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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109學年度第 14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7 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張銘煌主任                                                紀錄：羅欣嵐技士

出席人員：王建雄老師、羅登源老師、張志成老師（請假）、吳瑞得老師、賴治民老師 

詹昆衛老師、郭鴻志老師、黃漢翔老師、張耿瑞老師、吳青芬老師、王昭閔老師 

壹、主席致詞： 

一、本年度轉學生考試招生因應疫情取消筆試，調整為資料審查，相關資訊業已公告於本校

相關專區網頁，再請各位老師協助支援審查作業。 

二、111 學年度本校將辦理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全校各系均提供一個名額。由

於目前本校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總人數與教育部核定名額相較尚有額度，期能透過增加招

生管道，招收更多學生，對於本校經費收入亦有助益。此管道一律採網路上傳審查資料，

規劃於 10月至 11月中旬受理報名及資料上傳，屆時再請各位老師協助審查作業。 

三、系館門禁系統設備老舊，業於日前進行汰換。配合系統更新，參考校內其他場館控管時

間，調整人員通行權限，教職員與研究生：24 小時，其他人員：上午 6 時至下午 10 時。

研究助理與大學部學生如因從事實驗等事由需開放額外權限者，由指導教師向系辦公室

提出申請；學生因辦理活動需要，亦得向系辦公室申請開放特定人員於一定期間內之通

行權限。 

四、因疫情因素，目前校級會議亦多採視訊方式辦理。由於本次會議議程含選舉案，經詢業

務單位及依據與會經驗，僅參加人員得於會議當下進行投票，並立即開票公布結果，請

假或公假人員可能就喪失投票權，在此向各位老師確認。 

貳、工作報告： 

本系於 110 年 6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接受臨場健康服務，由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勞工健康

服務護理人員及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至本系執行訪視。有關本系母性健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

作業危害評估、臨場健康服務執行紀錄及通報方式如下： 

（一）母性健康保護評估為第一級管理（工作中需穿戴個人防護具、工作場所未設置哺乳室）。 

（二）接觸動物為實驗用動物，生物危害較動物醫院可控制。 

（三）109年本系特殊作業健檢項目及人數：正己烷 2人、鉻酸 1人，均為實驗室作業，無 3

級及 4級管理。 

（四）提醒若有女性員工妊娠或分娩未滿一年者，請至本校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職業安

全組網站通報，以順利推動母性健康保護措施及維護母性權益。 

有關本系實驗場所（公共實習教室）缺失項目及建議改善事項摘錄如下：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實習教室 D0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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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冰櫃擋住滅火器，妨礙緊急使用。 

2. 瓦斯鋼瓶耐壓期限過期且未固定。 

3. 廢液桶未標示，無 1.1倍體積盛盤防止破裂洩漏。 

（二）外科實習教室 D04-208 

1. 實驗桌雜物擋住滅火器，妨礙緊急使用。 

2. 氧氣鋼瓶耐壓期限過期且未固定。 

3. 動物用藥品麻藥及刀片應有管制，避免人員誤傷或不法使用，另藥品建議造冊並有

使用紀錄可掌控流向。 

（三）生理暨藥理學實習教室 D04-312 

1. 櫥櫃頂端堆積過多雜物紙箱已超過櫃體，有掉落砸傷人員之虞。 

2. 地面不平整有小凹洞，人員有絆倒之虞 

（四）組織暨病理學實習教室 D04-313 

切片機若暫不使用請標示停用，另刀片應管制收妥，避免人員誤傷或不法使用。 

針對上開缺失項目，亦請各實驗室進行自我檢視，另請留意實驗場所緊急聯絡資訊標示情形。 

本案依不符合、矯正與預防措施報告（附件一）進行改善，於 110 年 8月 31日前檢具改善情

擲交環安中心職安組續辦缺失矯正確認。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 提案一 

提案人：吳瑞得老師 

案由：建請院系積極規劃推動獸醫學系增設雙班。 

說明：基於以下緣由，建請院系積極規劃推動獸醫學系增設雙班： 

一、增加師資：使每位教師得有更充裕時間/人力精進專業及研究（現行單班師資規模，由於

研究生人數減少，碩士班課程較不易達開課門檻，為符合基本授課時數規範，每位教師

每學期需負擔 4-5門大學部課程），並可提升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與動物醫院之臨床水準，

如此一來可增加學校收入，二來可培訓更多獸醫臨床人才並回饋臨床教學。 

二、增加報考碩士班之之學生來源：大學部學生數增加，對於碩士班而言就有更多生源，如

此碩士班方可能長久發展，研究能量才能維持及壯大。 

三、增加畢業校友及系友的量能：大學部增設雙班，畢業系友於業界專業領域之占比方可維

持甚至增加，在院、校爭取外部支援時，能夠成為強大助力。 

四、近來他校陸續申請或成立學士後獸醫學系，不排除未來可能比照醫學系嚴格控管招生名

額。一旦名額受管控，就難再有增設雙班之機會，因此時間相當迫切。 

決議：本案無人附議，不予成立，改為談話。 

談話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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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同仁對於本案的關心，由於本案推動之掌握權與主動權不在院、系，並有期程與程序方

面之考量，如學校內部未達成共識則難以推動。以下針對師生員額與教室空間等問題，請各

位同仁共同思考。 

【教師員額】 

一、先前曾與獸醫校友會理事長共同向校方爭取學生與教師員額未果，在成立雙班之規劃

下，如教師員額未能與之增加，所有教師需有近雙倍之教學負擔，是否能夠負荷？ 

二、前次會議曾提及，如由教育部另外給予本校師生員額，則不受校內員額管控之限制，亦

為可行方式之一，惟若要循此途徑，仍需依校內行政程序，會辦相關單位時才易順利推

動。 

三、針對師資員額不足乙節，校長曾指示由動物醫院之營收聘任師資，惟實務上有其困難。 

【招生名額】 

一、前次會議曾提及，如由教育部另外給予本校師生員額，則不受校內員額管控之限制，亦

為可行方式之一，惟若要循此途徑，仍需依校內行政程序，會辦相關單位時才易順利推

動。 

二、如擬自校內總額調整而來，須待其他系所招生情況不佳，被檢討而需調整名額時方才可

能，並宜於事前先行拜訪徵詢，在招生名額調整會議召開時才可能有正面回應甚而達成

共識。去年某系釋出 15個名額，由於其他系所早前已表達爭取意願，考量本系若未增加

師資，則實質意義不大，故當時於會中未多加表達意見，最終由其他系所各分配 1 至 2

個名額。在爭取招生名額部分，由於難以直接取得所有釋出名額，若全額取得也會直接

造成教學負擔問題，亟需妥善拿捏。 

三、近年雖受少子化影響，招生問題逐漸浮現，但由於本校為國立大學，申請入學之缺額在

考試分發後仍可能補滿，評估未來短期內尚不致對本校造成嚴重衝擊。其他系所釋出員

額可能仍有限，需要時間等候。  

四、如能增加學生數量（單班多收學生），可能相對容易爭取教師員額與空間，故有同仁提及

開設境外學生專班之構想，惟境外班學生係屬外加名額，尚無法因而增加教師員額。 

【教室空間】 

一、管理學院可能尚有空間可供運用，可考慮先與其商借教室使用，惟經前次盤點空間後可

能已有計畫供其他用途使用，且借用其他單位空間認非長久之計，故此段期間盡力推動

興設二館案，期能有所進度，若有空間可供運用，則很多問題方得以解決。 

二、二館案推動進度：本案業經簽准提送校內相關會議審議，期待設計圖成後能儘快啟動行

政程序。由於原規劃建設位置係屬農藝系實習用地，雖本校近年取得八掌溪畔農牧用地，

將作為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並已啟動相關工程作業，惟擬異動該教學實習用地仍須有

對應配套之規劃一併提出。因建設位置未明確且建設地下室成本較高，整體規劃有所更

動，增加繪圖之困難度，將再尋國外獸醫學院場館藍圖參考，以推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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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案由：選舉 110學年度獸醫學院院務會議教師代表。 

說明： 

一、依據獸醫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略以，院務會議之組成：院長、系主任與動

物醫院院長及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主任為當然代表，另由全院專任教師選舉代表 4 人。如

遇教授休假、借調或其他原因無法擔任時，應推選委員遞補之。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二、請推選教師代表 4人及候補委員 1人。 

投票：投票總數 9張，無效選票 0張。選舉結果（複選：最少 1人最多 4人）： 

王建雄教授 3 票，張志成教授 5 票，吳瑞得教授 7 票，賴治民教授 7 票，郭鴻志教授

4票，張耿瑞副教授 2票，吳青芬助理教授 3票，王昭閔助理教授 2票。 

決議：依選舉結果（同票數者另經抽籤），由吳瑞得老師、賴治民老師、張志成老師、郭鴻志

老師擔任 110學年度獸醫學院院務會議委員，候補委員為吳青芬老師。 

※ 提案三 

案由：選舉 110學年度獸醫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教師代表。 

說明： 

一、依據獸醫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略以，該會之組成除院長及系主任為

當然委員外，各系推薦三位專任教師代表擔任委員；委員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均為

無給職。如遇教授休假、借調或其他原因無法擔任時，應推選委員遞補之。 

二、請推選教師代表 3人及候補委員 1人。 

投票：投票總數 9張，無效選票 0張。選舉結果（複選：最少 1人最多 3人）： 

王建雄教授 2 票，羅登源教授 4 票，張志成教授 4 票，吳瑞得教授 4 票，賴治民教授

1 票，詹昆衛教授 2 票，郭鴻志教授 3 票，黃漢翔副教授 1 票，張耿瑞副教授 1 票，

吳青芬助理教授 2 票，王昭閔助理教授 3 票。 

決議：依選舉結果，由羅登源老師、張志成老師、吳瑞得老師擔任 110 學年度獸醫學院課程

規劃委員會委員；另由同票數者相互推選王昭閔老師為候補委員。 

※ 提案四 

案由：選舉 110學年度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說明： 

一、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委員五人組成，

並置候補委員一人，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本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系務會議就本系符合資格條件之副教授以上人員推選之。若教授不足五人，得由本系

專任副教授以上人員選舉補足，其中教授需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當選委員於任期

中講學、研究、進修、休假研究六個月以上者或留職停薪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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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其候補期間以一年為限。 

二、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系教評會委員候選人，須未曾因違反學

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五年內於本系認可之國內、外

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以上之

副教授以上代表。 

三、經由校務行政系統查詢本系副教授以上人員 105~109 學年度發表期刊論文或出版專書情

形，符合前項資格者之候選名單如選票，請推選委員 4名及候補委員 1名。 

投票：投票總數 9張，無效選票 0張。選舉結果（複選：最少 1人最多 4人）： 

王建雄教授 3票，羅登源教授 5票，張志成教授 5票，吳瑞得教授 6票 

賴治民教授 5票，詹昆衛教授 5票 

決議：依選舉結果（同票數者另相互推選），由吳瑞得老師、羅登源老師、張志成老師、詹昆

衛老師擔任 110學年度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為賴治民老師。 

※ 提案五 

案由：請推選 110學年度本系圖書儀器設備購置委員會委員。 

說明： 

一、本系設圖書儀器設備購置委員會（簡稱系圖儀委員會），辦理圖書儀器設備費項下之購置

初審工作。 

二、本系圖儀委員會置委員五人，其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請由本系專任教師推選委員 4名及候補委員 1名。 

投票：投票總數 9張，無效選票 0張。選舉結果（複選：最少 1人最多 4人）： 

羅登源教授 1票，張志成教授 1票，賴治民教授 2票，詹昆衛教授 1票 

郭鴻志教授 3票，黃漢翔副教授 5票，張耿瑞副教授 2票，吳青芬助理教授 9票 

王昭閔助理教授 7 票 

決議：依選舉結果（同票數者另相互推選），由吳青芬老師、王昭閔老師、黃漢翔老師、郭鴻

志老師擔任 110學年度本系圖書儀器設備購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為張耿瑞老師。 

※ 提案六 

案由：請推選 109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校外委員。 

說明： 

一、依據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職掌：1. 擬定本系課程開設原

則。2. 協調及整合本系的開課資源及師資。3. 修訂本系專業必修核心及學程之課程。4. 修

訂本系修業年限規定。5. 規劃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二、本系專任教師皆為委員，另請推選校外學者專家一名、業界代表一名、畢業生代表一名

及學生代表一名。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決議：推選校外專家學者：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陳鵬文主任；業界代表：劍橋動物醫院 翁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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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院長；畢業生代表：獸醫校友會 陳柏丞理事長；學生代表：系學會 洪秉秀會長擔

任 110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 

※ 提案七 

案由：本系 110學年度大學部各班導師設置事宜。 

說明： 

一、109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各年級導師安排情形如下，並由大三導師兼任系學會指導教師。 

    大一：張志成老師、黃漢翔老師；大二：吳瑞得老師、吳青芬老師 

    大三：王建雄老師、賴治民老師；大四：張耿瑞老師、王昭閔老師 

大五：羅登源老師、郭鴻志老師 

二、110學年度擬維持大學部雙導師制，並優先安排帶領原班級；原大五導師改任大一導師。 

決議：110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各年級導師安排情形如下，並由大三導師兼任系學會指導教師。 

      大一：羅登源老師、郭鴻志老師；大二：張志成老師、黃漢翔老師 

      大三：吳瑞得老師、吳青芬老師；大四：賴治民老師、黃思偉老師 

大五：張耿瑞老師、王昭閔老師 

※ 提案八 

案由：111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是否將「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成績」作為檢定項目，請討論。 

說明：檢附 110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採計「大學入學考試中

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之校系一覽表（如附件二）供參。 

決議：111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檢定科目採計「高中英語聽

力測驗成績」，檢定等級：B級。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