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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二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

暨第一次系教評會聯席會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 

三、主持人：洪進雄代理主任                      記錄：莊畫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六、報告事項： 

(一) 102.4.10 總務處保管組通知，本校 102 年度國有財產盤點依盤點實

施計畫（詳見保管組網頁），並於 102.6.30 將盤點清冊交回保管組。

本系已於 102.5.1、102.6.11 系務會議及紙本通知，敬請於 10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下班前繳交，尚未繳回清冊之師長，敬請加速

完成盤點後繳回清冊。 

1. 盤點完畢後，請於盤點清冊每頁左下方之「使用人」簽章後回

傳系辦。 

2. 各位老師的盤點清冊若遺失，可上網下載

http://140.130.82.24/IndexPassword.htm 或洽系辦或電洽分機

7141 保管組蕭小姐可以重新印發，帳號為各教師的員工編號，

密碼欄不用填，即可登錄查詢。 

(二) 宣導事項：敬請各班導師於班會期間宣導避免接近野生動物，以防

狂犬病、避免接近野生禽鳥以防 H7N9、性別平等宣導（全系每間

教室皆有放宣傳海報）。 

(三) 依 102 年 8 月 27 日農學院通知辦理 102 年度國家防災地震演練，

本系訂於 102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2 點 10 分發出通知，

敬請導師或上課老師帶領學生就地掩護，2 點 11 分前往資工館前

草皮避難，並進行災後人員清查。 

(四) 本系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至 102 年 9 月 27 日中午止，詳見系網；並

預定於 102 年 10 月 2 日召開系務會議審議各項獎學金申請案。 

(五) 農學院 102.9.4 主管會議提出辦理事項：敬請各位師長將教學大綱

和教材上傳，便於學生查詢。 

(六) 102 學年度各項委員會委員名單（由提案五至提案八補選） 

1. 10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洪進雄老師、徐善德老師、

http://140.130.82.24/IndexPassword.htm或洽系辦或電洽分機7141
http://140.130.82.24/IndexPassword.htm或洽系辦或電洽分機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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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堂察老師、蔡智賢老師、黃光亮老師，後補為林金樹老師老

師。 

2. 102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 洪進雄老師、徐善德老師、

蔡智賢老師、黃光亮老師、張栢滄老師 

3. 102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 洪進雄老師、徐善德老師、蔡智賢

老師、沈榮壽老師、張栢滄老師、校外學者專家王仕賢博士、

校友代表李勇毅博士、業界代表張師竹總經理、學生代表林新

力同學等九位(由現任學會會長擔任，改選後則由新的會長擔

任)。 

4. 102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徐善德老師(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李

堂察老師(校內外專任教授)、洪進雄老師(校內傑出人士)、沈

榮壽老師 (校內傑出人士)、台灣大學黃鵬林教授(校外傑出人

士)、中興大學宋妤教授(校外傑出人士)、屏東科技大學柯立祥

教授(校外傑出人士)。 

(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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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栢滄 

二年級 徐善德 

三年級 郭濰如 

四年級 劉黃碧圓 

(八)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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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智賢 

二年級 郭濰如 

三年級 黃光亮 

四年級 李堂察 

(九) 敦請郭濰如老師擔任 102 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十) 敦請黃光亮老師擔任 102 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推廣部系學會指導

老師。 

(十一) 敦請張栢滄老師擔任 102 學年度園藝學系園藝場管理老師。 

(十二) 敦請劉黃碧圓老師擔任 102 學年度園藝學系學生獎學金承辦老

師。 

(十三) 敦請劉黃碧圓老師擔任園藝學系「園藝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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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規劃與推動」之負責老師。 

(十四) 敦請□□□老師擔任園藝學系「造園景觀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教

育規劃與推動」之負責老師。（另尋景觀系或本系教師支援） 

(十五) 敦請沈榮壽老師負責執行本校「教學卓越計畫」項下「整合性

農業技術人才培育計畫」之蘭花生技學程。 

(十六) 敦請莊畫婷技佐負責本系系友會事務。 

(十七) 碩士班招推薦甄選時間為 103/9/23 招生、11/9 考詴。 

(十八) 大學甄選時間為 103/3/20 招生、3/30 考詴、4/3 放榜。目前預定

筆詴取消，惟推甄口詴之相關文件目前均以電子數位文件審

查，但系上要簽保密協定，屆時再請系上教師協助。 

(十九) 本系評鑑初步報告已出來，徵詢各位老師有關報告是否辦理「申

復」，唯所有教師均反應不申復，而未來系上發展仍有許多值得

努力改善之空間。 

(二十) 102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新生指導老師名單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1020051 Do Vi Nguyen Tuong 徐善德 

1020052 吳金聰 江彥政 

1020053 廖育欣 沈榮壽 

1020054 徐大正 沈榮壽 

1020055 林晏瑋 徐善德 

1020056 蔡尚廷 休學 

1020057 郭亮足 沈榮壽 

1020058 黃蓮華  

1020059 翁筱雅 洪進雄 

1020060 陳薇安 徐善德 

1020061 李金儒 張栢滄 

1020062 雷漢渝 江彥政 

1020063 邱奕霖  

1020064 胡哲霖 休學 

    ＊請系上教師協助增收研究生。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推選本系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委員，敬請推舉。 

說明： 

一、 本系徐善德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辭兼園藝學系主任職，

已簽請校長同意。 

二、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十三條，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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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位學程主任於任期中，自請辭職者，應予免兼主管職

務，並由院長就具資格之教師中推薦 1 至 2 人陳請校長聘

任代理其職務至遴選出新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並

完成聘任程序止，並應即依規定辦理遴選事宜，敬請參閱

附件一（頁 1~頁 3）。 

三、 依「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五條規定：系所

主管之產生由各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工作。遴選

委員會委員為五至七人，其成員如下：一、院長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二、其餘委員應包括該系（所）（學位學程）

專任教師代表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教師代表由該學系

（所）（學位學程）之系（所）（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就該系（所）（學位學程）講師中（含）以

上專任教師中推舉產生，且人數以不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

一為原則；該系（所）（學位學程）專任教師不足時，得

經該系（所）（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就校內相關領域講師

（含）以上之專任教師推舉產生。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由院

長遴定，商請校長聘任。 

四、 依農學院 102 年 9 月 6 日通知，農學院依例由五人組成主

管遴選委員會委員。因此，請本系召開系務會議以無記名

投票方式就本系講師中（含）以上專任教師中推舉產生三

名代表，擔任遴選委員會委員，並請於 9 月底前前將會議

紀錄（含名單）送達農學院院辦，俾便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無記名投票結果以蔡智賢老師 8 票、李堂察老師 6 票、洪進

雄老師 4 票、黃光亮老師 4 票、沈榮壽老師 1 票、郭濰如老

師 1 票、徐善德老師 0 票、張栢滄老師 0 票、劉黃碧圓老師 0

票。以得票最多者之前三名為本系主管遴選委員，同票數者

以抽籤決定之，固此當選委員有蔡智賢老師、李堂察老師和

黃光亮老師。 

 

提案二 

案由：103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繁星推薦】、指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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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校系分則，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教務處招生組 102.9.4 通知辦理，並於 9 月 17 日前將分則

調查表送回招生組。 

2. 103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繁星推薦】、指定

考詴分則，如附件二、三、四（頁 4~頁 6） 

決議：個人申請分則之園藝常識筆詴修改為口詴，審查資料占甄選

總成績比例修改為 25%，口詴甄選總成績比例為 25%。繁星

推薦及指定考詴分則維持原案。 

 

提案三 

案由：推薦 102 學年度院教師評鑑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農學院 102.9.6 通知，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教師評鑑實施

要點」第五條第二項：各系（所）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

任當然委員（附件五，敬請參閱電子檔）。 

決議：推薦屏東科技大學柯立祥教授為院教師評鑑委員。 

 

提案四 

案由：103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詴招生名額調查，提

請討論。 

說明：依教務處招生組 102.9.16 通知，身心障礙屬外加名額，建請學

系多予考慮招收。並於 102.9.26 前將招生名額調查表擲回教務

處招生組（附件六，頁 7~頁 8）。 

決議：不申請加入外加名額。 

 

提案五 

案由：補選本系 10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附件七，敬請參閱電

子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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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全體委員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agricol/農學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100.doc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agricol/農學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10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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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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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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上，且副教授不得執行對教授資格之評審。 

3. 本系推選之 10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徐善德副教授

(當然委員)、李堂察教授、洪進雄教授、蔡智賢教授與黃光亮

教授等五位，候補委員為林金樹教授。 

4. 徐善德副教授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辭兼職，原當然委員由洪

進雄教授兼代理主任擔任，原系教評委員之一，應由侯補委

員林金樹老師遞補，需再補選後補委員 1 名。 

決議：同意由後補委員林金樹教授遞補，推選徐善德副教授擔任後

補委員。 

 

提案六 

案由：補選本系 102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附件八，敬請參閱電

子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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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術研究、交

流及招生等工作。 

3. 本系 102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為徐善德老師、洪進雄

老師、蔡智賢老師、黃光亮老師、張栢滄老師等五位。 

4. 原系主任徐善德副教授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辭兼職，當然委

員由洪進雄教授代理主任擔任，補選缺額 1 名。 

決議：同意推選徐善德副教授遞補。 

 

提案七 

案由：補選本系 102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辦理（附件九，敬請參閱電

子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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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doc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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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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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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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系 102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為徐善德老師(當然委員)、洪進

雄老師、蔡智賢老師、沈榮壽老師、張栢滄老師、校外學者

專家王仕賢博士、校友代表李勇毅博士、業界代表張師竹總

經理、學生代表林新力同學(由現任學會會長擔任，學生代表

為園藝系學會會長，改選後則由新的會長擔任)等九位。 

4. 原系主任徐善德副教授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辭兼職，當然委

員由洪進雄教授代理主任擔任，補選缺額 1 名。 

決議：同意推選徐善德副教授遞補。 

 

提案八 

案由：補選本系 102 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 

說明： 

1.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附件十，敬

請參閱電子檔）第五點「本系應於每學年開始時，組成教師

評鑑委員會，負責該學年度系內教師之評鑑工作。 

2. 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1)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2)本系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 

(3)其餘委員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

任，提系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五

分之二。 

3. 本系 102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為徐善德老師(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李堂察老師(校內外專任教授當然委員)、洪進雄老

師(校內傑出人士)、沈榮壽老師 (校內傑出人士)、台灣大

學黃鵬林教授(校外傑出人士)、中興大學宋妤教授(校外傑

出人士)、屏東科技大學柯立祥教授(校外傑出人士)。  

4. 原系主任徐善德副教授自 102 年 9 月 1 日起辭兼職，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由洪進雄教授代理主任擔任，補選校內傑出人士

1 名。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100.12.21.doc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98041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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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推選徐善德副教授遞補。 

 

八、臨時動議： 

提案一（洪進雄老師） 

案由：本系新聘教師專長條件與領域研商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擬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增聘專任教師 2 名。 

1. 本系紀海珊老師於 102 年 8 月 1 日屆齡退休，陳士畧老師

因個人生涯規劃申請退休，並於 102 年 4 月 2 日已簽准同

意於 102 年 8 月 1 日退休。 

2. 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細則」 第十之一條規定，增聘教師應就教師專長及缺額

提系務會議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准後，公告

徵聘資訊。本系已於 102.9.18 經簽准同意徵聘園藝相關專

長之專任助理教授及專任副教授教師各 1 名，以果樹及造

園景觀為優先。 

3. 本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事擬稿供參（附

件十一，頁 9~頁 10）。 

決議：修正通過本案之徵聘專任教師中英文啟事（附件十二）。 

 

九、散會：14:00。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細則101.12.28.doc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細則101.12.28.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