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 101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活動成果暨滿意度分析表 
學校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活動名稱  鹿學業界鹿場參訪 

主軸計畫名稱  主軸計畫 D：就業力精進計畫 

執行策略名稱  D2‐2：大三學生業界參訪 

活動日期  101年 4月 28日  ~ 101年 4月 28日 

活動時間  AM 7：30 ~ PM 17：00 

活動地點  台南福成畜牧養鹿場及高雄鹿家莊鹿場 

主辦單位  動物科學系 

參加人數  42  問卷回收數  42 

活動聯絡人  林炳宏  老師  聯絡電話  05‐2717528 

對應計畫書之 

質量化績效指

標 

【質化績效指標】 

1.對於專業領域有進階認識，並能將理論與實務相互印證。 

2.提前認識業界現場的生態環境。 

3.學生見習成果公開分享於網頁。 

【量化績效指標】 

1. 大三依專業課程每年至少安排業界見習1‐2次，讓學生提早接觸職場實務機會。

2. 每學期選出各學院學生實習心得優秀作品前  3  名，並將優秀作品上網分享瀏

覽達1,000人次。 

3. 大三學生對業界實習之滿意度達五等量表 4.0  分以上。 
一、本次活動摘要說明 

1.動物科學系為建立草食動物的學習環境，乃規劃「鹿學」選修課程，而為能使同學增 

    進實務經驗，故將安排有修習鹿學課程的同學，前往業界養鹿場進行實際參訪活動。 

2.本次「鹿學」業界參訪活動安排於 101年 4 月 28日舉行，參訪地點為台南市安定區福成畜牧養

鹿場及高雄市田寮區鹿家莊畜牧場，分別於上、下午前往各參訪鹿場進行參觀。 

3.參訪教學活動進行相當順利且圓滿結束。 

二、自評本次活動執行成效(請採起、承、轉、合方式敘寫，並可條列出重點成果) 

本次動物科學系大三學生前往業界鹿場參訪見習，其目的是希望能讓學生將所修習的鹿學課

程理論與現場的實務，能相互結合。而所參訪地點及單位，包括：台南市安定區福成畜牧養鹿場

及高雄市田寮區鹿家莊鹿場。 

當天(101 年 4月 28 日)早上首先前往台南福成畜牧養鹿場，受到鹿場負責人蘇文聰先生熱情的

歡迎，親切的引領下進入該鹿場參訪，本場主要是以飼養水鹿為主，其飼養規模有兩百多頭，對

於鹿場的飼養環境、設備、飼料、鹿隻的管理及鹿茸的採收，均做詳細的介紹。現場也讓同學們

自由地發問，了解更多有關鹿場平日如何運作的種種問題，例如鹿隻的飼養管理、繁殖配種、疾



病防治及鹿茸採收等項目。 

下午全體參訪同學及林炳宏老師再前往高雄鹿家莊畜牧場進行實際地參觀，也受到鹿場負責

人楊義一(前)理事長熱烈地歡迎與介紹。該場主要是以飼養水鹿為主，同學們除了要參訪了解水

鹿的飼養管理外，也有特地安排現場鹿茸採收的整個過程，讓所有的同學實際在現場進行觀摩，

尤其是了解到已被採收完鹿茸的鹿隻，如何來加以飼養照顧等。 

有關鹿場鹿隻的鹿茸採收情形，對於每位同學來說，是一次非常寶貴且難得的經驗學習，這

些現場的實務工作也可以與課堂上所學的理論內容相互印證。因此，同學們對於本次能前往這兩

家鹿場進行參訪活動，都深感高興與獲益良多。鹿場業界實際參訪確實是可以使在學的同學在學

習的生涯中，能得到一次相當難得與寶貴的經驗。希望未來還能再有類似的機會到校外進行業界

參訪活動，在此更要感謝學校單位的支持、協助與交通經費的補助。 

三、活動照片 

 

下車後全體步行至福成畜牧養鹿場  參訪第 1站：福成畜牧養鹿場 

 

福成畜牧養鹿場負責人蘇文聰現場歡迎嘉大師生  同學們實際參訪鹿舍過程(I) 



 

   

同學們實際參訪鹿舍過程(II)  同學們實際參訪鹿舍過程(III) 

   

長茸中的優良種用公水鹿  離開前嘉大的師生與蘇文聰先生合影留念 

   

參訪第 2站：鹿家莊畜牧場  鹿家莊畜牧場之外景 



   

前來購買鹿茸的民眾及同學們等待參觀鹿茸收割  正在長鹿茸中的公水鹿 

   

鹿場飼料倉庫  鹿隻飼料來源(包括粒狀精料及塊狀的粗料) 

   

收割後的鹿茸秤重  離開前嘉大師生與楊義一前理事長合影留念 



 

四、本次活動參與者建議及改善作法 

無 

五、滿意度調查 

施測項目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1.  對本次業界見習/參訪活動的行程之安排與連結  85%  15% 0%  0%  0% 

2.  對本次業界見習/參訪能強化對職場及產業趨勢之瞭解  85%  15% 0%  0%  0% 

3.對本次見習/參訪機構所提供的資訊內容（如企業福利、職

場趨勢等） 
83%  17% 0%  0%  0% 

4.本次見習/參訪機構對同學問題之回應  85%  15% 0%  0%  0% 

5.對本次見習/參訪機構的主管或員工對學生之服務態度  88%  12% 0%  0%  0% 

6.整體而言，您對本次企業見習/參訪的整體滿意度  85%  15% 0%  0%  0%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7.本次業界見習/參訪對您在課程學習的幫助程度？  82%  18% 0%  0%  0% 

次數  0次  1次 2次  3次  4‐5次 

8.你覺得一個學生每學期業界見習/參訪的適當次數為  3%  10% 49%  20%  18% 

施測項目之分析圖 

1. 對本次業界見習/參訪活動的行程之安排與連結 

 

 

說明：此次活動針對『行程安排與連結』之看法，

感到非常滿意達 85％；滿意達 15％；尚可

達 0％；不滿意達 0％；非常不滿意達 0％。

整體而言，100％之參與成員對此次活動符

合需求感到滿意。 

2. 對本次業界見習/參訪能強化對職場及產業趨勢之

瞭解 

 

說明：此次活動針對『行程安排與連結』之看

法，感到非常滿意達 85％；滿意達 15

％；尚可達 0％；不滿意達 0％；非常

不滿意達 0％。整體而言，100％之參

與成員對此次活動符合需求感到滿意。



 

3. 對本次見習/參訪機構所提供的資訊內容（如企業福利、

職場趨勢等） 

 

說明：此次活動針對『行程安排與連結』之看法，

感到非常滿意達 83％；滿意達 17％；尚可

達 0％；不滿意達 0％；非常不滿意達 0％。

整體而言，100％之參與成員對此次活動符

合需求感到滿意。 

4. 本次見習/參訪機構對同學問題之回應 

 

 

說明：此次活動針對『行程安排與連結』之看

法，感到非常滿意達 85％；滿意達 15

％；尚可達 0％；不滿意達 0％；非常

不滿意達 0％。整體而言，100％之參

與成員對此次活動符合需求感到滿意。

5. 對本次見習/參訪機構的主管或員工對學生之服務態度 

 

說明：此次活動針對『行程安排與連結』之看法，

感到非常滿意達 88％；滿意達 12％；尚可

達 0％；不滿意達 0％；非常不滿意達 0％。

整體而言，100％之參與成員對此次活動符

合需求感到滿意。 

6. 整體而言，您對本次企業見習/參訪的整體滿意度 

 

說明：此次活動針對『行程安排與連結』之看

法，感到非常滿意達 85％；滿意達 15

％；尚可達 0％；不滿意達 0％；非常

不滿意達 0％。整體而言，100％之參

與成員對此次活動符合需求感到滿意。



 

7. 本次業界見習/參訪對您在課程學習的幫助程度？ 

 

 

說明：此次活動針對『行程安排與連結』之看法，

感到非常滿意達 82％；滿意達 18％；尚可

達 0％；不滿意達 0％；非常不滿意達 0％。

整體而言，100％之參與成員對此次活動符

合需求感到滿意。 

8. 你覺得一個學生每學期業界見習/參訪的適當次數

為 

 

 

 



 



 



國立嘉義大學 

感謝狀 
   嘉大教課字第 1010629008 號 

 

茲以 動物科學系 趙清賢老師 於

本校 101年度第 1次學分學程/業界見習

/實習心得寫作競賽協助評分，備極辛

勞，殊為難得，特頒此狀，藉以感謝。 

 

校長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06 月 



 

國立嘉義大學 

感謝狀 
   嘉大教課字第 1010629046 號 

 

茲以 農學院教師代表   曾再富老

師 於本校 101 年度第 1 次學分學程/業

界見習/實習心得寫作競賽協助評分，備

極辛勞，殊為難得，特頒此狀，藉以感

謝。 

 

校長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0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