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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七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A04B-301） 

三、主持人：沈○壽主任                               記錄：莊○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一）百年校慶 1.花卉展（經費部分來自農糧署）、2.農學院成果展、3.學校學

術成果展今年請李○頤老師支援布展，明年請果樹老師支援布展、4.校園

綠美化，因今年為百年校慶，與中興大學同天，本校可能會提前一週辦

理，校園綠美化要提前啟動。 

六、報告事項： 

（一）農學院 108 年 3 月 12 日 E-MAIL 通知，教育部選定本校擔任 108 年度菸

害防制推廣學校，惠請利用班會時間加強宣導。 

（二）系內各項獎學金申請截止日為 108年 4月 1日（星期一）下午五點止。 

（三）本系已於 108年 2月 23日通知 107學年度必修課之教學設計審查準備，

預定 108年 4月中旬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查。敬請各位老師儘早繳

交必修課程佐證資料至系辦。 

李○察老師：園產品處理學、農業概論 

蔡○賢老師：普通植物學、植物生理學 

洪○雄老師：蔬菜學、園藝學原理 

黃○亮老師：花卉學、園藝作物育種學 

沈○壽老師：植物繁殖學 

徐○德老師：遺傳學 

張○滄老師：果樹學 

李○頤老師：造園學 

江○蘆老師：園藝學原理 

詹○靖老師：園產品加工學、園藝學原理 

（四）教務處 108 年 3 月 14 日通知，提供學生修習外系專業必修課程得採計為

通識教育選修學分。本系學士班必修課程有園藝原理、農業概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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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普通化學（實習）、普通植物學（實習）、植物生理學（實習）、

遺傳學（實習）、植物保護學（實習）、植物繁殖學（實習）、果樹學（實

習）、蔬菜學（實習）、花卉學（實習）、造園學（實習）、園產品處理學

（實習）、園產品加工學（實習）、園藝場實習（I、II、III）、專題討論（I、

II）、園藝實務專題（I、II）。進修學士班除了沒有農業概論外，餘科目皆

與學士班相同。是否同意採計必修科目為外系學生通識教育選修學分？

預定於四月中旬召開課程會議提案討論。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8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1 期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08 年度經費分配表辦理（附件一，頁 1~2）。108 年度教

學訓輔經費第 1 期分配本系之總經費為 917,694 元，其中經常門為

529,024 元，資本門為 388,670 元。 

二、 本系 108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經常門第 1 期（會計年度 1-7 月）及資

本門 1 期（會計年度 1-12 月）分配擬案，敬請參閱附件二（頁 3）。 

三、 檢附本系教師指導碩士生及園藝實務專題生名冊，敬請參閱附件三，

（頁 4~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推薦 107 學年度績優教師及觀課教師（選薦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8.2.27、108.3.4 教務處及農學院通知，以及本校教學績優彈性薪

資獎勵辦法辦理（附件四，頁 8~14）。 

二、 需於 3 月底前召開系務會議推薦 2 位教師，其中 1 位為教學績優教師

候選人相關料（含授課表），另 1 位為觀課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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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系教師 104~106 學年度教學項次總積分，依教務處 108 年 3 月 4 日

自電算中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產生各項次成績總積分排名順序，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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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遴選教學績優教師參考及教學意見調查表，如附件五（頁 15）。本

校到校滿三年教師列表，如附件六（頁 16）。 

四、 104 學年度推薦沈○壽老師、105 學年度推薦徐○德老師、106 學年度

推薦張○滄老師。 

五、 授推薦為教學績優候選人者，需繳交本校基本項目教務處證明表及本

校教學績獎教師申請表，如附件七（頁 17~18）。 

決議：本系推薦教學績優教師第 1 順位徐○德老師、第 2 順位李○頤老師、

第 3 順位洪○雄老師。推薦觀課教師（選薦委員）為沈○壽老師。 

 

提案三 

案由：推薦 107 學年度優良導師候選人，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8.3.14 學務處及農學院院通知及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

獎勵辦法辦理（附件八，頁 19~22）。 

二、 受推薦教師，敬請於 108 年 4 月 30 日前，將申請表紙本及電子檔，並

檢附佐證資料送農學院辦理初審（附件九，頁 23~24）。 

三、 本系近四年推薦教師 103 學年度為張○滄老師、104 學年度為張○滄

老師、105 學年度為徐○德老師、106 學年度為江○蘆老師。 

四、 本系 104~107 學年度導師名單（如附件十，頁 25）。 

決議： 本系推薦優良導師為李○頤老師。 

 

提案四 

  案由：本系大學個人入學評量尺規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8.3.11 教務處通知（附件十一，頁 26）。 

二、 本系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管道招生作業辦理規劃書-審查委員意見表，

如附件十二（頁 27）。審查共通建議事項，如附件十三（頁 28~29）。 

三、 本系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評量尺規項目，如附件十四（頁 30~31）。 

決議：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十九。 

 

http://www.ncyu.edu.tw/coun/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3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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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公告新聘教師（園產品加工、處理及園藝專

長）應徵人員資格審查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國立嘉義大學第 1084000066 號簽陳（附件十五，頁 32~33）、本校

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附件十六，頁 34）及嘉大人字第

1079003993 號函和嘉大人字第 1089000636 號函辦理（附件十七，頁

35~38）。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提案資料需於 5 月 21 日或

6 月 11 日前送達人事室，以辦理新聘教師審查。 

二、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五條：各系（所、中心）應先經系

務會議審議應徵人員資格條件，原則上提報三倍人選，併同未獲選人

員，檢附「專任教師甄選人員名冊」及個人資料移送校級「新聘專任

教師甄選委員會」議決二倍以上人選後，再循提聘程序送交三級教評

會審議（附件十六，頁 34）。 

三、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示，如附件十八（頁 39~40）。 

四、 截至 108 年 3 月 14 日止，僅 1 位應徵者。 

決議：因不符合「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五條：各系（所、中心）

應先經系務會議審議應徵人員資格條件，原則上提報三倍人選…

（略）。」之規定，終止本案。 

 

提案六 

  案由：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教師（園產品加工、處理及園藝專長）

重新公告應徵人員資格及公告啟示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國立嘉義大學第 1084000066 號簽陳（附件十五，頁 32~33）、本校

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附件十六，頁 34）及嘉大人字第

1079003993 號函和嘉大人字第 1089000636 號函辦理（附件十七，頁

35~38）。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提案資料需於 5 月 21 日或

6 月 11 日前送達人事室，以辦理新聘教師審查。 

二、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五條：各系（所、中心）應先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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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審議應徵人員資格條件，原則上提報三倍人選，併同未獲選人

員，檢附「專任教師甄選人員名冊」及個人資料移送校級「新聘專任

教師甄選委員會」議決二倍以上人選後，再循提聘程序送交三級教評

會審議（附件十六，頁 34）。 

三、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示，如附件十八（頁 39~40）。 

四、 本案是否延長公告或改專案教師公告。 

決議：經討論後，公告啟示修改為徵聘專案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 1 名，

如附件二十，依行政程序重新公告。 

 

提案七 

  案由：本系各學制專題討論和學士班實務專題抵免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是否同意學士班實務專題 I 和實務專題 II 之相互抵免。 

二、 是否同意學士班專題討論 I 和專題討論 II 之相互抵免。 

三、 是否同意進修學士班專題討論 I 和專題討論 II 之相互抵免。 

四、 是否同意學士班和進修學士班專題討論相互抵免。 

五、 是否同意碩士班專題討論 I、專題討論 II、專題討論 III、專題討論 IV

之相互抵免。 

決議：同意上述所提之抵免案，並送教務處備查。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4 時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