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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系建立於民國 64 年，原名稱「畜牧學系」，後改為「畜產學系」，自 93 學年度起再

更名為「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本系以培育各級畜產及其相關生物科技之研究及從業人才為

宗旨。 

本系教育目標為： 

1. 使學生兼具畜產與生物科技之學養。 

2. 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作之素養。 

3. 使學生具有寬廣視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專業倫理。 

4. 教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 

5. 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發之能力。 

期望大學部學生能夠具有下列核心能力： 

1. 具有執行與改善飼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2. 具有執行與改善畜產品加工生產的能力。 

3. 具有生物技術應用的能力。 

4. 具有吸收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 

5. 具有專業溝通表達的能力。 

碩博士班學生須具有如下能力： 

1. 具有研究創新畜牧生產、畜產加工或生物科技等相關技術的能力。 

2. 具有應用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 

3. 具有專業表達與學術發表的能力。 

4. 具有領導工作團隊的能力。 

本系之宗旨、教育目標與學生應具之核心能力，皆由全系教職員根據立校精神、社會發

展需求、系友及學生之意見，經歷無數次正式與非正式討論所形成，並將之落實於教學、研

究、輔導與服務。經由各種場合之宣導，學生亦能認同本系之宗旨、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系內各項重要事務皆有相關會議決議，同仁與學生之意見可充分表達。本系對系所評鑑

十分重視，系內同仁為此展現堅固之團結精神，分工合作，並經多次討論，完成評鑑報告書。

本系積極招生，大學部新生報到率極高；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來源則較感不足。本系目前 (104

年 5 月)之在學學生人數為：大學部 366 人，碩士班 20 人，博士班 6 人。 

本系積極發展辦學特色，103 學年度擁有教師專任 13 名，兼任 8 名，人數充足，專長

領域分佈均衡合理。教學上之特色包括：學制齊全；兼顧傳統畜產科學與生物技術之教學；

重視英文教育；基礎課程訓練紮實；具有大規模實習農牧場；重視校外參觀教學。在研究上，

生理、營養、加工、生物技術各領域皆具有特色研究主題與成果。在學生輔導上，本系具有

家族導師之特色，並設有教學助理輔導低年級基礎課程。本校勞作教育執行紮實，素來享有

盛名，校區清潔，絕大部分由勞作承擔。 

本系自我改善之機制健全，並且認真積極改善，而能逐步改善各項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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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依據設立宗旨、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廣納系內同仁、同學、系友與各界賢達之意

見，規劃課程。教師數量充足，且皆依研究專長授課。本系所開設之必修與選修課程極為充

足，足以滿足學生一般之需求。此外，本校為綜合大學，系所數量多，同學亦可不受限制地

選修他系課程。為輔導同學正確選課，本系特別編寫選課輔導手冊，各課程之教育目標與授

課內容亦在選課之前公告於網路教學平台，教師更在第一節課再介紹授課內容，以確保同學

充分瞭解各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本系教師教學表現良好，學生意見反應極佳，教師亦重

視學生上課反應，除根據學生反應意見進行改善之外，學校亦常舉辦多項教學成長系列演講。

系內空間與圖書設備雖然有限，但大致可以符合學生學習與研究之需求。 

    本系學生課外活動極為活躍，系內聯誼競賽、校內活動、校外比賽、校外學術活動、校

外實習、海外實習、國際性學術會議，皆踴躍參與，且獲有優異成績。本系亦訂有多種辦法，

鼓勵學生參加英文能力檢定、國內外學術發表與競賽。校內有關助學金、獎學金、工讀及其

他急難救助，項目極多，金額龐大，且作業公平透明，大致可以滿足學生需求。本系教師大

多擔任導師，對學生生活、感情、課業、生涯規劃皆極為關心，且盡力輔導，亦能聽取學生

意見，在適當會議場合反應各項意見，並獲得系上尊重與解決。教師對研究生之訓練嚴格，

但師生關係融洽，經常一起參加國內外之學術會議。 

    本系教師在教學之餘，亦努力於學術研究，最近三年之研究計劃共計 54 件，於專業期刊

中發表之論文共 69 篇，其中 SCI 期刊有 53 篇。教師與學生踴躍參加學術會議，三年來共發

表會議論文 59 篇。此外，教師不吝貢獻專長，積極參與各項服務，如期刊編輯、論文審查、

協 (學) 會理事與顧問、國家考試典試、命題、閱卷委員、豬、鹿場認證委員、畜產相關法

人董事、計劃審查委員、校內外研究生口試委員等。研究生之畢業設有英文與論文發表之門

檻，故可確保研究生畢業品質。因此，研究生之期刊論文發表與在學術會議之論文發表成果

良好。 

    本系 100-102 學年度畢業學生共計學士 239 名，碩士 24 名，博士 1 名。動態追踪調查近

5 屆畢業生目前動態結果，就業中佔 69.8%，升學中佔 19%，準備國家考試者佔 1.7%，服兵

役佔 0.8 %，其他(含於國外打工度假者)8.6%。願意接受雇主滿意度調查之結果，94%雇主對

本系系友表現感到很滿意或非常滿意。畢業系友問卷調查結果，99%以上系友認同本系教育

目標，95%系友認同學習具備本系核心能力重要，超過 80%的系友認為系上對於核心能力的

培養是有幫助的。 

    本系將持續整合系所評鑑意見、畢業生雇主意見、學生意見及各界賢達之意見，

改善本系之缺失，加強本系優點，以教育出對社會有貢獻之各種學位之畢業生。 

 

 

 

 

 

 



3 

 

壹壹壹壹、、、、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一一一一、、、、系所之歷史沿革系所之歷史沿革系所之歷史沿革系所之歷史沿革 

東海大學基於整體校務發展之考量，於民國 62 年成立實習農牧場，並於 64 年設立畜

牧學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簡稱本系)，時歸理學院。民國 71 年農學院成立，本

系改歸農學院，民國 78 年成立畜牧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nimal Science) 碩士班，

民國 81 年碩士班招生分甲組 (生產組) 與乙組 (加工組) 二組。民國 81 年配合各大學相關

學系更改系所名稱為畜產學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及畜產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Animal Science)。民國 87 年成立博士班。民國 90 年開始，學校推動系所合一，

而將本系所合併為畜產學系。民國 92 年碩士班招生分成甲組 (生產組)、乙組 (加工組) 與

丙組 (生物科技組) 三組。民國 93 年起因應本系發展重點而更名為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96 學年度開始，本系大學部招生增為雙班，

但單班人數降為 45 名。本系草創之初僅有一位專任助教，其餘師資皆為兼任，在學校大力

支持之下，專任教師與助教、職工逐年增聘，103 學年度本系擁有 1 位榮譽教授、13 位專任

教師(含 1 位講座教授)、6 名專任助教職工。四十年來，歷經師生之努力經營，已為國內相關

產業與學術界培植無數專業人才，並在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本系在國內各大專院校動

物產業相關領域中，不論在師資、設備與教學成效上，皆已累積深厚之基礎及優良傳承，並

樹立紮實專精之教學風格。 

 

二二二二、、、、自我評鑑過程自我評鑑過程自我評鑑過程自我評鑑過程 

    本校對於此次系所自辦外部評鑑極表重視，在校務會議、系所主管會議、研發會議等多

種會議中，校長、副校長與研發長一再說明其意義，並召開多次工作小組會議及研習會。農

學院亦在院務會議宣導評鑑相關訊息，並由院長召集各系主任研商相關事宜。本系在正式組

織評鑑小組之前，即多次利用系務會議向同仁宣導、說明，並依照學校所訂評鑑工作及時程，

以及依評鑑大項組成各小組，每一小組四至五名教師，皆由資深教授擔任召集人。項目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分別由楊錫坤教授、吳勇初教授、姜樹興教授、周繼發教授、

謝長奇教授、歐柏榮教授與羅能文副教授 (兼系主任) 擔任召集人(圖 1.1.1)。系內專任助教由

系主任指揮，協助各組收集資料，並聯繫教師、系學會與系友會提供相關資料。資料收集期

間，助教與研究生分別提供許多寶貴資料，各組教師亦利用時間進行討論，並做最後定稿。

資料撰寫前與撰寫期間，學校各行政部門亦充分配合提供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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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系所評鑑分項小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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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自我評鑑項目自我評鑑項目自我評鑑項目自我評鑑項目 

 

一一一一、、、、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一）現況描述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本系之宗旨與教育目標皆由全系教職員根據立校精神、社會發展需求、

系友及學生之意見，經歷數次正式 (如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教師評議委員

會等) (詳見表 1.1.1、1.1.2) 與非正式討論而形成之共識，而藉由上述會議、

討論落實於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本系教育目標係參考本校與農學院之

教育目標內涵所擬訂(表1.1.3)。經由各種場合之宣導 (例如系大會、導師活動、

上課時間、學系網頁等)，學生亦能充分體認教職員之用心，認同本系之宗旨

與教育目標。教師對於宗旨及教育目標之共識，表現在甄選新進教師時對所

需專長之高度共識。學生對系所目標之認同，表現在對系所之向心力，並充

分表現出自信，且有優異表現。最近，本系再根據原有教育目標、校教育目

標與院教育目標，經由系務會議明確訂定本系之設立宗旨、教育目標與學生

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在原有的畢業生問卷調查表、雇主滿意度調查表已調查

系友與業界對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認同度(表 6.2.1~表 6.2.5)，未來預計

加入針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內容提供意見之欄位，可望將系友與業界之意

見納入擬訂教育目標當中。 

 

表 1.1.1 本系教職員參與直接涉及系所設立宗旨、教育目標與學生應具核心能力之歷

次會議 

會議時間 學年度 會議名稱 討論事項摘要 決議摘要 

97/6/23 96(下) 第 5次系務會

議 

討論系所自我評鑑

本系之教育目標、

工作分組及各組效

標等相關事宜。 

教育目標為系所評鑑最重

要的部分，請各位老師審

慎思考，下次會議再充分

討論凝聚共識，宣導給本

系每位學生知曉。 

97/9/18 97(上) 第 1次系務會

議 

本校系所評鑑排在

98 年度下半年舉

行，評鑑項目如附

件，討論確定本系

所之特色、教育目

由系排定各小組開會時間

表，訂定開會時間及地

點，通知所有教師及助

教，由各小組召集人主持

會議。各小組會議結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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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學年度 會議名稱 討論事項摘要 決議摘要 

標、核心能力及改

進迴饋機制等，各

組撰寫系所評鑑基

本資料時才有所依

循。 

召開系務會議討論決議。 

97/11/21 97(上) 第 4次系務會

議 

1. 系所自評時程。 

2. 討論本系教育

目標及大學部、碩

博班學生應具備之

核心能力。 

1. 依校訂時程執行 97 學

年度系所自我評鑑工作。 

2. 修訂完成。 

98/1/19 97(上) 第 5次系務會

議 

1. 3 月 2 日舉辦系

所自評實地訪評。

重申系設立宗旨、

教育目標及學生核

心能力。 

2. 訂定「獎勵學生

出國發表論文辦

法」。 

1. 請各位老師配合訪評

工作，並宣導使學生了解

本系設立宗旨、教育目標

及學生核心能力。 

2. 訂定通過。 

98/3/9 97(下) 第 2次系務會

議 

1. 訪評委員實地

訪評後一致通過本

系自我評鑑，依訪

評委員綜合意見檢

討本系教育目標、

系所學生核心能力

及其他改善策略。 

2. 依訪評委員之

課程調整建議，討

論如何調整本系課

程。 

 

1. 合併原教育目標第 5及

第 6 項為「教導學生重視

生命及環保的態度」。各小

組召開會議擬訂改善策略

提會討論。 

2. 舉辦本系課程外審，聘

請學研界黃木秋教授、校

友兼研究機構代表李恒夫

博士及校友兼產業界代表

黃吉鋒先生為審查委員，

依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

力、課程特色及訪評委員

意見等審查本系課程並給

予意見，再開會討論修訂

必修科目及調整選修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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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學年度 會議名稱 討論事項摘要 決議摘要 

98/4/23 97(下) 第 5次系務會

議 

再次確認修訂本系

教育目標。 

確認修訂第 5 項「教導學

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

度」。 

101/10/2 101(上) 第 1次系務會

議 

討論是否修改本系

教育目標及大學

部、碩博班學生核

心能力。 

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符合本系目前現況，無需

修改。 

103/4/18 102(下) 第 4次系務會

議 

教務處來函請檢視

本系訂定之教育目

標是否需修訂。 

修改(1)，刪除「傳統」與

「新興」，其他項目暫無修

訂。 

103/9/30 103(上) 第 1次系課程

委員會議 

依學校評鑑委員會

訂定時程，各學系

應於 103 年 7 月~9

月召開系課程委員

會，依院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力，並視

學系發展修訂學系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並建立(1)學系

與學校教育目標之

連結、(2)學系與學

院教育目標之連

結、(3)學生核心能

力/基本素養與學

系教育目標之連

結。請討論修訂本

系教育目標及學生

應具備核心能力並

建立連結。 

授權主任與楊老師討論修

訂，並結合吳老師、歐老

師及姜老師的意見。 

 

表 1.1.2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103 修訂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畜產與生

物科技學

系 

原文 修正文(103.9.30 系務

暨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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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與生

物科技學

系 

原文 修正文(103.9.30 系務

暨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說明 

教育目標 1.使學生兼具傳統畜

產與新興生物科技之

學養。 

2.使學生獲得紮實之

基礎課程訓練。 

3.使學生兼具理論與

實作之素養。 

4.使學生具有寬廣視

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

專業倫理。 

5.教導學生重視生命

及環保的態度。 

1.使學生兼具畜產與

生物科技之學養。 

2.使學生兼具理論與

實作之素養。 

3.使學生具有寬廣視

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

專業倫理。 

4.教導學生重視生命

及環保的態度。 

5.培養學生具有創新

開發之能力。 

1.刪除第 1 項文字「傳

統」與「新興」。 

2.刪除第 2 項。 

3.第 3 項變更為第 2

項。 

4.第 4 項變更為第 3

項。 

5.第 5 項變更為第 4

項。 

6.新增第 5 項。 

 

大學部學

生應具備

之核心能

力 

 

1.具有執行與改善飼

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2.具有執行與改善畜

產品加工生產的能力。 

3.具有生物技術應用

的能力。 

4.具有吸收科技新知

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

力。 

5.具有專業溝通表達

的能力。 

1.具有執行與改善飼

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2.具有執行與改善畜

產品加工生產的能力。 

3.具有生物技術應用

的能力。 

4.具有吸收科技新知

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

力。 

5.具有專業溝通表達

的能力。 

未修訂。 

碩博班學

生應具備

之核心能

力 

 

1.具有研究創新畜牧

生產、畜產加工或生物

科技等相關技術的能

力。 

2.具有應用科技新知

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

力。 

3.具有專業表達與學

術發表的能力。 

1.具有研究創新畜牧

生產、畜產加工或生物

科技等相關技術的能

力。 

2.具有應用科技新知

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

力。 

3.具有專業表達與學

術發表的能力。 

未修訂。 



9 

 

畜產與生

物科技學

系 

原文 修正文(103.9.30 系務

暨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說明 

4.具有領導工作團隊

的能力。 

4.具有領導工作團隊

的能力。 

註：103 年 10 月 21 日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表 1.1.3 校、院、系教育目標之對應 

 校 院 系 

教育目標 

東海大學基於「求真」、

「篤信」、「力行」之校

訓，訂定五大教育目

標，使本校學生具有：  

一、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二、人文素養 

三、服務關懷熱忱 

四、國際視野 

五、創新能力 

 

1.培育專業學習及獨立

思考之能力。  

2.培育民生科學及人文

教育之素養。  

3.培育創新開發之能力。 

1.使學生兼具畜產與生

物科技之學養。 

2.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

作之素養。 

3.使學生具有寬廣視

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

專業倫理。 

4.教導學生重視生命及

環保的態度。        

5.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

發之能力。 

 

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本系以培育各級畜產及其相關生物科技之研究及從業人才為宗旨。就大

學部而言，本系旨在培植禽畜飼養、品種改良、提高禽畜單位產量、提升畜

產品利用、與生物科技等優秀專業技術人才。就碩士班而言，本系旨在培育

高等優秀畜產與生物科技相關研究人才，使學生能夠善用相關知識，快速尋

找資料，解決畜產及生物科技之問題，並具有學術發表能力。就博士班而言，

本系旨在培訓最傑出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專業研究人才，使畢業之博士能有

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之能力。見表 1.1.2：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103 修訂教育

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1-3 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本系教育目標(103.9.30 系務暨系課程委員會修訂)如下： 

1.使學生兼具畜產與生物科技之學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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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作之素養。 

3.使學生具有寬廣視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專業倫理。 

4.教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 

5.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發之能力。 

每項教育目標皆能與專業學習相互結合，而其中 3、4、5 項則能與博雅

學習相互結合。博雅學習相較於專業學習，較貼近於生活、美學、服務方面

的學習，著重於品德、品格等全人教育層面的提升。以教育目標第 3 項而言，

本系之「暑期實習」課程，近 3 年來海外實習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對

於擴展學生視野相當有幫助。每年寒假本系學生組織團隊到偏遠地區為弱勢

小學生舉辦冬令營，從中體驗社會關懷與團隊精神。每年一週的「畜產週」

活動係由學生製作畜產加工食品在校內進行販售，對學生而言是專業訓練學

以致用與團隊合作的聯合體驗。就教育目標第 4 項而言，本系設有「動物福

址」相關課程，本系未來也擬規畫設立「動物照護學程」，對於引導學生具備

「重視生命」的態度皆有幫助。以教育目標第 5 項而言，本系大三「肉品加

工學實習」課程，每年皆獲得中央畜產會之「購買 CAS 優良肉品補助」， 提

供生鮮肉品並指導學生製作創意加工肉製品。每年「畜產週」學生所製作販

賣之畜產加工食品亦加入了許多學生創新的元素。未來本系也將鼓勵學生參

與校內外各項畜產相關之創新創意競賽，以盡量發掘學生創新開發之能力。 

 

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1.教職員 

本系目前專任教職員共 19 員，教師 13 名，職員、助教、工友共 6 名。

學系組織上，除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與關注學生事務之外，另有運作頻繁之

各類系級委員會，負責教學、輔導、課程、人事、招生等事務之規劃與審核。

平均每 1~1.5 個月召開一次各種系會議，討論各類議題，每位教職員皆能充

分表達意見，互相溝通，最後形成共識。本系之教育目標即為經由多次會議

所形成之共識 (見表1.1.1)。因此，系內教職員對本系之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

既有認知，更有共識，且皆能充分理解本系各項工作擬訂及規章修訂之緣由

與目的，而能共同努力達成既定目標。 

2. 學生 

本系學生對於與學生事務相關事項或政策，例如教育目標及特色、課程

修訂、系務發展、教學資源等，可透過下列管道進行瞭解與諮詢，故學生對

本系之教育目標具有高度共識。 

          (1) 本系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皆有學生代表，對於本系相關決策之形成皆

有參與，既可直接表達意見，亦能充分理解決策之緣由。 



(2) 系學會所主辦之系大會

師參加。藉此機會

直接表達意見。 

       (3) 導生輔導與訪談：

感者，導師可在系內各項會議

(4) 系學會或班級幹部彙集同學意見可直接向系主任反應

教反應。 

(5) 教師藉上課時間或課餘時間宣導系所發展之願景

(6) 碩博士生入學時，

為瞭解學生對本系教育目標之認知程度

查，結果顯示同學對於本系所之教育目標高度認同

而本系於 103.9.30

生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標與核心能力認同情況為

1.4.1、圖 1.4.2)。 

圖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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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所主辦之系大會，每學期舉辦二次，每次均邀請系主任及系內教

藉此機會，系主任可宣導系內重要事務與發展目標，

 

：導師與學生間之對談，同學如有意見，或觸發導師靈

導師可在系內各項會議中提出意見。 

系學會或班級幹部彙集同學意見可直接向系主任反應，有時亦會透過助

教師藉上課時間或課餘時間宣導系所發展之願景。 

，本系均正式告知各項與教育目標有關之畢業門檻

為瞭解學生對本系教育目標之認知程度，於 102 學年對學生進行問卷調

結果顯示同學對於本系所之教育目標高度認同(附件 1-1)。 

103.9.30 經系務暨系課程委員會修訂教育目標後，亦重新對學

生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重新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力認同情況為「同意」與「非常同意」分別佔 87%及 80%

1.4.1 本系學生對系教育目標之認同調查 

每次均邀請系主任及系內教

，同學亦可

或觸發導師靈

有時亦會透過助

本系均正式告知各項與教育目標有關之畢業門檻。 

學年對學生進行問卷調

亦重新對學

結果顯示學生對教育目

80%以上(圖



 

圖 1.4.2

 

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

何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訪評委員實地訪評後一致通過本系自我評鑑

整體教學高度肯定。本系也依訪評委員綜合意見檢討本系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其他改善策略。

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

教育目標，經由系務會議明確訂定本系之設立宗旨

心能力。 

而第一週期評鑑委員之改善建議提及

的視野，但在國際化的佈局有限

劃」，本系於第二週期期間

論文發表(表 5.1.4)、獎勵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並獲獎

生出國進修或與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之數量亦有增加之趨勢

暑期海外實習學生人數，亦有逐年上升趨勢

積極推動系所的國際視野，

目標。本系教師所參與之

Science &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acific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Poultry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國際幹細胞與型態發育學術研討會暨第九屆台灣幹細胞學會年會等

3-3)。 

（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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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本系學生對系核心能力之認同調查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訪評委員實地訪評後一致通過本系自我評鑑，並給予本系

本系也依訪評委員綜合意見檢討本系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其他改善策略。就教育目標而言，檢討後將原第 5 及第 6 項合併為

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近期本系依據原有教育目標、校教育目標與院

經由系務會議明確訂定本系之設立宗旨、教育目標與學生應具備之核

而第一週期評鑑委員之改善建議提及「本系教育目標中，期望學生具有寬廣

但在國際化的佈局有限，宜在國際合作與交流及國際學生延攬上多予規

期期間，鼓勵並指導大學部學生參與國外學術研討會並進行

獎勵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並獲獎(表 5.1.5)。

生出國進修或與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之數量亦有增加之趨勢(表 5.1.7、

亦有逐年上升趨勢(表 5.1.9)。顯示本系在第二週期更加

，使學習環境更國際、多元化，也更加符合本系之教育

本系教師所參與之國際學術會議包括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The 5th World Waterfow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acific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Poultry Science Association

國際幹細胞與型態發育學術研討會暨第九屆台灣幹細胞學會年會等

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

並給予本系

、系所學生

項合併為「教

校教育目標與院

教育目標與學生應具備之核

期望學生具有寬廣

宜在國際合作與交流及國際學生延攬上多予規

鼓勵並指導大學部學生參與國外學術研討會並進行

。大學部學

、表 5.1.8)。

顯示本系在第二週期更加

也更加符合本系之教育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The 5th World Waterfow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acific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Poultry Science Association、

國際幹細胞與型態發育學術研討會暨第九屆台灣幹細胞學會年會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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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在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上最大之特色有： 

1. 兼顧傳統畜產與新興生物科技之發展：本系立系之初即以培養畜牧人才

為宗旨，而在二十餘年前，有鑑於分子生物學之發展潛力無窮，乃開始

規劃甄選生物科技領域之師資，而為畜產相關校系中較早引進動物生物

技術於畜產科學之學系。如今，本系分子生物或生物技術之師資，在畜

產相關校系中亦屬較完整者。 

 

2. 兼顧理論與實作：本系立系之前即已擁有規模甚大之乳牛場，並在立系

之後旋即陸續增建乳品加工廠、豬舍、雞舍、鹿舍，充實實習設施。各

專業領域之實驗室亦隨即設立並不斷充實儀器設備，以利實驗相關之教

學。在優勢上，本校擁有規模甚大之乳牛場，可供本系學生從事實習與

試驗。此在各大學中屬難能可貴。本校更擁有經濟規模且具營業證照之

牛乳加工廠，可供學生進行自收乳、加工、品管、配送至行銷等過程中

一整套之實習，為其他校系所不能及者。在其他課程，本系亦極重視實

作能力之培養，而開設多種實習課程，如肉品加工學實習、乳品加工學

實習、動物生產實習等相關實作課程。值得強調者，本系為訓練學生實

作能力，不計人力、財力，將生物技術實驗課列為必修。此一措施即使

在以生物技術系為名之校系中，亦屬罕見。「暑期實習」亦為本系長久以

來的重要必修課程，讓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前往校外相關單位進行實習，

成效良好。根據上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之意見，本系已建立對暑期實習

成校之檢核機制，持續檢討、改善，使「暑期實習」成效不斷提升。除

此之外，本系目前正完成規畫「企業實習」課程，使學生有機會以工讀

之模式進入相關企業實習。規劃之實習時間為一學期，相較於暑期實習，

是一長時間的實習過程，更能使學生的實作基礎進一步穩固紮實。此為

第二週期評鑑更勝之處。 

 

3. 加強學生之學習能力與視野：英文教育之加強以及期刊論文之閱讀、彙

整與報告等養成教育之目的乃在增加學生未來自我學習之能力，而課程

之多樣性、頻繁之研討會與演講、以及課外活動之鼓勵，皆有助於增加

學生之視野。每年固定有肉品加工學、豬學、乳牛學、家禽學等課程每

年固定由授課老師帶隊，前往相關產業進行參訪，使學生在畢業前即能

充分暸解產業概況。「暑期實習」課程更是讓學生在畢業前提早進入相關

領域之職場學習，使其視野增加，相較於第一週期之評鑑，本系近年來

海外實習人數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更可開闊學生的視野。目前完成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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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企業實習」課程，更是在第二週期評鑑新增，對於加強學生學習與

視野是一大助益。 

 

4. 培養學生刻苦耐勞與團隊合作的精神：透過紮實的勞作教育與工讀機會養

成學生勞動的正確觀念及團隊合作的精神，本系之大一勞作教育更多次

以優異成績受學校表揚。本系與其他系不同，多了「牧場勞作」部份，

學生皆能在畜舍養殖現場從事清掃工作。相較於一般校園勞作，本系學

生更具備刻苦耐勞的精神。實驗課之分組實驗與分組報告亦有助於團隊

精神之培養。「暑期實習」課程與本評鑑週期新增之「企業實習」課程讓

學生進入相關職場工作。此類課程不同於在校被動的學習，可有效訓練

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與工作伙伴之配合，可增加團隊的精神。每年的

「畜產週」活動，學生在短時間內規畫，製作大量產品進行販售，需要

投入時間、精力，亦需要團隊的合作才能使活動圓滿完成(附件 1-2 畜產

週文宣)。每年大一啦啦隊比賽本系皆能獲得優秀的成績，此為學生間團

隊精神與默契之表現。本系每年在校慶活動之多項競賽項目上皆能獲得

優秀的成績。此外，系學會系友股每年配合系友會舉辦各式系友活動亦

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以上種種皆顯示本系學生充分具備刻苦

耐勞與團隊合作的精神。 

5. 本系師資專長領域分配合理：本系目前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13 名，全

數皆具有博士學位。除此之外，本系目前擁有一名榮譽教授 -施宗雄教授 ，

仍然繼續在本系兼課與從事研究工作。近期系教評會議已通過建議本校

聘請鄭登貴教授為本系之榮譽教授(預計於 104 學年起聘)。此師資數量在

私立大學中屬優異者，與國立大學相較亦無遜色。除此之外，本系專任

師資專長結構在各領域間十分平衡，無論遺傳育種 (1 人)、生理 (2 人)、

營養 (3 人)、加工 (3 人) 或生物科技 (5 人)，皆有適當人力配置。其中，

在生物科技方面 (尤其以分子生物學為基礎者)，本系在相關校系中屬先

驅，師資亦屬優異。 

 

（三）問題與困難 

 

1. 實驗室空間不足與實驗室之過於分散 

2. 學生入學程度平均而言不高 

3. 教師之研究工作易受教學負擔影響 

 

(四) 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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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室空間不足與實驗室之過於分散 

          改善策略： 

(1) 持續向學校要求空間，未來希望能再取得二間大教室，將之改建為實驗

室，則學生實驗空間可獲解決，實驗室分散之問題亦可部分解決。 

(2) 自 96 學年度開始，降低班級人數，由原來之一班 60 人降為 45 人，

可舒解一次實驗之擁擠壓力。 

(3) 學生分組、分批上實驗課，可再進一步舒解當前擁擠之問題，但將增加

教師與助教之工作負擔。 

2. 學生入學程度平均而言不高 

         改善策略： 

(1) 積極努力參加各項招生活動與配合媒體之專題報導，以增加學生報名本

系之意願。 

(2) 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教師之研究工作，薰陶學生之研究精神、學習態度

與樂趣，以提升讀書風氣。 

(3) 讓本系大學部更瞭解本系教師之研究，鼓勵學生踴躍報考本系研究所，

以提高入學程度，入學程度之提升更於第二週期評鑑確實看到成效，本

系甄選入學錄取學生平均成績百分比位置，於 100、101、102 學年分別

為 38.10~40.74、35.72~38.28、30.90~33.55%，有逐年提升的趨勢。 

(4) 加強輔導學生之課業：本系目前已訂有制度，甄選高年級成績優秀同學

與一年級碩士班學生擔任教學助理，輔導大一、二年級學生組成讀書會，

加強家畜解剖生理學與生物化學等基礎學科。 

(5) 訂定研究生之畢業門檻(附件 1-3)，督促研究生之學習與研究。 

3. 教師之研究工作易受教學負擔影響 

         改善策略： 

(1) 在不影響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養成之條件下，整合課程，減少教師之超

授鐘點。 

(2) 減少教師最低授課學分之要求：目前本校教師之最低授課學分，為每學

期 9 學分，近年本校亦新增新進助理教授於 2 年內每週可減少 3 小時授

課鐘點之辦法，對減輕新進教師之授課壓力不無小補。 

(3) 減少教師授課學科種類或分擔學科之範圍，使教師更能按其最專精之領

域授課。 

 

（五）項目一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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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之設立宗旨及教育目標與本校教育目標及發展計畫相符合。 

2. 本系之設立宗旨與教育目標，皆經由全體教職員與學生代表，依據社會需

求，充分討論而成，並藉由各種管道向同學宣導，故全體師生對教育目標

十分瞭解與認同。 

3. 依據教育目標，經由系務會議充分討論訂定本系學生大學部與碩博士生個

別所應具有之核心能力。 

4. 系所行政工作除由系主任綜理日常事務之外，遇有重要事情，皆由相關會

議集思廣義決定之，各項委員會組織健全，運作正常、透明。 

5. 本系重視自我評鑑，全體教職員皆參與資料之收集、整理、撰寫與相關制

度之健全化，因此第一週期評鑑順利通過，並獲得訪評委員之高度認可。

目前依第二週期評鑑報告之項目共分九小組，每組皆由資深教師擔任召集

人。 

6. 本系招生積極，大學部與碩士班之新生報到率極高，惟博士班招生來源較

為不足，目前正努力招收外籍學生與其他領域之學生。 

7. 本系在師資專長領域之分佈、教學課程之設計及實施、教師研究、學生輔

導、與勞作制度皆各具特色。 

8. 本系教師具有充分溝通與討論的管道，並藉由系所自評與各種來源之意見。

在所有同仁努力與學校支持之下，持續改善弱點，提高成效。 

9. 本系仍面臨許多挑戰，諸如設備更新與空間改善，皆冀希學校與各界之協

助，以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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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

為何？ 

            本系以培育各級畜牧及生物科技專業技術人才為宗旨。本系之教育目標

修改為(103 年 9 月 30 日系務暨系課程委員會修訂，103 年 10 月 21 日院務會

議核備通過)： 

1.使學生兼具畜產與生物科技之學養。 

2.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作之素養。 

3.使學生具有寬廣視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專業倫理。 

4.教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 

5.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發之能力。 

 

本系學生應具有之核心能力為： 

1. 具有執行與改善飼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2. 具有執行與改善畜產品加工生產的能力。 

3. 具有生物技術應用的能力。 

4. 具有吸收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 

5. 具有專業溝通表達的能力。 

 

本系碩博士生應具有之核心能力為： 

1. 具有研究創新畜牧生產、畜產加工或生物科技等相關技術的能力。 

2. 具有應用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 

3. 具有專業表達與學術發表的能力。 

4. 具有領導工作團隊的能力。 

所有訂定課程除教育部規定之共同必修、通識課程與本校所重視之勞作教育

之外，本系依據設立宗旨及教育目標以及學校教育目標所訂定之。學士班學生自

100 學年度起，增加英文能力畢業門檻(附件 2-1)，學生必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

試或多益成績達 550 分以上，始有畢業資格，以培養畢業生擁有基本英語能力，

增加國際觀，提升就業競爭力。本系亦有訂定碩博士班學生英文畢業門檻，要求

學位論文須經公開發表，博士生另需選修非英文之第二外國語或非本所之專業科

目，至少一學年。學位論文須發表至少一篇（或被接受）在 SCI 學術期刊，並為

第一作者，才可研提博士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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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大學部基礎學科課程係涵蓋各領域之共同基礎課程，亦即核心課程。基礎

學科課程包括普通化學 (及實驗)、有機化學 (及實驗)、生物化學 (及實驗)、普通

動物學、畜產專業英文及動物科學概論；而核心課程則有：家畜解剖生理學 (及實

習)、動物營養學 (及實習)、家畜飼養學、肉品加工學 (及實習)、乳品加工學 (及

實習)、生物科技概論、禽畜衛生學、動物經營學、動物遺傳學 (及實習)、動物育

種學、細胞生物學與基礎分子生物學。 

本系專業知能之課程架構大致分為：生理學、營養飼養學、遺傳育種學、加工

與生物技術 (包括基礎課程與實用課程) 等五大領域。大學部學生必須在此五大領

域中完成適當程度之訓練。除課程五大領域之概念以外，本系以非正式方式將學生

專長進一步分為三個學群，即動物生產、畜產加工與生物科技，本系基礎學科課程

必修學分數較大部分相關校系為多，可使學生獲得紮實之基礎課程訓練，將有助於

應用課程之理解，以使學生對於未來從事進修與自我學習具有較佳之能力，尤其本

系大學部畢業生越來越多比例選擇畢業後繼續進修，基礎養成教育乃越顯重要。為

了輔導學生選修課程，本系特別製作修課輔導手冊(參考附件 2-2)，每年利用大學

入門課程會指導新進大一新生如何在大學四年依興趣選讀課程。圖 2.1.1 依學群領

域之修課建議，圖 2.1.2 選課建議路徑。選修課程應考慮興趣與需求，並依興趣及

個人未來發展(表 2.1.1)。 

 

 

 

 

 

 

 

 

 

 

 

 

 

 

 

 

 

                           圖 2.1.1 依學群領域之修課建議 
        



19 

 

表 2.1.1 課程之選課原則建議        

學生興趣及需求學生興趣及需求學生興趣及需求學生興趣及需求    必修課程必修課程必修課程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選修課程    

未來擬從事畜牧生產相關未來擬從事畜牧生產相關未來擬從事畜牧生產相關未來擬從事畜牧生產相關    

普通化學、動物科學概論、

基礎動物學、有機化學、家

畜解剖生理學、生物化學、

動物遺傳學、動物育種學、

動物營養學、乳牛學、豬

學、家禽學、禽畜衛生學、

動物資源經營學 

生物統計學、 動物生殖學、

內分泌學、禽畜行為學、家

禽生理學、動物生長生物

學、有機肥料與飼料作物

學、動物營養代謝、反芻動

物營養學、飼料工業、羊學、

養鹿學、畜牧統計概論、實驗

動物學、企業實習、動物福

祉及轉譯科學倫理學 

未來擬從事畜產品加工相未來擬從事畜產品加工相未來擬從事畜產品加工相未來擬從事畜產品加工相

關關關關    

普通化學、動物科學概論、

有機化學、家畜解剖生理

學、微生物學、生物化學、

乳牛學、豬學、家禽學、乳

品加工學、肉品加工學 

蛋品加工學、微生物學、畜

產品檢查學、畜產品發酵

學、畜產品化學、機能性健

康食品、食品生物化學、企

業實習及與食科系之相關

等課 

未來擬從事生物技術相關未來擬從事生物技術相關未來擬從事生物技術相關未來擬從事生物技術相關    

普通化學、動物科學概論、

有機化學、基礎動物學、家

畜解剖生理學、微生物學、

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動

物遺傳學、基礎分子生物

學、生物技術實驗 

生物科技概論、生物分子

檢測、內分泌 學、動物生

殖學、免疫學、動物生長生

物學、實驗動物學、動物

福祉、轉譯科學倫理學、企

業實習及與生命科學系之

相關課程。 

 

未未未未來擬從事醫學研究來擬從事醫學研究來擬從事醫學研究來擬從事醫學研究    

普通化學、有機化學、基礎

動物學、家畜解剖生理學、

微生物學、生物化學、細胞

生物學、動物遺傳學、基礎

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實驗 

免疫學、動物生殖學、內分

泌學、實驗動物學與動物福

祉、微生物學、轉譯科學倫

理學及生物分子檢測等課

程 

未未未未來擬自行創業來擬自行創業來擬自行創業來擬自行創業者者者者    
本系與未來行業相關之課程，亦可至管理學院修習經營

相關之課程。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可向系上教師諮詢 

本系農牧場非常完善，在課程設計上運用及教師研究甚多。大一學生牧場勞作

(牛舍、鹿舍以及乳品加工廠)、大三學生動物生產實習(豬舍、家禽舍以及牛舍)、

大三暑期實習(乳品加工廠及牛舍)，教師研究方面，鄭登貴、姜樹興、歐柏榮、謝

長奇、楊錫坤、陳盈豪、王家宇、陳珠亮老師皆有運用農牧場進行研究計畫(科技

部專題計畫、民間企業產學合作計畫以及校內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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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選課建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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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依據本系教學目標說明課程之設計： 

1. 使學生兼具畜產與生物科技之學養： 

本系專業課程係以畜牧產業發展趨勢與生物科技發展為主軸，共規劃五大領域課

程： 

(1) 生理學領域－含生殖生理學、內分泌學、禽畜行為學、家禽生理學、免疫學、動

物生長生物學、生物統計學、豬學、家禽學、乳牛學及動物生產實習等；研究所

選修課包括：細胞生理學特論、家畜內分泌學、放射免疫測定、生殖細胞生物學、

分子免疫學。 

(2) 營養飼養學領域－含家畜飼養學、有機肥料與飼料作物學、動物營養代謝、反芻

動物營養學、飼料工業、豬學、家禽學、乳牛學及動物生產實習、肉牛學、羊學、

養鹿學、生物統計學等；研究所選修課包括：高等電腦飼料配方、動物營養特論、

家禽學特論。 

(3) 遺傳育種領域－含動物遺傳學 (及實習)、動物育種學、生物統計學、轉譯農學倫

理學、畜牧統計概論、豬學、家禽學、乳牛學及動物生產實習、實驗動物學、動

物福祉等；研究所選修課包括：試驗設計、實驗動物學特論、動物遺傳工程學。 

(4) 加工領域－含肉品加工學 (及實習)、乳品加工學 (及實習)、蛋品加工學、畜產品

檢查學 (及實習)、畜產品化學、發酵畜產品學、機能性健康食品、生物統計學、

豬學、家禽學、乳牛學及動物生產實習等；研究所選修課包括：肉品學特論、畜

產品應用微生物學、肉品品質管制特論、乳品學特論、副產品特論、健康食品特

論、食品微生物學。 

(5) 生物技術領域－含基礎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實驗、生物科技概論、生物分子檢

測、細胞生物學、基礎微生物學等；研究所選修課包括：基因轉殖動物產製、生

物技術專討、分子內分泌學、生物資訊電腦搜尋、動物細胞培養。為了增加課程

內容，本系朝向聘任數位兼任師資，擬規劃開設生物技術應用於畜牧生產之課程。 

2. 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作之素養： 

       本系重視實習與實驗等課程，本校擁有乳牛場及營業專用之乳品加工廠，系所

擁有養鹿場、養豬場、家禽舍、山羊舍、鴕鳥區及觀賞禽鳥區及小動物飼養房等，

可提供本系學生充分之實習與試驗。實驗課程本系亦極重視實作能力之培養，而開

設多種實習課程。值得強調者，本系為訓練學生生物技術實作能力，而將生物技術

實驗課列為必修。除此之外，本系將暑期實習列為必修課程，要求學生利用暑假至

現場或實驗室實習至少一個月，從中可以學得一部分實務工作，近年學生前往大陸、

日本或其他國家實習人數趨勢增加(詳見表 5.1.7 及 5.1.8)。本系亦提供學生在養殖現

場工讀之機會，並鼓勵大學部同學進入教師實驗室協助研究，而能從中增進實作與

研究之能力。 

       本系推動「企業人才培育計畫」計畫，預計在 104 學年度施行，提供學生提早

至企業見習，學習公司文化，作為畢業生進入大公司的跳板(附件 2-3)。於 104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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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舉行第一步與兩家企業簽約儀式(附件 2-4)。自 101 學年開始，碩士班的課程

「專題討論」開放大學部學生修課，鼓勵對於研究所有興趣的學生，先修習研究所

課程，提早接觸實驗室，並鼓勵其參加「五年一貫」方案(附件 2-5)，選留程度較優

秀的學生，提高入學錄取分數。 

3. 使學生具有寬廣視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專業倫理； 

每年舉辦 1～2 場研討會與邀請外界產官學研等專家前來演講 (詳見附件 2-6 及

2-7)，以開拓學生視野。對於多種應用課程亦常採校外參觀 (附件 2-8)，以促進學生

對產業界之瞭解。選修課中，例如乳品工業、飼料工業及畜產網路行銷等，採介紹

最新的產業動態，整合應用藉以推廣至行銷之課程設計。各種實習、實驗之分組以

及勞作教育皆可養成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暑期實習及 104 學年度首度施行「企業人才培育計畫」中的「企業實習」學分

課程，除可習得實務工作之外，亦可增廣學生對產業或學術界上之見聞，且從中學

得職場倫理(附件 2-9)。團隊合作與專業倫理對工作單位與社會十分重要，本系透過

專業課程，尤其是實習課程，強化學生國際合作與專業倫理觀念。 

104 學年本系加入「定保課程」於新生課程中，大一必修課程「動物科學概論」

將由四位教師分別帶領學生分組討論，讓新生首先接觸畜產專業領域，了解畜牧產

業概況，循序漸進培養畜產興趣，藉由教師們領導，同學間分組討論、探索畜產相

關文獻資源，並至現場了解牧場與公司經營所需具備的條件，進而培養對畜產熱情

及本系向心力。 

    4. 教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 

本系動物科學概論、肉品加工學、豬學、禽肉加工學、家禽學、肉牛學等課程

均教導學生愛護動物與人道屠宰之觀念，藉由家畜解剖生理學實習、動物生產實習、

家畜遺傳學實習、家畜營養學實習等課程讓學生直接接觸動物，甚至動物之犧牲與

操作，從中教導學生對生命的尊重，與對動物的愛護。凡此種種皆可讓學生體認生

命的意涵，而能愛護生命。本系亦開設有實驗動物學、動物福祉之課程，除了讓學

生對於奉獻於科學實驗的動物有更深入的認識之外，進而能關照生命，尊重生命及

關懷生命。終極目標是期盼學生能在認知生命意涵之餘，亦能實踐關懷、感恩、慈

悲、助人及自律的生命情操，並有助於學生對生命意義的認知及協助學生可以檢視

自己的生命歷程、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及了解如何去愛自己和愛周遭的人。 

在 103 學年新增聘遺傳育種專長之陳怡蓁老師，陳老師開授「轉譯科學倫理學」，

此課程可幫助學生建立科學倫理的基本觀念，並且能在熟悉現代科技後，將其應用

在生醫與農業科技。 

目前系上正積極規劃「動物照護學分學程」，期盼能訓練出符合動物照護之專業

人員，提供學生更多工作機會。 

環境保護已是人類刻不容緩之課題，知識份子更有責任重視與實踐之。本系有

幅員廣闊的實習農牧場提供學生完整的畜產動物實習環境，也經常舉辦有關畜牧生



產與環境保護的相關研習活動

設備，以教導學生環境保護之過程及其重要性

營學等課程中，亦涉及廢棄物之問題

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等實驗課程中

境保護的觀念與相關知識

教育並重的傳統，自 101

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Global Researc

稱 GREEnS）。GREEnS 計畫旨在發展低碳

專業人才，確保台灣在綠色產業

皆有參與子計畫「永續生態

開設選修課程「氣候變遷與動物生產

能以所學之改善傳統畜舍並應用於家畜禽飼養管理上

                  

 

5. 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發之能力

        近兩年本系申請中央畜產會

CAS 優良肉品」活動，並獲得補助

三學生於「肉品加工學」

仿墨魚白豆腐香腸、東北角阿里郎香腸蛋炒飯

學生製作完成後，舉辦品評大會

發揮創新能力的課程還有

未來欲自行創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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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與環境保護的相關研習活動。牧場中各實驗區均設有完整之廢水及排泄物之處理

以教導學生環境保護之過程及其重要性。在豬學、乳牛學、家禽學與畜產經

亦涉及廢棄物之問題，從中亦灌輸學生環境保護的觀念

生物化學等實驗課程中，對於化學藥劑之分類處理也讓學生學得環

境保護的觀念與相關知識。東海大學為順應全球永續發展的趨勢，強化人文與科技

101 年 8 月啟動為期三年的整合型跨學院研究計畫

Global Research &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計畫旨在發展低碳、循環性的經濟社會體系並培養其所需的

確保台灣在綠色產業、社會及環境間達到永續平衡發展。

永續生態-綠色永續環境研究計畫」。為了配合此計畫

氣候變遷與動物生產」，讓學生明瞭在氣候變遷下畜舍規劃與設計

能以所學之改善傳統畜舍並應用於家畜禽飼養管理上。 

 

 

                  圖 2.1.3 本校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發之能力 

近兩年本系申請中央畜產會「全台高中職、大專院校餐飲及相關科系實習使用

並獲得補助 12,000 元／年，購買 CAS 優良生鮮肉品

」課程盡情發揮創意，做出跳出框架的畜產肉製品

東北角阿里郎香腸蛋炒飯、Pomodoro 迷迭香培根雞肉捲等

舉辦品評大會，邀請系上老師前來品嚐，廣獲師生好評

發揮創新能力的課程還有「畜產網路行銷」，讓學生接觸最新的網路行銷

，帶領他們接觸網路社群，發揮所學，創造一波新的潮流

牧場中各實驗區均設有完整之廢水及排泄物之處理

家禽學與畜產經

從中亦灌輸學生環境保護的觀念。在普通化

對於化學藥劑之分類處理也讓學生學得環

強化人文與科技

月啟動為期三年的整合型跨學院研究計畫：「全球環境

h &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簡

循環性的經濟社會體系並培養其所需的

。本系全系教師

為了配合此計畫，陳盈豪老師

讓學生明瞭在氣候變遷下畜舍規劃與設計，並

 

本校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大專院校餐飲及相關科系實習使用

生鮮肉品，讓大

做出跳出框架的畜產肉製品，例如：

迷迭香培根雞肉捲等，

廣獲師生好評。 

讓學生接觸最新的網路行銷，對於

創造一波新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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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4  103 學年度大三肉品加工實習學生之創意料理 

       

    就大學部學生核心能力之養成而言，本系必修課程概述如下： 

1. 具有執行與改善飼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此為本系立系以來最基本之核心能力之一，使學生在畢業之後能有從事動物生

產管理並改善之能力。直接相關之課程包括乳牛學、豬學、家禽學、動物生產實習、

家畜飼養學、家畜育種學、畜產經營學、禽畜衛生學等必修課程。普通化學、有機

化學、生物化學、普通動物學、家畜解剖生理學、動物營養學、動物遺傳學等必修

課程則為上述應用課程之基礎。 

2. 具有執行與改善畜產品加工生產的能力： 

此亦為本系立系以來最基本之核心能力之一，使學生在畢業之後能有從事畜產

品加工並改善之能力。直接相關之課程包括乳品加工學 (及實習)、肉品加工學 (及

實習)、畜產經營學等必修課程。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普通動物學、

家畜解剖生理學、動物營養學等必修課程則為上述應用課程之基礎。 

3. 具有生物技術應用的能力： 

此項能力乃本系依據社會潮流預先規劃之發展方向，期使學生在畢業後能具有

應用、操作重要生物科技之能力，並能廣知各類生物科技之概況與原理。直接相關

之課程包括基礎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實驗、細胞生物學等必修課程。普通化學、

有機化學、生物化學、普通動物學、家畜解剖生理學、動物遺傳學等必修課程則為

上述應用課程之基礎。 

4. 具有吸收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 

學生具有吸收科技新知之能力方為能不被時代淘汰之保證。產業狀況瞬息萬變，

具有分析產業動態之能力方可永保競爭力。吸收新知與產業動態分析之能力大致涉

及基礎課程之素養、英文能力、資訊教育之成效、與相關綜合練習。本系教育目標

中涵蓋對基礎課程之重視，英文教育之重視亦為本校及本系之教學特色，配合一般

之資訊教育，本系學生已具備吸收新知之基本能力，加之，本系多項課程 (如動物

育種學、家畜解剖生理學實習、乳牛學、豬學、乳品加工學、動物生產實習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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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學生收集資料、整理成報告之訓練，應足以使學生具有良好之吸收科技新知與

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除此之外，本系畜產經營學介紹畜產科技新知及分析產業動

態，亦有助於培養學生具有此核心能力。具有專業溝通表達的能力： 

本系認為本系大學部畢業學生未來從事工作並非生產現場之基層工作，而可能

涉及與基層、上級領導階層、服務對象之接觸，故專業溝通表達能力十分重要。有

鑑於此，本系多項課程即對文字與口頭表達有所要求，例如動物育種學、豬學、家

畜解剖生理學實習、乳牛學、豬學、肉品加工學實習、乳品加工學實習、暑期實習

等皆要求學生撰寫報告及作成口頭報告。 

在 104 學年將動物科學概論中將加入「定保課程」，讓新生提早接觸畜產專業

領域樣貌，藉以培養學生之基本核心能力。 

 

    碩、博士班學生應具備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之對應關係如下。 

1. 具有研究創新畜牧生產、畜產加工或生物科技等相關技術的能力： 

碩、博士班學生已經歷大學部之訓練，對於畜牧生產、畜產加工或生物科技等

相關能力已具備基本能力，再經研究所學位論文、專題討論之訓練後，始能具備發

掘問題、研究創新技術之能力，尤其博士生更加具有獨力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2. 具有應用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 

 碩博士班學生經歷大學部之訓練已具備吸收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之初步能力，

學生在經歷學位論文、專題討論與指導教授個別指導後，便具有應用與操作科技新

知之能力。由於學識之增加與見識之增廣，對於產業動態之分析能力更加精進。 

3. 具有專業表達與學術發表的能力： 

碩博士班學生大多在指導教授個別指導下或小班上課之學習環境裡學習成長，

加上專題討論之歷練及學位論文之磨練，表達能力必會大幅進步。本系尤其對專題

討論之訓練相當嚴格，訂有評分表格及重要規定 (詳見附件 2-10)，而且每個實驗室

皆有其各別討論時間 (Lab meeting)，對於碩博士班畢業亦設有公開發表論文之門檻，

如此一來，學術表達能力大可獲得精進。此外，對於碩士班一年級新生，本系規定

其必須與教學助理共同承擔輔導大學部低年級學生之基礎課程，亦可有助於其專業

表達之培養。 

4. 具有領導工作團隊的能力： 

碩博士生在所屬之實驗室中，通常發揮傳承之作用，上承學長姐之經驗，下傳學

弟妹之心得，亦有協助助教帶領大學部學弟妹做實驗之機會，且現場實驗常需全實

驗室研究生之團隊合作才可完成，無形中培養了研究生領導與整合工作團隊之能

力。 

本系課程之規劃機制主要由系務會議決定系所設立宗旨、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

力，系課程委員會據以規劃課程，並慎選教師擔任各課程之授課教師，各教師再依教

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與課程架構，規劃授課內容及方法。三大機制互相連結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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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全體師生參考教師、學生及其他課程外審委員之意見，訂定與修正教育目標、

學生核心能力、課程規劃與課程綱要。 

  

2-2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本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由本系專任教師以及系學會推薦之大學部學

生及研究生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之，並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畢業生代表參與

課程之規劃、研議，每學年初呈報系院級課程委員會名單，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

備查。系課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討論次學期開課事宜及與課程有關之議題。

必修科目表之修訂則採三級三審制，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本系依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設立系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課程、研議、審

訂必修科目、學系所專業（門）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開課等事宜，每學期內部自行檢討

修正必修及選修課程名稱、學分及授課大綱。學系必修課程送外審，檢討修正課程結構、

課程名稱 (中英文) 。課程委員會定期檢討畢業生之基本專業能力、外語能力，修正學

系必修及選修課程；檢討教師所開課程是否與其專長符合；檢討兼任教師之授課大綱與

課程名稱；安排系友建言時間，對系課程結構、名稱及內容提出建議。 

     學生對課程的意見反應主要經由系課程委員會之學生代表、各導師與授課老師、每

學期兩次的系大會、系學會與系主任的定期會面等管道提出。學生或是教師主動提出的

意見，先在系務會議由所有老師參與檢討改進；若與課程修正有關，則經系課程委員會

進一步討論，擬訂改進方案。本系課程規劃的增減，必修與選修課程的評估改變以及各

年級課程的安排，皆經由以上機制完成(附件 2-11)。學生的意見在課程授課內容規劃亦

受到重視，例如綜合學生反應與老師意見，經系務與課程委員會討論。彙整畢業生滿意

度調查意見送系參考討論，101-102 學年應屆畢業生對本系專業課程實用性程度問卷統

計，達 88% 以上之畢業生認為本系專業課程中度以上實用（附件 2-12）。 

     在 104 學年度，本系「普通動物學」將更名為「基礎動物學」，並由系上專任教師

負責授課。近幾年學生回應意見提出此課程上課內容大多教授植物學相關知識，與本系

專業有差距，因此，經課程委員會討論後，一致通過改由本系教師授課，打穩學生對於

基礎動物的根本基礎。 
 

 
 
 
 
 
 
 
 

 

    本系每年有特別編製「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學生修課輔導手冊」給入學之新生(附件 2-2)，

內容詳盡記錄當年度修課學分數、必修學分、選修通識及共同必修相關規定、課程地圖及畢



業門檻等，提供完整大學四年的修課引導資訊

訊系統」查詢。 

 

圖 2.2.1 學生查詢課表與考試相關資料

 

圖 2.2.2 學生之選課登記及課程地圖查詢相關資料

 

 

      此外，本系課程每 2 個學年度辦理課程外審

審視，針對課程內容、設計、

應以及透過系課程委員會開會討論作課程為實質改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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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完整大學四年的修課引導資訊。學生查詢選課相關資料也可上網站

學生查詢課表與考試相關資料(擷取網站頁面) 

學生之選課登記及課程地圖查詢相關資料(擷取網站頁面) 

個學年度辦理課程外審，每次約 3-5 門課程，

、方向給予建議，本系對於委員審查後之回饋意見做書面回

應以及透過系課程委員會開會討論作課程為實質改進的參考。 

學生查詢選課相關資料也可上網站「學生資

 

 

，邀請校外委員

本系對於委員審查後之回饋意見做書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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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本系課程 PDCA 改善機制 

  

2-3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東海大學鼓勵學生參與跨領域修課，開設許多跨領域課程，推展許多相關計畫。

教師方面，系上有多位老師利用專業專長每學期參與通識教育及多元學習共選修之授課，

開授「營養學導論」、「生命科學導論」、「現代生物科技」、「伴侶動物和生命關懷」等課

程，目的在讓非本系之東海大學學生用瞭解系上專業知識，擁有初步簡單的觀念。表 2.3.1

係本系教師支援本校通識教育的通識課程及共同課程。在學生方面，統計 100-103 學年

度申請雙主修有 5 名同學，申請系所有法律、企管、生命科學系和經濟系。申請輔系的

學生有 6 名，輔系系所有化學系、企管系、食科系、電機系、歷史系和哲學系，由此可

知，學生積極參與跨領域修課(表 2.3.2 )，必定是未來教育的趨勢。在農學院系的整合

方面，食品科學系、生命科學系、化學系、化學與材料工程系、環境工程系與本系共同

開授「生物技術學程」，對象為全校學生，學生必須修滿 18 學分始得可申請學程證明(附

件 2-13)。未來計畫由農學院整合，開授符合現代潮流趨勢，結合食科系、餐旅系及本

系的專業領域相關課程，提供學生多樣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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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本系教師支援本校通識教育的通識課程及共同課程 

學年度 開課課程 學分數 修課對象 開課單位 教師姓名 

101~103 
營養學導

論 
2 

畜產、餐旅、食科、

生科不得選修 
通識中心 姜樹興 

101~103 

伴侶動物

和生命關

懷 

2 
全校學生(畜產系學

生不得選修) 
共選修 陳盈豪 

101~103 
幸福寵物

學 
2 全校學生 畜產系 陳道杰 

101~103 
生物科技

導論 
2 有修生技學程學生 生技學程 

歐柏榮/陳珠

亮/謝長奇 

101~103 
現代生物

科技 
2 

畜產、環工、食科、

生科不得選修 
通識中心 歐柏榮 

101~103 
生命科學

概論 
2 

畜產、環工、食科、

生科不得選修 
通識中心 陳珠亮 

103 動物福祉 2 

全校學生(但畜產系

學生不列入通識學

分) 

通識中心 謝長奇 

 

表 2.3.2   100-103 學年度本系學生申請雙主修及輔系名單 

學號 姓名 申請類別 申請系所 申請學年 

1006109 賴仲新 雙主修 法律系 102 上 

1006521 王稜惟 雙主修 法律系 102 上 

1016135 陳和增 雙主修 企管系 102 下 

1016135 陳和增 雙主修 經濟系產經組 102 下 

1026515 曾雨庭 雙主修 生科系生醫組 103 上 

1006515 陳偉傑 輔系 化學系化生組 100 下 

1006537 王詩琪 輔系 食科系 102 下 

1016508 劉季杭 輔系 電機系 101 下 

1021958 陳柏叡 輔系 哲學系 103 上 

1026146 周妍如 輔系 歷史系 102 下 

986102 施甯馨 輔系 企管系 10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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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系在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上具有如下特色： 

1. 紮實之基礎課程訓練： 

    本系認為基礎課程之紮實有助於應用課程之理解，對於學生未來之求新求變與

自我學習之能力更有幫助，對於學生未來發展極有助益，尤其本系大學部畢業生越

來越多繼續進修，基礎乃越顯重要。因此，本系重視與加強基礎學科之訓練。與其

他畜產相關校系相較，本系在家畜解剖生理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與營養學方

面之基礎課程學分較多。 

2. 重視英文教育： 

    本校向來重視英文教育，在 100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生已施行英文畢業門檻，並

在 104 學年大一英文改為共同必修科目，大一英文由 2-2 學分增加為 3-3 學分，大

二英文由 1-1 學分增加為 2-2 學分，並進行學校亦充分利用外籍留學生之資源，鼓

勵同學與外籍生交談。本系在大學部開設畜產專業英文，並在部分課程中要求學生

閱讀原文報告，及撰寫報告或分組口頭報告。在研究所，本系並自行聘任外籍兼任

教師，加強訓練學生對英文之聽、說、讀、寫。本系為鼓勵學生學習英文與參加各

項英文能力檢定考試，亦訂定辦法，凡通過門檻者，皆給予 2000 元獎勵金，並在

公開場合頒獎。 

3. 重視校外教學： 

    本系暑期校外實習行之有年，累積可實習之單位涵蓋加工廠、動物醫院、’養殖

現場、產業界及研究機構，提供學生驗證所學機會。某些課程於學期末亦會安排校

外參觀，擴展學生視野。例如「乳品加工學」、「乳牛學」、「家禽學」、「豬學」、「肉

牛學」、「禽畜衛生學」、「家畜營養學」、「畜產品應用微生物學」、「肉品品質管制特

論」、「肉品學特論」、「機能性食品研發特論」、「微生物學特論」、「羊學」等課程，

每年皆舉行校外參觀。 

 

（三）問題與困難 

 

1. 教師員額編制有限，課程之完整性仍有可改善空間 

    改善策略： 

(1) 目前學校已推動合聘教師之制度，未來可與相關系所考慮整體師資規劃，合聘教

師以及聘任多位各專長領域之兼任師資，開設多樣課程。 

(2) 強化學生修業輔導，建議學生充分利用校內其他系所之師資與課程，畢竟本校

為十分完整之綜合型大學，師資與課程之多樣性十分可觀。 

    2. 必修科目於大學部各年級分佈不均且有些科目之先修基礎不足：本系必修科目集

中於大一至大三，此一設計之立意為低年級以學習基礎課程為主，愈升上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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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趨於以個人適性發展為主，因此必修科目大多分佈於低年級，選修科目則多為

高年級學生開設。然而，此設計亦導致大二、大三課業份量之過重，以及有些科

目之先修基礎不足。 

 

（四）改善策略 

 

1. 使用教學助理加強低年級艱難科目之輔導。 

2. 提醒各任課教師注意學生之基礎，教材應注意循序漸進。 

 

（五）項目二之總結 

 

1. 大學部透過基礎學科、核心課程與專業知能課程等必修課程之設計，達成本系設

立宗旨、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養成。碩博士班則透過專題討論、學位論文、各

指導教授所指定之課程、與英文及論文發表之畢業門檻等規定達成核心能力之養

成。 

2. 本系由課程委員會依據教育目標，彙整各教師、學生、外審委員及其他各方之意

見規劃課程與慎選任課教師，並定期決議開課事宜。 

3. 編製修課輔導手冊、動物科學概論、導師輔導、教學助理制度等機制可以充分有

效地輔導大學部同學修課，而指導教授之個別指導為研究生修課之最重要輔導機

制。 

4. 學生對課程規畫內容之意見可經由課程委員會之學生代表反映，對個別課程之意

見可經由教學評量調查反映之，教師皆極正視學生意見，而據以改善之。 

5. 本系 103 學年度有專任教師 13 名，兼任教師 7 名，各個學有專精且具博士學

位，數量與素質足以滿足學生學習之需求。 

6. 學生選課輔導手冊、教學大綱之預先上網、第一節課之說明、加退選制度等措施

應可確保學生充分瞭解各學科之教學目的與內容。 

7. 本系儀器設備大致符合學生學習與教師研究之需求，惟數量較少，多項儀器需多

人協調使用；實驗室空間則較嫌不足，而有賴學校協助改善；各實驗室各有助教

負責管理，實習農牧場有專人負責日常事務與實習之配合，故實驗與實習之支援

人力大致充分，而使教學順利。 

8. 本系教師皆按專長授課，最近三年全系每教師每學期之授課學分數為 10-11 學分

與國立大學相較，嫌重。 

9. 學校每學期皆對各學科進行教學評量問卷調查，所得結果可供教師參考，同時教

師升等、教師評鑑、優良教師選拔等亦參考此評量成績，故教師具有壓力，而能

參考改進教學品質。 

 



32 

 

三三三三、、、、師資教師資教師資教師資教學學學學 

 

（一）現況描述 

 

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並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本系專任教師共13位，加上榮譽教授共14位。專長領域分佈亦屬合理，所開課

數目極多，足以滿足學生在專業領域學習之需求。在101學年度鄭登貴講座教授榮獲

國家科學會傑出特約研究獎，為本系之光。表3.1.1為本系專任教師之專長與開授課

程之相關性，表3.1.2為本系101-103學年度兼任教師學歷與專長領域。本系在103學

年度聘任1位遺傳育種領域的陳怡蓁助理教授為專任教師，而鄭登貴講座教授即將在

103學年度屆齡退休， 104學年將再聘任專長領域以畜產品加工為主的專任教師，目

前積極向學校爭取聘任鄭登貴講座教授為東海大學榮譽教授。請詳見附件3-1為專、

兼任教師人數統計及生師比乙覽表以及附件3-2專任教師結構表。表3.1.3呈現本系專

任教師101-103學年度授課學分數，平均每位老師每學期平均授課數為11學分，系上

老師負擔還是過重。本系教授授課學分數占全系開課學分數九成二以上(表3.1.4)，

屬於合理。 

 

表 3.1.1 本系專任教師之專長與開授課程之相關性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 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 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 

鄭登貴 

講座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英國劍橋大學達爾文學

院動物生理學博士 

臺灣大學畜牧學系碩士 

文化大學畜牧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台灣大學動物科學系教

授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生殖生理學、生殖技術學生物

科技原理與技術應用於畜牧生

產，如複製動物，基因轉殖動

物等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動物生殖學、動物生

殖技術學、動物遺傳

工程學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建立篩檢黃體素活性之分

子生物檢驗法等應用 

2. 微環境在骨髓間質幹細胞

自我更新遷移骨質修復之

調節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專題討論、動物遺傳

工程學、分子發生

學、動物生殖技術

學、動物科學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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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 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 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 

楊錫坤 

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台灣大學畜產系博士 

台灣大學畜產系碩士 

台灣大學畜產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東海大學畜產系主任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場

長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解剖生理、生殖生理與內分泌

學應用於畜牧生產，如鹿茸生

產控制、鵝隻生產等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紐西蘭鹿產業行銷策略暨

鹿隻飼養管理技術之國際

合作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家畜解剖生理學及實

習、生殖生理學、養

鹿學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生殖細胞生物學、畜

產論文寫作與評論、

專題討論、動物生殖

學、動物科學研究法 

姜樹興 

  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畜產

系博士 

台灣大學畜牧系碩士 

台灣大學畜牧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東海大學畜產系系主任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脂肪營養與動物體脂蓄積調控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生物化學含實驗、豬

學、動物營養代謝、

動物生產實習、營養

生化學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飼料添加物 activeAA 肉雞

生長試驗 

2. 豬隻試驗資料收集、採樣及

檢體分析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動物營養特論、能量

代謝學、專題討論、

動物科學研究法 

【【【【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 

營養學導論 

周繼發 

  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台灣大學畜產系博士 

台灣大學畜牧系碩士 

台灣大學畜牧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東海大學畜產系所主任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場

長 

乳品加工廠長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畜產品加工、畜產品生化學原

理與應用，如乳肉蛋品加工、

副產品利用等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生物化學、畜產經營

學、蛋品加工學、畜

產品化學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HTST鮮乳不同熱殺菌強度

指標之研究 

2. 均質長保鮮期及低黃嘌呤

氧化酶活性HTST鮮乳之製

造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儀器分析原理、副產

品特論、畜產品化學

特論、畜產品過敏學

特論、專題討論、動

物科學研究法 

吳勇初 

  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美國路易士安納州立 

大學博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畜產品加工理化原理與應用，

如乳肉品加工技術，肉品品質

管制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肉品加工學含實習、

畜產專業英文、生物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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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 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 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 

碩士 

東海大學畜牧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東海大學畜產系主任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場

長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103-布拉安格斯牛肉委外

分析及價格評估案 

2. 開發高附加價值畜產品及

副產物利用技術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肉品學特論、試驗設

計、肉品品質管制特

論、動物科學研究法 

歐柏榮 

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博

士 

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碩

士 

東海大學生物學系學士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生物技術原理與技術應用於畜

牧生產及加工，如肌肉蛋白質

生長控制、細胞基因調控等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基礎分子生物學、畜

產學概論、免疫學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利用發酵綠茶茶渣作為蛋

雞飼料配方對蛋雞產蛋性

能、蛋品質及蛋黃膽固醇含

量的影響 

2. 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

先導型計畫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專題討論、分子生物

學特論、生物技術實

驗、動物細胞培養、

肌肉與脂肪發育、基

因轉殖動物產製、動

物科學研究法 

【【【【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 

生物技術通論(生技

學程)、生命科學概論

(通識) 

謝長奇 

  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

研究所博士 

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

學研究所碩士 

東海大學畜產系學士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保健機能性畜產品開發及功能

評估、微生物應用於畜產品及

動物免疫調節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微生物學、動物福

祉、實驗動物學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專題討論、分子免疫

學特論、機能性食品

研發特論、微生物學

特論、食品微生物學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調節過敏體質功效預試驗 

2. 開發高附加價值畜產品及

副產物利用技術 

3. 冬蟲夏草新穎保健機能性

產品之測試驗證服務 

【【【【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 

動物福祉（通識）、實

驗動物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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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 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 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 

林敦台 

 副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畜產

系博士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畜產

系碩士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動物營養需求應用於畜牧生

產，如飼料配方及行銷，胺基

酸營養等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家畜營養學含實習、

進階資訊教育禽畜衛

生學含實習、家畜飼

養學、寵物營養及電

腦配方、水產養殖學

特論、畜產專業英

文、飼料工業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Lysine and tryptophan 

requirements in swine. 

2. The ileal digestibility of rice 

by-product nutrients in swine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專題討論、高等電腦

飼料配方、特種飼料

配製、胺基酸代謝與

分析 

王家宇 

 副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畜

產系博士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畜

產系碩士 

中興大學畜牧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東海大學實習農畜部主

任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生殖生理及內分泌原理應用於

畜牧生產，如泌乳生理，乳牛

生殖生理等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乳牛學、動物生產實

習、肉牛學、反芻動

物營養學、動物經營

學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用重複排卵同期化方式改

善泌乳牛的生殖效率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家畜內分泌學、輻射

防護原理、家畜生殖

生理特論、放射免疫

測定、泌乳生理、專

題討論 

洪連欉 

副教授

(101 退

休)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中興大學畜牧系碩士 

中興大學畜牧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台灣省農會酪農鮮乳加

工廠技師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場

長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微生物應用於畜產品加工，如

乳酸菌利用，發酵乳研發等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不同種容器以及解凍加溫

方式對於母乳成分的影響 

2. 甘薯添加對益生菌酸酪乳

理化學特性之影響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乳品加工學含實習、

動物科學概論、畜產

品檢查學含實驗、乳

品發酵學、冰淇淋製

造學、食品分析(含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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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 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 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 

陳盈豪 

 副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中興大學畜產系博士 

中興大學畜產系碩士 

東海大學畜牧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場

長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家禽營養及生理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家禽學、家禽學實

習、禽畜行為學、家

禽生理學、有機肥料

與飼料作物學、羊學 

、氣候變遷與動物生

產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邁向綠色畜牧產業之新世

代-甲烷分解菌與家禽甲烷

排放之減量 

2. 本土化友善蛋雞飼養模式

之建立與諮詢推廣服務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家禽學特論、專題討

論、動物科學研究法 

【【【【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 

寵物學概論（共選修） 

羅能文 

 副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紐約州立大學生物化學

系博士 

東海大學物理系學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東海大學農業推廣中心

主任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生物科技原理與技術應用於畜

牧生產，如蛋白質醣化機轉，

分子生物操控等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生物化學含實驗、進

階資訊教育、基礎分

子生物學、生物科技

概論、畜產專業英

文、生物分子檢測、

生物技術實驗、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定向誘導經生物反應器與

化學抑制劑修飾之家兔胚

幹細胞分化為雌性生殖細

胞 

2. Towards a New Era of the 

Green Livestock Industry: 

Reduction, Reuse and 

Recycle.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生物資訊電腦搜尋、

生殖細胞生物學、生

物科技特論基因轉殖

動物產製、酵素學、

畜產論文寫作與評

論、專題討論、動物

科學研究法 

【【【【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 

生物技術通論(生技

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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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學經歷 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研究主題與授課相關經歷 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開授課程 

陳珠亮 

助理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畜

產系博士 

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畜

產系碩士 

中興大學畜產系學士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脂肪組織的發育與功能和動物

生長與繁殖性能之相關研究，

目標在使用生物技術調控脂肪

組織的發育與功能，改善畜產

動物生產效率。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生物化學、生物化學

實驗、進階資訊教

育、細胞生物學、動

物生長生物學、畜產

專業英文、生物技術

實驗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1. 開發 Enterocytozoon 

hepatopenaei 之現場使用的

iiPCR 檢測平台 

2. 肉雞試驗採購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細胞生理學特論、分

子內分泌學、肌肉與

脂肪發育、專題討

論、動物科學研究法 

【【【【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學程或通識中心】】】】 

生命科學導論(通識) 

陳怡蓁 

助理教授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台灣大學博士 

法國巴黎高等農業學院

博士 

【【【【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研究領域】】】】 

動物遺傳學、動物育種學、基

因多態性與表型相關分析、生

物多樣性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動物遺傳學(含實

習)、動物育種學、動

物科學概論、轉譯科

學倫理學、實驗動物

學 

【【【【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近期研究計畫】】】】 

代謝症候群小型豬模式之遺傳

特性分析 

【【【【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碩博班】】】】 

專題討論、動物科學

研究法 

 

表 3.1.2 本系 101-103 學年度兼任教師學歷與專長領域 

學年度 姓名 
授課科目/

學期 
學歷 專長 現職單位 

101學

年度 

施宗雄

榮譽教

授 

乳品工業/

下 

日本北海道大

學農學博士 

微生物應用於畜產品之開發

與應用，如乳酸菌之產品開

發應用，乳品及肉品加工技

術等 

約克貝爾公司

董事長 

林永昌

教授 

禽畜衛生

學/上 

日本東京大學

博士 

肝臟疾病學、硼中子捕獲治

療肝癌之研究 

中興大學獸醫

系 

劉琳琳 動物育種 美國奧立岡州 生物統計應用於畜牧生產，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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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學/上 

動物遺傳

學/下 

立大學碩士 家畜育種，數量遺傳 

洪連欉

副教授 

乳品檢查

學、乳品

發酵學/上 

中興大學碩士 

微生物應用於畜產品加工，

如乳酸菌利用，發酵乳研發

等 

退休 

Robert 

Glen副

教授 

科學英文/

上下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博士 

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外語

教學，英語、日語、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學系 

陳道杰

講師級

專技人

員 

幸福寵物

學/上 

伴侶動物

照護/下 

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系 

東海大學 

EMBA 

小動物現代醫學 
全國動物醫院

執行長 

102學

年度 

林永昌

教授 

禽畜衛生

學/上 

日本東京大學

博士 

肝臟疾病學、硼中子捕獲治

療肝癌之研究 

中興大學獸醫

系 

劉琳琳

副教授 

動物育種

學/上 

動物遺傳

學/下 

美國奧立岡州

立大學碩士 

生物統計應用於畜牧生產，

家畜育種，數量遺傳 
退休 

Robert 

Glen副

教授 

科學英文/

上下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博士 

 

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外語

教學，英語、日語、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學系 

洪連欉

副教授 

乳品檢查

學、乳品

發酵學/上 

中興大學碩士 

微生物應用於畜產品加工，

如乳酸菌利用，發酵乳研發

等 

退休 

陳道杰

講師級

專技人

員 

幸福寵物

學/上 

伴侶動物

照護/下 

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系 

東海大學 

EMBA 

小動物現代醫學 
全國動物醫院

執行長 

103學

年度 

施宗雄

榮譽教

授 

乳品工業/

上 

日本北海道大

學農學博士 

微生物應用於畜產品之開發

與應用，如乳酸菌之產品開

發應用，乳品及肉品加工技

術等 

約克貝爾公司

董事長 

林永昌

教授 

禽畜衛生

學/上 

日本東京大學

博士 

肝臟疾病學、硼中子捕獲治

療肝癌之研究 

中興大學獸醫

系 

白火城 家畜解剖 中興大學博士 家畜禽生理與解剖 家畜禽 中興大學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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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學/上下 內分泌 畜禽臨床血液生化 

養羊學 

科學系 

吳兩新

教授 

家畜解剖

學/上下 
台灣大學博士 

動物內分泌學, 動物生殖生

理學, 動物環境生理學 

台灣大學動物

科學系 

劉琳琳

副教授 

動物育種

學/上 

動物遺傳

學/下 

美國奧立岡州

立大學碩士 

生物統計應用於畜牧生產，

家畜育種，數量遺傳 
退休 

Robert 

Glen副

教授 

科學英文/

上下 

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博士 

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外語

教學，英語、日語、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學系 

洪連欉

副教授 

乳品檢查

學、乳品

發酵學/上 

中興大學碩士 

微生物應用於畜產品加工，

如乳酸菌利用，發酵乳研發

等 

退休 

陳道杰

講師級

專技人

員 

幸福寵物

學/上 

伴侶動物

照護/下 

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系 

東海大學 

EMBA 

小動物現代醫學 
全國動物醫院

執行長 

 

    表 3.1.3 本系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授課學分數(含外系及通識) 

 101 102 103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楊錫坤教授 12.81 10.4 11.3 10.46 休假  (2)休假 

姜樹興教授 10 13.5   11.4 13.5 11.6 (1)休假 

周繼發教授 12 12 12.16 13.4 休假 13.4 

吳勇初教授 10 10 10 8.19 11.16 11 

歐柏榮教授 10.19 8.08 休假 休假 10.88 11.08 

鄭登貴講座教授 5.5 4.5 5.56 4.56 4.82 休假 

謝長奇教授 10.2 11 12.67 10.5 9.91 12.18 

林敦台副教授 14 11 13.16 11 10.16 11.4 

王家宇副教授 10 11 10.16 11 9.16 9 

洪連欉副教授 11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陳盈豪副教授 12 11 13.36 11 14.36 12.66 

羅能文副教授 14.38 9.01 9.79 9.99 10.86 6.24 

陳珠亮助理教授 11.45 11.97 13.27 11.18 11.53 12.9 

學年 度 教
師 



40 

 

 101 102 103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陳怡蓁助理教授     7.52 6.6 

每人平均學分數每人平均學分數每人平均學分數每人平均學分數 11.04 10.29 11.17 10.43 10.18 10.64 

 

    表3.1.4  授課學分數佔總開課學分數之比例表 

學期 系上全部學分數(A) 專任教師學分數(B) 比例 (B)/(A) 

101上學期 143.03 139 0.97 

101下學期 123.46 118 0.96 

102上學期 122.66 119 0.97 

102下學期 114.78 126 1.1 

103上學期 115.92 134 1.16 

103下學期 116 109.46 0.92 

 

    本系大學部必修學分包含大學共同必修課、通識課程、基礎專業課程、畜牧生產、

畜產品加工、生物科技等領域，足以讓學生達到本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養成。 

    本系教育目標為： 

1. 使學生兼具畜產與生物科技之學養： 

本系、所依授課、研究方向及現有實驗室空間主要分成生產、加工及生物科技

三組。其中生產學門可分為營養代謝、生殖生理及遺傳育種；而加工方面則分為乳

品加工、肉品加工、蛋品加工、應用微生物以及副產品利用；生物科技方面之研究

為利用細胞生理的理論與分子生物技術探討動物肌肉、脂肪及生殖細胞的生長與發

育。 

本系早在十餘年前即已預見生物科技之影響力，而規畫逐步延請相關專長之

教師，並企圖將之融入畜產學各領域。因此，在教育目標上，本系兼顧畜產與生物

科技之教學研究，並將生物科技融入傳統畜產科學。 

2. 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作之素養： 

操作與實務可使理論得以驗證，而獲有深刻印象。因此本系重視實習與實驗

等課程。本系與其他大學不同，有專任教學助教 3 名、現場技士及工友各 1 名，學

生在現場實習時，不僅有助教指導，還有現場人員提供輔助。在實驗課中，除了助

教及任課教師授課外，還有研究室之碩博士班研究生同時亦會提供輔助。除此之外，

本系提供學生在養殖現場工讀之機會，並鼓勵大學部同學進入教師實驗室協助研究，

而能從中增進實作及研究之能力。 

3. 使學生具有寬廣視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專業倫理： 

本系相信寬廣之視野對學生未來學業與事業之發展具有幫助。因此，本系期

望學生能在各相關領域有所見識，亦期望學生對國外相關領域之概況與發展有所瞭

學年 度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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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此，本系每年舉辦 1～2 場研討會，邀請外界產官學研學等專家及傑出畢業

系友前來演講(附件 2-6 及附件 2-7)，以開拓學生視野。多種應用課程亦常進行校外

參觀(附件 2-8)，以促進學生對產業界之瞭解。團隊合作與專業倫理對工作單位與

社會十分重要，本系教師及助教透過專業課程，尤其是實習課程，灌輸學生此等觀

念。 

4. 教導學生重視生命與環保的態度： 

本系希望透過動物科學概論、家畜解剖生理學、家畜各論及相關實習（驗）

課，讓學生體認生命的意涵，學習生命的倫理，瞭解生命的平等。本系亦開設有實

驗動物學、動物福祉及轉譯科學倫理學等課程。目前正積極規劃農學院各系合作開

設「動物照護學分學程」，除了讓學生對於奉獻於科學實驗的動物有更深入的認識

之外，也能進而關照生命，尊重生命及關懷生命。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已是人類刻

不容緩之課題。本系在畜牧生產與畜產品加工等課程中，除教導相關技術之外，亦

灌輸環保之概念與有關解決方法。在生物技術相關課程亦灌輸生物安全與生態保護

之觀念。 

5. 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發之能力： 

畜牧生產技術目前已趨成熟，未來的發展需要具備創新思維的年輕人，開發新

的技術投入於畜產界，這正是我們努力朝向的目標。課堂上教師教導學生基本知能，

透過與學生討論來發掘問題、分組報告之訓練、繳交 review 報告，碰撞出創新的思

維，培養獨力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謝長奇教授帶領畢業系友賴治暄博士生，在 103 學年度參與教育部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2014 生技創新創業獎競賽中艸本啖團隊獲

得銀牌，綠抗體團隊得到銅牌獎。 

  

      圖 3.1.1 生技創新創業獎競賽艸本啖團隊獲得銀牌獎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本系專任教師共 13 位，加上榮譽教授共 14 位，100-103 學年度共計發表 69

篇期刊論文，其中 SCI 期刊有 53 篇，SCI 論文中屬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有 24 篇。

與上次評鑑相較，有增加 15 篇 SCI 期刊(95-97 學年統計共發表 38 篇)，SCI 論文中

屬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增加了 12 篇(95-97 學年統計共有 12 篇)，學術會議論文有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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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通訊作者    

篇，4 篇發表於國際學術會議。總計 129 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論文，詳情請見附件

3-3 及附件 3-4。除此之外，本系教師亦有與其他專家學者合著書籍者，也在一般性

刊物上發表專業性文章，請參閱附件 3-5 及附件 3-6。 

  

 

 

 

 

 

  

  

 

 

 

        

 

                  圖 3.2.1 本系教師發表各項論文與前次評鑑比較圖 

       

       

本系多位老師獲學校多種獎勵，101-103 年教師學術著作及計畫獎勵之獲獎情

形分別如附件 3-7 與附件 3-8 所示；本系 101-103 年教師減授鐘點獎勵如附件 3-9 所

列。 

       本系教師積極參加國內和國際學術研討會或會議，同時亦鼓勵學生踴躍發表

論文，不僅可開拓學生之國際視野，並可學習如何與其它研究學者交換心得意見。 

101-103學年度本系教師發表之學術會議論文共60篇，顯示師生參與學術活動

積極活躍。 

        教師參與學術研討會的類別包括中國畜牧學會年會、World Diabetes 

Congress(澳大利亞)、Immunogenicity and Immunotoxicity Conference(美國)、乳酸菌

學會、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年會、動物資源的再開發與利用研討會、台灣食品科

學技術學會屆年會、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全國動物生理生化第十二次學術交流

會等。國際學術會議包括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 &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The 5th World Waterfow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acific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Poultry Science Association、2013 國際幹細胞與型態發

育學術研討會暨第九屆台灣幹細胞學會年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等。教師參加國內和國際學術研討會或會議之情況如附件 3-3 所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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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 36.4%
GREEnS, 38.5%

產業界, 12.2%

其他政府單位, 12.9%

科技部計畫 

其他政府單位 

產業界 

GREEnS 計畫

    本系教師積極爭取研究經費，每年均申請教育部、科技部、農委會、東海大學

與榮總醫院之合作計畫以及民間企業之研究經費。本系教師 101-103 學年度共獲得

各界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共計 55,736,354 元，共計 52 件補助。相較於前次評鑑(補

助總金額為 36,031,600 元)，補助經費成長 50%，實有進步。其中科技部計畫有 15

件 (含 2 件與產業合作計畫)，補助金額為 20,322,000 元；產業界補助有 16 件，補

助金額為 6,777,200 元 ，系上教師參與東海大學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GREEnS)研究計畫三年補助共計 21,441,654 元，詳細補助單位及經費如附件 3-10

及附件 3-11 所示。獲得經費補助來源之比例如圖 3.2.2 所示。 

在第一週期評鑑中，有委員建議本系教師在專利方面取得方面可稍加努力，在

101-103學年度教師在專利及參與新產品的研發，一共有9件，屬於有傑出表現(附件

3-12及附件3-13)。系上老師還積極參與學術活動擔任主持人、其他相關社會專業服

務以及應邀專題演講，請詳見附件3-14、附件3-15及附件3-16。  

 

 

 

 

 

                  

 

 

 

 

                  圖 3.2.2 本系獲得補助來源分配之比例 

 

 

3-3 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本校自 96 學年度開始辦理並落實教師評鑑，96 學年至 98 學年進行第 1 次教師

評鑑， 101 學年至 105 學年，採行新制教師評鑑制度，101 學年至 105 學年本系預計

共有 9 位教師進行評鑑，目前截止 103 學年度已經有姜樹興、周繼發、吳勇初、陳盈

豪、謝長奇以及陳珠亮 6 位教師已通過校教評會審議(104 年 1 月 21 日)，通過評鑑。 

教師評鑑採三級三審制度，期初需先通過系教評會，審核通過後再送至農院教

評會，院教評通過後再送至校教評會審議。 

  農學院教師評鑑項目分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四個子項，教學權重應介

於30–60%(評鑑內容包含教學評量結果、教學行政配合度、指導學生學術研究之績效、

教師所學專長與開課符合度)，研究權重應介於 20–60%(評鑑內容包含學術論著、接

受補助或委託之研究計畫、研究獎勵)，服務權重應介於 5–20%(評鑑內容包含校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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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專業服務、校外專業服務、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輔導權重應介於 5–20%(評鑑

內容包含擔任導師、指導社團、輔導學生)。每一子項總分為校訂「共同基準」 分數

與院訂「細項基準」分數之加總和。其中校訂「共同基準」之計分標準由「東海大學

教 師評鑑施行細則」第四條統一訂定，佔 50 分；院訂「細項基準」分數之計分標

準由本辦法 第七條至第十條規定訂定，各子項之總分滿分為 100 分，超過者以 100 

分計算。受評教師得依定位屬性，自行配置權重，四項之權重和為 100％。 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等任一子項之總分未達 60 分，該次評鑑視為不通過。 教學、研

究、服務與輔導四子項之加權總分達 70 分以上者為通過評鑑。詳情請參閱附件 3-17

及附件 3-18。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執行之情形為何？ 

    系所教師於學校開放選課之前，必須到學校教務資訊系統，建立授課大綱，使學

生先行了解授課大要，以作為選課之參考。本系每學期的授課大綱上網填寫率為100%。

授課期間更鼓勵各個教師利用教學平台，讓學生可以不受時空限制，下載老師上課教

材與上傳問題與學習心得，增加師生互動與問題討論機會。附件3-19為本系專、兼任

教師授課之教學輔助方式之統計表。 

目前本校每間教室皆有配備數位講桌，結合單槍、麥克風及網路系統與多媒體

等進行輔助教學，以提高學習效果。 

在實作方面，本系有附設規劃完整之實習農牧場，其中包括禽舍、豬舍、乳牛

舍、鹿舍、飼料作物區與乳品加工廠，可供教師運用與學生學習作業。而各個老師亦

可利用校外參觀方式使學生近距離親身體驗課堂內所獲得的知識，使之融會貫通。老

師對學生學習評量除了期中考與期末考成績外，亦根據隨堂考、上課情況 (有無缺曠

課)、研讀心得、報告等表現，而加以綜合評分。附件3-20為本系必修課程與核心能

力對應與評量方式一覽表。 

在 102 學年度本校由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導入翻轉教室、問題導向（PBL）

教學模式及 MOOCs 教學模式等三項創新教學模式。其中「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即為翻轉「課堂的運作模式」。傳統的上課模式大多是「教師在課堂中教授

課程內容，同學回家再做作業或討論」，翻轉課堂卻是「學生先回家看教師預先做好

的課程內容，而後再到課堂上做討論或做作業」。本系謝長奇老師將此方法施行於大

一必修「微生物學」，頗受好評。 

學生在學期中、末，分別須上網對該學期所修之科目作一教師教學評量。學期

中舉行的評量，是學生針對教師教學提出建議，教師會調整授課步調或講述方式，學

期末再次評量檢驗。每學期教學評量結果送各任課教師，供教學之參考，依據評量之

優缺點加以檢討改進，以提升教學品質之成效。 

本系教師教學表現皆甚為理想，教學評量成績平均每學期皆達 86 分以上(圖

3.4.1)(圖 3.4.2)。本系吳勇初老師在 103 學年度獲得教學傑出獎，陳珠亮老師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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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1  101-103 學年度校

 

 

 

 

 

 

 

 

 

 

圖 3.4.2  101-103 學年度校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執行為何

本校受到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補助

提供最新教學資訊，請專家學者分享教學經驗

教師專業成長，使之受惠於學生

之情形。 

   對於鼓勵教師亦有獎勵辦法

教學創新獎勵辦法、延攬特殊優秀人才補助要點

教師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辦法及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專任教師、參與校內各項重要計畫或改革之推動的專任教師

   本校為鼓勵教師學術研究及發表論文

辦法」(詳見附件 3-23)及

分數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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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 103學年 年度

系平均

院平均

校平均

學年分別獲得優良導師及教學優良獎，實至名歸。 

學年度校、院、系大學部教師教學評量平均成績

學年度校、院、系研究所教師教學評量平均成績

服務與輔導之執行為何？ 

本校受到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補助，教學資源中心常常舉辦教師研習活動

請專家學者分享教學經驗，讓本校教師提升教學技巧與效果

使之受惠於學生。附件 3-22 為教師參與「專業成長系列工作坊

對於鼓勵教師亦有獎勵辦法，訂定教師特優教學獎、教學創新獎、

延攬特殊優秀人才補助要點、專任教師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專任教師申請整合型研究計畫辦法、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

資實施辦法，獎勵在教學、服務、輔導各方面有傑出貢獻與優秀表現的

參與校內各項重要計畫或改革之推動的專任教師、聘任國際優秀人才

本校為鼓勵教師學術研究及發表論文，特訂定「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詳見附件

學年度 

系大學部教師教學評量平均成績 

 

系研究所教師教學評量平均成績 

教學資源中心常常舉辦教師研習活動，

讓本校教師提升教學技巧與效果，使

專業成長系列工作坊(營)」

、優良導師獎、

專任教師產學合作獎勵辦法、專任

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

輔導各方面有傑出貢獻與優秀表現的

聘任國際優秀人才。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

詳見附件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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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另外為協助系所聘任稀有博士級新進專任教師，提昇系所師資陣容及學術水

準，並增強教師研究品質及成效，特訂定「東海大學聘任博士級新進專任教師獎

勵辦法」(附件 3-25)。在 104 學年將要推行「教師多元升等辦法」，鼓勵老師推動教

師多元升等制度：以「研究」為審核標準，加上「教學實務升等」，跳脫現行升等制

度的思維，採取全人評估及教學服務(輔導)與研究的理念，確保多元升等制度，落實

全人評估理念。  

 本校注重輔導學生機制，推動導師制，對於新進教師亦有輔導，定期舉辦新進

教師知能研習、交流暨歡迎茶會、建置新進教師專屬網站、編制新進教師手冊，透過

傳習制度連結新進教師及資深教師間關係，新進教師接受輔導比率均為 100%；另外

對於新聘助理教授施行減授鐘點，鼓勵學術研究。 

發展導師分流活水措施：由各系所推行班級導師及職涯導師制度，建構導師分 

流機制，強化導師輔導知能，提供學生生活、學業及職涯發展等多元輔導機能與管道，

每學期舉辦一次 2 天一夜導師知能研習營、輔導講座、導師共學課程。 

 

（二）特色 

 

1. 教師教學有依學系教育目標進行，讓學生達到本系之核心能力之養成。 

2. 本系採雙班制，學生人數多，對畜產業之影響大。因此特別注意學生專業知識之培養。 

3. 本系教師於 101 至 103 年學年度發表之國內外學術論文共有 129 篇，其中期刊論

文有 69 篇，學術會議論文有 60 篇，而期刊論文中 SCI 期刊有 53 篇，研究成果

佳。  

4. 本系 101 至 103 學年度，獲得專題 研究計畫共有 52件，總經費多達 55,736,354 元。

就總體研究與專業表現而言，符合既定的研究方向與目標，其在論文發表數量或品質

上均有良好之表現。 

5. 本系教師在教學表現上優良，教學評鑑成績皆於高於全校平均。有教師首先採行創新

教學「翻轉教室」，在教學上付出甚多努力。 

 

（三）問題與困難 

 

針對第一週期委員提出的問題 

1. 論文發表之質方面有待進一步提升 

 在 101-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在論文發表有顯著增加，其中 53 篇為 SCI，較第一

週期增加了 15 篇，肯定了系上教師近年的來的努力。 

2. 專利技術開發尚有待強化與努力 

在 100-103 年專利技術增加至 9 件，系上老師之努力已看到成果。 

3. 計畫申請愈來愈困難，研究經費不足 

4. 教師專業交流與社會服務之參與度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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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策略： 

 

1. 鼓勵老師申請科技部及農委會研究計畫。 

2. 擴展產學合作：透過人際脈絡爭取產學合作以補足經費不足之問題。 

  3. 延攬研究傑出之人才：從海外延攬優秀研究學者至系上任教 

4. 向學校爭取經費：校級「GREEnS 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Global Research  

&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簡稱 GREEnS）施行時間為 101-103 學年，

系上有 6 位教師積極參與，研究經費共計 21,441,654 元。 

5. 鼓勵教師除致力於研究外，多參與相關之產業活動，除與學者及業界交流外，透過

與一般民眾將本系之理念推廣出去。 

6. 為了因應台灣少子化之衝擊，且全校碩博班招生名額不足、大學部招生人數也逐漸

下降之狀況下，目前東海大學校務發展白皮書之規劃，教師員額之配置無法增加。

本系將聘任兼任師資，以解決教師員額不足之問題。 

（五）項目三之總結 

 

1. 系上專任教師之學術專長及領域結構符合並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但是未來希望可向學

校爭取增聘教師，降低教師教學負擔。 

2. 教師在 101-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在國際期刊發表方面，有明顯的進步；但參與社會專

業服務，有待加強。 

3. 本校訂有嚴謹之教師評鑑制度，系上教師大部分已通過評鑑，在 105 學年度會評鑑完

成。 

4. 本系教師教學運用多元方法，提早學生學習興趣，102 學年採「翻轉教室」，改變傳統

上課方式，上課不枯燥，訓練學生思考、搜尋知識。 

5. 教學評量新增加「期中評量」，可在學期結束前，針對學生的建議，調整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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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學習資源學習資源學習資源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一般而言，大學學生以自主學習為主，但學生如有個別學習之困難而求助於師

長者，為本系教師皆盡力給予協助。若師長無法解決，即接洽輔導中心，請求協助，

共同商議，並給予學生適當幫助。本系採家族式導師制度，共分 12 個家族，每家族

均包括自大一至研究所同學，並分別有 13 位教師分別擔任主任導師及家族導師。學

生學習遇有困惑時，皆可快速求助於老師，教師們除大部分時間在研究室作研究或

備課外，每週均有 2~4 小時之『師生晤談時間』可與需輔導的學生進行研討。此外，

本系多位助教以及學長(姊)制也有助於學生學習之輔導。 

教學助理課業輔導機制係由系務會議通過，選拔大學部與研究所成績優秀同學，

以有津貼之方式擔任教學助理，以分組方式定時、定期進行大學部低年級同學家畜

解剖生理學與生物化學等學習之輔導工作，藉此增加學習成效並促進學生們熱衷於

課業的研究討論，並可使較高年級之學長(姊)在教學相長下更加成長。 

此外，學校對在學同學亦可透過預警通知機制與輔導作業系統，對期中考後成

績不佳或學習態度異常者，實施預警制度，並訂定預警輔導作業流程 (如圖 4.1.1)，

積極對學生課業進行輔導，輔導率高達 80%以上，而預警輔導人次、預警輔導科目

數於 101-103 學年期間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圖 4.1.2、圖 4.1.3)，顯示教師對學生之預

警輔導確實有所成效。 

對於超過二分之一以上學分被預警之學生，學校將主動發函予其家長與導師，

與家長導師共同留意、輔導學生之學習態度及學習技巧。學校也會對各系提出應重

點輔導之學生名單，讓導師能針對該學生做課後輔導與加強學習重點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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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學生預警輔導作業說明 

 

 

 

 

 

 

 

 

 

 

 

 

 

 

期中考結束後，二個星期

內，教務處註冊組依授課教

師登錄結果彙整預警學生



圖 4.1.2 101

 

圖 4.1.3 101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本校的圖書館、資訊中心

本系實驗室由各學門教授負責

備的維護、使用登記與管理

遵守，欲進入本實驗室使用設備或進行實驗者

育訓練講習，再經過本實驗室各項訓練

室進行實驗。取得本實驗室使用資格後之人員

實驗室所有規定，並聽從管理人員之指導

情節輕重進行量處。實驗室充分配合大學部學生實習課程以及研究生進行試驗

此之外，本校牛乳加工場

50 

4.1.2 101-103 期中預警輔導人次 

4.1.3 101-103 期中預警輔導科目數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資訊中心、視訊器材維護中心有直接專業人員負責管理與維護

本系實驗室由各學門教授負責，並配置助教協助實驗室之管理，與協助貴重儀器設

使用登記與管理，同時訂定實驗室管理辦法 (詳見附件

欲進入本實驗室使用設備或進行實驗者，需先參與校內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

再經過本實驗室各項訓練 (含貴重儀器使用訓練)後，始得進入本實驗

取得本實驗室使用資格後之人員，日後進入本實驗室，

並聽從管理人員之指導，違者將交由實驗室負責人或指導教授依

實驗室充分配合大學部學生實習課程以及研究生進行試驗

本校牛乳加工場、乳牛場具有營業規模，皆編制專職人員管理

視訊器材維護中心有直接專業人員負責管理與維護。

與協助貴重儀器設

詳見附件 4-1)供使用人員

需先參與校內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

始得進入本實驗

，須嚴格遵守本

違者將交由實驗室負責人或指導教授依

實驗室充分配合大學部學生實習課程以及研究生進行試驗。除

皆編制專職人員管理，其餘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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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本系亦編制一名技工與一名工友與若干名工讀生負責日常飼養與維護。凡此人

力，皆直接、間接支援本系各課程之實習與研究。此外，每學期開學前，由學校環

保組通知每一學系勞安管制人員或助教轉達勞工安全講習時間、地點，本系所有教

師及碩、博士研究生均須參加一學年兩次之講習會，而大學部同學亦應於每學期實

習課程一開始時觀看勞安錄影帶。本系實驗場所之督導負責人如表 4.2.1 所示。有關

實驗室維護、使用、安全檢查等表格詳見附件 4-2。 

本系教學與研究之實驗空間、設備、管理人、配合課程如表 4.2.1 所示，並特

別顯示出此評鑑週期中所新增之實驗室空間、儀器設備名稱與數量，本系 101-103

學年之經常門、資本門經費情況如表 4.2.3 所示，顯示各項經費均有下降之趨勢。 

 

表 4.2.1 本系 101-103 學年度實驗場所之督導負責人 

實  驗  場  所  

名  稱 /編  號  

實驗場所負責人 

/電話/e-mail (@thu.edu.tw) 

/實驗室管理助教/電話 

負 責 學 生  

(大 學 部 與 研 究 生 )  

鹿舍 

生理實驗室 

楊錫坤教授/37116/skyang 

/黃馨誼/37100、37113 
劉耿彰、廖君涵 

加工實驗室 

AG212 

周繼發教授/37120/chowfa 

吳勇初教授/37118/ycwu 

謝長奇教授兼任副研發長

/37125、37101/cchsieh 

/彭美常/37122 

李丹昂、葉依凝、張凱婷、

林聖諭、黃泰穎、劉育婷、

蘇昱韶、徐承甫、胡博凱 

加工實驗室 

AG107 

周繼發教授/37120/chowfa 

吳勇初教授/37118/ycwu 

謝長奇教授兼任副研發長

/37125、37101/cchsieh 

/彭美常/37122 

李丹昂、葉依凝、張凱婷、

林聖諭、黃泰穎、劉育婷、

蘇昱韶、徐承甫、胡博凱 

營養實驗室 

AG003 

姜樹興教授/37107/shchiang 

林敦台副教授/37114/frankl 

/林佩儀/37108 

林國長、黃正耀、何重志 

微生物實驗室 

AG 224 

羅能文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37106、37115/nlo 

/彭美常/37122 

徐彬、王昕妤、賴玟芮、魏

天恩 

生殖科技實驗室

AG207 

歐柏榮教授/37129/brou 

/黃馨誼/37100、37113 

劉耿彰、林維哲、陳憬輝、

周峻賢、陳冠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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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場  所  

名  稱 /編  號  

實驗場所負責人 

/電話/e-mail (@thu.edu.tw) 

/實驗室管理助教/電話 

負 責 學 生  

(大 學 部 與 研 究 生 )  

RIA 實驗室 
王家宇副教授/37124/jywang 

/黃馨誼/37100、37113 
姚成瑞、黃泰穎 

鹿舍 

基因轉殖實驗室 

謝長奇教授兼任副研發長

/37125、37101/cchsieh 

/黃馨誼/37100、37113 

劉景文、廖君涵、余至傑、

許珉瑞、許家豪 

分子生物實驗室 

AG310 、

AG208、AG209 

歐柏榮教授/37129/brou 

/黃馨誼/37100、37113 

劉耿彰、林維哲、陳憬輝、

周峻賢、陳冠彣 

育種實驗室 

AG112 

陳盈豪副教授/37112/yh7chen 

/林佩儀/37108 鄭慶安 

 

鹿舍 

分子生物實驗室 

羅能文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37106、37115/nlo 

陳珠亮助理教授/37128/clchen 

/黃馨誼/37100、37113 

李儒芸、王宇丞 

 

表 4.2.2 本系教學與研究之實驗空間、設備、管理人、配合課程 

實驗室

名稱 

空間

（m
2） 

儀器設備(數量) 管理/ 

維護人員 

配合課程名稱 

營養實

驗室

(AG00

3) 

72.00 冷凍乾燥機(1)、凱氏氮分析系統(2)、脂質萃取

機(1)、分光光度計(2)、高效能液相層析儀(1)、

氣相層析儀(1)、原子吸收光譜儀(1)、總能測定

儀(1)、離心機(3)、粗纖維分析儀(2)、超高速

離心機(1)、組合式模擬環境控制室(1)、粉碎機

(2)、灰化爐(2)、烘箱(1)、製冰機(1)、低溫冰

箱(4)、均質機(2)、無菌操作台(1)、血液生理

分析儀(1)、水浴槽(2)、超音波洗滌機(1)、排

煙櫃(3)、電腦(1)、印表機(1)、掃描機(1)、緊

急淋浴設備(1)、藥品抽氣櫃(2)、乾燥皿(10)、

豬隻背脂三用測定儀(1)、震盪器(1)、加熱攪拌

器(5)、pH 酸鹼測定儀(2)、分解爐(1)、純水製

造機(1)、恆溫吹氮箱(1)、氣體鋼瓶(5)、液態

氮桶(2)。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姜樹興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林佩儀助教、 

相關研究生 

動物營養學、動

物營養學實

習、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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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名稱 

空間

（m
2） 

儀器設備(數量) 管理/ 

維護人員 

配合課程名稱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脂肪萃取分析儀(1)(100)、灰化爐(1)(100)、凱

氏氮自動蒸餾裝置(1)(102)、粗蛋白分解爐

FOSS DT 220(1)(103)、熱卡計(1)(103)、可調式

自動微量吸管(4)(103)、4℃冷藏冰箱 

 

畜產加

工實驗

室Ⅰ

(AG21

2) 

131.6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乳化機(1)、注射機(1)、冷

凍切片機(1)、拉力打針機、、骨肉分離機(2)、

凱氏氮分析系統(1)、恆溫培養箱(5)、超低溫冷

凍櫃(5)，無菌操作台(1)、脂質萃取機、開放式

冷藏展示櫃(3)、分液收集器(1)、Oster 均質機

(2)、酸鹼度計(1)、數字式電磁加熱攪拌器(5)、

烤箱(3)、天平(5)、蒸煮機(1)、充填機(4)、乳

化機(1)、鋸骨機(1)、鬆肉機(1)、肉鬆機(1)、

切丁機(1)、二重鍋(1)、拌粉機(1)、包裝機(2)、

煙燻機(1)、絞肉機(5)、穩壓器(1)、防潮箱(5)、

電擊器(1)、混合機(1)、水活性分析儀(1)、抽

氣式藥品櫃(1)、超音波洗滌機(1)、粗蛋白萃取

儀(2)、真空濃縮(機(1)、離子濃度計(1)、臭氧

製造機(1)、消化分解爐(1)、氣體偵測器(1)、

鹽分分析儀、臭氧分析儀(1)、氧氣生成機(1)、

循環水槽(2)、霜淇淋機(1)、抽氣幫浦(3)、油

壓壓床(1)、滅菌釜(2)、製冰機(2)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吳勇初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彭美常助教、 

相關研究生 

肉品加工學、肉

品加工學實

習、乳品加工

學、乳品加工學

實習、蛋品加工

學、專題研究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純水製造系統(1)(100)、超低溫冷凍櫃

(1)(100)、分離式冷氣(1)(101)、MZ2CNT 抗腐

蝕隔膜真空泵浦(1)(103) 

畜產品

分析實

83.92 天平(2)、鐵胃(1)、培養箱(3)、滅菌釜(1)、振

盪器(1)、無菌操作台(1)、毛刷清洗機(1)、電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吳勇初老師 

乳品檢查學、專

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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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名稱 

空間

（m
2） 

儀器設備(數量) 管理/ 

維護人員 

配合課程名稱 

驗室

(AG21

1) 

磁加熱攪拌器(2)、微生物快速檢驗儀(1)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彭美常助教、 

相關研究生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可調式自動微量吸管(2)(103) 

乳品檢查學、專

題研究 

風味品

評室 

21 烤箱(1)、冰箱(2)、防潮箱(2)、開飲機(1)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吳勇初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彭美常助教、 

相關研究生 

專題研究 

微生物

實驗室

(AG22

4) 

20.25 冰箱(1)、恆溫培養箱(1)、厭氧操作箱(1)、二

氧化碳鋼瓶(4)、真空冷凍乾燥機(1)、熱風循環

烘箱(1)、防潮箱(1)、精密天平(1)、顯微鏡(2)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羅能文主任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彭美常助教、 

相關研究生 

微生物學 

專題研究 

分生與

細胞生

理實驗

室 

57.79 微注射系統(1)、自動核酸定序儀(1)、低速離心

機(1)、超高速離心機(1)、高速離心機(1)、快

速蛋白質純化儀、2-D 電泳設備(3)、影像分析

系統、同步定量偵測系統、迷你電泳槽(3)、-20

℃冷凍櫃(1)、細胞培養箱、垂直式無菌無塵操

作台(1)、倒立螢光顯微鏡(1)、可乾熱滅菌式二

氧化碳培養箱(1)、電磁加熱攪拌器(1)、雜交反

應培養箱(1)、電子分析天平(1)、光電比色計

(1)、紫外線觀察箱(1)、恆溫水浴槽(1)、膠片

乾燥器(含吸排兩用泵浦、純水製造機(1)、試

管振盪器(1)、超音波細胞粉碎機(1)、真空轉漬

器(1)、恆溫振盪培養箱(1)、微量分注器(1)、

排煙櫃(1)、液態氮桶(1)、聚合酶連鎖反應器

(3)、酵素免疫分析儀(1)、桌上型電腦(2)、雷

射印表機(1)、冷氣(1)、4℃冰箱(1)、抽氣式藥

品櫃(1)、數位乾浴加熱器(1)、高密度膠片掃描

儀(1)、酸鹼度計(1)、細胞收集器(1)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歐柏榮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殷瓊瑛助教、 

相關研究生 

專題研究 

育種生

理實驗

室

(AG11

2) 

131.6 高壓滅菌釜(2)、多頻道生理測定儀(1)、孵蛋機

(1)、超低溫冷凍櫃(2)、烘箱(2)、水浴槽(2)、

離心機(1)、排煙櫃(1)、藥品抽氣櫃(2)、酸鹼

度測定計(7)、恆溫培養箱(2)、冰箱(3)、電子

天平(2)、青貯料混合機(1)、煙燻爐(1)、壓力

強度測定儀(1)、加熱攪拌器(5)、單槍(1)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楊錫坤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林佩儀助教、 

相關研究生 

家畜解剖生理

學、家畜解剖生

理學實習、動物

遺傳學、動物遺

傳學實習、乳品

檢查學、專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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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名稱 

空間

（m
2） 

儀器設備(數量) 管理/ 

維護人員 

配合課程名稱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無菌操作台(1)(101)、電子防潮箱(1)(102)、Leica 

DM500 正立光學 LED 顯微鏡(4)(102)、紫外光

可見光分光光譜儀(1)(102)、電子天平

METTLER ME 204(1)(103)、正立光學 LED 顯

微鏡(5)(103)、Leica ICC50HD 高清數位影像擷

取系統(1)(103)、動物呼吸測定培養箱

(1)(103)、微電腦型酸鹼度計 SUNTEX 

SP-2100(4)(103)、雙門冷凍冷藏冰箱(1)(103) 

 

鹿舍生

理實驗

室 

181.5 掏洗式活細胞離心機（1）、無菌操作台（3）、

二氧化碳培養箱（2）、顯微鏡（10）、純水製

造器（1）、聚合酶連鎖反應器（3）、高速離心

機（5）、迷你垂直電泳槽（6）、照膠系統（1）、

分光光度計（1）、酵素免疫分析儀（2）、製冰

機（1）、石蠟切片機（1）、冷凍切片機（1）、

恆溫箱（1）、雜交箱（1）、倒立相位差顯微鏡

（1）、螢光顯微鏡（1）。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楊錫坤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殷瓊瑛助教、 

相關研究生 

專題研究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簡易代謝測定裝置(1)(101)、跨膜電壓電阻系統

(1)(102)、4℃雙門冰箱(1)(102) 

放射免

疫分析

實驗室 

微量天平（1）、多功能測定儀（1）、冷凍高速

離心機（2）、放射性同位素計數器（1）、低溫

冷凍櫃（2）、冰箱（2）、乾式血液生化分析儀

（1）、超低溫冷凍凝集器（1）、循環水槽（1）、

藥品抽氣櫃（1）。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王家宇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殷瓊瑛助教、 

相關研究生 

專題研究 

基因轉

殖動物

實驗室 

二氧化碳培養箱（1）、顯微注射操作儀（1）、

落地型高速冷凍離心機（1）、程控型真空減壓

旋轉濃縮系統（1）、HPLC 折射率偵測器（1）、

迷你垂直電泳槽（6）、無菌操作台（2）、倒立

顯微鏡（2）。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歐柏榮老師 

謝長奇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殷瓊瑛助教、 

相關研究生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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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名稱 

空間

（m
2） 

儀器設備(數量) 管理/ 

維護人員 

配合課程名稱 

生物技

術實驗

室

(AG20

8、

AG209

) 

145.8 數 位 化 氣 體 色 層 分 析 儀 Gas 

chromatography(GC)(1)、超高速冷凍離心機

(1)、全自動核酸遺傳分析儀(1)、聚合酶連鎖反

應儀(1)、聚合酶連鎖反應器(1)、灌注式蛋白質

純化系統(1)、核酸電泳顯像分析儲存系統(1)、

冷光膠片照相系統(1)、無菌操作台(1)、二氧化

碳培養箱(1)、倒立顯微鏡、水平往復式振盪器

(1)、乾浴器(2)、穩壓器(1)、UPS 不斷電系統

(1)、同步定量偵測系統(2) 、迷你垂直電泳槽、

western blot 轉漬器(2)、可調式自動微量吸管

(12)、微量分注器(3)、排煙櫃(2)、微量離心機

(1)、桌上型離心機(1)、電動銀幕(2)、分離式

冷氣機(4)、Polyton 均質機、分光光譜儀(1)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歐柏榮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殷瓊瑛助教 

相關研究生 

生物化學、生物

化學實驗、生物

技術實驗、專題

研究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迷你水平電泳槽(6)(102)、F3 單爪可調式微量

分注器(7)(102)、F2 單爪可調式微量分注器

(6)(102)、Cimarec 電磁加熱攪拌器(1)(103)、

Sartorius 電子天平(2)(103) 

生殖科

技實驗

室

(AG20

7) 

72.2 桌上型微量高速離心機(1)、高速冷凍離心機

(1)、無菌操作台(1)、-80℃超低溫冷凍櫃(1)、

低溫恆溫循環水浴槽(1)，陸續採購充實中。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歐柏榮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殷瓊瑛助教、 

相關研究生 

專題研究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冷光影像系統(1)(102) 

牛舍 20000 牧場區、堆肥處理區、乳汁儲存區、榨乳區、

辦公室、牧草區、廢水處理區、草料儲存區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吳勇初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課長及兩名

員工 

動物生產實

習、專題研究 

雞豬舍 5507.

7 

雞舍 3 棟、豬舍 2 棟、鴕鳥區、鳥禽區、漁塭、

飼料儲藏室、實驗動物屍體儲存室、廢水之固

液分離機、飼料作物區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劉嘉祐組長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戴碧秀技工 

動物生產實

習、專題研究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高壓滅菌器(1)(102)、加長型一般平面動物台

(1)(102)、手術無影燈(1)(102)、 

乳加廠 1114.

84 

畜產加工品生產、檢驗相關設備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吳勇初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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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名稱 

空間

（m
2） 

儀器設備(數量) 管理/ 

維護人員 

配合課程名稱 

課長與技術

員共約 20 餘

名 

鹿舍 300 溫溼度自動記錄器（1）、家禽用採精瓶（6）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楊錫坤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殷瓊瑛助教、 

相關研究生 

專題研究 

【第二

週期新

增】

(100 學

年由教

室改

建，101

學年正

式啟

用) 

畜產加

工實驗

室Ⅱ

(AG10

7) 

108.7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組合式冷凍庫(1)(100 年)、3 門玻璃冷藏庫

(1)(100 年)、4 門不鏽鋼冷凍庫(1)(100)、熱水

器(1)(100)、空調設備(2)(100)、工作台

(9)(100)、2 口洗槽附平台(2)(100)、碎冰機

(1)(100)、電動磨刀機(2)(100)、霜淇淋機

(1)(100)、3 口快速爐(2)(100)、抽風排煙系統

(1)(100)、桌上型電動乳油分離機(1)(101)、高

溫盤式烘乾機(1)(101)、真空封口包裝機

(2)(101)、小型滅菌電解水生成設備(1)(101)、

直立式滅菌釜(1)(101)、電子天平(6)(101)、充

填機(1)(101)、分離式冷氣(1)(101)、電子磅秤

(1)(103)、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吳勇初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彭美常助教、 

相關研究生 

肉品加工學、肉

品加工學實

習、乳品加工

學、乳品加工學

實習、蛋品加工

學、專題研究 

【第二

週期新

增】 

(101 學

年由辦

公室改

建、啟

用) 

精密儀

器室

(AG111

) 

27 第二週期新增設備(數量)(新增學年) 

原子吸收光譜儀(1)(101)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歐柏榮老師 

【【【【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管理人】】】】 

殷瓊瑛助教、 

相關研究生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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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本系 101-103 學年之經常門、資本門經費情況 

學年 經常門經費(元) 
資本門經費(元) 

院、系圖儀設備費 專案經費 

101 942,100 1,680,000 1,260,000 

(加工專案) 

102 939,900 1,805,358 600,000 

(營養專案) 

103 631,800 1,030,012 780,000 

(改善教學設備專案) 

 

4-3 輔導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本系學生透過系學會每年定期至偏遠國小為小學生舉辦冬令營活動，經費係系

學會對外募款，不足之金額由本系提供補助款，協助學生圓滿完成活動，屬於校外

義工活動的一種。系學會每年 5 月份的畜產週活動，由系上提供場地、設備供學生

製作產品販售，系上教師亦指導學生製作相關畜產加工品，提昇學生產品品質，增

加活動收益，近年來此活動收益更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顯示學生在課外活動的安排

與籌備上有逐年精進的趨勢，以致能提高收益。另外，本系規定學生在大三升大四

之暑假，每一位同學皆需至與畜產或生技相關之單位實習一個月(附件 4-3)。同學依

興趣選擇與本系相關之實習單位 (詳見附件 4-4)，填妥實習申請表(國內、海外)(表

4.3.1)，由承辦助教統一聯絡並發函。前往所選擇之實習地點實習，實習之時間與期

間以配合實習單位要求為主，至少 1 個月，實習結束後取得實習成績証明，開學後

繳交實習書面報告並進行口頭報告，報告成效由系上教師做評比給分。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本系鼓勵學生前往海外實習，開闊視野，101、102、103 學年度暑期「海

外實習」人數分別為 2、5、13 人，有逐年上升之趨勢(表 4.3.2 101-103 海外實習學

生名單)，目前固定配合之海外實習單位為日本北海道之酪農牧場，委託「日台寶夢

(股)公司」為學生代辦相關事宜，由「浜中町農業協會」協調安排農牧場供學生實

習，因為在日本實習有溝通的問題，本系也對希望到北海道實習之學生有嚴格的甄

選，除了「不得有任何一學期之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

學分數二分之一」之規定外(附件 4-3)，需要具備基礎日文能力，凡修課證明、語文

檢定證書等，皆為基本之申請所需文件，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後，進一步委託「日

台寶夢(股)公司」派員前來系上與學生進行第二階段之面試，了解學生之實際日文

能力，最後確定實習名單，再進行實習牧場之分配作業。「日台寶夢(股)公司」負責

人-坂本先生不定期會來本系拜訪，討論學生實習相關事宜，與本系有良好的交流(圖

4.3.1)。另外尚有「廈門國壽種豬場」固定與本系配合學生暑期實習。以上海外實習

單位，本系在學生實習前會與實習單位簽定實習合約書(附件 4-5)，合約中明列雙方

需相互配合之事項，學生也與實習單位簽定實習切結書(附件 4-6)，如此對學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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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實習單位三方之權利與義務有所保障，確保學生海外實習能順利圓滿完成。北

海道酪農牧場於學生實習結束後，並頒贈「實習證書」給學生(附件 4-7)，對於學生

未來升學或就業亦有所幫助。對於海外實習的學生，本系並派專任教師遠赴實習地

點探視(圖 4.3.2)，102 年由周繼發老師代表本系前往北海道探視學生實習情況，及

羅主任 103 年前往廈門國壽種豬場探視學生實習情況。周老師並於回國後將訪視過

程在系務會議上做詳細的簡報，本系進而對海外實習進行檢討、改進(附件 4-8 系務

會議討論事項五)。 

學生跨領域學習課程，包含雙主修、輔系及學分學程可依教務處公告之步驟提

出申請(如圖 4.3.3)，100-103 學年本系學生申請雙主修及輔系名單如表 2.3.2 所示。

本校自 100 學年開始，針對大一新生之「大學入門課程」，組成α-leader 團隊，團隊

成員為各系充滿服務熱忱之大二學長姐，在暑期即開始接受一連串培訓課程，目的

就是為了在大學入門課程，負責帶領各系的大一新生，協助學弟妹對於大學生活能

更早步入軌道，減少新生對新環境的緊張不安感，102-104 學年本系α-leader 名單如

表 4.3.3 所示。本系學生參與校內社團種類多元，其中與本系較為密切相關為「米克

斯社」，不但社長為本系學生，指導老師亦由本系教師擔任，給予較為專業之指導，

更與本系教育目標中「教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不謀而合。學生亦可選擇

修習「生物技術學程」，增加實作應用的課程參與，並於大四畢業時可申請學程證書。

本系 100~103 學年度取得生物技術學程證明書學生名單如表 4.3.4所示。 

 

 

農學院閻院長、本系羅主任、王家宇老師與「寶夢」坂本先生、藤井小姐、李小姐

於本系辦公室互贈紀念品並合影 

 

圖 4.3.1 「日台寶夢(股)公司」負責人-坂本先生前來本系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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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7 月(二瓶牧場) 

周繼發老師前往北海道牧場探視實習學生 

102 年 7 月(北海道酪農產業參訪) 

周繼發老師前往北海道牧場探視實習學生 

  

102 年 7 月(MOWMOW 牧場) 

周繼發老師前往北海道探視實習學生 

103 年 8 月 

羅主任前往廈門國壽種豬場探視實習學生 

 

圖 4.3.2 教師遠赴海外探視學生實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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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畜產系 暑期實習申請表(國內) 

學號  姓名  手機  

實習單位名稱 

(按志願填，尚無志

願排序則空白) 

1. 

2. 

3. 

實習月份 □ 7 月 □ 8 月 

□ 7 or 8 月皆可(1 個月)(視情況安排) 

□ 7 + 8 月(希望實習 2 個月) 

實習內容 

(自行聯絡者需填) 

 

實習單位資訊 

(自行聯絡者需填) 

(＊必填！) 

＊實習單位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職稱  

e-mail  

傳真  

是否需安排住宿 □ 需要 □ 不需要 

(原因：                            )               

備

註 

□無法提供住宿就不選擇   □需實習 2個月就不選擇 

其他： 

填表日期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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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學生暑期實習海外實習申請表 

學號 
 

中文姓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    別 
 

連絡電話 
 

手    機 
 

E-mail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擬前往實習國

別、地區、地址 

 擬前往實習

機構名稱 

 

擬前往實習 

期程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海外實習機構許可   ○是   ○否 

具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是   ○否 說明：＿＿＿＿＿＿＿＿＿＿＿＿＿＿＿＿＿ 

經費總需求

（新台幣） 
來回飛機票      元；生活費      元；保險費     元，合計        元 

申請人簽名  

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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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101-103 學年海外實習學生名單 

學年度 實習名單(姓名/實習地) 總人數(人) 

101 張喨鈞、陳茹婕/北海道 二瓶牧場 2 

102 劉沛軒、康華/北海道 MOWMOW 牧場 

徐承甫、賴典毅/北海道 二瓶牧場 

陳澤圈/馬來西亞 J.J. Food 

5 

103 陳信智/美國 Love Tree Farmstead Cheese 

蔡舜薏、柯俊楣/北海道 大谷牧場 

廖伊瑋/北海道 二瓶牧場 

蔡杰辰、柯志勳/北海道 岩松牧場 

張迪鈞、陳震/北海道 酪農王國 

王昕妤、張佳喻、王詩琪、范淑嫻/廈門國壽種豬場 

阮維安/越南 Asian Nutrition Technologies Grou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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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跨領域學習課程申請步驟 

 

 

表 4.3.3 102-104 學年本系α-leader 名單 

學年 學號 姓名 

102 

1016504 陳宇婕 

1016506 楊皓宇 

1016528 黃柏瑋 

1016519 洪宇亮 

1016115 史曉雯 

1016543 余佳鴻 

1016532 林哲宇 

1016508 劉季杭 

1016520 江志宏 

103 1026117 糜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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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523 葉章明 

1026137 張詠勝 

1026144 廖晉彣 

1026538 劉采琴 

1026521 黃宜安 

1026524 邱順琳 

1026134 林珀均 

1026127 楊逸心 

1026531 游泓國 

1026509 陳修平 

1026539 黃紹宣 

104 

s03610113 沙伯瑾 

s03610239 張莞亭 

s03522008 江玟霖 

s03522055 吳侑恬 

s1025833 江明真 

s03522011 張淨涵 

 

表4.3.4 本系100-103學年度取得生物技術學程證明書學生名單 

學年 學 號 姓 名 登記修讀年度 

100 

976145 賴冠甫 99（1） 

976139 陳欣妤 99（1） 

976111 李政諺 98（2） 

976120 毛詩婷 99（2） 

976104 李佩樺 98（2） 

976519 陳宇琦 99（2） 

976541 林宜葶 99（1） 

976513 王譽儒 99（1） 

976503 張堡政 100（1） 

976126 陳玉庭 98（2） 

976523 薛鈞家 100（1） 

976537 李怡君 99（1） 

976114 張世欣 100（1） 

976538 劉祐廷 100（1） 

976213 曾珮珊 98（2） 

976239 郭靜宜 100（1） 

101 

986127 李維儒 100（1） 

986136 王愷雯 100（1） 

986113 鄧至涵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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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125 劉羿欣 101（1） 

986111 鄭鴻偉 101（1） 

986141 傅柏齡 100（1） 

102 

996511 詹佳樺 100(1) 

996506 蘇晉加 101(1) 

996112 林乙晨 99(1) 

996514 許珉瑞 101(1) 

996129 王明駿 99(1) 

996126 陳宴宏 99(1) 

996528 尤亮恩 100(1) 

996113 戴韻庭 100(1) 

996146 黃于真 100(1) 

996503 范姜妤庭 101(1) 

996515 魏月純 100(1) 

996537 邱馨玉 100(1) 

996509 何重志 100(1) 

103 

1006513 黃鈴雅 101(1) 

1006504 賴玟芮 100(1) 

1006518 廖怡欣 100(1) 

1006505 王昕妤 101(1) 

1006137 張佳喻 102(1) 

1006131 朱禕 102(1)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之情形為何？ 

本系採推甄及考試方法招收碩博士研究生。學生於錄取後按個人興趣選定指導

教授。本系每年招收碩士生 10 名 (一般生 10 名)，博士生 2 名。一般而言，本系

研究生數量不多，教師平均指導之研究生人數為 2-3 人，因此，指導教師與研究生

間之互動頻繁，而且指導教授皆能嚴格要求學生之學習與研究活動，學生之品質乃

得以確保。101-103 學年度教師指導之研究生及研究成果如表 4.4.1 所示，經統計，

本期評鑑之總研究發表篇數為 132 篇，相較於與上一週期總研究發表篇數(表內括號

顯示)126 篇，雖然成長幅度不大，但上一週期之教師平均指導之研究生人數為 4-5

人，相較本周期為 2-3 人，在研究生人數較少之情況下，教師仍可維持研究質量，

甚至平均而言有小幅度的提升，足以顯示本系教師對於指導研究生之用心程度頗高。

依本系之規定，碩士生須修滿 30 學分，並完成碩士論文，且須公開發表論文。博士

生須修滿 30 學分，並完成博士論文，且須以第一作者發表 SCI 論文一篇。此外，

本系訂有碩博士生英文畢業門檻 (詳見附件 4-9)，以期提升碩博士之英文能力，此

等規定之用意乃在維持研究生之畢業品質，也無形中規範教師指導研究生之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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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於 100 學年度起為大學部學生開設了「專題研究」課程(表 4.4.2 為專題研

究修開課情況)，鼓勵學生進入教師實驗室參與專題研究，此課程之設立實為第二週

期評鑑勝於第一週期之處；並於 102 學年度專題研究課程結束後，舉辦成果發表競

賽並訂定「大學部學生修習「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暨獎勵辦法」(附件 4-10)，以鼓

勵特別優異的同學，成果發表以壁報方式呈現，成果發表競賽時，學生需要向評審

老師報告、說明研究內容，對學生而言更是一項很好的訓練，圖 4.4.1 為 102 專題研

究成果發表情況，表 4.4.3 為 102 專題研究題目。然而，此項「成果發表」之修課條

件對學生是很好的訓練，相對也是一項很大的壓力，造成 103 學年修課人數不足無

法開課之情況(表 4.4.2)，目前本系為此正討論將「成果發表」改以獎勵之方式，鼓

勵修課學生自主提出成果發表之申請，期望在 104 學年能順利開課。即使不選修課

程，仍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入本系或其他學術單位之實驗室參與專題研究。 

 

表 4.4.1 本系教師 100-103 學年度指導之研究生及研究成果  

指導 

教授 
在校生(103 上為止) 畢業生(101-103) 研究成果 100-103(前期 95-97) 

楊錫坤 劉耿彰、廖君涵 無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3 篇(1)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5 篇(7) 

姜樹興 
林國長、黃正耀、何重

志 

朱奐勤(101)、張勝博

(102)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4 篇(3)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6 篇(9) 

周繼發 

李丹昂、葉依凝、張凱

婷、黃泰穎、蘇昱韶、

徐承甫 

王慧雯(101)、鄒明學

(101)、王笙合(102)、黃

姿穎(102)、黃宜婷(102)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7 篇(8)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13 篇(14) 

吳勇初 
林聖諭、劉育婷、胡博

凱 

張復淳(101)、游國彰

(101)、吳家輔(101)、林

祺峰(103)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1 篇(4)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0 篇(7) 

歐柏榮 
劉耿彰、林維哲、陳憬

輝、周峻賢、陳冠彣 

艾馬尼(102)、李彥勳

(103)、黃子恩(103)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4 篇(9)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9 篇(7) 

鄭登貴 李彥勳 
艾馬尼(102) 、李彥勳

(103)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15 篇(19) 

謝長奇 
劉景文、廖君涵、余至

傑、許珉瑞、許家豪 

李宜潔(101)、賴羽萱

(102)、舒定邦(102)、陳

婕妤(102)、林佑軒(103)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7 篇(6)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12 篇(15) 

林敦台 無 無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1 篇(0) 

王家宇 姚成瑞、黃泰穎 蔡尹珈(102)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2 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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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 

教授 
在校生(103 上為止) 畢業生(101-103) 研究成果 100-103(前期 95-97) 

陳盈豪 鄭慶安 無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11 篇(5)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5 篇(3) 

羅能文 張永琁 張永琁(103)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8 篇(2)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2 篇(6) 

陳珠亮 李儒芸、王宇丞 韓成志(102)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2 篇(7) 

陳怡蓁 
無。 

(103 學年度新進教師) 
無 

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4 篇(缺) 

發表學術會議論文 5 篇(缺) 

 

 

表 4.4.2  100-103 學年「專題研究」開課情況   

學期 課程 授課教師 
修習 

系級 
修課名單 

100上 1989 專題研究

（一） 
歐柏榮*羅能文*謝

長奇*鄭登貴 

畜產系

3,4 

施甯馨、陳冠彣、王愷雯、傅

柏齡、韋慧琦、王佳蓉、李政

諺、陳玉庭、江彗禎、陳宇琦 

100下 1980 專題研究

（二） 
吳勇初*歐柏榮*羅

能文*謝長奇 

畜產系

3,4 

許秀茹、陳冠彣、鄧至涵、劉

育婷、蔡雅綾、劉羿欣、王愷

雯、傅柏齡、王泓智、林芝瑜、

韋慧琦、李政諺、江彗禎、陳

宇琦 

101上 1986 專題研究

（一） 
楊錫坤*陳珠亮 

畜產系

3,4 

戴韻庭、林芳萱、康華、鄭皓

仁、陳則立、鄧至涵、劉育婷、

王冠驊、蔡雅綾、劉羿欣、李

維儒 

101下 1978 專題研究

（二） 
陳珠亮*羅能文 

畜產系

3,4 

黃鈴雅、魏天恩、呂柏毅、林

乙晨、王宇丞、胡博凱、鄒璧

如、林孟璇、劉欣泓、郭于庭、

石鎔禎、尤亮恩、邱馨玉 

102上 2383 專題研究

（一） 
姜樹興*吳勇初*謝

長奇 

畜產系

3,4 

葉維德、謝沁玲、杜亭瑩、朱

禕、張佳喻、張迪鈞、呂柏毅、

林乙晨、胡博凱、陳宴宏、王

明駿、何重志、許珉瑞、許家

豪 

102下 2386 專題研究 吳勇初*楊錫坤*羅 畜產系 莊易潔、陳佳文、邱薰誼、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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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課程 授課教師 
修習 

系級 
修課名單 

（二） 能文*謝長奇*鄭登

貴 

3,4 偲閔、朱禕、吳姿穎、張佳喻、

范淑嫻、王昕妤、張迪鈞、林

佩瑩、許珉瑞、尤亮恩、許家

豪、黃得嘉 

103上 未開課 

103下 未開課 

 

 

表 4.4.3  102 專題研究題目-成果發表 

指導教授 學生姓名 專題研究題目 

吳勇初老師 邱薰誼 The effect of sodium lactate on keeping quality of 

Taiwanese-style pressed ham storage at refrigerate 

temperature 

吳勇初老師 吳姿穎 Effect of sauce addition on microbial stability of meatball 

storage at refrigerated temperature 

羅能文老師 王昕妤 Association of HSPA5 promoter polymorphisms with 

primary open-angle glaucoma in Taiwan 

歐柏榮老師 黃鈴雅 Effects of fermented tea leave additives on egg quality and 

yolk cholesterol content in laying hens 

羅能文老師 魏天恩 Enrichment,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from rumen 

謝長奇老師 陳佳文 Protective effect of Hirsutella sinensis on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mice 

 

  

 

 

 

 

 

 

 

邱薰誼 王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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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文 吳姿穎 

  

魏天恩 黃鈴雅 

  

圖 4.4.1  102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情況 

 

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本校對學生之生活輔導主要透過家族導師制度之運作與系教官之協助。主任與

導師經常利用機會要求同學互相關心照顧，同學遇有問題時，儘快向導師反應，讓

導師可以及時協助同學。每學期家族導師與成員有不定時聚會，使學生在無課業壓

力下與導師輕鬆暢談解惑，99-103 年導師時間紀錄表如附件 4-11 所示，104 學年家

族導師與導生人數如表 4.5.1 所示。系教官亦對於學生上課以外的時間特別給予關心，

學生若發生任何意外狀況皆能馬上掌握並協助學生處理相關事宜，在本系每一次系

務會議上也會為系上老師報告學生近況，讓系上隨時掌握學生是否有需要系上提供

生活上的協助、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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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涯輔導方面，除導師及系上老師可作為諮詢對象外，本系也不定期邀請本

系畢業之傑出系友到系上為學弟妹講述個人學習經歴、職業生活及生涯規劃，對學

生生涯規劃極有助益。另外，每學年舉辦招生說明會 (圖 4.5.1)，讓學生家長對本系

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與互動，共同幫助學生之學習與成長。 

大一之「動物科學概論」，皆讓同學充分瞭解本系之學習內容與未來出路，可以

幫助學生規畫生涯。大四之「動物資源經營學」，亦介紹畜產業現況，並常邀請業界

前來演講，對學生畢業之求職與升學之規畫具有幫助(圖 4.5.2 邀請業界系友演講情

況)。每年暑假規定大三升大四的學生需至校外相關單位進行為期至第 1 個月的「暑

期實習」必修課程(圖 4.5.3 暑期實習口頭報告)，目前也正積極規畫在 104 學年開設

「企業實習」選修課程，這些實習課程皆能讓學生提早進入職場，增加未來就業競

爭力(圖 4.5.4 企業培育人才計畫簽約儀式)。本系目前並規畫於 104 學年開設大一之

「定保課程」，讓新生自入學後，盡快確立未來就業之方向、目標，進而在大學四年

生涯中，明確知道哪些課程是與個人未來就業密切相關，盡早規畫大學之修課方向，

此課程之推動實為本週期評鑑可貴之處。本系於每學年 2-5 月舉辦企業徴才講座，

廣邀國內畜產相關企業到校舉辦徵才說明會 (圖 4.5.5)。 

本系另選派周繼發教授參加 5 天 36 小時之職涯輔導訓練，取得職涯導師資格(附

件 4-11 證書、附件 4-12 聘書)，免費為需要之學生進行 CPAS 測驗(附件 4-13 CPAS

人材測評申請表)分析適才適所之職涯趨勢與性向。如遇難以處理之案例，則可轉介

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由更專業之人員協助規劃生涯。 

表 4.5.1 104 學年家族導師與導生人數 

家族 導師 
大一 

(人) 

大二 

(人) 

大三 

(人) 

大四 

(人) 

碩士班 

(人) 

博士班 

(人) 

合計 

(人) 

主任導師 羅能文老師 99 99 93 117 19 8 435 

第 1 家族 歐柏榮老師 8 11 9 11 1 1 41 

第 2 家族 林敦台老師 8 7 9 9 0 0 33 

第 3 家族 陳怡蓁老師 8 8 6 12 1 0 35 

第 4 家族 周繼發老師 8 8 8 9 2 1 36 

第 5 家族 吳勇初老師 9 10 8 11 1 1 40 

第 6 家族 羅能文老師 9 8 7 10 2 0 36 

第 7 家族 姜樹興老師 8 7 10 9 1 0 35 

第 8 家族 楊錫坤老師 8 7 7 10 2 0 34 

第 9 家族 陳珠亮老師 9 9 8 9 3 3 41 

第 10 家族 謝長奇老師 8 10 5 9 3 1 36 

第 11 家族 王家宇老師 8 7 8 10 3 1 37 

第 12 家族 陳盈豪老師 8 7 8 8 0 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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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招生說明會 103 學年招生說明會 

  

103 學年招生說明會 104 學年招生說明會 

圖 4.5.1 招生說明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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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業界系友前來本系演溝情況 

 

  

101 暑期實習口頭報告 101 暑期實習口頭報告 

  

102 暑期實習口頭報告 102 暑期實習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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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暑期實習口頭報告 103 暑期實習口頭報告 

圖 4.5.3 暑期實習口頭報告 

 

 

圖 4.5.4 企業培育人才計畫簽約儀式 

 

  

圖 4.5.5 企業徴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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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系在學習資源上具有如下特色： 

1. 教師、教官、助教與學長姐一家親之家族導師制給予同學生活及生涯上充分之輔

導：本系透過家族導師制度之運作與系教官、助教之協助，達到關懷同學之生活

輔導。導師制度的實行增加師生間的互動，讓導師可以及時協助同學，每學期家

族導師與成員有不定時聚會或跨家族聯誼，使不同年級之學生在無課業壓力下與

導師輕鬆暢談解惑。在生涯輔導方面，除導師及系上老師可作為諮詢對象外，本

系每一學年下學期皆邀請本系畢業之傑出校友到系上為學弟妹講述個人學習經

歴、職業生活及生涯規劃，並可透過職涯導師與校及就業輔導室之系統，教導學

生自傳、履歷之寫作技巧，對學生生涯規劃極有助益。 

2. 設立教學助理輔導大學部低年級學生艱難基礎學科：為加強學生必修科目學習困

難之協助，本校設有教學助理課業輔導機制，選拔大學部與研究所成績優秀同學，

以有津貼之方式擔任教學助理，以分組方式定時、定期輔導大學部低年級同學之

家畜解剖生理學與生物化學等較艱難之學科。 

3. 多元化之教學：自 95 學年度起，校方將原先已建立之網路數位資源整合進入

e-learning 數位教學平台，提供課程教學多元化，不僅可將多媒體教材上網播放

提供學生作為課前與課後學習，讓課程學習不受時空限制，下載老師上課教材與

上傳問題與學習心得，增加師生互動與問題討論機會，以E化資訊代替紙本資料，

增加教材活潑性，讓學生的學習更能展現立竿見影之效，自 103 學年度起，更新

為 Moodle 系統之教學平台，Moodle 是一個（及自由的電子學習軟體平台，亦稱

為課程管理系統、學習管理系統或虛擬學習環境，Moodle 為全世界 150 餘國 70

種語言所使用，其功能更加強大，更能大大提升多元教學的品質。視課堂需求更

不定期安排產官學界專業人士演講，配合講後問答與座談，加速學生了解業界現

況，另外本系並規定在大三升大四之暑假，每位同學皆需制與本科相關之機構實

習一個月以上，使理論與實務結合，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目前也正積極規畫在

104 學年開設「企業實習」選修課程，這些實習課程皆能讓學生提早進入職場，

增加未來就業競爭力。目前本系羅主任積極推動之「大一定保課程」，跳脫傳統

課程框架，讓新生於入學後隨即能了解未來就業方向、目標，儘早規劃大學四年

之個人課程地圖。 

 

（三）問題與困難 

 

1. 學生易缺乏具體之生涯規劃。 

2. 學生在校學習過程需要良好之指引、輔導以提升學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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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策略 

 

1. 學生易缺乏具體之生涯規劃。 

改善策略：  

(1) 加強導師之輔導功能，本系自 96 學度開始採用之家族導師，即可透過家族

成員之密切互動，由導師與年長學長姐加強輔導低年級同學之生涯規劃。 

(2) 大四之動物資源經營學，亦介紹畜產業現況，並固定邀請業界前來演講，對

學生畢業之求職與升學之規畫具有正面效益。 

(3) 系學會及系友會每年皆舉辦系友座談會，本系每年在新生家長座談會亦邀請

傑出系友返校座談，透過系友之現身說法，讓在校同學進一步瞭解在校之學

習內容與未來出路之關聯性，以幫助學生之生涯規劃。 

(4) 本系於每學年 2-5 月舉辦企業就業講座，並邀請畜產相關產業至校辦理徵才

說明會。 

(5) 本校農學院 98 學年度卓越教學計畫中為強化學生就業競爭能力，特別規劃

每一學系至少有一名職涯導師，並從大一至大四有一系列之職涯發展講座、

性向測驗、產業概述、就業演講、升學演講、留學講座、職場倫理講座、求

職禮儀等進行帶狀演講，讓學生對職場就業有正確觀念，並做充分準備。 

2. 學生在校學習過程需要良好之指引、輔導以提升學習動力。 

改善策略： 

(1) 在大一除開設動物科學概論，介紹本系各相關領域之概況，讓同學充分瞭解

本系之學習內容與未來出路之外，目前本系羅主任正積極推動「大一定保課

程」，讓新生一入學隨即確立未來學習方向、目標，盡早確立大學四年之課程

規畫方向，提高學習動力，更是第一週期評鑑所缺少的。 

(2) 透過生動有趣的實習課程讓學生不只是吸收專業理論內容，也經由實際操作

實驗、製作畜產加工產品、暑期校外實習、海外實習、學期中「企業實習」、

校外參訪等課程與活動，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參與性，更能與課堂中所學

理論相互印驗證，加深學習印象，提升學習成效。 

(3) 近年來，學生使用社群網站之情況相當普遍，因資訊之發達，透過社群網站

可以隨時掌握各方面資訊、傳遞訊息/檔案、溝通聯繫…等皆相當快速與方便，

本系亦有設立臉書社團，提供所有教師、學生在此平台上公告、分享教學與

生活之各種資訊，不僅提升學生之學習動力，也能提升學生對系上相關事務

的關心。除此之外，也有少部份課程獨立設立臉書社團，方便教師、學生相

互交流。 

 

（五）項目四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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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課程規畫用心，生師比為 28.8 尚屬合理，且專長領域分佈合理，開設課程種

類多，期望能盡量豐富學生學習資源，以提高學習成效。硬體設備上，目前所有

教學教室已完成全面配備電腦、投影、自動化教具系統，可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教師教學方法多元化，如 PPT、DVD、投影片、網路教學平臺等，可提升學生學

習效果，而在每學期期末之學生反映意見調查中獲有優良反應，教師亦根據其意

見進一步提升教學品質。 

3. 本系圖書、儀器、設備大致可以符合學生學習之需求，惟實驗室空間略顯不足，

而有待學校協助改善。 

4. 本系之圖書主要在學校圖書館之專業統一管理之下，實驗室及儀器設備則有定有

各自之管理辦法，並有專屬助教負責。 

5. 本系學生各項運動競賽與學術活動參加活躍，而各獲有佳績。 

6. 學生以自主學習為主，但各任課教師皆樂意為學生解決學習問題，教學助理之制

度對低年級學生之基礎課程之學習具有功能，而為本校之特色；家族導師、系教

官與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對學生之生活與生涯皆極關心，而能盡力輔導。 

7. 各教師與導師皆訂有接見學生之時間，並隨時歡迎學生咨詢，師生互動良好；近

年來因通訊軟體之進步，部份教師也已開始使用社群軟體與學生互動，與第一週

期評鑑相比，師生之間更加零距離，溝通聯繫更即時，這也顯示本系教師能跟隨

時代潮流而配合調整輔導方式。 

8. 本系規定學生在大三升大四之暑假必須至相關單位實習一個月以上，並歡迎學生

在任何時間進入教師實驗室學習；目前正規畫於 104 學年開設「企業實習」課程，

對於提升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助益更大，為第二週期評鑑更勝之處。 

9. 校內及系內提供學生之獎助學金之種類及金額極多，並提供眾多之工讀機會，各

項獎助學金與工讀機會之提供既充分且公開公平。 

10. 在碩博士班英文畢業門檻與鼓勵辦法之制定下，通過英文檢定考試者漸有增

加。 

11. 本系提供外籍生與僑生入學管道，僑生似有越來越多之趨勢，98 學年度更有 2 

名外籍大學部與一名博士班外籍生前來。本系將盡力與予輔導。 

12. 本系訂有辦法鼓勵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參加國內外之學術發表。 

13. 系學會在學系之輔導下運作良好，舉辦活動積極，且有效成為學系與學生溝通

之重要管道。 

本系指導教授對研究生要求嚴格，但照顧有加，故師生互動良好，常一起參加

研討會或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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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a. 鼓勵學生修習新開設的專題研究課程 

回應第一週期評鑑系所蒐集畢業生對課程提出意見做為教學品質改善，本系原

無提供相關課程，但由鼓勵學生參加實驗室的做法，自 100 年增設專題研究之實質

課程提供高年級學生選修，讓修課學生有機會進入實驗室學習相關實驗技術，也讓

學生提早有實驗室經驗以及製作討論報告的心得，可提供未來想往實驗之路的學生

一個預先熟悉的環境，而學分提供也可增加學生動力及恆心，在大學就學時撥出較

充分的時間在實驗室學習，表 5.1.1 為 100-103 學年度學生修習專題研究課程情況。

校內更提供許多獎學金獎勵優秀學習之學生，本系 101-103 學年度申請校內外獎學

金之學生名單 (詳見附件 5-1)。 

 

表 5.1.1  100-103 學年度學生修習「專題研究」情況   

學期 課程 
修習 

系級 
修課名單 

100 上 1989 專題研究

（一） 

畜產系

3,4 

施甯馨、陳冠彣、王愷雯、傅柏齡、韋慧琦、王佳

蓉、李政諺、陳玉庭、江彗禎、陳宇琦 

100 下 1980 專題研究

（二） 
畜產系

3,4 

許秀茹、陳冠彣、鄧至涵、劉育婷、蔡雅綾、劉羿

欣、王愷雯、傅柏齡、王泓智、林芝瑜、韋慧琦、

李政諺、江彗禎、陳宇琦 

101 上 1986 專題研究

（一） 

畜產系

3,4 

戴韻庭、林芳萱、康華、鄭皓仁、陳則立、鄧至涵、

劉育婷、王冠驊、蔡雅綾、劉羿欣、李維儒 

101 下 1978 專題研究

（二） 
畜產系

3,4 

黃鈴雅、魏天恩、呂柏毅、林乙晨、王宇丞、胡博

凱、鄒璧如、林孟璇、劉欣泓、郭于庭、石鎔禎、

尤亮恩、邱馨玉 

102 上 2383 專題研究

（一） 
畜產系

3,4 

葉維德、謝沁玲、杜亭瑩、朱禕、張佳喻、張迪鈞、

呂柏毅、林乙晨、胡博凱、陳宴宏、王明駿、何重

志、許珉瑞、許家豪 

102 下 2386 專題研究

（二） 
畜產系

3,4 

莊易潔、陳佳文、邱薰誼、顏偲閔、朱禕、吳姿穎、

張佳喻、范淑嫻、王昕妤、張迪鈞、林佩瑩、許珉

瑞、尤亮恩、許家豪、黃得嘉 

103 未開課 



79 

 

 

為鼓勵修課學生，系上舉辦成果壁報發表競賽並給予獎勵金，103 學年度的專題

研究成果發表會由魏天恩與陳佳文同學獲獎，系上頒發每人 3 千元的優勝獎勵金及

獎狀 (詳見表 5.1.2、附件 4-10)。 

 

表 5.1.2 專題研究壁報發表成果 

學

年 

學生姓名 

(學號) 

研究題目 研究 

領域 

103 邱薰誼 

(1006102) 

The effect of sodium lactate on keeping quality of 

Taiwanese-style pressed ham storage at refrigerate temperature 
加工 

103 吳姿穎 

(1006132) 

Effect of sauce addition on microbial stability of meatball 

storage at refrigerated temperature 
加工 

103 
王昕妤 

(1006505) 

Association of HSPA5 promoter polymorphisms with primary 

open-angle glaucoma in Taiwan 
分生 

103 
黃鈴雅 

(1006513) 

Effects of fermented tea leave additives on egg quality and yolk 

cholesterol content in laying hens 
分生 

103 
魏天恩 

(1006530) 

Enrichment,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from rumen 
分生 

103 
陳佳文 

(1016501) 

Protective effect of Hirsutella sinensis on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mice 
加工 

 

b. 鼓勵學生修習生物技術學程 

另外，學生也可選擇修習生物技術學程，增加實作應用的課程參與，在大四畢

業時即可申請學程證書，自 100 年至 101 年各有 16 人取得證書，102 及 103 年則各

為 19 與 14 人取得證書，學生詳細名單如表 5.1.3 至 5.1.6。 

 

表5.1.3 東海大學100學年度生物技術學程證明書申請名冊 

編號  科 系  姓 名  學 號  登記修讀年度  

1  畜產系 賴冠甫 976145 99（1）  

2  "  陳欣妤 976139 99（1）  

3  "  李政諺 976111 98（2）  

4  "  毛詩婷 976120 99（2）  

5  "  李佩樺 976104 98（2）  

6  "  陳宇琦 976519 99（2）  

7  "  林宜葶 976541 99（1）  

8  "  王譽儒 976513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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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張堡政 976503 100（1）  

10  "  陳玉庭 976126 98（2）  

11  "  薛鈞家 976523 100（1）  

12  "  李怡君 976537 99（1）  

13  "  張世欣 976114 100（1）  

14  "  劉祐廷 976538 100（1）  

15  食科系 曾珮珊 976213 98（2）  

16  "  郭靜宜 976239 100（1）  

 

表 5.1.4 東海大學 101 學年度生物技術學程證明書申請名冊 

 編號  科 系  姓 名  學 號  登記修讀年度  

1  食科所 徐鈺欣  99621001 96（1）  

2  畜產系 李維儒  986127  100（1）  

3  "  王愷雯  986136  100（1）  

4  "  鄧至涵  986113  101（1）  

5  "  劉羿欣  986125  101（1）  

6  "  鄭鴻偉  986111  101（1）  

7  食科系 徐榮駿  986405  100（1）  

8  "  沈孟諄  986232  99（1）  

9  "  吳柏雅  986242  98（2）  

10  "  吳姍螢  986234  100（1）  

11  "  戴嘉言  986229  98（2）  

12  "  陳彥泓  986432  99（1）  

13    呂庭宜 986413  100（1）  

14  "  龍柔蓁  986426  99（1）  

15  "  林書緯  986233  100（1）  

16  畜產系 傅柏齡  986141  100（1） (102.9.13補

辦)  

 

表 5.1.5 東海大學 102 學年度生物技術學程證明書申請名冊 

編號  科 系  姓 名  學 號  登記修讀年度  

1  畜產系 詹佳樺  996511  100(1)  

2  "  蘇晉加  996506  101(1)  

3  "  林乙晨  996112  99(1)  

4  "  許珉瑞  996514  101(1)  

5  "  王明駿  996129  99(1)  

6  "  陳宴宏  996126  99(1)  

7  "  尤亮恩  996528  100(1)  

8  "  戴韻庭  996113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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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黃于真  996146  100(1)  

10  "  范姜妤庭 996503  101(1)  

11  "  魏月純  996515  100(1)  

12  "  邱馨玉  996537  100(1)  

13  "  何重志  996509  100(1)  

14  食科系 林亦雍  996435  100(2)  

15  "  蔡馨誼  996406  100(2)  

16  "  吳采頻  996437  100(2)  

17  生科系 潘夢珣  992533  100(1)  

18  "  劉穎璞  992312  100(1)  

19  化學所 吳翰維  99220002 96(1)  

 

表 5.1.6 東海大學 103 學年度生物技術學程證明書申請名冊 

 編號 科系 姓名 學號 登記修讀年度 

1 食研所 湯儒碩 G01621009 98 (2) 

2 畜產系 黃鈴雅 1006513 101(1) 

3 " 賴玟芮 1006504 100(1) 

4 " 廖怡欣 1006518 100(1) 

5 " 王昕妤 1006505 101(1) 

6 食科系 劉羽庭 1006237 100(1) 

7 " 鍾佳芳 1006402 100(1) 

8  " 李林潔 1006437 101(1) 

9  " 李玥瑩 1006419 101(1) 

10 " 陳思涵 1006227 101(2) 

11 " 徐翊寧 1006253 101(1) 

12 生科系 陳怡潔 992314 101(1) 

13 畜產系 張佳喻 1006137 102(1) 

14 " 朱禕 1006131 102(1) 

 

c.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等學術競賽 

除了開設專題研究課程及生物技術學程，供學生選擇研習外，本系也鼓勵學生

主動加入實驗室，亦於研究成果上有很好的表現，101-103 年參與國內外研討會壁

報或口頭獲獎名單如表 5.1.7 (學術競賽得獎獎勵辦法如附件 5-2)。本系亦鼓勵學生

於國內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研究論文 (詳見表 5.1.8)，且表現優異(詳見表 5.1.9)，

不僅增加國際視野，亦為校系爭光（學生發表國際學術論文獎勵辦法詳見附件 5-3）。

其中參與發表論文的同學多位於大三、大四時修習專題研究的課程後進入實驗室，

這些都是很好的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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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國內外研討會壁報或口頭獲獎名單 

學年 學生姓名 研討會名稱 

101 黃得嘉 2013 第五屆世界水禽大會新人獎 

101 康華 中國畜牧學會口頭宣讀論文新人獎 

103 陳冠彣 中國畜牧學會口頭宣讀論文新人獎 

103 黃玲雅 中國畜牧學會口頭宣讀論文新人獎 

 

表 5.1.8 大學部學生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發表論文 

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發表年月 

康華、黃得嘉、楊錫坤 
音樂對綠頭鴨採食量與飼

料通過消化道速率之影響 
中國畜牧學會年會 2012-12 

H. M. M. Ahmed、陳冠

彣、唐翊家、鄭登貴、

歐柏榮* 

建立助孕素誘導冷光基因

表現法以檢測助孕素及拮

抗劑 

中國畜牧年會 2012-12 

H. M. M. Ahmed、陳冠

彣、林維哲、歐柏榮、

鄭登貴* 

餵飼川芎對女豬對發情同

期化 
中國畜牧年會 2012-12 

Der-Jia Huang(黃得

嘉), Shyi-Kuen Yang*  

Effect of intermittent 

lighting in scotophase on 

the feed intake and carbon 

dioxide production rate in 

geese 

The 5th World Waterfow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acific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Poultry Science 

Association (越南) 

2013-11 

Tien-En Wei (魏天恩), 

Pai-Chun Hsiao, 

Neng-Wen Lo and 

Chi-Yu Huang* 

Enrichment,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methanotrophic bacterium 

from rumen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3-11 

黃鈴雅、林維哲、李孟

修、鄭登貴、施宗雄、

歐柏榮* 

飼料中添加不同濃度發酵

茶渣對雞蛋品質及蛋雞膽

固醇含量之影響 

中國畜牧年會 2014-12 

陳冠彣、 尤亮恩、 葉

貞吟、 鄭登貴、 歐柏

榮* 

植物乳桿菌胞外分泌人類

防禦素5之載體構築 
中國畜牧年會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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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發表年月 

陳佳文、謝長奇* 

Protective effect of 

Hirsutella sinensis on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mice 

Asian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ACENS) 

2015-2 

 

表 5.1.9 獎勵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壁報)獲獎學生名單 

學年 學生姓名 研討會名稱 獎勵金 

103 舒定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5000 元 

103 賴羽萱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5000 元 

103 余至傑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5000 元 

 

d. 提升大學部學生外語能力 

為加強大學部學生之外語能力，提升其畢業後就業的競爭力，本系特訂定「獎

勵辦法」(詳見附件 5-4)，學生也開始積極參加各項英文檢定，並已有多人達到本系

之獎勵門檻，如表 5.1.10 所列，表列同學每人可獲得系上頒發獎勵金 2000 元，此結

果相較第一周期 95-97 年達到英文門檻獲得獎勵金的申請狀況，申請人數由 5 人增

加至 11 人，成長了 2.2 倍。 

 

表 5.1.10 101-103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申請獎學金之得獎人 

學年度 大學部學生 英檢等級或分數 

101 王昱蓉 全民英檢中級 

102 柯志勳 全民英檢中級 

103 吳頡琳 TOEIC 765 分 

103 張式瑄 TOEIC 645 分 

103 邱薰誼 TOEIC 615 分 

103 蔡舜薏 TOEIC 640 分 

103 廖怡欣 TOEIC 765 分 

103 梁席瑀 TOEIC 765 分 

103 張佳喻 TOEIC 630 分 

103 李翊菱 TOEIC 680 分 

103 方馨婕 TOEIC 6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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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鼓勵學生出國進修與吸收外籍僑生來促進多元學習環境 

近年來，本系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的人數越來越多，伴隨學校博雅書院建立

以及校內國際合作處之推廣，盼能在比例上更加提升。相較第一周期出訪國際之學

生狀況，學生前往國外參訪的比例下降，但以交換生身分前往就讀學習的比例上升，

顯示學生較願意體驗長時間的國外生活，101-103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出國進修名單

如表 5.1.11 所列。此外，本系廣納港澳僑生、國際學生及國際姐妹校交換生來系就

讀以提高國際化程度，相較第一周期評鑑時尚未有大陸姐妹校或港澳僑生就讀本系，

在 101-103 學年度已有 4 位中國交換生至系上學習 (詳見表 5.1.12)，且 100-101 學

年港澳僑生就讀人數為 4 人，102-103 學年大一入學的僑生已增加至 11 人。未來本

系也會持續推動系所的國際視野，使學習環境更國際化、多元化。 

 

表 5.1.11 101-103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出國進修或與國外姐妹校交換學生之情形 

 

表 5.1.12 本校與大陸姐妹校合作之交換生至本系就讀情況 

 

 

 

 

 

學年度 姓名 參與國外活動 地點 合作學校 

100 磨亮瑋 Millikin 暑期研習 美國 Millikin Univ. 

100 徐采齊 吉林大學交換生(一學期) 大陸 吉林大學 

101 王佳蓉 廈門大學交換生(一學期) 大陸 廈門大學 

101 傅柏齡 浙江大學交換生(一學期) 大陸 浙江大學 

101 賴彥存 桃山學院大學短期交流 (暑期) 日本 桃山學院大學 

102 陳青妘 東北林業大學交換生(一學期) 大陸 東北林業大學 

102 賴彥存 2014 東海大學暑期日韓組語言及文化研習團 日本 鳥取大學 

102 楊智丞 東北林業大學第六屆兩岸冰雪之情冬令營 大陸 東北林業大學 

103 楊智丞 浙江大學交換生(一學期) 大陸 浙江大學 

103 丁肇彣 東北林業大學交換生(一學期) 大陸 東北林業大學 

103 顏偲閔 東北林業大學交換生(一學期) 大陸 東北林業大學 

103 方馨婕 2014 復旦大學第 11 屆江南行夏令營 大陸 復旦大學 

103 方馨婕 浙江大學交換生(一學期) 大陸 浙江大學 

學年度 姓名 合作學校 地點 交換時間 

101 鄭健東 中山大學 大陸 2012.9-2013.1 

101 邵大富 吉林大學 (碩一生) 大陸 2013.2-2013.6 

101 王思睿 東北林業大學 大陸 2013.2-2013.6 

103 鐵夢娣 寧夏大學 大陸 2014.9-2015.1 



f. 國內暑期實習實行成效 

系上學生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

習，讓學生將大一到大三所學知識與實際工作結合

也能幫助學生在畢業前瞭解更多有關未來就業的方向

暑期實習雇主對學生表現評比

認為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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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學生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讓學生自選實習單位進行至少為時一個月的實

讓學生將大一到大三所學知識與實際工作結合，在校內實習外另有實作經驗

也能幫助學生在畢業前瞭解更多有關未來就業的方向。自 101 年至 103

暑期實習雇主對學生表現評比，結果如圖 5.1.1，雇主對學生各項目表現

讓學生自選實習單位進行至少為時一個月的實

在校內實習外另有實作經驗，

103 年度分別請

雇主對學生各項目表現 90%以上皆

 

 



圖 5.1.1 101-103 學年暑期實習雇主對學生表現評量百分比結果

g. 國外暑期實習實行成效 

除此之外，系上亦積極推動暑期實習的海外實習

將實習的觸角延伸到海外

下培養語言及溝通的能力

5.1.13 可見，101 年到 103

5.8％及 14.8％，而實習地點也括及東北亞

在顯示學生越來越能接受國際化實習場所

 

表 5.1.13 101~103 年

年度 國內實習人次

101 80 (97.6)

102 81 (94.2)

103 75 (85.2)

 

表 5.1.14 101~103 年

年度 
北海道 馬來西亞

101 2 

1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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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亦積極推動暑期實習的海外實習，讓學生藉由暑期實習的機會

將實習的觸角延伸到海外，加強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以及在不同國家的工作環境

下培養語言及溝通的能力，進而在畢業後提升在海外工作的機會與競爭力

103 年之間，前往海外實習的人數分別佔總實習人數的

而實習地點也括及東北亞、東南亞、美洲等地 (詳見表

在顯示學生越來越能接受國際化實習場所，也能接受獨自前往工作的挑戰

年(非學年) 本系學生前往國內外實習人數之統計表

國內實習人次(%) 海外實習人次(%) 合計

80 (97.6) 2 (2.4) 82

81 (94.2) 5 (5.8) 86

75 (85.2) 13 (14.8) 88

年(非學年)本系前往海外實習地點一覽表 

實習地點/人數 

馬來西亞 美國 廈門 越南 

    

1    

 

學年暑期實習雇主對學生表現評量百分比結果 

讓學生藉由暑期實習的機會，

以及在不同國家的工作環境

進而在畢業後提升在海外工作的機會與競爭力。由表

前往海外實習的人數分別佔總實習人數的 2.4％、

詳見表 5.1.14)。在

也能接受獨自前往工作的挑戰。 

前往國內外實習人數之統計表 

合計 

82 

86 

88 

小計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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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實習地點/人數 

小計 
北海道 馬來西亞 美國 廈門 越南 

103 7  1 4 1 13 

 

h. 學術表現外的學習成果 

本系學生除了在學術方面表現優異外，於非學術領域的課外活動亦十分出類拔

萃， 100、101 和 102 學年度獲獎大學部以及碩士班人次分別為 122、73 和 72 人以

及 3、6 和 4 人。大多數獎項為體育類競賽，如全國大專院校畜產盃、永信盃全國排

球錦標賽等各項運動(表 5.1.15)。 

 

表 5.1.15 第二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畜產盃得獎名單 

運動項目 成績 獲獎人員 

女子籃球 冠軍 楊薇貞 張榮真 楊雯茜 鄭敬姮 潘木蘭 王慧雯 王

亭懿 楊芷庭 吳姿穎 何虹霖 王蕾雅 陳譽丹 李玫

庭 楊絜閔 丁肇彣 陳容均 廖怡欣 陳佳文 彭翊庭 

女子排球 季軍 魏月純 楊芷庭 楊雯茜 王亭懿 王慧雯 謝孟珈 鄭

敬姮 陳筱柔 詹佳樺 張榮真 黃舜英 鄭翊孜 方馨

婕 黃品潔 楊絜閔 陳佳文 許庭瑋 

男子排球 季軍 何重志 鄭學人 謝宜道 葉維德 謝沁玲 董怡麟 黃

子恩 張亦平 魏宏恩 

壘球 冠軍 張景智 柯志勳 鐘聖凱 楊家函 蔡承諺 魏天恩 蔡

宗翰 劉又仁 王宇丞 劉紹宇 劉沛軒 劉欣泓 徐承

甫 李維儒 胡晉弘 蔣宗翰 陳博省 蔡至翔 莊易潔 

林國長 胡博凱 陳維君 

電競(LOL) 冠軍 羅培倫 李柏毅 舒定邦 陳 昇 楊嘉豪 

 

表 5.1.16 101 年第 39 屆永信盃全國排球錦標賽大專男子組第六名 

運動項目 成績 獲獎人員 

排球 第六名 董怡麟 

 

此外，為因應即將來臨的 40 周年系慶活動，已舉辦東海畜產 40 周年系慶 LOGO

設計大賽，邀請全系同學一同共襄盛舉，激發創意，並透過投票票選出獲勝的前三

名作者，前三名作品如下圖(5.1.2)。 

 

 

第一名：林國長 <畜勢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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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張詠勝 <羊。角> 

 

第三名：陶雅君 <五色雞> 

 

 

 

 

 

 

 

 

 

 

圖 5.1.2 東海畜產 40周年系慶 LOGO設計大賽前三名 

5-2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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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立專題研究課程為畢業門檻之一 

由於本系對於碩博班之畢業訂有發表論文之門檻，故其研究皆獲有優良成果且

有各種形式之發表。本系研究生每年在不同學術會議中均有口頭報告及壁報展示方

面有良好的表現。101-103 學年度本系研究生共發表期刊論文 10 篇，會議論文 22

篇，系上多位老師帶領學生參與校內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簡稱 GREEnS

計畫)，在論文發表上有許多相當不錯的成果 (詳見表 5.2.1、5.2.2)。  

 

表5.2.1  101-103學年度研究生發表研討會論文篇目 

 

一、校內研討會(國內) 

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發表年月 

王慧雯、周繼發* 
蛋殼與蛋殼膜對水溶液中銀之

吸附能力 

中國畜牧學會年會/台大

動科系 

(GREEnS) 

2012/12 

朱宏鑫、楊齊

生、吳勇初、楊

錫坤* 

光照對鵝隻採食與肥育性能之

影響 

全國動物生理生化第十

二次學術交流會 
2012-08 

朱宏鑫、楊齊

生、楊錫坤* 

日夜顛倒對鵝隻採食、生長、

代謝與血漿代謝物含量之影響 

全國動物生理生化第十

二次學術交流會 
2012-08 

周繼發、謝秀

枝、李丹昂、葉

依凝、何若瑄＊
 

Improving in browning stability 

on beef meat seasonings using 

catechin addition and hydrolysis 

method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年會/輔仁大學食營系 
2012/11 

張勝博、陳可

蓉、顏宏哲、朱

奐勤、林國長及

姜樹興* 

飼糧中添加不同乳化劑對肉雞

生長性能、屠體性狀及營養分

消化率之影響 

中國畜牧學會年會 2012-12 

蔡尹珈、姚成

瑞、王家宇* 

添加孟寧素對荷蘭女牛生長性

狀的影響 
中國畜牧學會 2012 

姚成瑞、蔡尹

珈、王家宇* 

生產前後餵飼孟寧素對荷蘭乳

牛產乳性狀及瘤胃揮發性脂肪

酸的影響 

中國畜牧學會 2012 

陳珮寧、周峻

賢、陳憬輝、李

彥勳、王愷雯、

枯草桿菌木質纖維分解酵素基

因之選殖與分析 
中國畜牧年會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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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發表年月 

鄭登貴、歐柏榮* 

H. M. M. 

Ahmed、陳冠

彣、唐翊家、鄭

登貴、歐柏榮* 

建立助孕素誘導冷光基因表現

法以檢測助孕素及拮抗劑 
中國畜牧年會 2012-12 

H. M. M. 

Ahmed、陳冠

彣、林維哲、歐

柏榮、鄭登貴* 

餵飼川芎對女豬對發情同期化 中國畜牧年會 2012-12 

張勝博、姜樹興* 

飼糧中添加非離子型乳化劑對

泌乳母豬繁殖性能及營養分消

化率之影響 

中國畜牧學會年會 2013-12 

唐翊家、歐柏

榮、陳韋岑、李

彥勳、葉貞吟* 

豬血管內皮細胞中與砷排除相

關多重抗藥性輸送子之基因表

現」(Gene express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transporters related to arsenic 

exclusion in porcine aortic 

endothelial cells) 

The 28
th

 Joint Annual 

Conference of Biomedical 

Science (第二十八屆生物

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013/3 

Ahmed, M., 

Cheng, T. K., 

Yeh, J. Y. and 

Ou, B. R.* 

「中草藥的助孕活性與抗助孕

活性」(Progestative and 

anti-progestative activities in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 

The 28
th

 Joint Annual 

Conference of Biomedical 

Science (第二十八屆生物

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013/3 

Yung-Hsuan 

Chang,  

Neng-Wen Lo, 

and Jyh-Cherng 

Ju 

Isolation and culture of 

embryonic germ-line cell lines 

from new zealand. 

2013 國際幹細胞與型態

發育學術研討會暨第九

屆台灣幹細胞學會年會 

2013-10 

黃姿穎、周繼發＊
 
牛乳之均質與熱處理對黃嘌呤

氧化酶活性之影響 

中國畜牧學會年會/中興

大學動科系 
2013/12 

王笙合、周繼發＊
 
蛋白質共沉澱物作為HTST鮮

乳殺菌方法預篩選指標之研究 

中國畜牧學會年會/中興

大學動科系 
2013/12 

蘇昱韶、周繼發＊
 
使用微過濾之方法提升鮮乳品

質及延長產品之保存期 

中國畜牧學會年會/台大

動科系 
2014/12 

張凱婷、周繼發＊
 鍛燒廢棄蛋殼之製備與其應用 中國畜牧學會年會/台大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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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論文名稱 研討會/主辦單位 發表年月 

動科系 

林國長、黃正

耀、何重志及姜

樹興 

飼糧中添加不同精油對肉雞生

長性能、營養分消化率及腸道

菌相之影響 

中畜會誌 2014 

黃鈴雅、林維

哲、李孟修、鄭

登貴、施宗雄、

歐柏榮 

飼料中添加不同濃度發酵茶渣

對雞蛋品質及蛋雞膽固醇含量

之影響 

中國畜牧年會 2014-12 

周峻賢、陳憬

輝、陳佩寧、葉

貞吟、鄭登貴、

歐柏榮 

選殖地衣芽孢桿菌β-1,3-1,4-葡

萄聚醣酶基因及其在大腸桿菌

之表現 

中國畜牧年會 2014-12 

陳冠彣、 尤亮

恩、 葉貞吟、 鄭

登貴、 歐柏榮 

植物乳桿菌胞外分泌人類防禦

素5之載體構築 
中國畜牧年會 2014-12 

 

表5.2.2  101-103學年度研究生發表期刊論文篇目 

作者 論文名稱 期刊名；期(卷) 出版年月 著作性質 

鄒明學、周繼

發、林詠凱 

胃腸蛋白酶作用對乳脂

肪球體外消化率之影響 
東海學報 54:1-9 2013-10 

□SCI 

■國內 

黃姿穎、張佳

瑜、周繼發* 

 

鮮乳中黃嘌呤氧化酶之

活性(1): 

熱處理、均質化與乳脂肪

含量對牛乳中黃嘌呤氧

化酶活性之影響 

日本食品科學工學會

誌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9(7):319-325. 

2012-07 

□SCI 

■國內 

□國際 

李丹昂、何若

瑄、葉依凝、周

繼發* 

 

乳脂肪および機能性物

質が異なる鐵劑強化粉

乳の In Vitro での鐵生体

利用性評価 

Food Sci. and Technol. 

Res. (JFSTR) 20(2)：

337-343 

2014/2 

■SCI 

□國內 

■國際 

Ho J. H., Y. N. 

Yeh, H. W. 

Wang, S. K. 

Khoo, Y. H. 

Removal of nickel and 

silver ions using eggshells 

with membrane, eggshell 

membrane, and eggshells 

東海學報 53:25-33 2012-10 

■SCI 

□國內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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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論文名稱 期刊名；期(卷) 出版年月 著作性質 

Chen, C. F. 

Chow
＊
 

李儒芸,韓成志 ,

鄧資新,陳珠亮* 

 

聖約翰草抑制脂肪細胞

基因表現與脂質蓄積 

臺 灣 農 學 會 報 . 

13(2):132-149 

 

2012-04 

 

□SCI 

■國內 

□國際 

陳盈之,張永琁 ,

羅能文,朱志成* 

綜論小鼠始基生殖細胞

生成與其調控蛋白之關

係 

中國畜牧學會會誌 . 

41(3):213-224 

 

2012-10 

 

□SCI 

■國內 

□國際 

吳家輔  , 劉登

城 ,林高塚 ,吳

勇初* 

屠宰時活體重對於 LYD

三品種雜交閹公豬屠體

性狀之影響 

J. Biosciences. 

39(3):453-461. 

(GREEnS) 

2014-06 

□SCI 

■國內 

□國際 

H. M. Manir 

Ahmed, Jan-ying 

Yeh, Yi-Chia 

Tang,Winston 

Teng-Kuei 

Cheng, 

Bor-Rung Ou 

Molecular screening of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for progestogenic and 

anti-progestogenic 

activity. 

Livestock Science. 

163:159-164. 

(GREEnS) 

2014-05 

■SCI 

□國內 

■國際 

Ahmed, H. M. 

M., Yeh, J. Y., 

Lin, W. J., 

Forsberg, N. E., 

Cheng, W. T. K., 

Ou, B. R.* 

 

Validation of a luciferase 

bioassay to detect the 

progestative activity in 

gilts whose estrus was 

induced by an uterotonic 

herb (Ligusticum 

chuanxiong) 

 PLOS One. 9:97341. 2014 

■SCI 

□國內 

■國際 

Li YC, Hsieh 

CC*.  

 Lactoferrin Dampens 

High-Fructose Corn 

Syrup-Induced Hepat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Metabolic Syndrome in a 

Murine Model. 

  

■SCI 

□國內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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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立外語能力為畢業門檻之一 

為加強本所研究生英文能力，提升畢業後就業之競爭力，擬訂定「東海大學畜

產與生物科技學系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標準」與獎勵辦法 (詳見附件

1-3、附件 5-4)，同時，系上也努力推動研究生前往海外參與國際研討會並投稿(表

5.2.3)之獎勵辦法。研究生在學位考試申請之前必須先通過英文能力檢定。下列辦法

得任選一種： 

1. 博士班研究生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碩士班研究生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檢定或相當等級(程度)之認證成績。 

2. 修習科技英文或論文寫作或讀、寫類之英文課程達 4 學分，且成績均達 70

分以上。 

 

表 5.2.3 101-103 學年度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之情形 

學年 學生姓名 研討會名稱 時間 地點 

102 李宜潔 World Diabetes Congress 2013.12.2~12.6 澳大利亞 

103 
舒定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4.7.22~7.24 日本 

103 賴羽萱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4.7.22~7.24 日本 

103 余至傑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4.7.22~7.24 日本 

 

在 103 學年度，針對大四生以問卷評估畢業生是否具備本系五項核心能力的自

評結果調查顯示，90%以上學生認為自己具備本系設定之各項核心能力 (詳見圖

5.2.1)，89.9%畢業生認同本系開設的專業課程能滿足學習、具備本系核心能力之需

求。(詳見圖 5.2.2) 

 



圖 5.2.1 畢業生自評是否具備本系核心能力百分比

備註: 

核心能力 1-具有執行與改善飼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核心能力 2-具有執行與改善畜產品加工生產的能力

核心能力 3-具有生物技術應用的能力

核心能力 4-具有吸收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

核心能力 5-具有專業溝通表達的能力

 

圖 5.2.2 畢業生認同本系開設專業課程是否能滿足具備本系核心能力需求之百分比

 

5-3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本系每年招收碩士生

考人數與錄取率分別於表

94 

畢業生自評是否具備本系核心能力百分比 

具有執行與改善飼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具有執行與改善畜產品加工生產的能力 

具有生物技術應用的能力 

具有吸收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能力 

具有專業溝通表達的能力 

畢業生認同本系開設專業課程是否能滿足具備本系核心能力需求之百分比

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本系每年招收碩士生 10 名。招收外國學生碩博士生各 1 名，則為外加名額

考人數與錄取率分別於表 5.3.1 與 5.3.2 所示。本系 103 學年度在學之碩博士生總人

 

 

畢業生認同本系開設專業課程是否能滿足具備本系核心能力需求之百分比(%) 

則為外加名額。報

學年度在學之碩博士生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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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各為：碩士班 18 名、博士班 (含在職專班) 3 名 (見表 5.3.3)。本系 101-102 學年

度畢業之碩博士生人數如表 5.3.4 所示。本系研究生人數適中、保守，以力求維持碩

博生之品質，本系對研究生之訓練除專業科目之修習外，特別著重於學位論文及英

文門檻之要求，以及專題討論之訓練。100-103 學年度本系研究生之畢業論文詳見

附件 5-6 所示。本系系務會議通過，規定本系畢業生必須通過畢業門檻始得申請畢

業口試資格，門檻之一為於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或於系上專題討論時間公開發表；

門檻之二為參加各公信單位舉行之英文檢定達規定標準 (或修習專業英文 4 學分以

上) (詳見附件 1-3)。透過修課及論文之完成及發表，提高同學之專業能力，透過英

文畢業門檻之設定，提高同學之英文能力。本系即據以嚴格管控研究生畢業之品質。

本系 101-103 學年度碩博士生申請國內獎學金之情形如詳見附件 5-5 所示。本系為

進一步提高研究生之素質，在必修之「專題討論」中增加學生聽講提問之嚴格訓練，

且於碩士班增加「動物科學研究法 (2-2 學分)」之必修課程。 

總而言之，本系碩博班招生人數採保守策略，使學生得以接受教師充分時間與

精力之指導，而能以極佳品質獲得學位。 

 

表 5.3.1 本系 101-103 學年度碩博士班報考人數 

學年度 
碩班甄試 碩班考試 博班考試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101 6 4 23 9 1 1 

102 7 4 19 8 3 2 

103 8 7 7 3 1 1 

 

表 5.3.2 本系 101-103 學年度碩博士班錄取率 

學年度 碩班甄試 碩班考試 博班考試 

101 0.66 0.39 1.00 

102 0.57 0.42 0.66 

103 0.87 0.42 1.00 

 

表 5.3.3 本系 103 學年度在學之碩博士生人數 

年級 碩一 碩二 碩三及以上 博一 博二 博三及以上 

人數 7 人 8 人 5 人 1 人 1 人 4 人 

 

表 5.3.4 本系 100-103 學年度畢業之碩博士生人數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上 

碩士班 8 人 7 人 9 人 3 人 

博士班 0 人 0 人 1 人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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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本系在學生學習上具有如下特色： 

1. 對碩博士生畢業設定畢業門檻，大幅提高研究生素質，提升畢業後就業之競

爭力：碩博士班除了課程規定學分之外，還要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博士班中

高級）或相當等級 (程度)之認證成績 (托福或多益)，學位論文需公開發表，

博士生另需選修非英文之第二外國語或非本所之專業科目，至少一學年，且

學位論文須發表至少一篇（或被接受）在 SCI 學術期刊，並為第一作者，才

可提博士學位考試。此等相關規定在畜產相關校系屬先鋒，實施初期十分艱

難，但現已漸入佳境。 

2. 學生以自主學習為主，但各任課教師皆樂意為學生解決學習問題，教學助理

之制度對低年級學生之基礎課程之學習具有功能，而為本校之特色；家族導

師、系教官與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對學生之生活與生涯皆極關心，而能盡力

輔導。 

3. 透過網路數位教學平台提供課程教學多元化，如翻轉教室之利用，不僅可提

供學生作為課前與課後學習，讓課程學習不受時空限制，下載老師上課教材

與上傳問題與學習心得，增加師生互動與問題討論機會。 

4. 本系規定學生在三年級之暑假必須至相關單位實習一個月以上，並歡迎學生

在任何時間進入教師實驗室學習，也可選修專題研究獲得學分及成果。 

 

（三）問題與困難 

 

1. 學生讀書風氣有待加強 

2. 生技學程取得證書人數並無明顯增加 

 

（四）改善策略： 

 

1. 增設教學助理之讀書會制度，透過學長姐的幫助與帶領，新生不僅僅是課業上獲

得協助，在生活上亦能得到相關解答，而這亦成為本系所之輔導特色之一。 

2. 對研究生之必修課程，如專題討論與新學年開始之動物科學研究法，嚴格要求，

督促學生花費更多時間於課業。 

3. 提醒論文指導教授以更大耐心督促研究生之研究工作。 

4. 為使學生有更多選擇，設立學程之經費主要由學校補助得以進行，但由於生物科

技之知識與技術越來越普及被應用，許多個別科目都會提到基礎生物科技與技術

之概念，因此學程之課程內容就不如一開始設立時這麼具獨特性來吸引學生修課，

再者學校補助經費經年縮減，要維持學程實驗課之進行確實也使系所需要額外投

入教學經費才得以支持學程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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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目五之總結 

 

1. 在英文畢業門檻下，研究所學生需要通過英文檢定或修課標準才得以畢業，大學

部學生目前也在校方制定畢業門檻下必要通過英文檢定，在本系的鼓勵辦法制定

下，101、102 學年各 1 位、103 學年截至目前已有 9 位同學申請，檢定分數超過

門檻標準並取得獎勵資格獲得獎學金者較第一周期申請人數增加了 2.2 倍。 

2. 本系提供外籍生與僑生入學管道，100-101 學年港澳僑生就讀人數為 4 人，102-103

學年大一入學的僑生已增加至 11 人。本系將盡力給予輔導。 

3. 本系訂有辦法鼓勵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參加國內外之學術發表。 

4. 暑期實習之海外實習部分參加人數每年倍增，101 年到 103 年之間，前往海外實

習的人數分別為總實習人數的 2.4％、5.8％增加至 14.8％，而實習地點也括及東

北亞、東南亞、美洲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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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生涯追蹤生涯追蹤生涯追蹤生涯追蹤 

 

（一）現況描述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本系重視與系友之聯繫，除了校內就友室協助蒐集應屆畢業生資訊外，另建立

多種管道與系友互動。 

1. 成立系友會：本系於九十三年度成立系友會 (詳見附件 6-1)，以便加強系友之間、

系友與母系之間的聯繫。系友會已陸續建立歷屆系友 (1~36 屆)之通訊資料。首任會

長為當時任職於動物科技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昌宇博士，副會長為瑞基海洋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劉正忠先生。2011 年系友會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東海大學畜產與生

物科技學系系友會，每年辦理各項聯繫系友之聯誼性質及媒合就業之活動 (圖 6.1.1

～圖 6.1.2)。 

 

表 6.1.1 101-103 年系友會協助辦理之活動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2012.3 系友座談會 

2012.4 就業博覽會 

2013.10 系友座談會 

2014.4 履歷自傳講座-模擬面試 

2014.5 專題演講 

2014.5 系友回娘家 

2015.5 系友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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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101 年 04 月 27 日就業博覽會 

 

 

圖 6.1.2  103 年 05 月 17 日系友回娘家活動。 

 

2. 本 系 已 經 建 立 一 個 畢 業 系 友 所 專 屬 之 網 站

（http://www2.thu.edu.tw/~animal/df_ass.htm），建置板討論區與各求職徵才訊息專欄，

交由系友會管理。 除了方便畢業生平時相互聯繫，本系更可以藉此落實畢業生就業

輔導，提供各種就業機會之訊息，以利學生選擇就業之參佐。此外，並定期發送電



100 

 

子報，與畢業生保持密切聯繫。另將系友會網站與本系網站相連結，隨時更新相關

產業最新資訊，讓畢業生更能及時掌握畜產與生物科技領域之脈動，更可提供畢業

生參加各項專業領域專題講座之機會。 

3.  本系系學會每年遴選出系友股一至二名同學，負責舉辦每學年不定期系友返校座談

會，邀請畢業之傑出學長姐回母系分享寶貴求學經驗及目前產業之最新動態。此活

動可促進畢業系友與在校學生相互交流，亦可成為一種與母系之聯絡管道。 

4.  畢業系友不定期舉辦同學會聯絡感情，常常邀請系上師長參與；系上老師常常以實

驗室為單位，邀請畢業之系友與在校學生一同聚餐，回憶當年美好時光。 

5. 本 校 之 就 業 輔導 暨 校 友 聯 絡 室 對 於 畢 業 生 畢 業 後 動 態 每 年 皆 有 更 新 

(http://alumnus.thu.edu.tw/modules/tinyd3/)，定期追蹤畢業生之發展情形，並利用郵

寄或電子信箱方式連絡校友，並定期發行「東海人」之校友專刊；東海大學校友總

會亦會不定期發布電子刊物，提供最新母校訊息給歷屆校友，此為一項追蹤畢業生

動向之管道。相較於第一周期，本系另利用 Facebook 網路社群、E-mail 信箱及簡訊

傳送畢業系友動態追蹤調查問卷以利更新畢業生目前動態狀況。 

 

6-2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以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

習成效意見之情形為何？ 

本校內部即有就友室來幫忙蒐集畢業系友的工作動態以及雇主滿意度調查，惟

該問卷的回收率不盡理想，因此，本系另自行透過 Facebook 的系友社團網頁、E-mail

信箱及手機簡訊等方式，傳送畢業系友動態追蹤調查問卷。根據問券調查結果，最

近五年來(97-102 學年)的畢業生目前動態狀況結果(有效樣本數 118 份)如下：就業中

佔 69.8%，升學中佔 19%，準備國家考試者佔 1.7%，服兵役佔 0.8%，其他 (含於國

外打工度假者) 8.6%。其中，服兵役比例偏低之原因可能為服役中通訊較不方便，

聯繫上需要花較長時間追蹤；97-99 學年度畢業生就業比例為 84%；100-101 學年度

畢業生就業 (含服兵役)比例為 65%；102 學年畢業生目前就業 (含服兵役)比例為

69%。進一步將此資料細分成畢業近三年(97-99 學年)與近五年(100-102 學年)來比較

(圖 6.2.1)，發現畢業近三年學生仍在升學比例較高，畢業近五年後九成學生都已踏

入職場，少部分學生選擇繼續攻讀學位，就業狀況相當良好。有 62%畢業生在畢業

或退伍後一個月內可順利找到工作，32%畢業生在 1~3 個月內找到工作，顯示本系

畢業生在求職過程中多能符合業界所需，超過 9 成畢業生在畢業或退伍後三個月內

能順利就職，且平均有 72.6%的畢業生工作內容與本科系所學相關(圖 6.2.2)。由於

103 學年度的學生為應屆畢業生，其就業方向仍未蒐集完整因此樣本數較少，將在

未來持續進行追踪，圖 6.2.2 為加入 103 年度畢業生後的碩博士生(98-103 學年)現況

動態統計結果(圖 6.2.3)，就業比率為 75%，平均有 61.7%的畢業生工作內容與本科

系所學相關(圖 6.2.4)。 



圖 6.2.1 97-99 學年度畢業生與

註:其他列項為工作性質非本系相關領域之職

 

 

 

 

 

 

 

 

 

 

 

 

 

 

 

 

 

圖 6.2.2 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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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畢業生與 100-103 學年度畢業生現況動態統計

其他列項為工作性質非本系相關領域之職，如服務業、日文翻譯

103 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

 

22.6 

6.5 
3.0 

30.3 

9.1 

畜產加工 生物技術 動物照護

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

(%)

97-99學年畢業學士 100-103學年畢業學士

 

學年度畢業生現況動態統計 (%) 

日文翻譯…等) 

(%) 

 

25.8 

18.2 

其他

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年度畢業生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



 

圖 6.2.3  98

 

 

 

 

 

 

 

 

 

 

 

 

圖 6.2.4 98-103 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

 

在工作薪資部分，本系

畢業近五年畢業生的薪資變化中

月薪資超過 5 萬者，則有

年報告 22-29 歲受雇就業者平均月薪資

8.5 10.6 

畜牧生產 畜產加工

98-103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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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98-103 學年畢業碩博士生現況動態統計  

 

 

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業對應本系屬性歸類(%)

本系近三年畢業生就職薪資多落在 3 萬至 5 萬之間

畢業近五年畢業生的薪資變化中，就職薪資落於每月 3 萬至 5 萬之間者

有 9.7%，此結果顯示本系畢業學生相較於行政院主計處

歲受雇就業者平均月薪資 31,830 略高，並且後勢可期。

42.6 

0.0 

12.8 

畜產加工 生物技術 動物照護 其他

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學年畢業碩博士現況職業業業業對應本系對應本系對應本系對應本系

屬性屬性屬性屬性歸類歸類歸類歸類(%)

 

(%) 

萬之間佔 51.5%，

萬之間者達 71%，每

行政院主計處 2015

。 

 

12.8 

其他



 

 

圖

 

在系友對系上培養學生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方針的同意度

各項目的核心能力上，畢業系友

80%的系友認為系上對於以下能力的培養是有幫助的

目標，99%以上系有認同本系的教育目標

助於以下能力之養成 (詳見表

 

表 6.2.1 近五屆畢業系友認同在學時具備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核心能力/教育目標 

具有執行與改善飼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具有執行與改善畜產品加工生產能力

具有生物技術應用的能力 

具有吸收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

能力 

具有專業溝通表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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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近五年畢業生工作月薪資分佈 (%) 

在系友對系上培養學生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方針的同意度，得到以下結果

畢業系友 95%認同學習具備本系核心能力的重要

的系友認為系上對於以下能力的培養是有幫助的 (詳見表 6.2.1、

以上系有認同本系的教育目標，並且 90%認為在系上就讀時

詳見表 6.2.3、6.2.4)。 

近五屆畢業系友認同在學時具備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在學時，學習具備以下能力是很重要的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具有執行與改善飼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40.5% 49.1% 8.6% 0.8%

具有執行與改善畜產品加工生產能力 32.7% 45.7% 19% 0.8%

27.6% 31.9% 35.3% 2.6%

具有吸收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
50% 1.7% 42.2% 2.6%

55.2% 41.4% 2.6% 0% 

 

得到以下結果：在

認同學習具備本系核心能力的重要，並且超過

、6.2.2)。在教育

認為在系上就讀時，系上有幫

學習具備以下能力是很重要的? 

不同意 

 

很不同意 

(%) 

0.8% 0.8% 

0.8% 1.7% 

2.6% 2.6% 

2.6% 3.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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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近五屆畢業系友認為在學時系上是否有幫助核心能力的培養 

核心能力/教育目標 

在學時，系裡是否有幫助您達成以下能力?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很不同意 

(%) 

具有執行與改善飼養管理動物的能力 13.8% 43.1% 34.5% 7.8% 0.8% 

具有執行與改善畜產品加工生產能力 8.6% 35.3% 40.5% 13.8% 1.7% 

具有生物技術應用的能力 8.6% 47.4% 37.1% 4.3% 2.6% 

具有吸收科技新知與分析產業動態的

能力 
8.6% 41.4% 40.5% 10.3% 0% 

具有專業溝通表達的能力 12.9% 47.4% 28.5% 10.3% 1.7% 

 

表 6.2.3 近五屆畢業系友認同在學時具備教育目標的重要性 

核心能力/教育目標 

以下能力對於目前在學的學生的養成重要性? 

很重要 

 (%) 

重要 

(%) 

普通 

(%) 

不重要 

(%) 

很不重要 

(%) 

使學生兼具畜產與生物科技之學養 26.7% 56% 18.1% 0.8% 0.8% 

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作之素養 50% 44% 5.2% 0% 0.8% 

使學生具有寬廣視野、團隊合作的精神與

專業倫理 
52.6% 42.2% 4.3% 0% 0.8% 

教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 36.2% 48.3% 13.8% 0.8% 0.8% 

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發之能力 47.4% 46.6% 5.2% 0% 0.8% 

 

表 6.2.4 近五屆畢業系友認為在學時系上是否有幫助核心能力的培養 

核心能力/教育目標 

您在學時系上是否有幫助您達成以下能力? 

很有幫助 

(%) 

有幫助 

(%) 

普通 

(%) 

沒幫助 

(%) 

很沒幫助 

(%) 

使學生兼具畜產與生物科技之學養 13.8% 54.3% 26.7% 3.4% 1.7% 

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作之素養 19% 41.4% 32.8% 6% 0.8% 

使學生具有寬廣視野、團隊合作的精神

與專業倫理 
20% 49.1% 27.6% 3.5% 0% 

教導學生重視生命及環保的態度 15.5% 47.4% 31.9% 5.2% 0% 

培養學生具有創新開發之能力 10.3% 30.2% 47.4% 11.2% 0.8% 

 

經由本系之課程規劃與訓練方式，本系畢業之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其專

業能力應能符合本系所之教育目標。事實上，企業界常來函本系徵才，顯現對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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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專業程度之肯定。在雇主滿意度調查表中 (表 6.2.5)，企業界對本系畢業生均

有極高之滿意度，根據資料顯示，雇主對於本系畢業生之專業能力、工作達成率、

工作品質或生產量等能力之滿意度 (很滿意及非常滿意)，分別達到 75%、82%與 81%，

不滿意度分別僅 0%、0%與 3%。對於工作態度、出勤狀況、團隊合作、人際關係、

與長官互動等項目之滿意度亦分別高達 85%、88%、88%、88% 與 91%，不滿意者

僅分別為 0%、0%、3%、0% 與 0%。其他方面之滿意度亦皆在 81% 以上，不滿

意度皆在 6% 以下。其中滿意度最高者為單位認同感的表現，顯示本系學生忠誠之

本質。由此調查表之統計得知本系教育目標已在畢業生獲得落實。因此，雇主願意

表達意見者中，94% 對本系畢業生感到很滿意或非常滿意。 

雖然截止目前為止，雇主對本系畢業生之能力、態度、團隊精神等皆極為滿意，

但本系仍彙整各雇主之其他書面意見 (詳見表 6.2.6)，並作為持續改進之參考。 

 

表 6.2.5 雇主對於本系系友滿意度調查之結果(有效樣本數 33 份) 

雇主評價項目與意見 

您的評價 

非常滿意 

(%) 

很滿意 

(%) 

尚可 

(%) 

不滿意 

(%) 

非常不

滿意 

(%) 

1. 該員工所具備的專業性符合工作需求? 39% 36% 24% 0% 0% 

2. 工作達成率 (效率) 是否滿意? 52% 30% 18% 0% 0% 

3. 工作品質或生產量是否合乎要求? 42% 39% 15% 3% 0% 

4. 工作態度是否讓您滿意? 

(例如工作熱忱、面對職務相關問題的態度) 
61% 24% 15% 0% 0% 

5. 出勤狀況是否滿意? 61% 27% 12% 0% 0% 

6. 團隊合作的滿意度? 55% 33% 9% 3% 0% 

7. 人際關係（與同事相處情形）? 61% 27% 12% 0% 0% 

8. 該員工與您的互動關係是否讓您滿意? 52% 39% 9% 0% 0% 

9. 表達與溝通能力是否讓您感到滿意? 42% 39% 15% 0% 3% 

10. 職務狀況之危機處理的表現是否滿意? 45% 36% 15% 3% 0% 

11. 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是否滿意? 42% 39% 12% 6% 0% 

12. 單位認同感的表現? 59% 38% 3% 0% 0% 

13. 參與學習的意願是否讓您感到滿意? 52% 33% 15% 0% 0% 

14. 情緒穩定度是否讓您感到滿意? 52% 39% 9% 0% 0% 

15. 抗壓性的表現是否讓您感到滿意? 58% 30% 12% 0% 0% 

16.整體表現之滿意度？ 50% 44%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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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雇主對於本系畢業系友工作表現之整體意見 

編號 雇主 任職單位 對系友(雇員)之意見 

1 游碧堉 藥毒所研究員兼組長 

同仁的表現與畢業學校系所無直接關係；普遍上，

組織能力都不太好，對於研究的前瞻性大都無積極

的國際觀；貴系系友在本單位的個人品行皆端正，

頗可取 

2 曾健一 台灣禮來公司處長 建議加強畢業生的英文表達能力(口語與書面) 

3 洪志仁 
約克貝爾生物科技公

司協理 

總體而言很滿意，日後有職缺，擬優先錄用貴系畢

業生 

4 江文全 農委會畜牧處科長 
外語能力待加強，適應能力強、服從性佳，現階段

對業務之獨立思考能力待加強 

5 曹憲民 
新東陽股份公司總廠

長 

工作的執行運作，除了本科系的學習內容外，往往

還需各種知識的配合，如人際關係、工作規劃、管

理、會計..等等，所以除了課堂的內容外，可鼓勵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和其他科系的同學多互動 

 

6-3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情形為何？ 

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生就業情況良好，能夠在職場學以致用，就業者大部

分皆從事與本行有關之行業，包括：農政官員、畜產試驗所研究人員、自營牧場、

飼料廠、動物用藥廠、食品加工廠。除此之外，本系許多畢業生已進入新興之生物

科技公司工作，此現象顯示本系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多元化。本系畢業系友已陸續

成為單位之棟樑、社會之中堅。 

在學術界中，本系系友已有多位擔任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之教授 (例如東海大

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吳勇初、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王淑音、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暨

生物科技學系劉哲育、宜蘭大學動物科學系鄭永祥、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林志生、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謝長奇……)、副教授 (例如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詹

恭巨、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陳盈豪、台灣大學獸醫學系郭應誠、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孫孝芳、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劉紹東、長榮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宋瑩珠、東方技術學院美容化妝品應用管理學系許德發、開南大學保健營

養學系程仁華……)、助理教授 (如高雄餐旅學院旅館管理系黃啟揚、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陳志銘、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張虹書、大葉大學生物產業科技學

系柳源德……) 等職務。 

在教育行政上，本系系友亦有擔任學院院長(如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程仁

華代院長)、系所主任者 (如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主任及所長兼生物科技研究所王淑

音博士、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詹恭巨主任、東方技術學院化粧品系許德發主任、

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實習輔導主任、員林農工畜保科主任黃俊達)，各傑出系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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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如表 6.3.1。  

 

表 6.3.1 本系畢業系友在農政單位與學術界上之優異表現 

屆數 系友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1 吳勇初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1 游義德 台灣科技動物研究所應用動物組 副研究員 

2 王忠恕 行政院農委會畜牧處 技正 

2 高惠馨 行政院農委會畜牧處污染防治科 助理 

2 王淑音 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及所長 

3 詹恭巨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3 吳志康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助理教授 

4 陳大猷 行政院內政部政風處  科長  

5 劉哲育 中國醫學大學癌症生物學研究所 教授 

5 陳盈豪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副教授 

5 張聰賢 花連高級職業農校 實習輔導主任 

5 
孫如文 Van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助理教授 

6 郭應誠(歿) 台灣大學獸醫學系 副教授 

7 林志生 交通大學生命科技系 教授 

8 呂水淵 農委會毒物藥物試驗所應用毒理組 薦任副研究員 

8 孫孝芳 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 教授 

8 李恆夫 行政院農委會畜產試驗所 副研究員 

9 鄭永祥 宜蘭大學動物科學系 教授 

9 
許德發 東方技術學院美容化妝品應用管理學

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9 劉紹東 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副教授 

9 劉芳爵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化畜試所 
家畜營養系助理研究

員 

10 宋瑩珠 長榮大學生科系 副教授 

10 黃啟揚 高雄餐旅學院旅館管理系 助理教授 

12 黃俊達 員林農工高級職業學校 畜保科主任 

12 葉金桂 國立北港農工學校 實習處主任 

13 程仁華 開南大學保營系 副教授兼代院長 

13 王錦盟 彰化種畜繁殖場 助理研究員 

13 葉昇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畜牧行政科 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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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系友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13 謝長奇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14 賴渭仁 
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南部設

施 
副技術師 

14 許晉賓 高雄種畜繁殖場畜產科技系 主任 

14 葉如芳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技佐 

15 項益容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組長 

15 梁啟峰 中央畜產會企劃組 課長 

15 陳志銘 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助理教授 

17 張虹書 台北醫學大學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18 柳源德 大葉大學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18 吳雲天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研究技術人員 

19 謝榮鋒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副教授 

20 徐志忠 味全食品工業公司台中廠/方便食品處 副課長 

21 林世偉 國立北港農工學校 畜保科主任 

22 陳文亮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 助理教授 

22 林盈宏 輔仁大學基礎醫學研究所 專任助理教授 

23 林傳順 動物科技研究院動物產業組 研究員 

27 賴佑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創新育成中心 協理 

 

在企業界，本系系友擔任著名公司之負責人（如瑞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劉正忠

先生）、總經理、副總經理、經理、廠長（如某動物用藥品公司許蒼松總經理、新東

陽曹憲民總廠長、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市場經理劉昌宇）等重要職務者頗多。

自行創業者，更不乏傑出者，如十大傑出農民（如蔡志峰先生）等如表 6.3.2 所示，

因此，在系上推動畢業生就業的部分，系友給了很多的支持與幫助，在系上暑期實

習，許多系友工作的地點皆為系上學生實習的單位。 

 

表 6.3.2 本系畢業系友在產業界上之優異表現 

屆數 系友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1 曹憲民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總廠長 

1 蔡崇仁 信逢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1 陳政宏 昱湶乳品工業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3 許德育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助理 

4 黃至正 寶華銀行民權分行 資深經理 

4 王繼廣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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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系友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5 洪啟洲 中國青年救國團台北市團委會 總幹事 

6 吳盟統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 生產課課長 

6 劉昌宇 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 

貿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市場經理 

8 蔡志峰 花蓮立川農場(養蜆達人) 傑出農民、傑出漁

民 

8 劉正忠 瑞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與瑞基海洋股

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兼執行長 

9 張信政 全能營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經理 

12 蔡木榮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牛乳加工廠 宅配直營部課長 

12 楊德威 自營牧場 負責人 

13 何國楨 統一企業公司畜產技術部 課長 

14 斯國威 Alltech 公司 總經理(已離職) 

14 黃瓊慧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 經理 

14 戴仁智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16 扈志平 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經理 

15 施敏楷 全能營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區襄理 

16 張家維 華駝有限公司 經理 

17 許恭豪 酪多精生技公司 協理 

17 陳宇泰 泰宇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負責人 

17 詹建良 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 推廣經理 

17 鍾德豫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18 張添福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18 張文誠 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經理 

18 江振德 德林國際企業公司 負責人 

19 陳奎年 紅柿子烘培坊 負責人 

19 梁佑全 中研院農生中心 研究助技師 

22 洪榮偉 統一企業公司 研究員 

22 吳長胤 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 南區經理 

22 鄭智翔 中華民國乳業協會 專員 

23 黃元智 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 豬料技術推廣經

理 

23 陳丁二 信逢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部經理 

23 蘇敬評 信逢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部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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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系友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23 李鑫聰 華駝有限公司 動物藥品部經理 

23 周夢菊 柏林寵物俱樂部 訓練師 

25 陳馨怡 創意實踐家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26 陳柏樟 陳傢莊果園有限公司 負責人 

26 許信昭 信逢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研發部廠長 

碩

(92) 

李元媛 大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部經理 

博

(97) 

鄧秉華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部經理 

 

 

103 學年度，瑞基海洋股份有限公司與全國動物醫院為培育優秀學生，在就讀

時有機會提早進入企業實習，也作為企業良才之種子，簽訂企業實習之合約，而瑞

基海洋股份有限公司的劉政忠執行長為本系第八屆傑出系友。本系希望此次的企業

實習合作計畫能作為一個先例，讓更多的企業主與本系合作，培育更多符合企業期

待的人才 (圖 4.5.4)。 

 

（二）特色 

 

1. 本系畢業生之能力與工作精神深或各界好評：本系具有多元而完整訓練之特色，

在課程安排上傳統畜產及生物科技領域相輔相成，使學生不僅擁有畜產專業知識，

且亦具備生物技術之基礎與實作，因此本系畢業生於業界更具競爭力，雇主對於

本系畢業生專業能力之肯定、工作達成率、品質、態度、人際關係皆有極高之滿

意度。 

2. 本系學生於畢業後之動向發展多元：在升學方面，畢業生考取畜產、醫學、生命

科學及食品等相關之碩士班，每年約 30 人次 (見圖 6.3.1、6.3.2)。在就業方面，

畢業生就業多元化，鮮少有失業現象。 

  



 

 

 

 

 

 

       圖 6.3.2 102、103 學年畜產系學生考取碩士班錄取榜單

 

（三）問題與困難及改善策略 

 

1. 本系碩士班畢業生畢業年限普遍長達三年

2. 部份創系初期幾屆之部分系友期望能以

絡。 

圖 6.3.1 101 學年畜產系學生考取碩士班錄取榜單

111 

學年畜產系學生考取碩士班錄取榜單 

 

本系碩士班畢業生畢業年限普遍長達三年，延遲投入職場時間。 

部份創系初期幾屆之部分系友期望能以 Facebook 及網頁聯繫的方式重新取得聯

年畜產系學生考取碩士班錄取榜單 

 

及網頁聯繫的方式重新取得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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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系畢業系友之間聯絡網不夠完善，造成畢業系友在校外相遇而不相識。 

 

（四）改善策略 

 

1. 每年於新生入學講習時，詳細告知本系系務會議訂定之畢業門檻，一為在學術會

議中發表研究成果，或於系上專題討論時間公開發表，二為參加各公信單位舉行

之英文檢定達規定之標準，早期督促學生對畢業門檻有所認知。 

2. 各實驗室定期舉行 Lab meeting，指導教授亦每日至實驗室注意學生實驗動態及

學習動態，若發現學生有學習困難，立即給予輔導與幫忙，協助學生如期順利畢

業。 

3. 本系系友通訊錄建立不夠完善，起因於無專職人員處理系友會各項行政事務。本

系今年將推舉熱心為母系服務之有閒、有資源之系友擔任執行秘書，將系友會之

聯繫電話、地址、電子郵件，建立更完整之通訊聯絡網，並不定期舉辦聯誼活動，

或於母系舉辦專業研討會，使系友在專業知識之交流研討之餘，亦可增進系友之

間的情感。 

4. 本系目前已經由 Facebook 增設系友通訊聯絡網，時常更新系友之聯絡方式，將

系友資訊架設並登入網站，供系友上網登入使用，期望前幾屆之部分失聯系友能

藉由網頁、電子郵件及 FB 等多種管道與系友會聯絡，於網站上除可提供寶貴意

見給母系之外，亦可發揮業界經驗交流、專業知識討論及各屆系友聯繫感情之作

用。 

 

（五）項目六之總結 

 

1. 本系對學生之訓練嚴格紮實，畢業生之專業能力符合本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之要求，此一事實表現在雇主對系友各項特質皆有極高之滿意度。 

2. 畢業生畢業後大多能按希望繼續升學或就業，大學部畢業生升學者大多考取知名

國立大學或著名私立大學之相關研究所。畢業生就業者大多從事與所學有關之行

業，尤其碩博士班畢業生皆從事相關行業。 

3. 本系重視畢業系友、雇主與社會各界之意見，經常藉座談會、訪問交流、問卷調

查、評鑑審查等機會聽取意見，持續改善本系缺點。 

4. 為加強與系友之聯繫，本系協助成立系友會，並提供教職員系友與系學會學生等

人力，協辦系友會之業務，建立各種管道加強與系友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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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整體改善整體改善整體改善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7-1 行政管理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機制之情形為何？ 

系所行政工作除由系主任綜理日常事務之外，遇有較重大與決策性事務皆由相

關會議集思廣義予以決定。系務會議由本系所有教師、助教、職員所組成，遇有與

學生事務相關者亦邀請學會會長、研究生代表出席(附件 7-1)。依章程規定，系所每

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但實際上本系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二次，且在遇有較重

要事務時亦會加開會議 (附件 7-2)。因此，本系成員對於各項系務皆能充分表達意

見，系務之推動亦十分順暢。 

系課程委員會由本系全體教師與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代表各一名組成，學年度

開學時依規程組成委員會，送教務處核備，系課程委員會負責審議必修科目表之修

訂、每學期之開課與課程外審回應事宜，透過聘請校內外專家、企業界及系友代表

參與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 (組織規程如附件 7-3，會議如附件 7-4)。另依

據學校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第八條及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訂定提

升學生學習委員會設置辦法，成立委員會定期進行檢討以提升教學品質及保障學生

學習成效機制。 

系教評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審議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

資遣、升等、延長服務、進修、教師評鑑、新進教師評估等案 (附件 7-5)。本委員

會未明白規定召開會議次數，但通常每年至少開會一次，遇有規章制訂或新聘案件

則加開多次會議討論之(附件 7-6)。 

在許多種重要事務處理過程中，有時因過程較為繁複或基於時效考量，便常會

在系務會議中推組成任務小組，賦予小組權力決定相關事務。例如，每年之儀器設

備採購規劃、獎學金審查、教學助理甄選、以及各種招生之審查與口試等。 

整體而言，本系行政運作透明，各項委員會皆能發揮適當功能，相關成員亦能

充分表達意見，系務運作順暢和諧。行政管理運作與自我改善循環機制如下圖所示。 

 



        

 

圖 7.1.1 本系行政管理運作與自我改善

 

 

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

  表 7.2.1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之改善建議與本系自我改善執行情形

改善建議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1. 該系教育目標中，期望學生具有寬廣的

視野，但在國際化的佈局有限

際合作與交流及國際學生延攬上多予

規劃。 

•總結各會議決議事項或計
畫之執行結果。

•執行結果陳送相關會議報
告。

•未解決的問題列入下一循
環PDCA

•系務、系教評、系課程等
會議召開以充分討論決議
相關事務。

•計畫執行結果再討論訂定
改善計畫、策略或方案。

Pla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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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行政管理運作與自我改善 PDCA 品保系統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之改善建議與本系自我改善執行情形 

自我改善情形 

期望學生具有寬廣的 

但在國際化的佈局有限，宜在國

及國際學生延攬上多予

（1） 農學院由農學院前院長吳勇初率領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前系

坤、餐旅管理系前系主任朱惠玲

食品科學系蘇正德、江文德

原等 5 名教師，於 2009

日前往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生物圈科

學研究科訪問並簽訂學術暨教育交

流協定合作計畫。本系學生踴躍參

與暑假期間由食品科學系王良原助

•檢核是否確實執行決議事
項或計畫

•召開相關會議進行檢核機
制。

•確實執行系務
糸課程等會議之決議事項
或計畫。

•請本系師生
友會確實配合辦理

P

Plan

D

Do

C

Check

A

Action

 

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  

  

 

院長吳勇初率領

前系主任楊錫

主任朱惠玲、

江文德、王良

2009 年 10 月 8

日前往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生物圈科

並簽訂學術暨教育交

本系學生踴躍參

由食品科學系王良原助

檢核是否確實執行決議事
項或計畫，進度及結果。

召開相關會議進行檢核機

確實執行系務、系教評、
糸課程等會議之決議事項

請本系師生、系學會、系
友會確實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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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 

理教授帶領前往日本廣島大學參訪

交流。 

（2） 本系每年均提供外籍生招生名額，

學士班 2 名，碩士班 1 名，博士班 1

名，並於 98 學年度招收 1 名越南籍

大學生及 1 名孟加拉籍博士生，孟

加拉籍博士生 H. M. Manir Ahmed

於 99 學年度辦理註冊入學就讀。限

於學校獎學金的名額限制，大量國

際學生延攬有其困難，但將持續提

供外籍生名額。 

（3） 本系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99 學年

度第 1 學期各有 1 名大陸交換生交

換學習，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有 1 位

學士班，第 2 學期有 1 位學士班、1

位碩士班，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有 1

位學士班大陸交換生交換學習。本

系學生 101-103 學年度共有 13 位前

往國外交換學習。 

（4） 本系師生參加 2010 年 8 月 15-20 日

韓國濟州島舉辦之第 56 屆國際肉品

科技會議發表 3 篇學術研究論文，

參加 2010 年 8 月 23-27 日屏東科技

大學舉辦之第 14 屆亞太畜產年會發

表 7 篇學術研究論文，參加第 9 屆

亞太家禽會議學術交流，參加 2013

年 11 月於越南舉辦之第 5 屆 World 

Waterfow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acific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Poultry Science Association，參加

2013 年於日本舉辦之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Science & Biological Engineering，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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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 

加 2014 年於日本舉辦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fe& 

Biological Engineering。學生謝承勳

等共 17 人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

表論文獎勵金，共核發獎勵金新台

幣 60,000 元整。 

（5） 本系擬開授英文課程，作法擬分為 3

階段，首先與國外學研機構簽訂合

作契約，進而擬訂國際交換學生計

畫，共同規劃全英語課程，最後由

系上挑選學生為交換生交換學習。

外籍生的輔導方向有：全英語課

程、中英互動課程、指導教授率實

驗室同仁協助建立英語溝通環境、

家族導師貼近輔導、系上博士生專

題討論有規定須以英文報告。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1. 針對招收雙班所造成之影響，宜一方面 

爭取經費回歸系所，一方面針對空間及

師資儘速提出因應策略，以維持學生學

習品質。 

    本系自 96 學年度成立雙班，獲學校同

意 AG207 教室於 97 學年度改為實驗室，

經再協調爭取實驗室空間，學校同意於 100

學年度將 AG107 教室改為大學部加工學門

實習用實驗室，申請學校專案補助儀器設

備，獲 750,000 元建置加工領域實驗設備。

師資部分則因100年度(99學年度第2學期)

劉琳琳老師退休，限於學校師資總額管

制，無法聘任新專任老師，102 年度(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洪連欉老師退休，專任師

資將比評鑑時少二位專任教師。為維持本

系教學品質仍請學校能大力支援新師資聘

任，於 103 學年度增聘陳怡蓁助理教授。

專任教師接連退休，擬於 104 學年度繼續

徵求 1 名師資。103 學年度本系生師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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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 

25.83，期望藉由新聘教師的加入以維持或

降低此生師比。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1. 為使教師教學負擔合理化，宜設法酌予 

適度提高專任教師員額；另為提升學生

實作能力，宜增聘 2 位專任教師，開設

如飼養管理、動物保健及動物福祉等課

程及實習。 

(1) 本系專任師資配合學校政策，和評鑑時

期比較將減少兩名員額，影響教學甚

巨。目前以增加兼任老師員額以補教學

之不足，長久之計仍應請學校提供專任

教師員額，以維持教學品質。100 學年

度聘請劉琳琳副教授為兼任教師開授

必修課「動物育種學」及「動物遺傳

學」。103 學年度增聘陳怡蓁老師，必

修課「動物育種學」及「動物遺傳學」

由陳老師和劉老師共同教授。 

(2) 本系由謝長奇副教授開授「動物福祉」

課程，聘請中興大學獸醫系林永昌教授

為兼任教師合授「禽畜衛生學」，全國

動物醫院陳道杰執行長為兼任教師開

授「寵物學」及「伴侶動物健康照護」

等與動物保健及動物福祉相關之課

程。為配合執行學校全球環境暨永續社

會發展計畫(GREEnS)，陳盈豪副教授

也開授了「氣候變遷與動物生產」課

程，以增加本系課程的多樣性，與世界

關注之動物議題接軌。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2. 為落實大三暑期實習之成效，校內部

分，宜在牧場進行實務操作，不宜以實

驗室實習替代。 

    鼓勵本系學生暑期實習多參與牧場實

務操作。99 學年度起暑期實習要求學生繳

交實習心得報告。本系學生 99 學年度暑期

實習，校外部分佔 85%，校內佔 15%，其

中實驗室實習佔 6%，牧場實習佔 9%。100

學年度學生暑期實習，校外部分佔 88%，

校內佔 12%，其中實驗室實習佔 3%，牧場

實習佔 9%。101 學年度學生暑期實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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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 

外部分佔 85%，校內佔 15%，其中實驗室

實習佔 5%，牧場實習佔 27%。102 學年度

學生暑期實習，校外部分佔 90%，校內佔

10%，其中實驗室實習佔 7%，牧場實習佔

28%。學生在校內實驗室實習亦參與牧場實

驗動物飼養管理等實務操作。近年來學生

對於海外實習頗感興趣，102 年度暑假 5

人，103 年度暑假 13 人（表 5.1.10），有逐

年增加的趨勢。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3. 宜強化實習課程之規劃，以強化學生之

實務能力，提升畢業後之職場競爭力。 

    本系已於 98 學年度針對學生必修課程

進行修改，原個論及實習課程 3 門選 2 門，

更改為 3 門均為必修，實習課整併為「動

物生產實習」，為學年課含 1-1 學分，以強

化學生實務能力。實驗課方面，持續增加

儀器設備數量，以期提升學生實驗操作能

力，100-103 學年度圖書儀器設備費及專案

儀器設備費共計新台幣 6,098,000 元整，增

購超音波背脂測定器、生理記錄儀、GC(高

效能氣相層析儀)、代謝測定裝置、超音波

掃瞄儀、1 套精密分析儀器原子吸收光譜儀

(1,190,000 元)及多項加工領域教學研究設

備等等，對於學生實習課操作實務能力及

研究分析能力可有效提升。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4. 該系以動物生產、加工製造及生物科技

為三大學程，惟在多數學生選擇以生物

科技領域為生涯規劃的情況下，宜及早

研擬因應策略。 

    本系教師及助教利用課餘或家族聚會

時間與學生討論課程及職涯規劃，鼓勵學

生多多選修動物生產、加工製造及生物科

技三大學程課程，多選修跨領域課程，或

鼓勵學生申請輔系、雙主修等等（100-103

學年度共 11 人申請），詳如表 2.3.2 所列名

單，致能多方面充實自己，使完全具備本

系核心能力符合職場需求。本系 102 學年

度推薦周繼發老師為職涯導師，參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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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暨就業輔導室所安排之完整課程，對

輔導學生生涯規劃更有幫助。本系對學生

的學習要求一向注重均衡發展，三個領域

並進，此點從師資結構可以看出端倪。教

育部推動第三階段的轉譯農學計畫著重創

意創業創新，本系謝長奇教授帶領畢業系

友賴治暄博士生，參加教育部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 2014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獎競賽中獲

得銀牌。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1. 在英語教育方面，宜加強推廣並積極擬

定相關策略加以落實，以提升學生之英

文能力。 

    本系教師開授「畜產專業英文」2-2 學

分，加強學生專業英文能力。98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請客座教授陳存傑老師以英文講

授課程，開授「農業科技英文寫作」，積極

鼓勵學生選修，期以提升學生英文能力。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聘請美籍教師 Dr. Cara 

Lin Bridgman 為兼任教師以全英文開授「科

學英文」課程，專供碩士生選修。100 學年

度第 2 學期 Dr. Cara Lin Bridgman 開授「科

學英文寫作」，另與生命科學系合聘中山醫

學大學教師 Dr. Robert Glen 開授「科學英

文」，101-103 學年度均於上學期開授「科

學英文Ⅰ」，下學期開授「科學英文Ⅱ」。

本系訂有「通過各種英文認證考試獎勵辦

法」，並已執行，訂定獎勵標準給予通過學

生獎勵金，101-103 學年度共核發王昱蓉等

11 人（表 5.1.6）通過英檢獎勵金共計新台

幣 22,000 元整。本系 99 學年度招收博士班

外籍生 H. M. Manir Ahmed，外籍生修習之

課程盡可能以英文授課，「分子生物學特

論」、「家畜生殖生理特論」及「分子發生

學」授課教師均以英文授課，期望增加學

生學習英文機會。此外，博士班「專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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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規定一律以英文進行口說演講，碩士

班「專題討論」則以鼓勵方式要求研究生

以英文進行口說演講。未來亦將持續開授

英語相關課程以利學生選修。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2. 為配合招收雙班之需，宜儘速增購實驗

儀器，並增加兩間研究實驗室及兩間提

供學生上課之大型實驗室。 

    本系於 96-98 學年度獲得學校補助增

班儀器設備，共計新台幣 450 萬增購實驗

儀器設備，並於 97 學年度增加 1 間研究實

驗室(AG207)，100 學年度增加 1 間大型實

驗室(AG107) ，101 學年度已陳請學校同意

將 AG106 教室變更為大型實驗室，擬作為

營養生化實驗室，以滿足本系雙班學生實

習空間之需求，未獲學校同意。99-101 學

年度購置儀器設備經費共計新台幣

6,708,000 元整，增購之儀器設備有助於雙

班學生實驗操作。102-103 學年度儀器設備

費共計新台幣 3,508,000 元整，以改善學生

實驗實習所需為優先採購。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1. 碩士班學生畢業年限普遍長達三年，影

響學生生涯規劃及職場人力應用之資

源，宜針對此問題擬定策略，以求改善。 

    請指導教授輔導學生善用時間，規劃

修課及試驗時程，設定短、中、長期目標，

按步就班逐一達到，以縮短取得碩士學位

之時間。本系 100-102 學年度共有 1 位博士

生及 24 位碩士生畢業（表 5.3.2）。本系自

101 學年度訂定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

學程施行細則，鼓勵大三同學於三下申

請，大四即可開始修習碩一課程並提早進

入實驗室學習並參與專題研究試驗，希望

能縮短碩士修業年限。開設大學部專題研

究課程，以強化學生的研修能力，考慮逐

年增加修課人數並改善成為必選課程。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2. 在國際學術互動交流風潮下，推動國際

    學校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授課鐘點

以 1.2 倍計算，本系現有外籍學生，請系上

教師配合以雙語授課，並逐步改為全英語



121 

 

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 

學生來校進修是正確方向，但全英語授

課的課程安排及師資取得不易，宜深化

佈局。 

授課，歐柏榮、鄭登貴教授及王家宇副教

授部分課程因外籍生選修故以英文授課。

本系亦積極規劃自國外延聘客座教授或專

任外籍教師，若能獲得學校支持，將可增

加英語授課的課程安排。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1. 教師發表之論文，在質量方面皆有良好

表現，惟建議在質方面可再進一步提升。 

    鼓勵教師多將論文發表在 SCI 期刊

上。學校訂有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

法，農學院訂有獎勵審查細則，訂定由頂

尖著作到 D 級著作分級獎勵。本系專任教

師 100-103 學年度共申請 69 件學術著作獎

勵，其中 SCI 著作有 53 篇（附件 3-4），論

文發表在質方面有逐年提升。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2. 教師所獲專利，集中在鄭登貴教授ㄧ

人，且非在該系聘任期間之績效，故專

利技術開發尚有待強化與努力。 

    本系教師研究成果多以論文方式發

表，專利申請方面除鄭教授外，謝長奇教

授在 100-103 學年度共獲得 9 件專利案（附

件 3-12）。未來將多鼓勵老師將研究成果申

請專利。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學士班部分】 

1. 宜規劃適當措施，鼓勵學士班學生儘早

進入研究室，以培養研究興趣和學習實

驗技術。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大學部開授「專

題研究」課程供學生選修，依學生志願及

教師研究實驗室可容納學生數，安排學生

進入研究室參與試驗，並從中學習實驗技

術及培養研究興趣。100-102 學年度累積選

修人數達 77 人次（表 5.1.1）。且於 104 年

1 月 6 日舉辦 1 場「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擇優獎勵。 

五、畢業生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1. 調查畢業生就職表現之雇主採樣，宜至

少採集 10 個單位，且建議隨機採樣，俾

能取得客觀及正確之評鑑資料。 

    透過 Facebook 網路社群、E-mail 信箱

及簡訊傳送畢業系友動態追綜調查問卷收

集系友現況，依此建立本系畢業生就業雇

主資料庫，再邀請雇主填寫雇主滿恴度調

查表，使資料具有客觀性及正確性，收集

雇主對本系系友滿意度調查結果如表

6.2.5。將持續進行問卷的寄送以提高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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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回收率。 

五、畢業生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2. 雖然畢業生在產官學界表現優良，亦已

成立系友會，建議善用校友資源，強化

系友會組織及功能，以回饋母系。 

    本系協助系友會舉辦系友大會，最近

一次為 103 年 5 月 17 日於本校農學院

AG106 教室召開。已於 104 年 5 月 16 日召

開系友大會，改選理事長。系學會邀請系

友返校參與座談會，每學年至少舉辦一場， 

詳如表 6.1.1 所列，其中大型活動如 103 年

5 月 17 日第一屆系友回娘家及 104 年 5 月

16 日第二屆系友回娘家暨系友大會，邀請

多位學長姊返校。系上新生暨家長歡迎

會、家長日等活動，請系友會推薦系友並

邀請參加。與系友會繼續保持密切聯繫，

善用系友資源，回饋母系，101 年 4 月 27

日於本校 L208 教室舉辦「就業博覽會」，

邀請畜牧產業公司到校徵才，提供在校學

弟妹更多資訊及幫助。系友們陸續捐款至

母系發展基金，98 及 99 學年度共捐贈

175,500 元，提供系學會學弟妹舉辦活動及

頒發獎勵金。101 及 102 學年度系友劉正忠

先生共捐贈新台幣 1,200,000 元整于母系發

展基金，成立大一學業優良獎學金，於 102

及 103 學年度共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1,020,000 元整，鼓勵 48 位學弟妹用功努力

向學。 

 

除第一週期委員改善建議與本系自我改善執行情形外，本系依學校課程

評鑑實施辦法每學年進行課程外審，就課程架構或教材內容進行審查，本系

再依課程審查委員意見召開系課程委員會回應及改進，以計畫(Plan)-執行

(Do)-檢核(Check)-行動(Action)循環持續檢視並改善課程，以期培育符合國家

社會需求之人才。 

 

（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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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系之特色有 

1. 兼顧畜產與生物科技之發展，重視校外教學，提升學生之學習能力與視野。 

2. 具規模之實習農牧場，提供良好實習場所，基礎課程訓練紮實，設立教學助理輔

導大學部低年級學生艱難基礎學科。 

3. 重視英文教育，使學生具有國際觀，鼓勵學生參加國際會議發表學術論文。 

4. 系學制齊全，家族導師制結合博士班、碩士班及學士班學生於同一家族，給予同

學學習、生活及生涯上充分之輔導。 

5. 大三升大四之暑假必須至相關單位實習一個月以上，驗證所學。鼓勵大四學生參

與企業實習以延續暑期實習成效，提前進入企業界體驗上班族生活。 

6. 本系師資數量充足，專長領域分配合理。本系教師於 101-103 學年度發表之國

內外學術論文共有 69 篇，其中期刊論文中 SCI 期刊有 53 篇，9 件專利技術，

較第一週期評鑑期間(95-97 學年度)，教師發表 SCI 期刊數 38 篇高出許多。於

101-103 學年度，獲得專題研究計畫總經費多達 55,736,354 元，較第一週期評鑑

期間，補助經費成長 50%。就總體研究與專業表現而言，符合既定的研究方向

與目標，其在論文發表數量或品質上均有良好之表現。 

7. 多元化之教學，教師首先採行創新教學「翻轉教室」，在教學上付出甚多努力，

教師預先做好的課程內容，上傳教學平台，學生下載預習，再到課堂上進行討論

或報告，學生對於此種創新教法，感到新鮮好玩，樂在學習。 

 

（三）問題與困難 

 

綜合本系之問題與困難有 

1. 實驗室空間不足與實驗室分布過於分散。 

2. 學生生涯規劃認知過遲，使在校學習過程缺乏方向與動力。 

3. 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年限普遍長達三年，不利職場投入。 

4. 學生讀書風氣有待加強。 

5. 研究所招生已顯艱困。 

6. 教師教學負擔過重，影響研究工作。計畫經費的申請愈來愈困難，研究經費不足。 

7. 僅少數教師參與產業專業交流與社會服務。 

8. 期望前幾屆之部分失聯系友能藉由網頁、電子郵件及 Facebook 等多種管道與系

友會聯繫。 

9. 本系畢業系友之間聯絡網不夠完善，造成畢業系友在校外相遇而不相識。 

 

（四）改善策略 

 

本系針對問題與困難之改善策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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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向學校要求空間，希望能再取得二間大教室，將之改變成實驗室，學生分組、

分批上實驗課，期能改善實驗室空間不足問題。爭取足夠實驗室空間後再依屬性

逐步整合。 

2. 大一開授「大學引導」課程，加上必修課「動物科學概論」之定保課程介紹本系

各相關領域之概況，讓同學充分瞭解本系之學習內容與未來出路，可以導引學生

規劃大學生涯及訂定未來的人生目標，提升學習成效。碩博班新生入學講習時，

詳細告知系務會議訂定之畢業門檻，及早督促學生對畢業門檻有所認知。各實驗

室定期舉行 Lab meeting，即時給予輔導與幫忙，協助學生如期順利畢業。 

3. 積極努力參加各項招生活動與配合媒體之專題報導，以提升高中生報考本系之興

趣。入學後加強輔導學生之課業，增設教學助理之讀書會，提升讀書風氣。針對

研究生之必修課程，如「專題討論」與「動物科學研究法」，嚴格予以要求，督

促學生花費更多時間於課業。 

4. 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教師之研究工作，進而瞭解教師之研究領域，並鼓勵學生於

大三時申請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學程，大四可選修碩士班課程，經招生管道

錄取後進入研究所就讀。系學會與系友會共同舉辦系友座談會、企業就業講座及

企業徵才博覽會幫助學生規劃職涯。博士班招生是個大考驗，鼓勵產業界系友在

職進修，採客制化課程安排，晚上或假日上課，以解決博班生上班時間與修課衝

突問題。訂定研究生之畢業門檻，督促研究生之學習與研究。訂定各項獎勵辦法，

鼓勵學生不只通過門檻，可爭取更好的成績來申請獎勵金。 

5. 整合課程，減少教師授課學科種類或分擔學科之範圍以減少教師超授鐘點。學校

訂有產學合作獎勵辦法鼓勵教師與企業界交流，擴展產學合作機會，爭取研究經

費從事研發工作，應用研究成果於產業界，共創雙贏。除鼓勵教師致力於研究外，

系上可推薦較少參與產業交流之教師參加各項產業會議與服務等相關活動。 

6. 推舉熱心系友擔任執行秘書，建立系友之聯繫管道，如電話、地址、電子郵件完

整聯絡網，並不定期舉辦聯誼活動，增進系友之間的情感。本系目前已經利用

Facebook 增設系友通訊聯絡網，結合網路科技更新系友之聯絡方式。 

 

（五）項目七之總結 

 

本系針對第一週期評鑑委員之建議持續執行改善中，每學年課程外審皆可有助

於課程改進，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系大學部近 3 年招收學生素質都在均標之上，

適時導引規劃生涯，訂定目標，強化學習動機，經過本系完整專業課程訓練及學校

博雅教育養成，定能培育社會有用人才。高等教育招生困難，本系訂定五年一貫攻

讀學碩士學位學程，學校提供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期望能留住優秀學生繼續升學，

博士班部分鼓勵業界系友報考就讀，學校亦提供博士生獎學金，使國私立學費差距

縮小，系上也規劃客制化課程配合博士生修課，期望能改善招生困境。教師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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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經費申請不易，宜鼓勵產學合作。系友是系上珍貴的資產，系友寶貴的意見是系

上改進的動力之一，成立系友會可以凝聚系友的力量，透過舉辦系友大會聯絡情感，

邀請系友返校參加系友座談會，與學弟妹交流互動，有了傳承學弟妹畢業後也會樂

於返校分享，形成正面良性循環。本系即將舉辦 40 週年系慶，已規劃一系列活動，

邀請所有系友返校共同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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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表 8.1.1 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指標內容 

 

 

 

 

近三年研發成果（限專任教師） 

專
任
教
師
人
數 

(

學
士
班\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學
生
班
級
數 

（
國
科
會\

其
他
） 

研
究
計
畫
件
數 

發展特色  

1.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

科技學系 

101 13 2/1/1 5/12 本系早在十幾年前就已預知分

子生物學將在生物學各領域發揮強

大力量，便開始規劃相關師資。在分

子生物學師資方面，本系在相關國私

立校系中是先驅，也最堅強。2005

年本系正式更名為“畜產與生物科技

學系”，必修課程中加入分子生物學

與生物科技等相關課程。在本系進行

更名之前，跨院系之“生物技術學程” 

即由本系主導開辦。目前本系即著力

於將分子生物學或生物科技融入畜

牧生產與產品加工等領域中。例如，

應用分子生物學技術選殖特定基

因，作為檢驗、選拔、基因轉殖、生

殖技術、生理學研究……等用途；以

分子生物學技術用於微生物之應

用；利用生殖技術提升畜產價值。 

102 12 2/1/1 4/16 

103 13 2/1/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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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101 7 1/0/0 8/11 

全球畜禽產業在二十一世紀的第

一個十年面臨許多挑戰，在二次能源

危機下許多芻料作物被利用生產生物

能源，而使飼料成本大幅提高。加入

WTO 全球化也帶來疾病流通與產品

安全的問題，加上地球暖化造成畜禽

產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此時空

背景下，培育優質畜禽生技人才成為

一個迫切的課題。該系認為能迎接這

些挑戰的人才應具有：(1) 跨領域知

識、(2) 動物資源加值應用、(3) 生物

安全檢測、(4) 能力可與產業連結等特

質。因此，瞻望未來，在該系的教育

目標下，將更積極的培育同學成為全

球化動物科學學術研究、生物技術，

以及動物資源相關產業的人才。 

 

102 7 1/0/0 3/18 

103 7 1/0/0 1/6 

3.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101 14 1/1/0 2/27 該系採理論與實務並重原則，除

著重基礎智能外，並加強動物產業專

業知識與技術之傳授，積極培育動物

產業的中堅人才，以加速台灣動物產

業的升級，進而提昇國家競爭力。 

102 14 1/1/0 2/36 

103 13 1/1/0 3/18 

4.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101 13 1/1/1 5/17 該系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因應

時代需要，造就具有理論基礎與實用

技術的動物科技人才為目標： 

(一)灌輸遺傳育種、營養、生理、管理

及動物產品加工等有關專業知識。 

(二)講授動物科學理論與實用技術，俾

學用合一。 

(三)培養指導及服務農民的動物生產

技術推廣人才。 

(四)培養農牧生產計劃、管理及加工

等人才。 

 

102 14 1/1/1 5/15 

103 15 1/1/1 5/11 



128 

 

5.台灣大學動

物科學技術

學系 

101 19 1/1/1 14/64 配合該校的整體教學研究及未

來發展，該系計畫推動成立動物基

因轉殖研究中心，發展伴侶動物及

實驗動物教學研究，規劃改建現有

畜舍成為實驗動物舍，與醫學院及

獸醫系合作成立以豬、牛、羊、犬、

雞、鴨為主的中、大型實驗動物中

心；同時，支援台北市立動物園進

行動物飼養管理研究，並協助農業

試驗場畜牧組規劃實驗研究計畫，

朝分子牧場方向發展。在順應世界

潮流及環境需求下，配合生物資源

及農學院之發展，逐步擴大研究範

疇以提昇研究水準及培育生物技術

人才，為社會貢獻更大心力。 

 

102 17 1/1/1 10/46 

103 17 1/1/1 16/55 

6.宜蘭大學生

物技術與動

物科學系 

101 21 2/2/1 9/32 動物基因轉殖研究群為發展產製基

因轉殖動物之技術平台，應用於動物

科技之研究，提昇研究水準。營養生

技研究群整合具生物技術專長老

師，並與中央研究院生農所合作，共

同開發具有保護動物腸道功能之生

長因子轉殖進入酵母菌中表現，再飼

養經轉形成功後之酵母菌培養物給

予動物食用，希望能於短期內發展具

有特殊商業利益之飼料原料並推廣

使用。動物性保健產品研究群使用蛋

白質純化、細胞培養、融合瘤、基因

等生物技術，結合本系動物飼養管理

的專長，將可提昇傳統動物科技，並

在保健食品領域獨具特色。    

    

取 自 網 址 ：

http://ansc.npust.edu.tw/bin/home.php 

 

102 21 2/2/1 5/16 

103 21 2/2/1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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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屏東科技大

學動物科學

與畜產系 

101 11 1/1/0 0/   
►加強各種自動化生產技術之訓練，

以提升畜產自動化生產之技術。 

  

►加強高附加價值（機能性）及安全

畜產品生產之研究與開發。 

  

►加強生物資訊與分子遺傳研究。 

  

►加強轉基因體細胞複製動物產製等

之相關生物技術研究。 

  

►加強熱帶畜產生產技術之相關研

究。 

102 11 1/1/0 1/   

103 11 1/1/0 1/    

註 1：學系可依性質差異，調整、增減指標內容如建教合作數、公開展演數、發明專利數、教師獲獎數等。 

註 2：可輔以圖表呈現。 

 

1. 本系學制齊全，學、碩、博士班，與台大動科系及興大動科系相同，但本系學士

班雙班，總學生人數較多，而專任教師人數比較少，故生師比本系(28.8)高於台

大(16.32)及興大(27.1)。 

2. 本系教師 101-103 學年度研究計畫逐年增加(如表 8.1.2)，產學合作計畫數增多，

藉產學合作機會再提升本系教師研究能量，詳細內容請參考附件 3-10。 

 

表 8.1.2 本系專任教師 101-103 學年度獲補助研究計畫件數統計表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產

學合作計畫) 

企業及非營

利組織產學

合作計畫 

其他政府部

會研究計畫 

學校補助研

究計畫 
總計 

101 學年度 5(1) 6 4 2 17 

102 學年度 4(1) 5 8 3 20 

103 學年度 6(1) 4 4 1 15 

 

    相較於他校其他系所，本系之優缺點、機會及面臨之威脅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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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1.1 本系與他校系之 SWOT 分析圖 

 

 

 

 

 

 

S(強點)

1.具規模之實習農牧場

2.師資結構優良且具研究能力

3.畜產與生物科技結合之研究與應用

W(弱點)

1.實驗室空間不足

2.教師教學負擔過重

3.資源不及國立大學

4.學費較國立大學貴

O(機會)

1.鄰近中科，增加產學合作機會

2.社會對畜產品安全議題的重視與關心

3.亞洲大學105學年度成立學士後獸醫學系，

可提升本系大學部學生讀書風氣

T(威脅)

1.少子化導致學生來源減少

2. 學生素質不佳，入學成績不如國立大學

3.教育部補助逐年遞減

4.亞洲大學成立學士後獸醫學系，將影響本

系碩士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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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 8.2.1 SWOT 分析 

 機會（O） 威脅（T） 

化
需
要
各
種
人
才 

我
國
產
業
轉
型
與
全
球 

作
機
會 

中
科
所
帶
來
的
產
學
合 

口
與
其
子
女
的
教
育
需
求 

中
科
所
帶
來
的
高
科
技
人 

教
育
需
求 

中
部
產
業
人
才
的
在
職 

的
重
視
與
關
心 

社
會
對
畜
產
品
安
全
議
題 

的
需
求
加
深 

大
學
本
土
化
與
國
際
化 

源
減
少 

低
出
生
率
導
致
學
生
來 

大
學
數
量
增
加 

大
學 

學
生
入
學
成
績
不
如
國
立 

教
育
部
補
助
逐
年
遞
減 

疊 系
師
資
及
研
究
與
本
系
重 

公
私
立
大
學
生
物
科
技
學 

強
點
（S

） 

具規模之實習農牧

場 
 ◎   ◎ ◎  ◎ ◎  ◎ 

師資結構優良且具

研究能力 
 ◎  ◎ ◎ ◎  ◎    

畜產與生物科技之

研究與應用 
◎ ◎  ◎ ◎      ◎ 

院級農推中心潛力

佳 
 ◎   ◎     ◎  

傳統優良校風所建

構的形象優勢 
◎  ◎ ◎   ◎ ◎ ◎  ◎ 

校地面積廣大，校園

環境優美 
◎     ◎ ◎ ◎ ◎  ◎ 

中部地區學科領域

最完整的綜合大學 
◎ ◎ ◎    ◎ ◎ ◎   

鄰近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生技產業 
◎ ◎  ◎       ◎ 

弱
點
（W

） 

實驗室空間不足     ◎   ◎  ◎  

教師教學負擔過重 ◎  ◎ ◎ ◎    ◎  ◎ 

資源不及國立大學

能充分支持學系發

展 

 ◎   ◎   ◎  ◎  

學費較國立大學貴   ◎ ◎   ◎ ◎  ◎  

觀 

察 

指 

標 

畜
產 

系 

所 
觀 察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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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SWOT 分析之意涵 S（Strength 強點），W（Weekness 弱點），O（Opportunity 機會），T（Threaten 威脅）。 

註 2：◎表示要因。 

註 3：系所應自訂強點、弱點、機會、威脅之各項觀察指標。 

 

 

 

參參參參、、、、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本系對於系所評鑑各項目工作持續進行改善，課程外審及回應改進、訂定各種獎

勵辦法鼓勵學生爭取優秀表現、教師評鑑、教師獎勵辦法鼓勵教師申請研究計畫或產學

合作計畫，發表 SCI 學術論文、參酌畢業生動態調查及雇主滿意度問卷結果，調整課程

內容或結構，希望培育企業需要之人才，達到「學用合一」之目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