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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一○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 

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03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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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主任                            紀錄：莊○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無 

 

六、工作報告： 

（一）農友社會福利基會獎學金在 4/15前要函文回覆農友種苗公司，敬

請進修學士班三年級、學士班二、三年級儘快提出申請（110-2

系上相關獎學金申請截止日為 4月 1日）。 

（二）110學年度傑出通識教育教師請依通識中心通知說明將資料於 111

年 5月 10日前送農學院，請見 3月 7日 E-MAIL通知。 

（三）景觀學系借用園藝學系實習場，借用說明如補充附件一（補充頁

1）。 

（四）111年 3 月 14 日教務處通知，建請各學系由主任推派至少 1-2 位

師長參與，以未曾參與過觀課活動之師長為優先，並於 111 年 3

月 31 日（四）前送回觀課教師名單。本活動由觀課教師自行進

入網址報名，送回招生組之觀課教師名單須與報名觀課之教師名

單相符。有交通費及住宿費（住宿費上限 2000元），出差單傳至

招生組由承辦人江○綺辦理核銷）。參加觀課活動之師長，需撰寫

觀課心得。餘請參閱補充附件二（電子檔）。 

（五）碩士班甄試，8 人應試，5 人報到；碩士班考試，5 人應試，1 人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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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11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1期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11 年 1 月 6 日農學院 111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1 期分配

本系之總經費為 1,002,236 元（附件一，頁 1）。主計室已於

111年 2月 17日撥入第 1 期款項（資本門 300,670（全數）；

經常門 409,247元（第 1期））。 

二、 本系 111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經常門第 1 期（會計年度 1-7

月）分配擬案，敬請參閱附件二（頁 2）。 

三、 檢附本系教師指導碩士生及園藝實務專題生名冊，如附件二

（頁 3~7）。 

四、 資本門經費需於 111 年 6 月 10 日前使用，使用未達 60%則 6

月底學校收回 10%統籌運用，10月底使用未達 100%，學校全

數收回統籌運用。 

決議：有資本門需求之教師，請於 111年 4月 11日提出，以利協調採

購，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要點、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要點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11年 2月 9日教務處通知，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及雙

主修辦法將於 111年 5月實施，請各系依辦法提前規劃輔系及

雙主修修讀學分數及申請方式。（附件四，頁 8-15，餘敬請參

閱電子檔）。 

二、 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要點（如附件五，頁 16）。 

三、 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要點（如附件六，頁 17）。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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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本系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要點、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

作業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111年1月19日教務處通知，有關「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學

位考試辦法」及「國立嘉義大學學位論文或報告蒐集辦法」

須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及專業領域自訂相關審查機制，以強

化學生論文品保機制，且日後列入系所評鑑。敬請各學系悉

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提送110學年第2學期教務會議審議。（如

附件七，頁18）。 

二、 本系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要點及審查表（如附件八，頁

19~20）。 

三、 本系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如附件九，頁 21）。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校導師密碼執行情形調查，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11年 2月 21日通知，為調查本校導師密碼執行情

形及強化導師密碼功能性，請敬將導師密碼執行情形意見調

查表於 111年 3月 17日前送回教務處（如附件十，頁 22~23）。 

二、 導師密碼執行情形方案有四： 

方案 A-維持目前導師密碼制度； 

方案 B-學生任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達 1/2以上

者，選課前需與導師進行選課討論並取得導師密碼後，始能

網路選課； 

方案 C-導師視學生學習及其他狀況，設定需選課密碼之學生

名單，名單上學生選課前需與導師進行選課討論並取得導師

密碼後，始能進行網路選課； 

方案 D-其他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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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方案 A-維持目前導師密碼制度。 

 

 

提案五 

案由：推薦 110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及觀課教師（選薦委員），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 111.3.2 教務處及農學院通知，並依本校教學績優彈性薪資

獎勵辦法辦理（附件十一，頁 24~26，餘敬請參閱電子檔）。 

二、 本校教學績優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第三條…（略）。系所推薦︰

每次至多推薦二位參加所屬各學院之遴選（師資培育中心納入

師範學院；語言中心納入人文藝術學院辦理）。各系所、中心

應於每年三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

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教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他項目給予加減

分考評，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 

三、 推薦 1位教學績優教師候選人，推薦 1位觀課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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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系教師 107~109 學年度教學項次總積分，依教務處 110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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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系遴選教學績優教師參考，如附件十二（頁 27）。 

五、 本系 107學年度推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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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推薦第 1 順位為江○蘆老師、第 2 順位為

張○滄老師、第 3 順位為李○頤老師；觀課教師（選薦委員）

為蔡○賢老師。109 學年度推薦沈○壽老師為教學績優候選

人，推薦觀課教師（選薦委員）為蔡○賢老師。 

六、 未符合基本條件證明及申請表教學項目條件資格者勿薦送，以

免占用員額。 

七、 授推薦為教學績優候選人者，需繳交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申請表

（如附件十三，頁 28）及至少 1 門一節課的教學影片 8 份(隨

https://www.ncyu.edu.tw/files/site_content/special/%E5%9C%8B%EF%A7%B7%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6%95%99%E5%AD%B8%E7%B8%BE%E5%84%AA%E6%95%99%E5%B8%AB%E5%BD%88%E6%80%A7%E8%96%AA%E8%B3%87%E7%8D%8E%EF%A5%BF%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BE%8C%E5%85%A8%E6%96%87.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site_content/special/%E5%9C%8B%EF%A7%B7%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6%95%99%E5%AD%B8%E7%B8%BE%E5%84%AA%E6%95%99%E5%B8%AB%E5%BD%88%E6%80%A7%E8%96%AA%E8%B3%87%E7%8D%8E%EF%A5%BF%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BE%8C%E5%85%A8%E6%96%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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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碟)送本院選薦教師觀課評審。 

決議：推薦江○蘆老師為教學績優候選人，推薦觀課教師（選薦委員）

為蔡○賢老師。 

 

提案六 

案由：本系擬聘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園藝相關專長之專任/案教師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郭濰如老師預計於今年 8 月 1 日退休，簽陳如附件十四（頁

29~30）。 

二、 依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辦理（附件十五，敬請參

閱電子檔），第五條：各系（所、中心）新聘專任教師，於國

內外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並由各系（所、中

心）統一收件登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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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案，學校之「新聘

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開會日期人事室尚未公告（預計 4 月

底前）。 

四、 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時程、甄選作業流程及應繳資料檢覈

表，如附件十六（頁 31~34）。 

五、 本系擬聘任園藝相關專長之中英文徵聘啟事，如附件十七（頁

35~37）。 

 決議：修正後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4時 30分。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2/personnel/%E6%96%B0%E8%81%98%E6%95%99%E5%B8%AB%E7%94%84%E9%81%B8%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