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 屆 屏東縣農業大學-動物科學班」招生簡章 

壹、 報名資格：對畜牧業經營及發展有興趣，年滿 18 歲以上，設籍於屏東縣者。 

貳、 報名及繳交文件： 

一、招收名額：共 1 班，合計 20 名。 

二、報名期間：110 年 8 月 16 日（一）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二）止。 

三、課程採網路報名、現場報名及紙本報名，請務必詳實填寫報名表相關資料，並於報

名期限內提交相關資料。 

（一） 報名資料明細如下： 

1. 填寫報名表。（見表 1） 

2. 個人工作或生活近照 2 張。 

3. 最近 3 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 

4.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 其他補充及加分資料（如最高學歷證明文件、三章一 Q、農產品安全驗證、

特殊榮譽、相關證照及證書等）。 

6.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及注意報名公告切結書，列印

後親簽。 

（二） 網路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v87G，請於報名網頁填妥報名所需之資料，

詳情請參閱線上報名系統，並以電話確認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三） 現場報名：請於報名期間，每週一~週五下午 13:30~17:30 至屏東縣政府南

棟一樓櫃台，填寫報名表及繳交報名附件 2~6 項資料。 

屏東縣政府自 104 年開辦「屏東縣農業大學」，提供完善的農業學習平台，引領有

意投入農業發展者從基礎扎根，培養創新經營觀念，讓農民透過學習掌握農業脈動，提

升其專業能力，共同建構安全農業，打造屏東優質農產品牌，為屏東農業提升產業競爭

力，以開創農業新藍海。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農業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https://reurl.cc/Gv87G


（四） 紙本報名：請至「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屏東縣農業大學」網頁下載報名

表，填寫完畢後，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表及附件 2~6 項資

料親送或郵寄至 806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 248 之 40 號 2 樓 財團法人中衛

發展中心  李先生 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屏東農業大學+班別」，並以電

話確認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參、 審查原則 

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留學員審核權利，依以下原則進行審核： 

（一） 符合報名資格及報名資訊是否填寫齊全。 

（二） 學經歷、現職工作內容、報名動機等。 

肆、 重要時程： 

一、報名日期：110 年 8 月 16 日（一）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二）截止。 

二、結果公告：110 年 9 月 7 日（二）前於「屏東縣政府農業處」網頁

（https://reurl.cc/Y4KmO）、「屏東縣農業大學」網頁（https://reurl.cc/V6l4aQ）

及「屏東縣農業大學」FB 粉絲專頁（https://reurl.cc/ppVex）公告錄取名單，恕不

以電話另行通知。 

伍、 結業： 

錄取學員必修時數出席達 9 成以上，並配合繳交課程相關作業者，由屏東縣政府農業處

核發結業證書。 

陸、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經確定錄取之學員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

情事，即取消錄取資格或退訓。 

二、 報名資訊及相關附件資料如有繳交資料不齊全因而延誤報名，一概由報名者自行負

責。 

三、 開課當日無法報到及上課，請事先來電完成請假作業，若課程第一天未報到且未請

假，時數超過 4 小時者，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四、 學員如需請假或放棄資格，應提前告知隨班人員，並完成請假、放棄資格等手續。

(見表 3、表 4) 

五、 學員上課期間應遵守課程相關規定，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及其他學員之學習，

經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課資格。 



六、 若學員修課時數達 7 成以上，但因故無法於當年度完成課程結業，可於隔年補課，

限補課 1 次，逾期視同放棄補課權利。 

七、 課程期間如遇 如遇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災，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

補課時間另行公布。 

八、 本屆農業基礎班、屏南分班、動物科學班及水產養殖科學班欲報名菁英班之學員，

承辦單位會於 11 月 26 日以 E-mail 通知其修課時數，作為報名菁英班資格審查之

證明。 

柒、 聯絡窗口：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電話：(07)822-9619 李先生 

聯絡信箱：npust0603@gmail.com 

捌、 課程規劃： 

一、動物科學班-專業課程(必修) 

1. 授課日期：110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8 日，每週二、五。 

2. 授課時數：共計 40 小時 

3. 授課地點：防疫 2 級-屏東縣農畜產運銷合作社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北寧路

321 號)；防疫 3 級-視訊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與大綱 時間 課程主題與大綱 

9/14(二) 
9:00-12:00 

(3 小時) 

動物科學概論 

1.動物科學概況 

2.動物遺傳與育種知識 

13:00-16:00 

(3 小時) 

牧場經營管理 

1.牧場規劃設計 

2.牧場生產成本估算 

3.家禽產品運銷與市場價格 

9/17(五) 
9:00-12:00 

(3 小時) 

動物營養學 

1.營養素簡介 

2.營養素需要量 

3.營養缺乏症狀 

13:00-16:00 

(3 小時) 

家禽學 

1.各種家禽品種特色產量簡介 

2.家禽繁殖、孵化及經營飼養

管理 

9/24(五) 
9:00-12:00 

(3 小時) 

豬學 

1.豬隻品種介紹 

2.豬隻各階段飼養管理 

13:00-16:00 

(3 小時) 

肉品加工學 

1.肉之組織、冷凍及冷藏 

2.加工基本知識(醃漬及燻煙) 

9/28(二) 
9:00-12:00 

(3 小時) 

乳用動物學 

1.乳用、乳羊飼養管理 

2.擠乳衛生管理 

13:00-16:00 

(3 小時) 

乳品加工學 

1.乳品之成分化學 

2.牛乳及乳製品之營養價值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與大綱 時間 課程主題與大綱 

10/1(五) 
9:00-12:00 

(3 小時) 

動物廢棄物處理簡介(一)  

1.動物廢棄物相關法規說明 

2.畜牧場糞尿水處理 

3.減少畜牧場糞尿水方式 

13:00-16:00 

(3 小時) 

動物廢棄物處理簡介(二)  

1.家畜禽堆肥製作 

2.畜牧場廢棄物再利用：沼液

沼渣農地施灌及沼氣再利用 

10/5(二) 
9:00-12:00 

(3 小時) 

飼料作物學 

1.各種飼料作簡介 

2.飼料作物栽種條件及方式 

13:00-16:00 

(3 小時) 

畜牧場動物福祉 

動物的尊重及愛護 

10/8(五) 
10:00-12:00 

(2 小時) 

傳染病學 

畜牧場常見法定傳染病簡介 

13:00-15:00 

(2 小時) 

畜牧場防疫及衛生管理 

1.基礎免疫系統及其功能 

2.動物疾病預防方法 

 

二、動物科學班-通識課程(農業基礎班必修，屏南分班、動物科學班及水產養殖科學班選修) 

1. 授課日期：110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5 日，每週一、四。 

2. 授課時數：共計 54 小時 

3. 授課地點：防疫 2 級-屏科大城中區推廣大樓(2 間 80 人教室)(屏東市信義路 151

號)；防疫 3 級-視訊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與大綱 時間 課程主題與大綱 

10/28(四) 
9:00-12:00 

(3 小時) 

農業資源知多少 

1.台灣農業政策 

2.台灣農業現況與計畫資源 

3.農業諮詢單位及農民團體介紹 

13:00-16:00 

(3 小時) 

國有耕地承租寶典 

承租國有地規定與說明 

11/1(一) 
9:00-12:00 

(3 小時) 

農業政策貸款介紹 

1.農業貸款說明 

2.農業貸款諮詢單位 

13:00-16:00 

(3 小時) 

農業生產成本與經營分析 

1.農產品生產成本的定義與應用 

2.農產品生產成本項目與分類 

3.農產品成本的計算 

11/4(四) 
9:00-12:00 

(3 小時) 

農糧生產之食安危機 

1.農業資材對農產與環境的影響 

2.農業安全問題省思與對策 

3.產銷履歷制度與精神 

13:00-16:00 

(3 小時) 

農產食品安全概論 

1.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介紹 

2.食品標示管理介紹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與大綱 時間 課程主題與大綱 

11/8(一) 
9:00-12:00 

(3 小時) 

農產初級加工管理(一) 

1.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及農產品

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介紹 

2.作業場所、設備規劃管理 

3.農產品加工原理與方法 

13:00-16:00 

(3 小時) 

農產初級加工管理(二) 

1.農產加工流程規劃 

2.農產加工流程管制作業標準 

3.產品追溯追蹤管理介紹 

11/11(四) 
9:00-12:00 

(3 小時) 

臺灣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1.台灣農產品驗證制度建立 

2.TGAP 之實施及驗證 

13:00-16:00 

(3 小時) 

有機農業與有機產品驗證 

1.國內驗證發展歷史與現況 

2.驗證稽核與檢驗方法 

11/15(一) 
9:00-12:00 

(3 小時) 

全球與臺灣智慧農業發展趨勢 

1.智慧農業介紹 

2.智慧農業案例分享 

13:00-16:00 

(3 小時) 

先進溫室系統技術架構與開發 

1.溫室永續營運的農耕思維 

2.以 ICT 技術應用於溫室栽培 

11/18(四) 
9:00-12:00 

(3 小時) 

休閒農業發展新思維 

1.休閒農業的基本概念 

2.休閒農業發展歷程與願景 

3.休閒農業現況與未來趨勢 

13:00-16:00 

(3 小時) 

休閒農業規劃與經營要領 

1.休閒農業政策與法規管理 

2.休閒農業區劃定程序與作法 

3.休閒農業場域規劃管理 

11/22(一) 
9:00-12:00 

(3 小時) 

掌握農產品產銷情報站 

1.規劃生產策略 

2.產品採收儲運 

3.如何運用銷售策略 

13:00-16:00 

(3 小時) 

農場經營與行銷實務(一) 

農業生產、加工行銷經驗分享 

11/25(四) 
9:00-12:00 

(3 小時) 

創新農業機巧機構運用 

1.機巧法介紹 

2.機巧機構設計與現代化農業

關係 

3.機巧機構現代化農業案例 

13:00-16:00 

(3 小時) 

農場經營與行銷實務(二) 

農業生產、品牌行銷經驗分享 

 

  



表 1 

第 7 屆屏東縣農業大學-「動物科學班」報名表 

收件編號 (由執行單位填寫) 

報名 

注意事項 

一、 報名截止日：110 年 8 月 31 日（二）止，附件資料須於截止日前完成繳交，

並以電話向報名窗口確認，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二、 報名附件資料明細如下：（請逐項確認） 

 □ 1. 個人工作或生活近照 2 張。 

 □ 2. 最近 3 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 

 □ 3.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4. 其他補充及加分資料（如最高學歷證明文件、三章一 Q、農產品安全驗
證、  特殊榮譽、相關證照及證書等）。 

 □ 5.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見表 2），列印後親簽。 

 □ 6. 注意報名公告切結書（見表 3），列印後親簽。 

三、 課程採網路報名、現場報名及紙本報名，請務必詳實填寫報名表相關資料，並

於報名期限內提交相關資料。 

※網路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v87G，請於報名網頁填妥報名所需之資料，詳

情請參閱線上報名系統，並以電話確認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現場報名：請於報名期間，週一~週五下午 13:30~17:30(連假除外)至屏東縣政府

南棟一樓櫃台，填寫報名表及繳交報名附件 1~6 項資料；報名屏南分班者可於上

述時間(連假除外)至屏南社區大學，填寫報名資料。 

※紙本報名：請至「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屏東縣農業大學」及「屏南社區大學」

網頁下載報名表，填寫完畢後，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附件 1~6

項資料親送或郵寄至 806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 248 之 40 號 2 樓 財團法人中衛發

展中心 李先生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屏東農業大學+班別」，並以電話確認才算

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窗口：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李先生 

電話：(07)822-9619、聯絡信箱：npust0603@gmail.com 

 

https://reurl.cc/Gv87G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別  □一般     □原住民    □新住民（外配或陸配） 

班服尺寸 

□S □M □L □XL □2XL □3XL □5XL 

尺寸參考如下： 

 

公司/單位 

名稱 
 職稱  

品牌名稱  

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新/舊生 
1.是否曾報名前 6 屆農業大學：□否  □是【曾報名第_________屆】 

2.是否錄取並完成課程：□否  □是【第    屆               班】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現居地址 

□□□-□□（郵遞區號） 

 



緊急連絡人  關係  手機  

最高學歷 
□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科系所                                                      

前一次工作 

經歷 

(無則免填) 

服務單位 起訖時間 職稱 工作內容 

    

    

    

農業生產及發

展概況 

1.是否從事一級生產：□否，請接續第 11 題  □是，請接續下題 

2.目前從農      年 

3.是否已有土地（含自有或租賃）：□無  □有 

4.土地坐落位置：屏東縣         鄉鎮市，地段/地號：                

5.生產品項：                                                      

6.養殖面積：              分/公頃，年產量：            隻/頭 

7.年營業額：            萬元 

8.是否有安全驗證：□否  □是(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 

□ 1.優良農產品標章(CAS) 

□ 2.產銷履歷，品項為                                                

□ 3.有機驗證 

□ 4 生產溯源（QRcode) 

9.若沒有生產溯源（QRcode)，是否有意想申請：□否  □是 

10.是否已加入農民團體：□否  □是【               合作社/產銷班】 

11.是否從事二級加工：□否，請接續第 17 題  □是，請接續下題 

12.目前從事      年 

13.加工產品名稱：                                                  

14.生產方式：□自行加工  □委託加工 

委託加工廠商名稱：                                               

15.加工品原物料來源：□自行生產 □契作 □其它          

16.是否有安全驗證：□否  □是，品項為                              



17.是否從事三級服務業：□否  □是，請接續下題 

18.目前從事      年 

19.單位或品牌名稱：                                                

20.經營型態為□餐飲 □民宿 □通路 □休閒 □其他：          

自傳 

【包含簡要自述、參加農業大學動機、理念、未來規劃…等】 

 

 

 

 

 

 

 

 

 

 

 

 

 

 

 

 

 

  



表 2 

「第 7 屆屏東縣農業大學-動物科學班」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屏東縣農業大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 條之規定，告知台端下列事項，請

台端於填寫報名表前詳閱並同意報名表由農業大學於執行範圍內進行個人資料處理： 

1. 本單位取得台端的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目的在提供課程報名等相關服務並確保報

名學員之利益，將進行資料處理、行政事務、發送相關訊息等與農業大學之各種活

動。其蒐集、處理及使用台端的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2. 本單位蒐集之台端個人資料，台端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得向承辦單位請求查詢閱覽、

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台端若拒絕提供個人

資料以致於本單位所無法執行農業大學相關之各種行政事務及活動，將影響台端參

加報名之權利。 

3. 本報名表務請親自覆實填寫，如有不實，自負法律責任。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1.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中心上述告知事項。 

2. 本人同意貴中心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 請求行政協助目

的之提供。 

 
 

 

填 表 人 ：                         （ 親 筆 簽 名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 3 

「第 7 屆屏東縣農業大學-動物科學班」注意報名公告切結書 

 

 

錄取名單及課程相關注意事項，請學員務必自行查詢屏東縣農業大學網頁

公告，主辦單位不另作電話通知，錄取學員若未及時查詢網頁公告，致權益受損，

概自行負責，而開課日未到者若未事先請假，也視同自願放棄，將由備取生依序

遞補，不得異議。 

 

 

 

 

此致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立 書 人：                       (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表 4 

「第 7 屆屏東縣農業大學-動物科學班」 請假單 

課程班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課程名稱  

請假日期/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上午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下午 □13:00~14:00  □14:00~15:00  □15:00~16:00 

請假事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人簽名 值班人員簽名 

  



表 5 

自願放棄錄取切結書 

 

本人                    報名參加「第 7 屆屏東縣農業大學-動物科學

班」，因                    因素無法參加課程，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

異議。 

 

 

此致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立 書 人：                       (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填妥後請傳真至承辦窗口-中衛中心李先生，聯絡電話：07-8229619；傳真電話：07-8418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