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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  12 時 10 分 

二、開會地點：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會議室(A02-134) 

三、主 持 人：李主任安勝                       記錄：潘靜茹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 

1.  本系木材利用工廠之精油萃取示範工廠及活化木工教室之計畫獲學校補助款

50 萬元，現已開始進行相關建置工程；另外近日木工廠承接生輔組委託製作學

生宿舍之椅子共 270 張，亦開始進行製作。 

2.  本系與森林系共同主辦中華林學會「104 年森林資源永續發展研討會」已於 104

年 10 月 22 至 23 日圓滿落幕，本系師生之研究成果於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皆

有不錯佳績，獲獎資訊與恭賀海報已於系上公告，為系爭光堪為表率。 

發表人 比賽組別 名次 題目 

劉素玲、阮巽雯、黃金城、

蔡明哲、夏滄琪、盧崑宗 

口頭發表-生物材料組-

學生組 

第二名 磷酸製備麻竹活性碳對銅及

鎘重金屬吸附之探討 

彭嘉文、李文茹、林翰謙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

教師組 

第三名 木灰活化製備活性碳及其染

料吸附性能之研究 

李世豪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

教師組 

佳作 有限元素分析鋼筋混泥土懸

索橋結構之振動模態 

李世豪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

教師組 

佳作 有限元素分析複合材界面開

裂 

夏滄琪、羅鴻文、辜貞榕、

黃子惠、許湘瀅 

海報發表-生物材料組-

學生組 

第三名 水損黴害書之 γ-射線滅菌處

理 

 

3.  本系學生白佳蓁(大學部)與施志明(進修部)由李安勝老師指導參加 104 年度南

投縣林產產銷輔導計畫「光彩奪木－2015 廢棄木材創意設計競賽」，榮獲第二

名佳績為系爭光，並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前往草屯國立台灣工藝文化園區接受

頒獎，或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 7 個媒體報導。 

4.  本系協同製作 2015 第 10 屆台北數位藝術節由英國團隊 Wiki House 設計之「開

放書屋」，以 CNC 加工銑削部分構件，現於松山文創園區展覽，此次合作可提

升本系知名度，與國內及國外創新團隊合作。 

5.  本系於 10 月 28 日(三)召開系學會暨系隊班級幹部座談會，11 月 19 日(四)召開

研究生座談會，詢問學生辦理活動狀況與所面臨之問題，給予協助及關心，期

許增進師生情誼。 

6.  考選部 104 年 11 月 5 日來函復知本系所開設之必修課程，符合林業技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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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資格第 1 款規定，本系畢業生准予依同款規定檢附畢業證書報考，拓展系

上學生未來之出路。 

7.  經招生與出版組 10 月 28 日電話連絡告知，本系 104 學年度註冊率更正為

92.31%，並無連續 2 年未達 70%之情事，未來系上及老師須多多宣導碩士班特

色，以維護永續經營目標。 

8.  104 學年度薦外交換學生申請本系共 4 位學生提出申請，3 位申請至法國南特

木業高等學院、1 位申請至中國陝西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初審排序名單如下： 

編號 班級/申請人 申請學校 初審結果 

(排序) 

1 日大三/高慈妤 法國南特木業高等學院 1 

2 日大三/盧婉寧 法國南特木業高等學院 2 

3 日大三/黃正霖 法國南特木業高等學院 3 

4 進大四/張嘉杏 中國陝西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1 

 

9.  圖書館規劃 2015 藝文博物系列展「嘉大百年經典文物特展」，展出期間自 11

月 3 日起至 12 月 3 日，本系提供木工刀具等文物參展，歡迎系上教師鼓勵學

生踴躍前往參觀。 

10. 本系學生於 96 週年校慶運動會體育活動獲獎，大隊接力女子乙組亞軍、系際盃

籃球賽女子組冠軍，為系爭光值得給予肯定與嘉獎。 

11. 本系預定於 105 年 1 月 6 日系主任時間邀請回收木創作者吳宜紋小姐蒞系與師

生進行創作經驗分享與交流，歡迎全系師生踴躍參與。 

12. 為提供師生優良之上課品質，本系各教室視聽設備進行整合，廠商已於近日施

工完畢，將擇日安排驗收，操作使用上之問題敬請各教師提出與指正。 

13.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課程已安排並確認，感謝各教師之配合，未來亦請各教師

依教務處之規定期限完成授課大綱上傳作業。 

14. 下學期於大學部 2 年級開設一門選修「教學實務(B)」，碩士班一年級開設「教

學實務(II)」，各教師如需請學生協助各項課程相關事務並核發學習津貼給學

生，請提醒學生加選本課程，以利研究及產學之推展。 

15. 大學部 3 年級下學期必修課程「校外實習」為暑假實施一個月之校外實習，請

各教師協助指導之專題學生實習場所之安排與推薦，若無推薦場所之學生則集

中於本系木工廠進行實習，屆時開課教師由張義雄老師負責。 

16. 本系參加中華林產事業協會辦理之「木竹創藝生活系列特展」之主題四【木竹

產品新發現】展覽活動，於 11/24~11/25 由木工廠技士許哲綸帶領 2 名研究生

前往宜蘭羅東佈置展出作品，展期自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0 日，展出地點位於

宜蘭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17. 本系教師組團前往越南家具相關工廠參訪之行程規劃，由張孟貴系友於校慶 11

月 7 日送達本系，初步規劃請參閱附件 1，詳細報價 12 月將較為準確。 

18. 建議各教師每學期分配教學實習用耗材費每 1 人可使用 3,500 元，有指導碩士

班學生加 1,500 元、專題生加 1,000 元，最高總共每學期 6,000 元，耗材費未使

用可流用給其他需要之教師使用，該學期結束則費用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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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討論提案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一：本系「專題討論研討暨實務成果展」實施方式之細節，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系 104 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案由二決議辦理。 

2.  為綜合本系所有教師之專業成果展現，指導學生提升本系專業基礎與實

務綜合能力，強化學生創作思索與成果展現，依據本系現行之專題討論

合併實施實務成果展，特命名為「專題討論研討暨實務成果展」。 

3.  本展覽目標期在展現本系致力發展木質材料創新研究與實務結合之目

標，提升學生創新思維與產業接軌之能力。 

4.  因應本系之教師研究領域之多元，以下分為：1、木材物理；2、木材化

學；3、木材創新設計與製造三大方向一同作為展覽主軸，強調木質材料

創新實務之系所發展目標，由該班總召組成團隊就展覽事宜進行規劃籌

備，每年主題及計畫由當年學生總召提出，在系務會議報告。 

5.  實施方式及內容:以每年適當時機(如木設週、校慶或其他時間)選校內外

一合適場地實施。 

6.  106 級學生開始適用，每組展覽內容至少以海報、專題討論成果書面報

告、現場演講，如有實務成果，可依指導教師之專業指導，進行實務成

果之呈現，彰顯學生木質材料創新能力。 

決議： 

1. 將成果展名稱修改為「專題實作成果展」，展出時段配合本系「木設週」

活動。 

2. 展示與木設週活動需做區分，其規劃方向如下： 

(1). 主軸：大致分為四部分 

A. 專題翻譯：製作新知簡介、海報展出。 

B. 專題實作(木物、木化領域)：專題實作之海報與成果(實體)展出。 

C. 專題實作(設計領域)：專題實作之海報及設計模型展出。 

D. 比賽：參賽之成果海報或實體展出。 

(2). 負責人員：所有大四學生，並在展出現場專人講解。 

(3). 服裝儀容須有所規範與要求。 

(4). 展出場所：學生活動中心。 

3. 「專題實作成果展」每年定期調整展出細節。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二：學務處辦理本校 104學年度校園環境美化競賽，各班負責範圍、項目

及指導，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104 年 11 月 12 日通知辦理，通知及校園環境美化

競賽辦法如附件 2。 

2.  本系負責範圍為森林館 1、2 棟及系館附近環境，各班負責區域及項目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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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配，提請討論。 

3.  擬請系學會會長或其他幹部擔任競賽活動召集人，規劃內容向系上報

告，預計於 12 月 20 日完成。 

4.  暫定規劃方案如附件 3。 

決議： 

1. 由朱政德老師提供先前指導學生校外參賽之作品展示框架，組裝後放置於

系館大廳，作為展示空間，並請系學會會長及其他各班同學依分配之範

圍進行整潔與美化，至遲於 12 月 20 日完成。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3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