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學年度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業企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第 4 次班務會議 紀錄
一、 時

間：103 年 4 月 2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整

二、 地

點：農業推廣中心小型會議室(2B08 室)

三、 主 持 人：齊心執行長
四、 出席委員：唐立正教授、黃炳文教授、黃裕銘副教授、董時叡教授、謝慶
昌副教授
五、 請假委員：陳志峰教授、林浩生同學
六、 記

錄：王家麗行政辦事員

七、 班務報告：
1. 103 學年度碩專班招生報考人數共計 29 人，已於 3 月 22 日完成面試，並
於 3 月 27 日放榜，本次錄取正取生 15 人，備取生 8 名。
八、 提案討論：
案號：第一案
案由：擬訂定本碩專班班務會議實施要點，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實施要點」(附件一)規
定訂定。
二、 本碩專班班務會議實施要點，如附件二。
辦法：班務會議通過並送院核備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若有需要依法規修訂且有必要修正處，授權執行長修正
並知會所有委員。
案號：第二案
案由：擬訂定本碩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附件三)第十一條規定，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相關教學單位（院、系、所、學位學程、室、
中心）分別依據本辦法自行訂定詳細抵免標準報教務處備查後負責
初核審查，必要時得舉行考試以決定是否給予抵免。初核後，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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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單位負責複核。初核與複核均應依規定嚴謹行事，不可疏忽。
二、 本碩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附件四。
辦法：班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核備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若有需要依法規修訂且有必要修正處，授權執行長修正
並知會所有委員。
案號：第三案
案由：本碩專班 102 學年度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追認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農業企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本會設委員六至九人，具教授資格之委
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人數至少五人。本會由下列人員
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本碩專班執行長(兼召集人)。
〈二〉 推選委員：由本碩專班就本校教師中推選，經班務會議通過
後，簽請校長核聘。
二、 102 學年度第 3 次班務會議決議通過推薦林慧玲教授、楊秋忠教授、
黃炳文教授、陳姿伶教授、陳志峰教授、謝慶昌副教授為本碩專班
102 學年度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三、 擬增聘唐立正教授擔任教評會委員，102 學年度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為林慧玲教授、唐立正教授，楊秋忠教授、黃炳文教授、陳姿伶
教授、陳志峰教授、謝慶昌副教授。
四、 因 102 學年度第 3 次班務會議之辦法有誤，於本次重新提案後簽請
校長核聘。
辦法：班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聘。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四案
案由：本碩專班評鑑項目之自訂特色項目討論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本校 103 年 4 月 22 日興教字第 1030200208 號函，
「自訂特色」
是指目前已具有績效可以具體呈現之特色；請各受評單位再次逐項
檢視各項目及自訂效標之適切性，並於 5 月 2 日(星期五)前，檢送
修正自訂特色項目及效標，經各學院檢視後上傳至系所評鑑專區。
二、 本碩專班評鑑項目之自訂特色項目及效標，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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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班務會議通過後，送院檢視後上傳至系所評鑑專區。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五案
案由：本碩專班系所評鑑之評鑑委員討論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施行細則」第五
條規定，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委員應與受評單位學術領域相關，並
由符合下列資格之一之校外專家學者、業界及具評鑑經驗代表四至
六人組成。
〈一〉 曾擔任院長、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或相當職務者。
〈二〉 具專業聲望或產業經驗，並曾擔任政府部門、公營事業、民
營機構或企業部門主管或相當職務者。
〈三〉 具「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
「台灣評鑑協會」、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
，
或其他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培訓之評鑑訪視
委員資格者。
各受評單位應恪遵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之迴避原則，審慎提出自我評
鑑委員十至十二位推薦名單送至校級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審查後，
再送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及確認。
校級自我評鑑執行委員會及指導委員會得修訂推薦名單。
二、 依據本校 103 年 3 月 17 日興教字第 1030200128 號函規定，本碩專
班需於 103 年 4 月 30 日(星期三)前至評鑑專區填報本碩專班評鑑委
員名單。
三、 經本碩專班班務委員推薦，本碩專班評鑑委員名單，如附件六。
辦法：班務會議決議通過後，依規定上傳資料至評鑑專區。
決議：
一、 依國立中興大學自我評鑑辦法迴避原則刪除最高學歷為本校畢(結)
業委員名單並刪除專長領域與本碩專班較不符者，通過本碩專班自
我評鑑委員為蔡建雄教授、吳文哲教授、陳尊賢教授、鍾仁賜教授、
徐世勳教授、王仕賢場長、段兆麟教授、盧永祥副教授、李俊彥教
授、王俊權教授。
二、 建議教務處應於評鑑委員推薦名單之表格加入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之
迴避原則讓各受評單位勾選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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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第六案
案由：102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論文口試委員名單討論案，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碩士班學位考試細則」第二條規定，本校碩士
學位考試，由聘請之考試委員負責考試。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其中
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
姻親，不得擔任其碩士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委員名單由指
導教授推薦經系（所、學位學程）組織之委員會同意後，由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報請校長聘請之。論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但不得擔
任召集人。考試委員應具備與該論文有關之專長，並具下列資格之
一：
1.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2.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3.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學位學程）
務會議訂定之。
二、 本碩專班雷連財同學、周宗標同學之碩士論文考試申請書、論文初
稿如附件七，請傳閱。
辦法：班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請之。
決議：
一、 因雷連財同學、周宗標同學未依規定於會議前繳交論文初稿，本案
緩議，待同學繳交論文初稿後再討論。
二、 為避免開會次數過頻繁，若學生依規定期限提出口試申請，由辦公
室將口試申請資料以傳閱方式請各委員勾選是否同意。
三、 黃裕銘副教授建議可成立指導委員會審核學生口試委員名單，學生
經指導教授同意提送口試申請書，並送指導委員會同意後才可申請
口試。本建議很好，但因本碩專班學生來源較廣泛，成立指導委員
會之議題未來再研議。
七、 臨時動議：無。
八、 散會：下午 1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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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中興大學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實施要點
82 年 5 月 8 日第 24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 年 5 月 14 日第 65 次校務會議修正(全份條文)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訂定「國立中興大學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各學系(所、學位學程、班）設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以各該系（所、學位學
程、班）主任（所長)及專任教師組織之。
三、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經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請
求召開臨時會議時，各該系（所、學位學程、班）主任（所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四、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須有應出席人員過半數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人員過半數
同意始得決議。應出席人員之計算，以會議代表總額減除因公、因病人數計算之。
五、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由主任（所長）擔任主席，若主任（所長）無法出席時，
由出席人員相互推選副教授以上(含)教師一人為主席，討論有關系(所、學位學程、班)
務重要事項。
六、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應有專人記錄，其紀錄應於開會後二週內分送所有成員及
學院並公布之，公布時應符合個資法之規定。
七、開會時會議主席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列席人員得就有關議案陳述意見，但無表
決權。
八、各學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實施要點應送院核備。
九、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

附件二

國立中興大學農業企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班務會議實施要點
民國 103 年 4 月 29 日班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立中興大學系所學位學程班務會議實施要點」規定訂
定。

第二條

本碩專班設班務會議，以執行長、教師代表六人及學生代表一人組織
之。教師代表由執行長推薦本院教師經院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三條

班務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經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請求
召開臨時會議時，執行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四條

班務會議須有應出席人員過半數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人員過半數同
意始得決議。應出席人員之計算，以會議代表總額減除因公、因病人
數計算之。

第五條

班務會議由執行長擔任主席，若執行長無法出席時，由出席人員相互
推選副教授以上 (含) 教師一人為主席，討論有關班務重要事項。

第六條

班務會議應有專人記錄，其紀錄應於開會後二週內分送所有成員及學
院並公布之，公布時應符合個資法之規定。

第七條

開會時會議主席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列席人員得就有關議案
陳述意見，但無表決權。

第八條

本班務會議實施要點經班務會議通過並送院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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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中興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81.11.4 第二十七次教務會議通過,81.12.24 教育部台（81）高字第七○九○○號函核備在案
83.4.25 第二十八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2 條),教育部台(83)高○二五一五七號函核備在案
83.11.29 第二十九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
84.1.23 教育部台(84)高○○三五三八號函及 84.2.28 台(84)高第○○九○九八號函核備在案
86.10.23 第三十四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
87.10.20 第三十六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
90.6.20 教育部台(九０)高(二)字第九００八六三０七號函准予備查(修正第 1,6,7,13 條)
91.1.10 教育部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 00 二三一九號函准予備查(修正第 5 條)
91.10.31 第四十四次教務會議通過,91.12.5 教育部台(九一)高(二)字第 91186579 號函准予備查(修訂第 2,3,6,7,9,10 條)
92.10.23 第四十六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2,6,13 條)
93.10.21 第四十八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1-12 條)
95.3.30 第 5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 5,7,13 條),95.9.2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38148 號函准予備查(第 1-13 條)
依教育部 95.9.21 函逕予備查,95.10.27 第 52 次教務會議追認通過(逕刪除第 6 條第 6 款)
96.10.25 第 54 次教務會議修訂(第 2,6-8,10,11 條),97.2.4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019456 號函備查
97.3.28 第 55 次教務會議修訂(第 10 條),97.7.2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21507 號函備查
97.10.27 第 56 次教務會議修訂(第 6 條),98.1.1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006762 號函備查
98.10.26 第 58 次教務會議修訂(第 10,13 條),98.7.15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22690 號函(逕修第 13 條)
99.3.30 第 59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5 條),99.6.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89825 號函備查
99.11.1 第 60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4,6,7 條),100.2.15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00023301 號函備查
101.3.27 第 63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10 條),101.6.15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10107180 號函備查
101.10.23 第 64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 5,8,10 條),102.2.4 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20009173 號函備查(第 5,10 條)
102.3.25 第 65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第 8 條),102.6.26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20095993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本校為處理學生抵免學分事宜，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相關法規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下列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學位學程）生。
二、轉學生。
三、曾在本校或他校就讀之入學新生。 四、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外學校修課完畢之在
校學生。

第三條

准予抵免之科目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與內容皆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不
同，但內容實際相同者。

第四條

抵免科目之成績規定如下：
一、原則上學士程度之課程以至少六十分為可抵免之成績。碩、博士程度之課程
以至少七十分為可抵免之成績。
二、碩、博士程度之課程未計入已取得學位之畢業最低學分內，且以至少七十分
為可抵免之成績；若該科目已計入已取得學位之畢業最低學分內，且列為現
修習系(所)之必修科目，在不變更畢業學分數的原則下，得據以申請免修。
三、各辦理抵免單位得針對不同學校與不同班別之課程，提高認可抵免之成績標
準或決定不予抵免。

第五條

科目學分數不同時，處理抵免之規定如下：
一、得以多抵少，但抵免後以較少之學分登記。
二、不得以少抵多。若屬於全學年的課程者，可抵免上半部或下半部課程。
三、屬學士班課程之科目不得抵免碩、博士班課程科目。
體育課程之抵免由體育室認定，不受前項第二款之限制。

第六條

抵免學分之上限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轉入二年級之轉系（學位學程）生，至多得抵免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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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轉入三年級者，至多九十學分。
二、碩、博士班轉系（所、學位學程）者，至多得抵免轉入系（所、學位學程）
規定畢業總學分數之一半。
三、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轉入二年級第一學期之轉學生，至多得抵免四十五學分；
轉入二年級第二學期之轉學生，至多得抵免六十七學分；轉入三年級者，至多
九十學分。
四、曾在本校或他校就讀之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至多得抵免九十學分。
碩、博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之新生則至多得抵免系（所、學位學程）規定畢業
總學分數之一半。
五、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外學校修課完畢之在學學生，其可抵免之科目與學分數由
學生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認定。
第七條

學生抵免學分後，有關編入年級之規定如下：
一、轉系（所、學位學程）生與轉學生依申請轉入年級就讀，不得要求提高編級。
二、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入學新生抵免達四十五學分者，編入二年級；達九十學
分者，編入三年級。

第八條

轉系（所、學位學程）生與經本校核准到國內學校修課完畢之在學學生，其抵免科
目除採記學分外，並採記成績。入學新生、轉學生及經核准至國外及大陸地區之
交換生，其抵免科目僅採記學分，不採記成績。

第九條

學生應按規定期限辦理學分抵免，而且申請抵免學分以一次為限，辦完抵免後與超
過期限後均不得再提出申請抵免。

第十條

新生、轉學生與轉系（所、學位學程）生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復學）、轉
學、轉系（所、學位學程）該學期註冊日起二週內辦理完畢。在學學生至國內外
他校修課之抵免，則須於修課完畢取得成績後一個月內辦理抵免，如為應屆畢業
生必須完成抵免申請手續才能離校。

第十一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相關教學單位（院、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分別依據
本辦法自行訂定詳細抵免標準報教務處備查後負責初核審查，必要時得舉行考試
以決定是否給予抵免。初核後，由教務單位負責複核。初核與複核均應依規定嚴
謹行事，不可疏忽。
第十二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應填列抵免科目學分申請書並附原校或在校歷年成績表，供初核
與複核。初核與複核後，由教務長核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修訂時亦同。

8

附件四

國立中興大學農業企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分抵免辦法
民國 103 年 4 月 29 日班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中興大學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規定訂定。

第二條

曾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立大專院校就讀相關科系者可提出申
請。

第三條

准予抵免之科目原則規定如下：
一、 科目名稱與內容皆相同者。
二、 科目名稱不同，但內容實際相同者。

第四條

抵免科目之成績規定如下：
一、 碩、博士程度之課程以至少七十分為可抵免之成績。
二、 碩、博士程度之課程未計入已取得學位之畢業最低學分內，且以
至少七十分為可抵免之成績；若該科目已計入已取得學位之畢業
最低學分內，且列為現修習系(所)之必修科目，在不變更畢業學
分數的原則下，得據以申請免修。
三、 本碩專班得針對不同學校與不同班別之課程，提高認可抵免之成
績標準或決定不予抵免。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上限為 15 學分，申請抵免學分之課程以近五年內修習者
為限。

第六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該學期註冊日起二週內辦理完畢，且以一
次為限。

第七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應填列抵免學分申請書，並檢附原修習課程之課程
大綱及原校或在校歷年成績表供本碩專班初核，經教務單位複核後，
由教務長核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班務會議通過簽請教務長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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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中興大學系所自我評鑑項目
評鑑項目
項目一：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1-1 教育目標展現系所（含學位學程）功能與特色的合理性。
1-2 教育目標與校、院教育目標的關聯性與修訂機制。
1-3 依據教育目標訂定學生核心能力的機制以及進行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
1-4 課程結構的合理性以及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
1-5 課程設計符合本碩專班學生來源、教育目標與特色之成效。

項目二：教師教學與專業表現
2-1 專、兼任教師之結構（數量與學術專長）符合教育目標、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
2-2 教師依據課程所須培養之核心能力，進行教學設計與多元應用教材教法數位媒材，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之情形。
2-3 教師依據課程大綱授課，並設計多元學習評量，及依據教學評量結果，教師改進教學之情形。
2-4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與學術研究及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
2-5 教師研究成果以及將成果融入本碩專班教學及產學合作服務表現。

項目三：學生學習資源與表現
3-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與學習資源（含空間、設備與經費）及其管理維護機制。
3-2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與專題研究之作法與表現。
3-3 學生學習語文（含中文與英文）之成效以及修習通識或跨領域課程之情形。
3-4 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
3-5 指導教授、導師與授課老師提供學生學習資源與生涯輔導之成效。

項目四：畢業生學習成效與生涯發展追蹤
4-1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之機制與結果。
4-2 畢業生生涯發展（含就業）追蹤機制及其落實情形。
4-3 蒐集內外部利害關係人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情形以及根據意見之分析結果，進行檢討學生
學習成效之情形。
4-4 系所（含學位學程）友會運作。
4-5 畢業生碩士論文研究與實務應用結合程度，以及對其工作與生涯發展之助益。

項目五：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5-1 行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含教育目標、招生、課程等）之情形。
5-2 依據前一週期評鑑結果與建議，擬訂持續改善與落實的情形。

項目六：多元化課程與教學
6-1 課程多元化、理論與實務並重。
6-2 教學內容符合學生在職需求，可提升學生實務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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