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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版 

101學年度第一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                         單位：動物科學系 

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預期成效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工作成果 
（請對應預期成效填寫） 

自評 
改進做法 

（請依預期成效及工作成果

提出改進做法） 
中長

程計

畫 

1. 持續改善教學研究設備，

以加強教學研究能力。 
2. 改善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

心設備，加強教學研發與

推廣服務能力。 

改善教學研究設備落後與不

足，加強學生實作經驗。 
積極改善教學研究設備，本學

期計汰換教室單槍、筆記型電

腦、電子天秤各 2台及冷氣

機、低溫培養箱、電泳槽、氮

測裝置、四段篩、印表機、系

館油漆重新粉刷、數位相機、

教室窗簾更新、低溫冰箱等。

□ 優 
□ 良 
□ 可 
□ 尚可

□ 差 

 

教學 1. 鼓勵教師利用 E 化教學系

統編寫教材與完整課程綱

要，以加強學生課程學習

成果。 
2. 依學生學習成效與產業需

求，適度修訂調整課程。

3. 加強實習課程實務項目，

安排學生動物試驗場輪值

制度。 
4. 輔導與安排學生校外實習

機構。 

1. 所有專任教師均利用E化教

學系統編寫教材與完整課

程綱要。 
2. 定期召開系課程委員會，修

訂調整課程內容。 
3. 每年輔導大二與大三學生

至校外實習 4 週。 

1. 編寫 E 化教材與完整課程

綱要達成率 100％。 

2. 召開系課程委員會 2次。 

3. 除安排學生動物試驗場輪

值並參觀見習雲乳加工

廠、華仁牧場、農委會畜試

所、世界蛇王教育農場。 
4. 輔導大二與大三學生 35 名

至校外實習及 1 名至泰國實

習。 

□ 優 
□ 良 
□ 可 
□ 尚可

□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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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預期成效 工作成果 
自評 

改進做法 
（請依預期成效及工作成果

提出改進做法）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請對應預期成效填寫） 

研究 1. 鼓勵系所教師組成研究團

隊，整合設備資源以爭取

研究計畫。 
2. 協調動物試驗場配合教師

執行各項研究計畫。 
3. 鼓勵教師參與學術研討

會。 
4. 鼓勵系所教師的研究計畫

與產業界的實務相結合。

1. 系所專任教師研提與執行研

究計畫 7 件。 
2. 每年發表論文、出版專書或專

利至少 7 件。 
3. 系所教師參與學術研討會

每人至少 1 件。 

1. 目前進行研究計畫國科會

計畫 2件，農委會補助辦

計畫 2件，農委會委辦計

畫 2件，其他民間企業委

辦計畫 11 件。 

2. 專任教師發表發表論文 21
篇。 

3. 系所教師參與 101 年中國

畜牧學會年會 2人次。 

4. 101 年世界家禽學會台灣

分會年會學術研討會 3 人

次。 

5. 動物照護與伴侶動物訓練

工作坊二次。 

6. 101 年食科年會 3人次。 

7. 102 年度動物健康講座-生

產醫學-家禽篇 1 次。 

8. 猪隻場內檢定與超音波技

術研討會 1 次。 

9. 家禽營養與免疫研討會 11

人次。 

 

□ 優 
□ 良 
□ 可 
□ 尚可

□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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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預期成效 工作成果 
自評 

改進做法 
（請依預期成效及工作成果

提出改進做法）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請對應預期成效填寫） 

輔導 1. 妥善安排系所專任教師擔

任各班級的導師，確實執

行導師時間與班會，落實

學生輔導機制。 
2. 設立系主任信箱，並舉辦

師生座談會，提供充分反

應意見之管道。 
3. 舉辦各項優秀畢業系友返

校演講。 

4. 邀請企業團體進行企業說

明會，增加就業機會。 

5. 協助系學會與畢業生之輔

導，每年舉辦系友會相關

活動。 

1. 學生有表達意見之管道，可

即時提供輔導需求。 
2. 提供升學、就業與創業等相

關建議與資訊，加強學生就

業率。 

1. 錄取 101 年度公務人員高

等考試三級考試 6名，102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計錄取

臺灣大學 1名中興大學 2

名嘉義大學 6名。 

2. 由楊卓真教師協助輔導之

系學會於11月參加全國大

畜盃活動，榮獲全國亞軍。

3. 舉辦系所師生座談會每學

期至少 2次及各班級定期

召開班會，讓學生有意見

表達之管道，並立即改善。

4. 楊卓真老師擔任本系畜牧

獸醫校友會總幹事，積極

從事畢業校友聯絡及輔

導，並辦理全國性「家禽

營養與免疫研討會」。 

 

 

□ 優 
□ 良 
□ 可 
□ 尚可

□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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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預期成效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工作成果 
自評 

改進做法 
（請依預期成效及工作成果

提出改進做法）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請對應預期成效填寫） 

國際

化 

1. 鼓勵師生參與或舉辦國際

學術交流活動。 
2. 鼓勵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短

期研究與進修。 

師生參與或舉辦國際學術交流

活動至少 15 人次。 

1. 師生參加泰國舉行第15屆

AAAP  14  人次。  

2. 林高塚老師參加於

Canada,Montreal 舉行 

12-17 August 2012年 5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e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58
th 

ICoMST ). 

 

3. 林高塚老師參加 23-30 

September 於 Holland 研

習「荷蘭肉牛產銷履歷制

度」。 

 

□ 優 
□ 良 
□ 可 
□ 尚可

□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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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預期成效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工作成果 
（請對應預期成效填寫） 

自評 
改進做法 

（請依預期成效及工作成果

提出改進做法）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推廣

服務 

1. 鼓勵系所教師積極推動建

教合作及推廣教育。 
2. 鼓勵系所教師積極參與動

物相關產業的推廣教育、

服務及活動。 

系所教師參與動物相關推廣教

育、服務與活動至少 5 件。 
林高塚任全國技術士技能檢

定肉品加工類監評委員講習

及監評工作、連塗發任鴕鳥飼

養教育訓練、鄭毅英任荒野保

護協會嘉義分會推廣講師暨

召集人、周榮吉任中國畜牧學

會會誌編輯委員會編輯、曾再

富任 101 年度第 3梯次全國技

術士技能檢定肉製品加工丙

級術科監評委員、趙清賢任

101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典試委員及農業委員

會計畫審查委員 3次、洪炎明

任 101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

普通考試典試委員與命題閱

卷委員及執行鸚鵡DNA性別鑑

定服務，增加營收、績效優

良、完成山東畜禽訪問團蒞臨

本系參訪交流活動。 

□ 優 
□ 良 
□ 可 
□ 尚可

□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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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指標

具體工作事項 預期成效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工作成果 
 

自評 
改進做法 

（請依預期成效及工作成果

提出改進做法） 
 （請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臚列） （請對應預期成效填寫）

行政

服務 

1. 依規定召開系所務會議或

各項委員會議，凝聚共識

推動與落實各項行政工

作，以提升服務效率。 
2. 鼓勵教師積極參與校、院

及系所相關的行政工作或

各項委員會議。 
3. 配合學校院政策透過系所

務各項會議建立與修正各

項規章制度。 

依各項會議決議配合學校整體

發展計畫，推動與落實各項行

政工作。 

1. 推動與落實各項行政工

作，提升服務效率計召開 3

次系所務會議， 2 次系課

程會議，3次教評會議。

2. 周榮吉任院教評會委員、

趙清賢任院課程委員、連

塗發任院評審委員。 

3. 配合學校院政策修訂課程

大綱、必選修科目冊、教

師聘任及升等細則等各項

規章制度。 

 

□ 優 
□ 良 
□ 可 
□ 尚可

□ 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