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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實地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備註 

一、摘要 

1. P2，第一段：碩士班學分應列出。 

 

2. P2，第三段：導師制度應加以強調。 

 

 

3. P2，第四段：學生對老師之教學評量結

果應改列於本頁第二段。 

4. P7，教育目標：大學部與研究所之教育

目標應有不同之敘述，在職專班目前不

頇接受評鑑，不宜列於此報告中。 

 

 

 

 

 

 

 

 

 

1.碩士班畢業學分數 30 學分，必修 4 學分，畢業論文 6 學分，選修 20 學

分。 

2-1.大學部每班安排 2 位導師，每星期三學校排定之班會或週會進行，學

生應上網填列班週會活動紀錄。 

2-2.再由該班導師進行網上確認。期中考後會依學業成績進行課業輔導。 

3.教學評量結果直接列於本頁第二段。 

 

 

4-1. 大學部與研究所之教育目標分述。 

大學部教育目標如下： 

（1）培育動物類別之臨床獸醫師。 

（2）培育獸醫學專業知識以及醫院診療技術人才。 

（3）培育獸醫人員基本研究素養。 

（4）培育具備防疫檢疫、動物疾病診斷及藥物殘留檢測技術能力，造福社

會產業之人才。 

研究所教育目標如下： 

（1）培育高等獸醫病理生物學及診斷病理學研究人才。 

（2）培育高等獸醫學公共衛生研究人才。 

 



 

實地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備註 

 

 

 

 

5. P11，第三段：碩士班之學分應列出。 

 

6. P12，第一段：基礎學科中應包括生化、

分生及生物科技之基礎課程。 

 

（3）培育高等動物醫學及動物福利學研究人才。 

（4）培育高等臨床醫學研究人才 

4-2. 在職專班本年度與本系所共同接受評鑑，故同列於此報告中。 

5.碩士班畢業學分數 30 學分，必修 4 學分，畢業論文 6 學分，選修 20 學

分。 

6.「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實際有開課，將補列入書面資料。 

二、建議校方以「實質」增加專任教職

員額的方式，成立「獸醫學臨床研究

所」。除了可加強  貴系現已有的經

濟動物暨伴侶動物之臨床教學以

外，亦可輔佐動物醫院與疾病診斷中

心的日常運作；另可由實習分科制度

的執行，逐漸建立與自行培養獸醫專

科醫師。此亦可為「獸醫學院」的基

礎。 

 

1.積極進行並建議學校以「實質」增加專任教職員額的方式。 

2.正積極申請於 103 學年度設立「臨床獸醫學碩士班」，已經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尚待教育部核定。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實地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備註 

一、 

1. P16，第四段：對於教學評量結果不理想（如

後 5％）之老師應有輔導措施。 

2. P20，對於成績較落後之同學應考慮建立輔導

機制。 

1.將陸續邀請其他學校之教學優良獸醫學系教師來校分享與指導。 

2.將加強原有導生輔導機制即可發揮效果。由系主任分別與學生及

該當教師面談，暸解實際反應不佳之原因後，建議該教師針對問題

點（授課教材、方式、態度等）予以改善。 

 

二、貴系之雲嘉南疾病診斷中心及動物教學醫

院，除了負有例行性服務本地區所有的畜禽

與水產養殖業者的任務外，其所有病例亦均

可成為學生實際進行臨床診斷的教材，進而

達到整合理論與實際的目的。但是該中心目

前僅只有主任的編制壹員（由現任的系主任

兼任），醫院亦見相似的現況，此明顯不足

以應付業務的需求。因此，為了維持診斷中

心的持續運作與功能，建議校方增聘具有不

同背景的獸醫專職人員，除能協助教師進行

日常解剖、病性鑑定和部分教學外，並且能

夠協助處理一般行政事務，使診斷中心及動

物醫院業務得以更順利進行與發展。 

 

此與全校性師生比及總額有關，將持續努力爭取員額與優秀人力加

入團隊。 

 



 

實地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備註 

三、獸醫學系現有專任教職人員的數目，顯著

的低於其他三校，然畢業生所需修習的學

分，卻與其他學校相當；由此推知，教職人

員每週例行授課時數亦較其他校為繁重，此

將明顯會使「教學、研究與服務」三方失衡，

繼而影響系所既定的整體發展方向與研究

論文的產出。 

1.此與全校性師生比及總額有關，將比較本系與全國其他三校獸醫

學系之師生比，供學校知曉，以利爭取員額與優秀人力加入團隊。 

2.積極尋求義務兼任教師，以兼顧專任教職人員與學生之權益。 

 

四、建議逐漸增加並於擁有足夠員額後，建立

獸醫學系、獸醫學臨床研究所、動物醫院與

疾病診斷中心專任人員流通制度。此將可使

優秀教研人才更易聘任與留任外，單位間更

可以依實際任務需求，彈性調整配員額，發

揮最大實效。 

1.此與全校性師生比及總額有關，將持續努力爭取員額與優秀人力

加入團隊。 

2.待擁有足夠員額後將按照建議辦理。 

 

五、教師授課負擔過重，長期以往不利教學研

究，宜增聘師資，達到教育部原先規劃，系

每年級 4 員 1 工，故獸醫系應有 25 人員編

制，獸醫系所 6人編制，合計 31人為目標。 

1.此與全校性師生比及總額有關，將持續努力爭取員額與優秀人力

加入團隊。 

2.積極尋求義務兼任教師，以減輕專任教職人員之負擔。 

 

六、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2010年期望獸醫養成，

需有動物福利觀念，故宜列為必修科目，以

符合世界潮流。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已將動物福利課程列為選修，並自 102 學年度

起列為必修科目。 

 



 

實地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備註 

七、系辦公室專任職員僅一人，但擔負全系大

部分行政工作，工作辛勞。故建議行政與財

務分割，增設專任會計，避免行政人員不明

採購報帳過程而誤觸法規。 

此與全校性員工比及總額有關，將持續努力爭取員額與優秀人力加

入團隊。目前以工讀生或政府單位臨時補助之約聘人員協助。 

 

 



 

項目三：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實地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備註 

一、實習課的人數過多，致使學生實作時，較

缺乏指導，宜增加師資，以利學習。 

加強爭取本系師資，並先配合以遴聘兼任老師，擴大授課老師數目。

此外，實習課時，除授課老師外，配合系上在學研究生，以相關專

長，輔助各科實習教學，加強參與實作教學師資。 

 

二、實習課的儀器需增加，最好能增至每人操

作(必要時)，若分組教學亦請增加至每組都

有可用儀器。 

請系上老師若實驗室資源允許，協助支援實習課所需儀器。此外，

配合本校相關科系老師，若可合作分擔課程，以相互實習方式，增

加實習內容豐富度。 

 

三、應積極推動實習國際交流，尤以與姐妹校

簽定學生交換交流等事項，以利學生增廣見

聞及交友。 

配合本校姊妹校，推動與本系之相關科系老師、學生互動與交流。

爭取本校參與此種計劃之資源，以強化互動之實質補助與豐富度。 

 



 

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 

實地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備註 

一、P30，專利申請上還是應加強，可能頇請校

方簡化專利申請之流程。 

有關專利申請，目前正商請研發處等相關單位研擬相關簡化流程。  

二、P35，最後一行：應建議學校將在職專班開

課之最低人數降低 

已與學校進修部溝通，進修部回應：可開課程人數不足時可開課，

但其老師鐘點以修課人數為分子，十為分母計算鐘點費。 

 

三、建議聯合系友會或校方出版組，出版大學

部臨床討論病例，除証明系所中心及醫院成

效外，亦可成為實際教學或建教合作教材。

另建議定額補助臨床病例研究，避免造成少

數提供病例老師負擔。 

於 101年 12 月出版「經濟動物臨床醫學」手冊，並期望 102年開始

可以獲得防檢局或農委會計畫補助，以順利每年或每兩年固定出刊。 

 

四、建議校（院）方設立專款補助及獎勵優良

論文發表，建議校方直接爭取教育部所補助

的「實驗動物教學」計劃，逐步建立教學及

執行人才。 

1.應與系友會溝通，以系友會經費鼓勵研究生及博士學程學生投稿

科技期刊獎學金。 

2.為升格獸醫學院之目標，努力之方向為成立「臨床獸醫學研究

所」，並逐步增補相關教學人才。 

 

五、宜鼓勵與校外研究單位合作，或醫學單位

合作共同研究。 

不論「獸醫學系」或「動物醫院」目前均有與全國動物醫院、慈愛

動物醫院等大型國內連鎖動物醫院簽署合作案及與北港媽祖醫院、

疾病管制局等進行研究計畫。 

 



 

項目五：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實地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 備註 

一、P41，PCR 應為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恆溫置換儀應改為熱循環

儀。 

依建議進行修改。  

二、P43-44：參考效標可打散融入項目

五之現況、特色等內容中。畢業生反

應，實習課程人數有些過多，可考慮

分班上課。 

依建議進行修改。  

三、P45，最後一行：目標後之逗號改為

頓號。 

依建議進行修改。  

四、應積極推動自我行銷，前往各高中

介紹嘉大獸醫系，可由熱心老師聯繫

各高中輔導室辦理。 

101學年度寒假期間（102年 1月 28日至 102年 1月 30日與 102年 2月 1

日至 102年 2月 3 日），本系系學會將針對高中職生舉辦兩梯次獸醫系營隊

活動，邀請高中職生至本校進行三天兩夜之獸醫體驗營。 

 

五、上一週期委員提出師資嚴重不足，

為至今仍於員額增加未見大幅改

善，宜請校方嚴正重視，以免該系優

良表現，卻因師資居於全國獸醫系之

末而抱憾。 

限於學校員額管控，本系多次提出申請亦無法增加老師員額。現積極申請

於 103學年度設立「臨床獸醫學碩士班」，已經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尚待教育部核定。未來將以升格獸醫學院為目標，逐步增補相

關教學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