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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八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

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5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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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莊○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一) 宣導事項：敬請 109學年度各班導師於班會期間宣導新防疫生活

規範（新冠肺炎）、避免接近野生動物，以防狂犬病、避免接近

野生禽鳥以防 H7N9、MERS 預防、登革熱預防、性別平等、智

慧財產權、住宿安全及交通安全宣導。 

(二) 109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 

日間部 

學士班 

一年級 葉○伶 

二年級 徐○德 

三年級 江○蘆 

四年級 張○滄 

(三) 109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推廣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 

進修推廣部 

學士班 

一年級 蔡○賢 

二年級 李○頤 

三年級 郭○如 

四年級 李○宏 

(四) 敦請江○蘆老師擔任 109學年度園藝學系大學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五) 敦請郭○如老師擔任 109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六) 敦請李○宏老師擔任 109學年度園藝學系園藝場管理老師。 

(七) 敦請李○宏老師擔任 109學年度園藝學系圖書採購推薦老師。 

(八) 敦請李○頤老師擔任 109學年度園藝學系學生獎學金承辦老師。 

(九) 敦請葉○伶老師擔任 109學年度校外實習指導暨就業輔導老師。 

(十) 敦請江○蘆老師擔任園藝學系「園藝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教育

規劃與推動」之負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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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敦請李○頤老師擔任園藝學系「造園景觀丙級與乙級技術士

技能檢定之教育規劃與推動」之負責老師。 

(十二) 敦請沈○壽老師負責執行蘭花生技學程。 

(十三) 敬請老師隨時進行校務行政系統之研究成果資料更新，以利本

系各項 KPI計算之正確性。 

(十四) 109年 9月 25日辦理果樹研討會祝賀李○察老師退休。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附件一，敬請參閱

電子檔）。 

二、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委員五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

一人。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

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推選之，但具教授資格委員應占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副教授不得執行對教授資格之評

審。 

三、 108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沈○壽教授 (當然委

員)，李○察教授、蔡○賢教授、黃○亮教授、徐○德教授

等五位，候補委員張○滄副教授。 

決議：109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沈○壽教授 (當然委員)，

蔡○賢教授、黃○亮教授、徐○德教授、張○滄副教授等

五位，候補委員侯○龍教授。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招生策略推動與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選舉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系招生策略推動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附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101.1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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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二，敬請參閱電子檔）。 

二、 招生策略推動與學術發展委員會置委員五人，其任期為一

學年，連選得連任，為任務編組之組織，主要任務為處理

系上推展招生、推廣、教務及學術活動等工作。 

三、 108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為沈○壽老師、郭○如老

師、張○滄老師、李○頤老師、江○蘆老師等五位。 

決議：109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為沈○壽老師、郭○如老師、

張○滄老師、李○頤老師、江○蘆老師等五位。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辦理（附件三，敬請參閱

電子檔）。 

二、 課程規劃委員會置委員九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

人，另由系務會議推選教師代表四人，並聘請校友代表一

人、業界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及校外學者專家一人擔

任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 本系 108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為沈○壽老師 (當然委員)、李

○察老師、蔡○賢老師、徐○德老師、張○滄老師、校外

學者專家王○賢博士、校友代表李○毅博士、業界代表太

陽生鮮蔡○成總經理、學生代表陳○慈同學(108-1)、李○

樺同學(108-2)(由現任學會會長擔任，學生代表為園藝系學

會會長，改選後則由新會長擔任)等九位。 

決議：本系 109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為沈○壽老師 (當然委員)、蔡

○賢老師、徐○德老師、郭○如老師、張○滄老師、校外

學者專家李○毅博士、校友代表李○察老師、業界代表太陽

生鮮蔡○成總經理、李○樺同學(由現任學會會長擔任，學生

代表為園藝系學會會長，改選後則由新會長擔任)等九位。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96.9.1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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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推薦 109學年度校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候選名單，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 107年 6月 20日農學院通知（附件四，頁 1~2）：依據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另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不同系所未曾因違反學術

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 5

年內於各學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

2 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

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 1 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 2

場次（含）以上之教授代表 2人組成之…』。 

二、 前述近 5 年內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 2 篇（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

單位專書 1 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 2 場次（含）以上之

資料，彙整後於 6月 30日前送農學院辦。本系 4位教授發

表期刊及出版專書一覽表，如附件五（頁 3~7）。 

三、 108 學年度校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候選名單，本系李○

察教授、蔡○賢教授、黃○亮教授、沈○壽教授和徐○德

教授等五名，列入候選名單。 

決議：109學年度校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候選名單，本系蔡○賢

教授和沈○壽教授等 2名，列入候選名單。 

 

提案五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嘉大人字第 1099002387 號函及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

作業要點第二條辦理（附件六，頁 8~12）。109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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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新聘專任教師需於 109 年 7月 28日或 9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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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經 109年 5月 8日本系簽陳第 1094000254號，簽准同意公告

1個月，本系專任教師徵聘啟事公告自 109年 5月 8日起至 6

月 8日止（附件七，頁 13~19）。 

四、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流程及應繳資料檢覈表，如附件

八（頁 20~22）。 

五、 本系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徵聘專任教師資料初審簡表及應繳

資料表，如附件九（頁 23~25）。 

六、 本校農學院園藝學系甄選人員名冊，合格者請排序，不合格

者請序明原因（附件十，頁 26~28），於 109年 7月 28日或

9月 15日前，將提案資料按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流程

及應繳資料檢覈表(含僅檢具非直接證明之佐證資料)、甄選人

員名冊（含合格與不合格）及會議紀錄送達人事室。 

決議：經檢閱應徵者資料，王○雯博士之專長條件及學經歷符合本次

園產品處理及園藝研究資格，獲得推薦。吳○東博士之專長條

件及學經歷與園產品處理及園藝研究關聯性低，且未檢附外語

能力證明資料，不予推薦。 

 

提案六 

案由：系所品質保證系所品質認可各受訪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學院

審查意見回應及自我改善情形結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9 年 6 月 4 日農學院 E-MAIL通知，繳交系所品質

認可各受訪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學院審查意見表、國立嘉

義大學系所自我評鑑回應委員暨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及農

學院各系內部自我評鑑執行進度報告（附件十一，頁

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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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農學院 6/16 要召開品保認可自我件審查意見表及執行進

度等檢討會議，已先行將上述資料先給農學院製作會議議

程，待本會議結束後，再將決議資料繳給農學院。 

決議：修正後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4時 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