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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學年度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第 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資料請勿攜離會場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12時 20分至 12時 55分 

開會地點：本校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樓 A20-310會議室 

主席：侯Ｏ日主任紀錄:李Ｏ樺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課程規劃會議委員:莊Ｏ瑋委員、陳Ｏ宜委員、蔡Ｏ錫委員、盧Ｏ祥委員、顏Ｏ霖委員、黃Ｏ良委員、陳Ｏ輝委員、

李Ｏ郎委員、大二甲乙班班代(其它班級班代列席)。 

壹、主席致詞： 

首先謝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今天的事務與課程規劃聯席會議，特別感謝李Ｏ郎委員、黃Ｏ良

委員、顏Ｏ霖委員與陳Ｏ輝委員專程出席本會議，當然還有忙碌的各位校內師長們，今天主

要是討論本學位學程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與 111入學新生的科目冊，也要聽聽學生們與

大家的看法，希望較能符合本學位學程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教育目標。 

貳、 工作報告： 

一、 本學位學程近期開始前往高中職辦理 111學年度招生說明會，目前進度如下: 

日期 地點/學生人數(名) 前往師資 

110年 11月 5日(五) 北港農工/(60名學生、兩位教師) 侯Ｏ日主任 

110年 11月 16日(二) 北門農工(20 名學生、三位老師) 包Ｏ俊老師 

110年 11月 26日(五) 旗山農工/農經、食科、園藝及畜保科預計 80 名學生聆聽。 侯Ｏ日主任 

110年 12月 1日(三) 北科附工(桃園農工)/聆聽科別有:農經科、造園科、園藝科、畜牧科預計

100名學生聆聽。 

陳Ｏ宏老師 

111年 1月 5 日(三) 曾文農工/聆聽科別有:園藝科、畜保科及食品科預計 50 名學生聆聽。 侯Ｏ日主任 

二、 本學位學程 110年 12月 13-14日(星期一及二)將進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公費專班考評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實地訪評，實地訪評行程表如下: 
第 1 天：12 月 13 日（星期一）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09:00 – 09:20 
校院方主管簡報（請提供書面簡報資料）-說明學校整體概

況 
附件一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10 會議室(A20) 

09:20 – 09:40 
受考評專班主管簡報- 

說明受考評專班概況及補充更新資訊 
附件二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10 會議室(A20) 
09:40 – 10:20 

受考評專班會談- 

考評團針對自評報告書及簡報提問 

10:20 – 10:30 休息時間 

10:30 – 11:20 
業界代表

1
會談- 

瞭解校友/實習生成就及受考評專班與業界合作關係 
附件三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05 會議室(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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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11:20 – 12:10 

校友代表
2
會談- 

瞭解畢業生成就 

(若無，則邀請與專班相關的校友進行會談，以了解對專班

的看法與建議) 

附件四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05 會議室(A20) 

12:10 – 13:30 
午餐暨檢視佐證資料- 

檢視及討論佐證資料是否與報告書一致 

考評團成員 

(受考評專班須迴

避)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10 會議室(A20) 

13:30 – 14:50 訪視實習空間、設備與教學實驗室 附件五 見附件五 

14:50 – 15:00 休息時間 

15:00 – 16:00 
學生代表

3
會談- 

瞭解學生學習成效 
附件六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05、304C、304D) 

16:00 – 16:10 休息時間 

16:10 – 17:00 

實習生代表
4
會談- 

瞭解實習生成就(若無，則與系上會談對應屆畢業生校外實

習的安排與規劃) 

附件七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10 會議室(A20) 

17:00 – 18:00 返回飯店 

18:00 – 21:00 

晚餐暨考評團工作會議- 

(1) 訪評意見交換 

(2) 討論考評結果意見書初稿內容 

所有 

考評團成員 
耐斯王子大飯店 

第 2 天：12 月 14 日（星期二） 

時間 訪評內容/目的 出席者 地點 

09:00 – 10:00 
教師會談- 

深入瞭解課程規劃及教學成效 

附件八 

(受考評專班 

主管須迴避)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05、304C、304D) 

10:00 – 11:20 

檢視佐證資料暨考評團工作會議- 

(1) 檢視及討論佐證資料是否與報告書一致 

(2) 確認考評意見 

(3) 擬定「考評結果意見書初稿」 

考評團成員 

(受考評專班 

須迴避)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10 會議室(A20) 

11:20 – 12:00 
總結會議- 

考評團與受考評專班主管之總結會議 
附件九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 3 樓 

310 會議室(A20) 

12:00～ 賦歸 - -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學位學程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各年級班級課表，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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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務處 110 年 10 月 18 日電子郵件通知及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辦理，如附

件一，頁 1-6。 

二、 檢附 110學年度第 2學期一至四年級班級課表，如附件二，頁 7-14。 

三、 檢附 107-110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三頁 15-21及電子檔。 

四、 一年級必修課程「農業機械與實習」擬續聘兼任教師-郭Ｏ瑞助理教授授課。 

五、 二年級必修課程「食品加工與實習」由食科系續聘兼任教師-馮Ｏ慧講師授課。 

六、 三年級必修課程「專題討論」由園藝系新聘兼任教師-黃Ｏ亮教授授課。 

決議： 

一、 實習課程均分為甲、乙兩班制，正課則合班開課，其餘照案通過。 

二、 兼任教師擬續聘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退休教師郭Ｏ瑞助理教授;授課一年級農業機械與實習，經

110年 11月 22日本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學位學程學生必選修科目冊，選修課程「景觀造園學」、「資訊管理」及更動學期數事宜，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開課時段未按課程標準開設時(如原一上課程更動為一

下)，需應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始可更動。 

二、 更動學期數之課程如下: (一覽表如附件四，頁 22-26，教學大綱如電子檔。) 

(1) 景觀造園學 Landscape Gardening-第二學年第 1學期更動為第二學年第 2學期(109學年度新

生適用)。 

(2) 資訊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第三學年第 1 學期更動為第三學年第 2 學期(108 學年度

新生適用)。 

決議：照案通過，開課系統由農管辦公室協助更動。 

※提案三 

案由：編訂本學位學程『11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必選修科目冊、必選修科目學科內容概述、教學 

      內容大綱、課程地圖、職涯進路圖、畢業生就業途徑及升學領域，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農學院 110年 10月 07日電子郵件通知辦理，如附件(電子檔)。 

二、 11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五，頁 27-33。 

三、 課程地圖: 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及職涯進路圖，如附件六，頁 34-36。 

四、 「畢業生就業途徑」及「升學領域」流程如下： 

(一) 依各系所(學位學程)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流向調查，於 UCAN 平台 16 項職涯類型共 66 項就

業路徑名稱中，選出與之相符者。 

(二) 並找出每一必選修科目與那些「就業路徑」及「升學領域」有關並提會審議，據以規劃出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生就業及升學路徑。 

(三) 依會議討論結果於校務行政系統相關欄位中完成維護。 

五、 「畢業生就業途徑」及「升學領域」，如附件六，頁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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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111學年度新生適用必選修科目冊課程修正後通過，並提送農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二、 課程地圖、職涯進路圖、畢業生就業途徑及升學領域，照案通過，並於校務行政系統相關欄位

中完成維護。 

※提案四 

案由：檢視本學位學程『各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課程學科內容概述及教學內容大綱，提請討論。 

說明：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內容如附件七，頁 42-53，全學年如電子檔。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題案人:黃Ｏ良委員 

案由：建請開設「農場資源調查與分析」相關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學位學程民國 73年至 88年共畢業 1017位校友，目前學位學程成立至今又畢業 146位，畢業

生多達 1153位。 

二、本學位學程畢業之學生，依農委會此公費生計畫畢業後須返鄉從農四年，開設有關農場資源調

查分析課程，了解畢業後從農類別，經營項目與規模等，將對學生未來返鄉從農有所助益。 

決議:將黃委員的建議納入班級開授之課程，草擬課程大綱，並於下次課規會時討論。 

 

※臨時提案二                                提案人:李Ｏ郎委員 

案由：提議於高年級班級課表開課有關設施栽培之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看到目前各班之課程均尚未有設施栽培相關深入之課程，農管學生家中從農類別大多數有溫

網室作物，開設此課程對於學生未來從農有實質的幫助。 

決議:謝謝李委員建議，將專業課程中設施農業部分，深化設施栽培之區塊，使未來學生從農有實質

幫助。 

 

※臨時提案三                                        提案人:農管二甲 陳Ｏ君班代 

案由:農管甲、乙班修課的大小班問題嚴重，提請討論。 

說明：農管甲、乙班修課，本學期農場實習(I)分班上課，但同學修課不同，造成兩班修課同

學差異，甲班為 48 人、乙班為 27 人，造成上實習課程品質有所落差。 

決議:已請教務處在開課作業系統設定僅本班授課之維護(限選條件: 3.限本班學生修課)，若日後必

修課程要跨班修課，必須詢問兩班任課老師同意後才可將原班必修退掉，使用加簽單流程請授

課老師同意後，選定另班級之必修課程。 

 

※臨時提案四                                            提案人:農管二甲 陳Ｏ君班代 

案由: 有關 109學級大班 LINE群組中同學的不當發言，提請審議。 

說明：在 109學級大班 LINE群組之中，有同學的不當發言引起班級氣氛不佳，請師長們協助處理。 

決議:此件事情已請導師、教官與主任三方面進行處理，並進行規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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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五                                    提案人:農管三甲謝Ｏ謙班代 

案由：有關三界埔農地使用農機的同學，借用農機需了解農機使用操作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水上三界埔農地使用農機的同學，常因不熟悉農機使用方式，而造成農機之損害，影響

農機管理之工讀生維修與管理之困擾。 

決議:麻煩請陳誌宏老師製作一份農場規範的手冊，有一套 SOP的流程以及適用準則，使用農

機需要給有駕照或證照的同學使用。且製作借用登記表，誰借用誰操作，不可給非借用

者使用，使用者也須對該農機有一定的了解。 

 

※臨時提案六                                          提案人:農管三乙吳Ｏ諭班代 

案由:有關一年及農業機械與實習課程，農機操作實習教授較少部份，提請討論。 

說明：一年級的農機課程在農機實習實作及了解的部分部分同學反應，實作較少，導致現在同

學們在農機操作上有許多的不了解，導致農機的操作不當，可否在未來的課程中增加更

多的農機實習的部分 

決議:委請授課老師強化農機操作實務，確實讓同學們在農機使用能更加熟悉。 

 

※臨時提案七                                      提案人:農管學程學會甘Ｏ恩會長 

案由:三界埔學生實習農地水源使用的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由農推中心與嘉義縣政府簽約之水上三界埔學生實習場域，本公費班已進駐進行個別作

業實習，但學生實習農地水源使用的問題，非學生能掌控，導致部分田區該灌水無法灌

溉。 

決議:因該塊農地為嘉義縣政府管轄之農地，所以我們無法自行開水源，需要他們的管理人員

來協助才可開啟，建請同學於上班時間過去灌水，管理人員假日放假。 

 

※臨時提案八                                       提案人:農管二甲陳Ｏ君班代 

案由: 本學位學程原有的曳引機老舊時常故障，是否有新購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因本學位學程原有的曳引機老舊時常故障，造成田間整地之不便，是否新年度能購入新

曳引機，解決農場長期曳引機故障之問題。 

決議:曳引機部分已有跟農糧署談過申請補助，不足款項屆時再申請學校之統籌款補助，預定

在 111年會申請購買。 

 

※臨時提案九                                           提案人:農管二乙蔡Ｏ賢班代  

案由:有關本班課程調動與修課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農管大二星期五沒課，希望能將星期一的課調至星期五空堂的時間，以充分利用空堂時

間。另外空堂沒課一定要加簽才能修另一班級的課程嗎？ 

決議:課程規劃的詳細事項在請承辦人協助處理。必修課預定會請教務處進行限本班修課，必

須徵得授課老師同意才可進行加簽退選作業，若課程無衝堂盡量修原班課程為原則。 

 

伍、散會：下午 12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