具體作法 
執行情形/成果 

(量化及質化含佐證資料) 

就業力自我評估 

專業知識與技能 50% 
師生共同研議具體 

法及事項。 

1.請老師們在授課前能

做好備課並嚴格要求

學生配合執行授課內

容，使學生能具備專業

能力。 

2.本系 106 年高考三級

畜牧技術類科需錄取

12 個名額，本系共計 3

人錄取。 

創新開發能力 58% 
師生共同研議具體作

法及事項。 

2014-2016年本系獲為

全校產出績效排名為

全校第 2名。 

表達溝通能力 61% 

1.系上活動，委請同學

擔任司儀。 

2.建議課堂多讓同學上

台報告及陳述看法。 

1.校友會請兩位同學擔

任司儀。 

2.校外參訪後請同學上

台報告。 

3.校外實習回來安排同

學上臺作實習內容及

心得報告。 

4.專題討論課程讓每位

同學輪流上台報告，以

提升表達溝通能力。 

自我推薦能力 47% 

視學生需要，請畢業校

友協助，安排就業模擬

面試。或由系上老師進

行碩班模擬口試 

1.105 學年計有博士生

1 名、碩士生 3 名、大

四生 1 名，至日本福岡

參加第 17 屆亞太畜產

年會英文口頭報告。 

2.106 學年計有博士生

1 名、碩士生 1 名赴德

國國際會議參加英文

口頭報告。 

國際化能力 50% 

鼓勵同學參加交換學

生、海外志工等活動，

擴展視野。 

1.105 學年大二兩名學

生分別前往愛達荷大

學及中國西北大學交

換學生進修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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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事項 滿意度 自我改善具體作法 
執行情形/成果 

(量化及質化含佐證資料) 

2.106 學年進修部一名

大三學生至西北農林

科技大學交換學生進

修學習。 

體能與健康 64% 

1.鼓勵同學多多參與戶

外活動。 

2.鼓勵同學參加系上球

隊及參與系學會舉辦

各類學生活動。 

1.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活

動，計有羽球、排球、

桌球、籃球等社團。 

2.動科系學會舉辦系

k、系上桌遊大賽、系

烤、系聖誕舞會、系上

球類對抗賽、參與大畜

杯等活動。 

決議: 照案通過，將填報資料送交職涯中心及農學院彙整。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