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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7 次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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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理主任代)、林金樹主

任、夏滄琪主任、林炳宏主任、周蘭嗣主任、江彥政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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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於午休時間出席本院主管會議。本院固定於每月第三週也就是學

校主管會議的次週召開主管會議，便於跟各位主管說明本校目前各項政策

之傳達。 

二、慶祝本校百年校慶，校網頁有校級活動專區－花與綠的邀約景觀展示由本

院園藝系負責；植樹百株由森林系詹明勳老師及張坤城老師負責。本院也

將設置本院百年校慶活動專區及本院各系百年校慶活動專區，請各系隨時

提供系活動訊息，讓院辦以滾軸方式每月更新院百年校慶活動內容。 

三、為慶祝本校百年校慶，學校有百年校慶捐款、文創商品等活動，各位主任

向所屬師生、系友及民眾宣傳發布。 

四、今年百年校慶大會餐，各系辦理系友餐會時，配合學校一起辦理。 

五、請各系更新單位中、英文網頁資訊，以利招生。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嘉大農林學報 

案由：嘉大農林學報嘉大創校百年農業科技特刊大綱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 108年 2月 19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6次主管會議決定辦理。 

二、緣由：嘉大農林學報為慶祝嘉大創校百年，擬於今年 8月嘉大農林學報

第 16卷第二期出版嘉大百年特刊，惠請各系提供一篇中或英文文章。百

年特刊刊名定為嘉大百年農業科技特刊，特刊內容可以研究報告或回顧文

章形式呈現各系在嘉大百年來的學術成就。 

三、特刊主題：1.農藝 2.園藝 3.森林暨自然資源 4.木質材料與設計 5.動物科

學 6.生物農業科技 7.景觀 8.植物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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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刊編輯時程： 

      時間 內容 

4月中旬前 各系確認主題與作者（群） 

6月底前 以 email 投稿至

chienjui.huang@mail.ncyu.edu.tw 總編

輯處以進行審稿 

7月底前 完成第一輪審查，並告知各通訊作者審查

意見 

8月底前 以 email 投稿至

chienjui.huang@mail.ncyu.edu.tw 總編

輯處完成稿件修正作業 

9月底前 完成排版與校稿，並出刊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嘉大農林學報百年校慶農學院 「傳承農學百年」學術研究成果展時

程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本院 107年 12月 6日 107學年度第 4次主管會議提案似決議辦理補助

各系經費 5千元。 

  二、農學院 「傳承農學百年」學術研究成果展時程如下： 

      時間 內容 

4月 12日前 各系確認主題 mail 院辦 

5月 17日前 各系確定展出內容 mail院辦 

6月 14日前 各系確定展出面積需求 mail 院辦 

7月 12日前 農學院規劃各系展出位置圖(之前先與國

際處協調) 

8月 16日前 各系確認展出位置圖完成成果展之電子

檔(農學院網頁用) 

9月 13日前 各系印出成果展之海報或修正及展期單

位之排班 

10月 28 日前 成果展完成布置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各系百年校慶活動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農學院各系百年校慶活動調查表如附件 p.1。 

二、預計置放農學院網頁。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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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計畫專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中午休息時間及延長工時回歸勞基法相

關規定，提請報告。 

說明： 

一、 計畫專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中午休息時間及延長工時回歸勞基法相

關規定，正常工作時間為每日 9 小時(含中午休息時間 1 小時)，如因執

行計畫需要經計畫主持人指派而有正常工時後之延長工時(含休息日加

班)，請依規定申請加班，得選擇加班費(計畫經費有編列加班費時)或補

休假。 

二、 依前項說明，適用勞基法之專任計畫人員不參照本校職員以增列服務時

間，累積寒、暑假辦公期間彈性補休或校外研習日彈性放假之規定。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校 2017-2018 大數據校務研究資料探勘分析系統成果可當系所評鑑資

料，提請報告。 

說明： 

一、本校 2018 大數據校務研究資料探勘分析系統已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完成

驗收，相關資料可至本校雲端硬碟下載(網址 http://webhd.ncyu.edu.tw)。路徑: 

NCYU_Public>研究發展處>IR 校務研究>大數據校務研究資料探勘分析

系統。 

  二、目前可進行多項校務議題研究分析。同時提供可進行議題分析表單資料，

如附件 p.2。各單位欲進行議題研究，可連絡研究發展處校務研究組討論

或申請相關表單資料。 

  三、研發處正積極整合串接校內外現有資料，如學生專業證照、國際交流、

校內外競賽紀錄、學生與教師校內外學習與活動紀錄等名單資料。請各

業管單位提供所蒐集的資料，由校務研究組負責彙整、清洗，完成後存

放在電算中心 MS-SQL 資料庫。後續與現有資料表整合串接，完成後存

放在本處校務研究組工作機，步驟請參閱附件 p.3。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校 109 年委辦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專案服務建議書，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委辦作業已於 108 年 1 月 9 日決標確

立，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辦理，依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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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中心檢送之服務建議書，各受評單位需於 109 年 8 月前傳送自評報告

書並於 109 年 10-12 月接受實地訪評，評鑑中心實施計畫書另寄。 

二、 經 108 年 1 月 22 日本行政座談報告決議，本次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

可前仍需由受評單位進行校內模擬評鑑。 

三、 本校 109 年委辦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專案服務建議書電子檔業於 108 年 2

月 26 日 e-mail 各系信箱。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各系提供可建立雙聯學位的學校案，提請報告。 

說明：國際化目標之一，請各系規劃與國外大學建立雙聯學位，由院協助請學

校行政單位建立。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各系協助「地方創生」優先推動鄉鎮合作計畫構想書案，提請報告。 

說明：本院各系協助「地方創生」優先推動鄉鎮合作計畫構想書彙整如附件

p.4~p.9。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暨所屬單位中、英文網頁資訊案，提請報告。 

說明：本院暨所屬單位中、英文網頁資訊，請於 3 月底前完成更新，以利招生。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教育部選定本校擔任 108年度菸害防制推廣學校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本校於 103年撤除蘭潭及民雄校區戶外吸菸區設置，成為無菸校園。 

二、教育部 107年 8月 31日臺教綜(五)字第 1070144468號函、108年 1月 12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80015042A號函，選定本校擔任 108年度菸害防制推

廣學校，將依書面審查情形，安排專家學者到校了解並提供建議。 

三、菸害防制活動策略(1)藉由各種會議宣導，撥放菸害短片或相關標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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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宣導講座或活動。(3)可藉由服務學習課程，讓學生巡察是否發現吸

菸者及菸蒂，進而勸導及打掃(4)人人有責，對吸菸者進行規勸。… 

四、菸害防制宣導影片請至衛保組 

http://www.ncyu.edu.tw/heal/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63610

下載。邀請專家演講宣導,專家演講費用由衛保組支付,詳情請逕洽衛保組

2717069。 

五、請各系主管利用系務會議及系週會請班級導師於班會加強宣導,並請各系

繳交宣導成果-宣導會議紀錄及照片,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 p.10。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全英碩士學位學程、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案由：107學年度起教學研究訓輔成本或業務費金額分配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及全英碩士學位學程至 106年第 2學期止，教學研

究訓輔成本金額動用分配分配為教師支用 70%、學程留用 30%。  

二、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及全英碩士學位學程自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起教學

研究訓輔成本調整為教師支用 50%、農學院支用 20%(支應農學院聘用專案

人員協助辦理本學位學程相關業務薪資費用) 、學程留用 30%。 

三、農學碩士在職專班自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業務費分配為教師支用 50%、農

學院支用 20%(支應農學院聘用專案人員協助辦理本碩士在職專班相關業

務薪資費用)、專班留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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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資源(經費)：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一)劉建男助理教授獲得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委

辦計畫 96 萬元。(二)林瑞進助理教授指導 108級學生許玉貞同學榮獲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研究計畫補助 八萬五千元整。(三)趙偉村助理教

授獲得林務局補助「南仁山生態系監測保育與槲櫟復育計畫（1/4）」58

萬元。 

動物科學系：(一)陳國隆教授獲農委會補助 108年度嘉大蛋白對烏魚之

應用補助科技計畫，計畫金額 88萬 2仟元。(二)曾再富教授與台灣鵝業

http://www.ncyu.edu.tw/heal/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63610
http://www.ncyu.edu.tw/heal/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6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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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進行產學合作計畫「禽類調理產品開發之研究」，計畫金額 17萬 5

仟元。 

農管學位學程：(一) 農委會 108年度新世代農民培育計畫，申請計畫補助

經費 30,670,000萬元，另申請校統籌款配合計畫執行中。(二) 黃主任獲農

委會農糧署 108年科技計畫補助 75萬元，執行耐旱水稻新品種選育計畫。 

二、獲獎事蹟： 

園藝學系：2019 台灣國際蘭展，園藝學系大三同學以「斯文在茲」為主題

榮獲「第二屆全國盃青農教育蘭花景觀布置競賽」第一名。團隊由黃鼎軒、

陳巧紋、林鼎泰、傅彥鈞及戴紹耕 5 人組成。大四團隊以「蘭蚵一夢」景觀

主題榮獲「第二屆全國盃青農教育蘭花景觀布置競賽」佳作。團隊由蔡宇然、

簡必丞、蕭丞言、戴彣瑾 4 人組成。共獲中廣、中時、聯合、經濟日報等

12 家媒體報導。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李安勝教授指導博士生蔡浩章赴新加坡大學參加 2nd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19 國際論文發表會，榮獲海

報組最佳研討會論文獎。 

三、獲媒體報導事蹟： 

園藝學系：(一) 2019 年 2 月 27 日聯合報報導：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於大學

升學資訊平台「大學問」（www.unews.com.tw）榮登 2019 十大值得關注的

大學科系。(二)2019 台灣國際蘭展，園藝學系大三同學以「斯文在茲」為

主題榮獲「第二屆全國盃青農教育蘭花景觀布置競賽」第一名。團隊由黃鼎

軒、陳巧紋、林鼎泰、傅彥鈞及戴紹耕 5 人組成。大四團隊以「蘭蚵一夢」

景觀主題榮獲「第二屆全國盃青農教育蘭花景觀布置競賽」佳作。團隊由蔡

宇然、簡必丞、蕭丞言、戴彣瑾 4 人組成。共獲中廣、中時、聯合、經濟日

報等 12 家媒體報導。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一) 廖宇賡教授 2019 年 3 月 7 日獲中時電子報報

導-種樹傳承幸福 贈苗獲回響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307000668-260107 (二) 張坤

城助理教授 2019年 3月 2日獲蘋果日報報導-龍眼樹佇立海拔 850米見

證百年養鹿史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302/1306287/?fbcli

d=IwAR0iyMm7EGRA2RyAaGygusNyCRW_Rm6u_moO4TYh2KMFSIjr9POBol1jA7

U(三)張坤城助理教授 2019年 2月 12日獲自由時報報導-〈中部〉栽種

200公頃嘉縣愛玉產量冠全國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66668(四)詹明勳助理

教授 2019年 1月 19日獲自由時報報導-〈高雄百年雨豆樹慘遭斷頭學者：

3至 5年內將枯死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66708(五)張坤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307000668-260107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302/1306287/?fbclid=IwAR0iyMm7EGRA2RyAaGygusNyCRW_Rm6u_moO4TYh2KMFSIjr9POBol1jA7U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302/1306287/?fbclid=IwAR0iyMm7EGRA2RyAaGygusNyCRW_Rm6u_moO4TYh2KMFSIjr9POBol1jA7U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302/1306287/?fbclid=IwAR0iyMm7EGRA2RyAaGygusNyCRW_Rm6u_moO4TYh2KMFSIjr9POBol1jA7U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66668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6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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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助理教授 2019年 1月 11日獲大紀元報報導-嘉大師生協助偏鄉地區小

學校園植物解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8/n10961214.htm 

農管學位學程：(一)黃主任接受自由時報訪問，本學程亦為中南部地區

特色學程相關資訊發布於 108年 3月 5日自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69966?fbclid=IwAR1

YwbY7bp2m3DYa9wrT2r_qS-F5u58OtK1HBsn43SvGsR-6pvPcfYz54dQ)。 

(二) 黃文理主任接受蘋果日報採訪，分析有報導宣稱茶農於嘉義石棹高海

拔地區試種成功大葉種阿薩姆茶種製成紅茶相關報導發布於 108年 2月 18 

日蘋果電子報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218/1518918/)。 

四、提升校譽之信函或網路資訊等： 

 農藝學系：在學及畢業系友參加107年10月28日經濟部台灣糖業公司(農

業類組)新進職員考試，共有 4位錄取，1位為在學碩士班研究生，3位

為大學部畢業系友，表現優異。 

園藝學系：107 年高等考試園藝技師及格人員一共 7 名，本校園藝學系畢業

生占 4 名，分別為洪巧霙、陳玟諭、涂佩君、郭亮足，表現亮眼。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張義雄講師指導學生參加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舉辦之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共 12名學生取得家具木工乙

級技術士證照。 

農管學位學程：108學年度招生，共有 243人完成報名繳費，正進行書面

資料審查中，另於 3月 16日進行筆試，預計於 3月底第一階段初試放榜，

錄取 120名考生進入複試，之後進行實地訪視與口試，預計錄取 80名新

生。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三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各單位 3月~4月待辦事項，提請報告。 

說明： 

一、各系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聯絡人調查表及各系主管出席說明會調

查表於 3月 19日前 mail院辦，見 3月 8日 mail通知。 

二、有意願招收 108學年度陸生學士班招生申請表，請於 3月 19日前送農學

院以便排優先順位，見 3月 15日 mail通知。 

三、各系所將推薦校園徵才設攤廠商連絡資訊於 3月 15日前 MAIL至

ejob@mail.ncyu.edu.tw,見 2月 11日 mail通知。 

四、各系提供「外系學生得採計為通識教育選修學分之必修課程名稱清單」，

經各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經系主任核章並檢附系課程委員會議紀

錄，紙本及電子檔，請於 3月 22日前回傳至教務處通識教育組彙整。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8/n10961214.htm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69966?fbclid=IwAR1YwbY7bp2m3DYa9wrT2r_qS-F5u58OtK1HBsn43SvGsR-6pvPcfYz54dQ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69966?fbclid=IwAR1YwbY7bp2m3DYa9wrT2r_qS-F5u58OtK1HBsn43SvGsR-6pvPcfYz54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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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系務會議推薦 1位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附件 1附件 2、授課表、相關

資料及會議紀錄，請於 3月 31日前送院辦,見 3月 15日第 4次 e-mail

通知。 

六、各系推薦 1位教學績優評審的觀課教師 (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觀課教師－

各學系教師教學評量前 50%以上且教學質性意見優良者)的觀課教師名單

資料表，請於 3月 31日前 mail院辦,見 3月 15日 e-mail通知。 

 七、教師以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升等相關佐證資料，請於 4月 10日前送教務處,

見 2月 23日 mail人事室公文通知。 

 八、生物技術學程、蘭花生技學程、有機農業學程、植物醫學等跨領域學程

及各系微學程，請於 4月 10日前完成修課學分初審送教務處，見 3月 8

日 mail通知。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園藝學系、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案由：申請本校執行國際交流基金推動專案－學生海外體驗計畫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國際處 108年 2月 22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p.11。 

二、本計畫可規劃以個人或團體（至多 3 名）方式進行活動。每學院推薦名

額至多 4 名。出國時間為本(108)年 4 月 1 日起，最遲於 10 月 30 日

前返國(出國日期最少 5天)。 

三、園藝學系大學部學生林鼎泰等 3人申請計畫書如附件 p.12~p.16；木質材

料與設計學系大三學生郭美汎等 3人申請計畫書如附件 p.17~p.26。 

決議：兩計畫案皆薦送，每計畫案各補助 2名學生。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景觀學系 

案由：申請本校執行國際交流基金推動專案－師生組團海外見學計畫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國際處 108年 2月 22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p.27。 

二、本計畫團員人數含帶隊老師至多 4 名方式進行活動。每學院推薦名額至

多 4 名。出國時間為本(108)年 4 月 1 日起，最遲於 10 月 30 日前

返國(出國日期最少 5天)。 

三、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王文德老師與大三學生林道寧共 4人申請計畫書如附

件 p.28~p.33；景觀學系江彥政老師與研一學生柯柔安共 4人申請計畫書

如附件 p.34~p.41。 

決議：兩團皆薦送，每團各補助 1名帶隊老師及 1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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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動物科學系 

案由：建議修正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運用嘉大 KANO基金實施要點部分條文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院所定之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運用嘉大 KANO基金實施要點申請資格過

嚴，從 104年到現在只通過補助 6人，今年 2月國際處提醒通知本院尚

有 20萬 6千元未動用，請盡速完成補助。 

二、建議修正第三點及第五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p.42及修正後全

文如附件 p.43。 

決議： 

  一、第三點第二項：前一學年的學業成績名次於全班由前 20％修正為前 50%

者，均可提出申請。 

  二、第四點申請時間由每年之 12月及 5月修正為每年之 11月及 4月接受申

請。 

  三、第五點第二項：系審原則增加超過 2人時須排優先順位。  
  四、簽陳校長核可後實施。 

 

提案四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訂定本院學績優教師作業時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新增「受推薦教師安排觀課及其他

審查項目給予加減分考評。」，107學年度遴選教學績優教師作業相關注

意事項如附件p.44。 

二、本院為辦理 107學年度學績優教師甄選，教務處答覆(一)若該系未推薦

教學績優教師，是否仍需推選「選薦小組」委員之觀課教師給院辦。(二)

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可以提供教學錄影片或請觀課教師到現場旁聽，影

學影片或到場旁聽至少 1小時。(三)選薦委員提供觀課紀錄資料讓院教

評委員於 5月底前完成院級教學績優教師推薦案。 

決議： 

  一、請各系教學績優教師於 4月 8日前回傳觀課方式調查表。 

  二、請選擇提供至少 1小時教學影片的教學績優教師於 4月底前將授課影片

送農學院辦。 

  三、請選薦小組委員之觀課教師於5月17日前完成評審並將教學績優遴選學院

選薦旁聽紀錄表送回農學院辦。 

 

肆、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