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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以下簡稱生農學院）依本校組織規
程第二十五條規定，設立附設山地實驗農場（以下簡稱本場）。
第二條 本場以配合本校各有關學系（所）教學實習與山地農業實驗研究之實
施，提供場地設備與人力支援為宗旨。同時進行環境及生態教育，對
山地農業進行永續示範經營。
第三條 本場置場長一人，由生農學院院長會同園藝暨景觀學系主任，就園藝
暨景觀學系或相關學系教師中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場長任期以三年為原則，得續任一次。
第四條 本場置副場長二人，襄理場務，由場長就園藝暨景觀學系或相關學系
副教授以上教師或本場技正職級之人員，遴選適當人選提請生農學院
院長轉請校長聘請兼任。
副場長以配合場長任期為原則，應於新任場長就任時去職。
第五條 本場設教學研究組、經營組及管理組等三組，必要時得增設其他組。
每組各置組長一人，由場長自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教師或於本校職級相當
之專任職員中提請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轉請校長聘（派）請助理教授
或職級相當之專任職員兼任。本場得視需要設立分場，分場置分場主任
一人，由場長自本場專任職員中遴選適當人員提請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
長轉請校長派請兼任。
第六條 本場置秘書一人，由場長提請生農學院院長轉請校長任用，協助場長
及副場長辦理場務。
第七條 本場設主計室，置主任一人、組員若干人，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
計事項。
第八條 本場置兼任人事管理員一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九條 本場置技正、組員、技士、技佐、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第九條之一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本場各組之職掌如下：
一、教學研究組：
（一）協助辦理教學實習。
（二）協助辦理講習及研討會。
（三）協助辦理農民團體之觀摩推廣活動。
（四）建立植物標本園與種源庫，進行作物品種之收集、保存與生長
習性、利用價值之觀察與研究。
（五）建立育種圃，進行作物育種。
（六）記錄氣象資料。
（七）建立作物坡地栽培示範園。
（八）建立健康無病毒種苗繁殖體系，進行作物優良種苗的繁殖與推
廣。
（九）進行坡地農業水土保持、土壤保育與一貫機械化、自動化作業
與設施化栽培的試驗與研究。
（十）進行各項作物病毒蟲害的防治與營養改良的試驗與研究。
（十一）林木引進及培育，造林與林相改良之試驗與研究。
（十二）各項農產品收穫後處理與加工的試驗與研究。
（十三）其他與教學研究有關的事宜。
二、經營組：
（一）土地利用規劃之擬定與實施。
（二）各類作物之生產規劃與執行。
（三）地形改造與農地土壤改良之規劃與實施。
（四）林相改良、林木撫育與森林砍伐預定案之編製與實施。
（五）各項與生產有關的設施興建規劃與實施。
（六）農產品之收穫後處理與加工。
（七）配合教學研究、提供用地、材料，並依據需要負責一般性之維護
管理。
（八）其他與本場生產建設有關事項。
三、管理組：
（一）有關文書事項。
（二）現金、有價證券及財產出納保管之登記事項。
（三）有關物品採購、保管登記事項。
（四）技工、工友、機械、車輛之管理事項。
（五）房舍、器物、水源、電力、境界林木、碑石之維護管理。
（六）辦理產品銷售。
（七）不屬於其他各組之事務。

第十二條

本場設審議委員會，審議農場之經營方針與重要業務計畫，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第十二條之一 本場設場務會議，其組成及會議規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場相關辦事細則及分層負責明細表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規程經本場場務會議、生農學院院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報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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