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1 0 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2 年 04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正。 

二、開會地點：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會議室(A02-134) 

三、主 持 人：蘇主任文清                        紀錄：張嘉杏 

四、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 

1. 本系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訂於 4 月 22 日（星期一）、23 日（星期二）

舉行，敬請各位導師協助下列事項： 

--該二天務請要求同學到校上課，尤其下列時段： 

問卷調查：日間：10：30～11：30、進修部：18：30～19：20。 

（教師代表問卷調查：10：30～11：30） 

學生代表晤談：日間：13：30～14：30、進修部：19：20～19：50。 

--班上教室內外清潔整理。 

--穿著整齊、注意禮節。 

2. 102 年度大學入學個人申請，今年本系共有一般生 503 人及原住民 12 人報名

（人數為全校各系所之冠），經篩選一般生 75 人及原住民 7人進入第二階段

甄選，篩選級分介於 54～60 級分，比去年增加 3 級分，並已於 3 月 31 日分 4

個口試試場完成口試及資料審查工作，感謝夏滄琪老師、李安勝老師及陳柏

璋老師之協助。 

3. 本系申請 102～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院特色人才培育：傳統家具產業科技

化人才培育，獲 2年 100 萬補助（原編列 4年預算約 480 萬元用於購置 4種

最新型木工機），將用於購置大型 CNC 鉋花機（台面尺寸 3100×1550mm，定價

130 萬），不足款方面已獲得廠商捐贈 20 萬，並獲教務處補助 10 萬，將於 5

月購置此機器。此外，亦執行 102 年教卓計畫--農學院基礎課程強化計畫：

農業概論。 

4. 黃金城教授申請於今年 8月退休並已獲准，其博士生（龔世明）將協請夏滄

琪老師指導，阮巽雯則由機械與能源系丁慶華教授協助指導，其相關課程將

由夏滄琪老師接手。 

5. 木工廠技士甄選案，錄取者放棄就任，經 102 年 3 月 11 日簽辦，改以「契僱

技士」甄選，經人事行政總局公告至 3 月 23 日截止，共有 2 人應甄，預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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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進行電腦測驗、口試及專業操作甄選工作。 

6. 今年暑假海外實習除越南外，將增加印尼海外實習，印尼 P.T Central Wood 

Industry 將提供 2 名實習名額，提供來回機票、住宿及每月 20000 元實習津

貼，實習期間預定為 7/1～8/31。 

7. 教育部完成 100 學年度「臺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料庫」，本系之調查結

果如附件一，敬請參酌。 

8. 本系大四陳俊豪同學榮獲 102 年度全國大專優秀青年。 

9. 學校將推動各系所績效排序評鑑，做為未來系經費分配之依據，該評鑑共分

為「教學成果績效」、「學術研究績效」及「產學營運及開拓財源績效」三大

項，如附件二。 

10. 進修部大一學生反應老師考試範圍與上課內容有出入，或告知考試範圍，卻

考其他內容，導致成績不佳，敬請各位老師稍加注意。 

11. 本校 102 年教學卓越計畫—A 主軸，分別有「A1-1 教學精進社群」、「A1-2

創意教材與教法應用社群」及「A1-4 教師赴業界增能研習」，惠請各位老師

提出申請，相關電子檔已寄至各老師信箱，請欲參與老師於 102 年 4 月 26
日（星期五）前填妥申請表送至教學發展中心。 

 

六、 木工廠業務報告 

1. 木工廠與嘉義市政府環保局合作之「廢棄家具再生場」，已進入第 2 年，環保

局開始陸續運送一些廢棄家具進行修復，擬於暑假完成一些成果，並將產品

送回市政府，送給弱勢族群或低收入戶拍賣，此項工作將持續推動。 

2. 木工廠「廢棄家具再生場」承接新竹一家已有百年歷史宅院之傳統家具約 110

件進行修復（委託計畫，金額約 56 萬元），此項工作預定 2年，修復完成後

將由業主捐贈給新竹市政府作為指定文物，開訪參觀。 

3. 木工廠對外承接業務，張義雄老師因個人因素推辭，自 101 學年度起由個人

暫負起承接業務，並安排給工讀生及專題生協助生產，本學期承接之重要工

作有： 

--102 年度應屆畢業生 315 個相框製作。 

--農學院 2瓶裝檜木精油盒 200 盒。 

--特教系 2瓶裝檜木精油盒 30 盒。 

--人事主任單瓶裝檜木精油盒 20 盒。 

--招生組「追分成功  前進嘉大」越南檜木製鑰匙圈 400 個。 

--進修部推廣課程「樂齡木工 DIY」，參與學員約 45 人，設計製作「年年有米桶」。 

--參與台南市政府植樹節推廣活動—木工 DIY，設計製作「1＋1墊」。 

--設計製作層積竹材製造型足球（直徑 20cm）8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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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討論提案 

提案一：系所評鑑實地訪評行程表確認案，提請討論 

（系辦公室） 

說明： 

一、 本系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依照高教評鑑中心之排定，訂於 4 月 22

日及 4 月 23 日，並於 4 月 22 日晚上進行夜間訪評。 

二、 本次評鑑重要辦理工作如下： 

--晤談室空間規劃如附件三：每位委員進行 3位學生晤談，預估 15 位 

學生；每位委員進行 1 位教師晤談，預估 5 位教師。 

--問卷調查暨晤談抽樣名單：備全體教師及學生名單。大學部大一～ 

大四各抽 5 位、碩士班抽 5位、博士班抽 5 位；教師代表抽 5 位。 

--畢業系友代表 5人：涵蓋各學制。 

--教學現場訪視：教學現場訪視同意書。 

--教學設施參訪：派人引導 

三、 本系擬定之實地訪評表如附件四。 

四、 敬請各位老師於排定之時程內全程參與。 

 
決議：依時程辦理系所評鑑。 

 

 

提案二：推舉 3 位專任教師擔任本系系主任續任遴選委員會，提請討論 

（系辦公室） 

說明： 

一、 依照農學院 102 年 4 月 10 日通知辦理（附件五）。 

二、 名單及會議記錄送院，以便續任評鑑委員會予以考評。 

 
決議： 

推薦王怡仁教授、李安勝副教授、陳柏璋助理教授，擔任遴選委員會委員。 
 

提案三：推薦本系教學績優教師，提請討論 

（系辦公室） 

說明： 

一、 依照農學院 102 年 4 月 10 日通知辦理。 

二、 依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辦理。 

三、 獎勵對象為本校任教滿三年以上之專任教師，並具有下列條件者，得經推

薦評審獎勵之： 

（一）基本條件：包括每學期教學大綱依限上網且周延完整、學期成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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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末）依限上傳、安排課業輔導時間（office hour）、每學期 

教學意見調查結果總平均達 4.0 以上。 

（二）課程與教材力求精進者。 

（三）教學與學習輔導認真者。 

（四）學習評量績效卓著者。 

（五）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發展者。 

三、各系於 5 月 10 日前召開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另組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 

會，至多推薦二位(其中教學特優獎至多推薦一名)參加本院教學績優教師 

之遴選。 

四、 曾獲獎為教學特優教師者，隔年始得再被推薦，再經推薦時應提出上次體

成果一項以上： 

（一）與教學有關之書籍著作或份量相當之教學資源製作成果。 

（二）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期刊之學術研究論著。 

五、受推薦教師應填寫「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申請資料表」（附件六），電子

檔請e-mail至agricol@mail.ncyu.edu.tw信箱，並檢附佐證資料於 5 月 15

日前送院教評會審查。 

六、本院預於 5 月 20 日召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審查作業後，提報候選人

及附件資料至教務處彙整。 

 

    決議：不推薦。 

 

 

提案四：102 年度農學院優良導師推薦案，提請討論 

（系辦公室） 

說明： 

一、 本系之優良導師候選人，由各系推薦曾擔任該系班級導師三年以上之現任

導師（含進修部）乙名。 

二、 優良導師評比資料以近三年導師任內資料為主，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後，

即為本院之優良導師。 

 

三、 本案於四月十五日前送院甄選。 

四、 農學院於每年五月十五日前由本院之優良導師中甄選出一名績優獎及一

名肯定獎，參加全校優良導師之甄選。 

五、 農學院優良導師甄選、獎勵實施要點及優良導師申請評分表如附件七。 

 

      決議：推薦夏滄琪老師參加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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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本系 SCI 、SSCI 或 TSSCI 期刊分為 3級之意見及本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要點第14點部分條文修正意見表修正對照表及部分條文

修正意見表，提請討論。 

 （系辦公室） 

說明： 

一、 依據農學院 101 學年度第 7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辦理。 

二、 SCI 期刊品質差異很大，依據國科會分類以及 JCR 分類法，將 SCI、SSCI

或 TSSCI 期刊依據科學領域分為五級，第五級期刊類似 EI 期刊。 

三、 為提升本系學術研究之風氣與水平，強化本院在國內之學術地位，建議依

據國科會期刊分級，調整本系期刊等級。SCI、SSCI 或 TSSCI 各科學領域排

名前 40％（含）或 IF 值 1.5（含）以上為第 1-A 級、排名 40.1％~70％（含）

或 IF 值 0.8（含）~1.49 為第 1-B 級、排名 70.1％~100％或 IF 值 0.79（含）

以下及 EI 為第 1-C 級。 

四、 同時修改本系教師升等要點，調整升等教授代表著作需為SCI、SSCI或TSSCI

期刊第 1-A 級、升等副教授代表著作需為 SCI、SSCI 或 TSSCI 期刊第 1-B

級(含)以上，升等助理教授代表著作需為 SCI、SSCI 或 TSSCI 期刊第 1-C

級(含)以上。 

五、 本案若修正通過後，於 3年後(105 年 7 月)開始適用實施。 

六、 請各老師充分表達意見，修正意見表如附件八，並於 5月 15 日前將意見紙

本及電子檔送院。 

 

    決議：暫不更改。 

 

提案六：102 年度服務績優教師推薦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 102 年 4 月 16 日教務處通知辦理(附件九)。 

二、 依本校服務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於 5 月 10 日前推薦「服務傑出

獎」、「服務優良獎」各 1名教師參加服務績優教師甄選，需繳交資料如下： 

 

(一) 教師服務受薦教師基本資料表 

(二) 教師服務推薦表 

(三) 其他相關佐證資料(請提供書面資料，造冊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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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表格電子檔，請向系辦索取，本案於 5 月 15 日前送達院辦。 

 

    決議：不推薦。 

 

八、臨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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