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有機農業學程 108 學年度第 1 次學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6 月 16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農學院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翰謙院長                                     記錄：侯新龍 

出席人員：林翰謙院長、莊愷瑋委員(請假)、侯金日委員(請假)、許育嘉委員、 

郭章信委員、馮淑慧委員、柯金存委員、侯新龍委員 

 

壹、主席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院 108 學年度本學程修習證明書核發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學程修習辦法辦理(附件一)。 

二、本學年提出核發本學程修習證明書申請案共 8 件(附件二)。 

決議： 依本學程修習辦法(附件一)第五條(三)之規定，農藝系蔡承冠(1052003)等 8

位同學，均符合資格且修畢本學程規定之必選修學分，審核通過本學程修習

證明書之申請案。 

 

提案二 

案由：本院 109 學年度申請修習本學程資格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學程修習辦法辦理(附件一)。 

二、本學年提出申請案共 40 件，其中於 108 學年度上學期提出申請學生計 17 位， 

下學期提出申請學生共有 23 位(附件三)。 

決議：40 件申請案件均已修畢普通植物學(3 學分)，農業概論(2 學分)，普通化學(2

學分)，且成績及格。申請資格均符合規定，全數審核通過修讀本學程。 

 

參、臨時動議: 無 

 

 

 

 

 

 

 

 

 

 

 



附件一   

國立嘉義大學有機農業學程修習辦法 

 

100年 5月 17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100年 5月 26 日 99學年度第一次有機農業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年 5月  日 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落實有機農業之教學以培育符合有機農業產業需求之人

才，特別設置有機農業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依據本校學程設置準則，由本校農學院成立

有機農業學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 負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本學程委員會設

置委員五~七人，遴聘參與本學程核心課程教學之專任教師組成之，任期一學年，農學院院長

擔任召集人，並指定其中委員一人承辦相關業務。 

二、本校各系所之在學學生已修畢「普通植物學」（或植物學、生物學）（3 學分）、普通化學 (2 

學分)、農業概論(或生命科學概論)(2學分)，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三、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應通過本學程委員會之甄選，每年名額 40 名，未通過甄選學生亦

可修習本學程課程，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程其它修習條件，

依據授課教師要求訂定之。 

四、本學程學生之甄選，由本學程委員會負責審查，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乙次。 

五、本學程應修習至少 20 學分，包括必修核心課程(8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12 學分)。 

(一)必修核心課程(8 學分)：「有機農業」（或有機農業經營管理）（2 學分）、「土壤與肥料

學」（或土壤學、肥料學、作物營養學、植物營養學)）（2 學分）、「植物防疫」(或作物病

蟲害防治、植物保護學、植物保護概論、植物病害診斷與管理、植物蟲害診斷與管理)（2 學分）、

「作物學」 (或作物生產概論、食用、特用作物學、園藝學原理) （2 學分），得申請修習本

學程。 

(二)專業選修課程(36 學分)：雜草生態學(2 學分)、雜草管理學(2 學分)、害蟲生物防治 (2 學

分)、生物防治(2 學分)、植物檢疫(2 學分)、植物病理學(2 學分)、農業生態學(2 學分)、

土壤肥力管理(3 學分)、 植物醫學實務與管理(3 學分)、永續農業概論(2 學分)、園藝作物

營養診斷(2 學分)、土壤分析技術(2 學分)、園產品加工學(2 學分)、有機農產品驗證與認證

(2 學分)、食品行銷(2 學分)、保健食品行銷(2 學分)、行銷管理(2 學分)，至少修習 12學

分。 

(三)課程認定：課程除由有機農業學程開課外，各系所得將上述課程或相關課程，提報本學程委

員會審核認定為學程必選修課程後，得採計為學程學分數。 

六、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應是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內，由其主修系所認定

之。 

七、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

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八、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

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辦理。前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

應予退學。 



九、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經本學程委員會認定後，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本

學程修習證明書。 

十、本學程學生通過甄選後，所修畢之預修學分得辦理抵免。 

十一、曾修習校內外開設有機農業相關具學分證明之科目但非本學程課程之學生，得申請學分抵

免，並由本學程委員會審查認定。 

十二、學生進入本學程後，所修非本學程開設科目，不得再申請抵免。 

十三、學生不得因修習本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於本校升學者，得繼

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得合併計算。 

十四、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辦法須經院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畢業學生申請有機農業學程修習證明書審核通過名單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 

系所年班  

跨領域學程名稱 

1 1052003 蔡丞冠 農藝系四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2 1052004 施宛辰 農藝系四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3 1052007 謝于禪 農藝系四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4 1052010 陳筠恬 農藝系四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5 1052012 陳浩偉 農藝系四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6 1052015 林佩潔 農藝系四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7 1052017 張芷方 農藝系四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8  1052035 顧偉弘 農藝系四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附件三 

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修讀有機農業學程學生名單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 

系所年班  

跨領域學程名稱 

1 1054787 洪瑞成 農藝系四年級(延畢) 有機農業學程 

2 1072003 吳築莛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3 1072026 蘇家香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4 1072035 曾厚彰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5 1072023 鄭任偉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6 1072025 魏智瀚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7 1072037 林建宇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8 1072041 鄭捷允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9 1072009 吳芊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0 1072030 夏婷榆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1 1072011 洪瑄翎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2 1072031 蔡謨立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3 1072004 葉千瑜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4 1072005 張珮慈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5 1072024 鄭若蕎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6 1072020 黃瑞憲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7 1072002 謝睿哲 農藝系二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修讀有機農業學程學生名單 

編號 學號 姓名  學生所屬 

系所年班  

跨領域學程名稱 

1 1082001 王芷瑄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2 1082005 李宜庭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3 1082006 陳沁怡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4 1082009 王聖文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5 1082012 李嘉晴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6 1082015 邱于婷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7 1082020 陳冠仲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8 1082022 黃崇銘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9 1082023 黃酩巺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0 1082026 蕭旻偏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1 1082028 陳原豪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2 1082030 周翌汝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3 1082031 王誼婷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4 1082034 張育庭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5 1082035 張君安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6 1082037 邱平諺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7 1082038 林孟璇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8 1082040 黃子芸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19 1082041 林柏宏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20 1082042 廖庭穎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21 1082045 蔡昀臻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22 1082046 劉嘉馨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23 1082048 郭律琛 農藝系一年級 有機農業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