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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4 次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農場管理學程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翰謙院長                                         記錄：呂美娟 

出席人員：沈榮壽副院長(園藝系主任)、侯新龍主任、林金樹主任(林瑞進老師

代)、夏滄琪主任、林炳宏主任、周蘭嗣主任、江彥政主任(請假)、郭章信主任、

黃文理主任、侯金日主任(農學在職專班執行長)、連塗發場長(請假)、張栢滄主

任、黃健瑞執行長、王文德執行長、黃武雄教官 

列席人員：侯燕雪專案人員 

壹、主席致詞： 

一、為慶祝本校百年校慶，學校推出系列紀念商品，請各位主任協助上所屬教

師、學生、系親朋好友宣傳推廣。 

二、有關本校聘任兼任教師政策，兼任教師超過學校給予各學院統籌員額時，

兼任教師費用未來由聘任單位自行支付。 

三、本校自 107學年度入學之碩博士生收取論文口試費用，各系研究生口試費，

自 107學年入學(含)者，農學院將不予補助。 

四、近來學生發生車禍、公共安全問題及情緒困擾等問題頻繁，請各系主任轉

知所屬教師並於系週會上對學生宣導注意安全之重要，提供學生諮商輔導

資訊，尊重生命。 

五、各系(含學位學程)境外生資料更新並保留聯絡資訊，此為「系所評鑑」國

際化重要資料。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有關國內外高中生到本院中參訪行程安排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配合政府推動南向政策及加強招生策略，今年起陸續有多所國內外高中

學校由老師帶領生學生到本院各系參訪，了解將來選讀本院相關學系的

資訊。 

  二、由各系輪流接待各參訪學校、接待學系介紹本院學群特色，統一用院長

製作之農學院介紹簡報見 107年 11月 16日簡報檔。 

  三、第 1案 107年 12月 18日馬來西亞高中的參訪行程，首先由農藝系及農

藝系兩學系接待介紹。第 2案 12月 6日東山高中則由動科系及生農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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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介紹參訪。接著依序由；森林系、木設系；景觀系、植醫系，兩個系 1

組輪流接待。 

  四、排定後之接待學系，若接待者事後接到開會通知需出差,請該系主任找系

上 1位老師代為接待,不做換系接待之更改。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各系(學位學程)106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對學校的意見與看法、

對系所的意見與看法及就業力自我評估等各項調查，滿意度未達 70%者，

請各系所研擬「自我改善具體作法」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高教深耕計畫，為了解學生學習成效，建立反饋機制，落實畢業生長

期追蹤機制、瞭解畢業生表現及就業情形，據以調整人才培育目標、課

程與教學措施及軟、硬體設備等。本校已於校務行政系統建立畢業生流

向資料；調查結果可供各單位檢視課程結構、措施擬定、修調之參考及

系所評鑑重要項目。 

  二、106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報告(全校性)已公告於學務處學生職

涯發展中心網頁供各單位參閱。 

  三、請各調查題項滿意度未達 70%學系(含學位學程)，研擬「自我改善具體作

法」，並於 107年 12月 15日前將電子檔回傳學生職涯發展中心及農學

院彙整，以落實反饋機制。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請各系及早研商規劃 109年招生策略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面對少子化的衝擊，明年大考後各系考生報到率，將列為系所評鑑重要

項目。 

  二、請各系及早研商規劃 109年招生策略及「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校百年校慶系列活動-108學年度新生始業式迎新活動案，提請報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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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本校百年校活動擴大辦理 108學年度新生始業式活動，將原定安排 2

天 1 夜之活動，擴大為 5 天 4 夜，使新生認識學校及系所環境並進行相

關反毒與交通安全宣導、防災緊急逃生演練等活動。 

  二、請各系及早準備，將迎新活動融入新生始業式。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請各單位確認中英文網頁連結之有效性及正確性案，提請報告。 

說明：本校中英網頁內的相關連結資料係由各單位建置提供，除請各單位檢視

網頁資料之準確性並請隨時更新資料。若有發現本校全球資訊網中英文

網頁上存在無效連結，也請通知電算中心處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各單位接獲不具名檢舉函處理原則案，提請報告。 

說明：各單位接獲不具名檢舉函處理原則方式分為兩種（一）教育部等政府機

關轉知舉檢函，查明檢舉內容後回覆來函機關（二）個人不具名檢舉函

不予處理。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各學系大學部開課比超過規定及雇用身心障礙人員不足經費案，提請討

論。 

說明：各學系(含學位學程)開課比超過規定及雇用身心障礙人員不足時(每 30

人須聘用 1 名身心障礙人員)，衍生之教師鐘點費及雇用身心障礙人員不

足罰鍰，由開課單位及用人單位之教訓輔經費及個人計畫結餘款支付。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有關退休教師於學校各類常用系統之使用問題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退休教師反映，退休後在學校仍有兼課及執行計畫，但因校務行政系統

權限被關閉，導致課綱不能上傳或執行計畫需申請出差，差勤系統無法

使用，只能使用紙本，感受不佳。 

http://www.ncyu.edu.tw/cc/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24504)%EF%BC%8C%E4%BA%A6%E5%B0%87%E5%8A%A0%E5%BC%B7%E9%80%9A%E7%9F%A5%E5%90%84%E5%96%AE%E4%BD%8D%E9%9A%A8%E6%99%82%E7%A2%BA%E8%AA%8D%E5%8F%8A%E8%90%BD%E5%AF%A6%E7%B6%B2%E9%A0%81%E6%9B%B4%E6%96%B0%E3%80%82%E4%BD%86%E5%9B%A0%E6%A9%9F%E5%99%A8%E6%AA%A2%E6%B8%AC%E6%81%90%E6%9C%89%E9%81%BA%E6%BC%8F%EF%BC%8C%E8%8B%A5%E6%9C%89%E7%99%BC%E7%8F%BE%E6%9C%AC%E6%A0%A1%E5%85%A8%E7%90%83%E8%B3%87%E8%A8%8A%E7%B6%B2%E4%B8%AD%E8%8B%B1%E6%96%87%E7%B6%B2%E9%A0%81%E4%B8%8A%E5%AD%98%E5%9C%A8%E7%84%A1%E6%95%88%E9%80%A3%E7%B5%90%EF%BC%8C%E4%B9%9F%E8%AB%8B%E9%80%9A%E7%9F%A5%E9%9B%BB%E7%AE%97%E4%B8%AD%E5%BF%83%E8%99%95%E7%90%86%E5%BE%8C%E7%BA%8C%E7%9B%B8%E9%97%9C%E4%BA%8B%E5%AE%9C%E3%80%82
http://www.ncyu.edu.tw/cc/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24504)%EF%BC%8C%E4%BA%A6%E5%B0%87%E5%8A%A0%E5%BC%B7%E9%80%9A%E7%9F%A5%E5%90%84%E5%96%AE%E4%BD%8D%E9%9A%A8%E6%99%82%E7%A2%BA%E8%AA%8D%E5%8F%8A%E8%90%BD%E5%AF%A6%E7%B6%B2%E9%A0%81%E6%9B%B4%E6%96%B0%E3%80%82%E4%BD%86%E5%9B%A0%E6%A9%9F%E5%99%A8%E6%AA%A2%E6%B8%AC%E6%81%90%E6%9C%89%E9%81%BA%E6%BC%8F%EF%BC%8C%E8%8B%A5%E6%9C%89%E7%99%BC%E7%8F%BE%E6%9C%AC%E6%A0%A1%E5%85%A8%E7%90%83%E8%B3%87%E8%A8%8A%E7%B6%B2%E4%B8%AD%E8%8B%B1%E6%96%87%E7%B6%B2%E9%A0%81%E4%B8%8A%E5%AD%98%E5%9C%A8%E7%84%A1%E6%95%88%E9%80%A3%E7%B5%90%EF%BC%8C%E4%B9%9F%E8%AB%8B%E9%80%9A%E7%9F%A5%E9%9B%BB%E7%AE%97%E4%B8%AD%E5%BF%83%E8%99%95%E7%90%86%E5%BE%8C%E7%BA%8C%E7%9B%B8%E9%97%9C%E4%BA%8B%E5%AE%9C%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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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請各系辦同仁向退休教師宣，教師退休後仍於本校兼課或執行計畫，其教師

第一代碼，從原來的 A變更為 F，仍可繼續使用校務行政系統作業。 

  三、若於校務行政系統作業無法進入時，各管理單位如下：E 化校園的使用權限

請洽電算中心、兼課-課綱上傳請洽教務處、兼課-請假請洽人事室、執行

計畫管理系統請洽研究發展處、執行計畫會計系統請洽主計室、借閱圖書

請洽圖書館。 

  四、請各聘兼任教師學系(含學位學程)跟兼任教師提醒，無法原授課時段上課

時，請依規定至人事室網頁兼任教師專區辦理請假。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有關法規新(修)訂行政程序簡化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 107 年 11 月 6 日主管座談校長指示辦理。 

二、本案經黃副校長邀集相關人員討論後決定，爾後新訂法規仍請依行政程

序會簽法規小組，奉校長核可後提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審議；若法規修

正案須先提相關會議(如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教評會等)審議者，得以

會議紀錄會辦法規小組，免另案簽核以提升行政效率。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幹部座談會反映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本院於 107年 11月 21日舉辦學生幹部座談會，會中學生提出下列問題：

(一) 圖書館前野狗多且具攻擊性，同學們騎車經過時常被追車，影響

行車的安全。(二) 校內第 6停車場以及愛大路停車場的燈光太暗，希

望加裝燈光照明設備。(三) 5舍女生宿舍外半夜時常有壓縮機運轉的噪

雜聲，影響睡眠，希望可以改善。(四) 環潭公路某些路段燈光過暗，

某些轉彎路段未有護欄及反光鏡，影響學生行車的安全，是否可以加裝

燈光照明、護欄及反光鏡設備。(五) 學校閒置設施是否可盤點整理後

供學生使用。(六) 生機系大型機具是否可開設相關課程供學生學習及

利用。(七)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系館後方雜草叢生，易有爬蟲類出沒，

是否可以請學校派人清除。(八) 校園內行車至停車場的各道路上的駝

峰太多坡度太陡峭，容易影響學生行車安全，是否能夠減少駝峰設備及

改善降低駝峰坡度。 

二、 以上請各系所協助學生並宣導，學生建議事項將請學校相關單位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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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處理情形公告周知。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第二組群 107年度職員年終考績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生科院 107 年 11 月 28 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P.1~P.2。 

  二、本院自 97 年起由本院職員研議該年度年終考績案，農學院歷年職員

考績紀錄如附件 P.3~P.5。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二 

報告單位：農學院各單位 

案由：本院各單位業務績效成果，提請報告。 

說明： 

  一、獲獎事蹟(一)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李嶸泰老師指導學生朱銘陽、顏伶芷參加 107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

討會學術論文發表，口頭發表-專業組-生態保育與水土保持組 佳作。 

(2)廖宇賡老師指導學生林冠里參加 107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學術

論文發表，口頭發表-專業組-育林與生物科技組 第二名。 

    (3)何坤益老師指導學生何宗恆參加 107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學術

論文發表，口頭發表-專業組-育林與生物科技組 第三名。 

     (4)何坤益老師指導學生謝名彥參加 107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學術

論文發表，口頭發表-專業組-育林與生物科技組 佳作。 

    (5)黃名媛老師指導學生吳名哲參加 107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學術

論文發表，口頭發表-專業組-經營與人文社會組 佳作。  

    (6)林瑞進老師指導學生朱軒儀、許玉貞、張谷璜參加 107年森林資源永

續發展研討會學術論文發表，口頭發表-大學組 佳作。 

   (7)林瑞進老師指導學生王靖維、洪景祥參加 107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

討會學術論文發表，海報發表-林學組 第三名。 

二、獲媒體報導事蹟(一)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何坤益教授、李嶸泰助理教授 2018年 10月 2日獲聯合報報導-好美寮

水漾森林好美 卻不利海岸和防風林保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3398185 

    (2)林瑞進助理教授 2018年 11月 12日獲中時電子報報導-校園飄粉嫩！復

育烏來杜鵑藏溫馨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339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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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12001212-260415 

三、提升校譽之信函或網路資訊等 

(一) 農藝學系於 107年 11月 21日在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學年度

水稻生物技術研討會暨學生學習成果海報」。會中邀請到中研院院士余淑

美博士及本校生農系講座教授古森本博士等 7位校內外學者專家進行水

稻相關研究的專題演講，會場並舉辦學生學習成果海報展。本次研討會

總計大約有 265位校內外師生及研究人員參與，大家討論熱烈，會議活

動圓滿成功。 

(二)各系學生系友參加 107年度公職考試錄取人數如下：高考 23人、普考 22

人、技專高考 1人、三等特考 3人，共 49人。另有 12人取得製茶技術

證照。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三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各單位 12 月待辦事項，提請報告。 

說明： 

一、請各系薦送學生申請日本香川大學「2019年春季班 Sanuki專案計畫」英

文版學習計畫書(格式如附件)、英文版個人履歷(格式如附件)、英文版在

學證明、英文或日文推薦函(系所主任署名)、英文版成績單、英語檢定證

明等資料, ，於 12月 10日前送達院辦，見 11月 30日 e-mail通知。 

二、請各系 (學位學程)就 106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各項調查「執行情形與

成果」，於 12月 10日前送院辦及學生職涯發展中心，見 11月 5日 e-mail

通知。 

三、請各系不承認 107.1通識課程經系相關審議通過後，會議記錄電子檔於

12月 14日前 mail院辦，見 11月 29日 e-mail通知。 

四、請各系 (學位學程)就 106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各項調查滿意度未達 70%

者，提供「自我改善具體作法」，於 12月 15日前送院辦及學生職涯發展

中心，見 11月 5日 e-mail通知。 

五、請各系及學位學程修正中英文簡介並提供 2張特色照片，電子檔及紙本經

主管核章後於 12月 18日前送院辦,見 11月 30日 mail通知。 

六、請各系及學位學程 108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課程架構圖等及「學院院

共同必修學科教學內容大綱」等於 12月 20日前送院辦,見 10月 8日 mail

通知。 

七、請各學系推薦購買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專業圖書圖書，金額上限 4萬 5

仟元台幣，推薦書單順序之 excel電子檔於 12月 25日前 mail院辦,見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12001212-2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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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 mail通知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黃英源先生強化農學院學生國際學術發展獎勵金申請複審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107年 9月 3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1次主管會議決議編號 2號陳盈安同學、

3號黃琪婕同學、4號陳巧穎同學，資料不齊，未通過審查，不予補助。 

 二、黃英源先生強化農學院學生國際學術發展獎勵金設置要點如附件 p.6。 

 三、陳盈安同學、黃琪婕同學及陳巧穎同學等 3 人後來更正及補件資料如附

件 p.7~p.14。 

決議：原則同意補助陳盈安、黃琪婕及陳巧穎等 3 名同學，明年申請者需依本

要點新修正之規定辦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林料咏先生紀念清寒獎助學金審查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林料咏先生紀念清寒助學金實施要點如附件 P.15，本要點每年補助 3 名

學生、每名補助 5 千元，本基金截至目前餘額為 139,712 元。 

二、本案助學金 107年審查名冊如附件 P.16。 

決議：以未獲補助者優先，通過補助學生為江旻柔、劉怡妏、李丁在等 3 人。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運用嘉大 KANO基金審查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院運用嘉大 KANO基金實施要點如附件 P.17，本要點每次最多補助 5 人，

每人最高補助 1 萬元。惟考量經費額度，每位學生在同一學制就學期間以補助

一次為原則，本基金截至目前餘額為 211,000元。 

二、本案 107年 KANO基金申請表如附件 P.18(本案獲國際處學生海外體驗計畫

2 萬元補助)。 

決議：審議通過補助學生林陳佑 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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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特色本校百年校慶大型活動籌備案，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本校百年校擴大活動，由各院辦理一項大型活動慶祝，以吸引校友

回母校並請呼籲校友為母校貢獻力量。 

決議： 

  一、請各系提供研究成果於國際會議廳前廣場以「傳承農學百年」為主題展

示。 

  二、由本院補助各系經費 5千元。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建議修正黃英源先生強化農學院學生國際學術發展獎勵金設置要點第三

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讓學生清楚本要點所謂同篇只能補助 1位之定義，建議將「同篇多位

作者時，以上台發表者 1位為補助對象，獲補助者每位最高補助上限為 1

萬元。」修正為「同一研討會發表同篇論文或海報只補助 1位(同篇論文

口頭及海報同時發表或同篇多位作者，皆為同一篇)，每年至多補助 1次，

獲補助者最高補助上限為 1萬元。」。 

決議：研擬周延後再議。 

 

散會：下午 1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