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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 108 學年度第 4 次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農場管理學程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翰謙院長                               紀錄：呂美娟 

出席人員：沈榮壽副院長(園藝系主任)、侯新龍主任、林金樹主任(林瑞進老師

代)、夏滄琪主任、林炳宏主任(連塗發場長代)、周蘭嗣主任、江彥政

主任、郭章信主任、黃文理主任、侯金日主任(農學在職專班執行長)、

連塗發場長、張栢滄主任(請假)、黃健瑞執行長(請假)、王文德執行長、

林春暉教官 

列席人員：侯燕雪專案人員、鄭永明先生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本院 108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肆、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農學院各單位 

    案由：本院各單位業務績效成果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爭取資源(經費) 

(一)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蘇文清教授獲林榮寶系友捐贈 10 萬元，

辦理舒格蘭-嘉大盃家具設計競賽及海內外產業參訪等相關事宜使

用。 

二、獲獎事蹟 

(一) 農藝學系辦理校外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經外審委員評比為

全校第三名，學生實習課程表現傑出。 

(二)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1)辦理「105至 106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

評鑑」，經教務處送請校外委員審查後，評比為第一名，並給予 2萬

元業務費。(2) 夏滄琪老師指導碩士生陳盈君、大學部潘婷同學參加

「108年中華林學會學術論文海報發表」，榮獲生物材料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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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蘇文清教授指導鄭冠廷同學參加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舉辦之「108

年度木育玩具創作競賽」，榮獲大專院校組佳作。 

(四) 動物科學系郭蓁穎同學參加本校兩棲爬蟲研究社與社員共同努

力，以「嘉義市滋擾蛇類移除計畫」方案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服務

利他促進會主辦之第五屆「服務利他獎」徵選活動，從 115組參賽團

隊中脫穎而出，獲得大專組具體行動服務方案第 1名殊榮，本校亦榮

獲第五屆「服務利他獎」典範學校，主辦單位將於 109年 1月 18日

下午於台灣中油公司人力資源處訓練所公開頒獎。 

二、獲媒體報導事蹟 

(一) 「嘉大百年 卓然有成」校慶節目 12月 21日(六)下午 3:00-3:30

於非凡新聞台(ch58) 首播［節目名稱］台灣大未來 (播出時間約 6分

鐘)及 12月 22日(日)晚上 18:00-18:30非凡商業台(ch88-90台間重

播)。 

三、提升校譽 

 (一) 農藝學系為慶祝嘉義大學百年校慶，於 108年 11月 14日假蘭潭

校區國際交流學園國際會議廳，舉辦「嘉大百年農藝薪傳研討會」。適

逢嘉大百年校慶，因此本系特邀請曾經在不同學制階段求學的傑出畢業

系友回校與本系全體師生進行職涯歷程及人生經驗分享，藉由系友的成

功典範，達到農藝薪傳、青山永續、綠水長流目的。 

本次研討會共邀請了 11位農藝系畢業系友回校演講。高農時期求學的

林中茂校長，口述嘉農及農藝系的發展演進史；同樣是高農時期的林

國村董事長，則是以自身的經驗，強調學以致用的重要性。在五專時

期求學的陳世雄校長，分享他畢生為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奮鬥歷程及

其重要性；五專時期求學的翁順福董事長，說明網路雲端平台與農業

發展的密切關係。另外、五專時期的劉雲松董事長、莊老達副署長、

邱垂豐副場長、羅正宗副場長、周國隆分場長等，分別闡述自身的專

業職涯歷程及學生生活點滴；同樣為五專時期的邱忠義法官，講述由

農藝科進入法學領域的心路歷程及說明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一般法

律知識。研討會最後則由大學部畢業的潘韋成股長，以自身求職過程

中的逆境為例，強調永不放棄必能實現夢想的精神。 

(二) 嘉義市政府環保局 108 年 11 月 15 日假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視

聽教室辦理「嘉義市 108年檔案應用暨修護實作研習」，由夏滄琪主

任、總務處文書組共同協助，嘉義市政府環保局來函建請學校敘獎。 

(三)農管學位學程(1) 黃文理主任擔任 2019年第 17屆水稻功能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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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體國際研討會籌備委員，本大會於 108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於中央

研究院舉行。(2)黃文理主任於 11 月 7 日擔任高教評鑑中心訪視委

員。(3) 黃文理主任受邀出席於農業試驗所舉行的「從農這一哩路有

我們陪伴」新農民培育成果發表會，今年也邀請本學位學程 7位暑期

實習生回來共襄盛舉，學生在農試所完成整整兩個月校外實習，在設

施蔬果栽培管理技術上有非常紮實的訓練。(4) 黃文理主任赴西螺農

工進行 109學年度招生說明會，在場參與聆聽人數約 80名學生。(5) 

黃文理主任赴新社高中進行 109學年度招生說明會，在場參與聆聽人

數約 100 名學生。(6)本學位學程 80 名學生與日本北海道名寄市青

農、組合長及經濟部交流推進課等 7 名人員進行交流活動。(7)黃文

理主任受農委會與中國生產力中心邀請擔任南澳洲農企業戰略研習

團副團長 108年 11月 30至 12月 7日，帶領 15位歷屆百大青農代表

前往澳洲墨爾本進行農企業經營與冷鏈物流技術參訪交流，同行者還

有農委會張致盛主任秘書。(8) 包慧俊老師 108 年 12 月 9 日赴佳冬

農校進行 109學年度招生說明會，在場參與包括農經科、園藝科、畜

產保健科及造園科等，聆聽人數約 50 名學生。(9) 柯金存老師及吳

建平老師 108年 12月 11日赴曾文農工進行 109學年度招生說明會，

在場參與包括綜高食品科、園藝科及畜保科等、聆聽人數約 200名學

生。(10) 馮淑慧老師 108 年 12 月 12 日赴旗山農工進行 109 學年度

招生說明會，在場參與包括農經科、園藝科及畜保科，聆聽人數約 80

名學生。(11) 包慧俊老師 108 年 12 月 13 日赴北科附工(桃園農工)

進行 109學年度招生說明會，在場參與包括園藝科、農經科及造園科，

聆聽人數約 120 名學生。(12) 黃文理主任 108 年 12 月 16 日赴大湖

農工園藝科進行 109 學年度招生說明會，在場參與聆聽人數約 40 名

學生。 
(四)農業推廣中心(1) 108 年 11 月 28 日，侯金日主任與林永佶秘書於

訪視在台南市安南區綠色大地有機農事有限公司，過程中與楊定國場長

談及有機蔬菜栽培技術有關雜草管理應注意事項，並提出許多建議，希

望對該公司從事有機農業之生產能有所幫助。(2)108年 11月 28日，侯

金日主任、林永佶秘書會同屏東科技大學、高雄科技大學訪視委員赴台

南市安南區，「辦理 108年度青年就業領航計畫-雇主實地訪視會議-訪

視綠色大地有機農事有限公司」，由楊定國場長介紹及提供學生農業相

關諮詢服務，共 1場次 1位青年，計 6人次參與。(3)108年 12月 5日，

侯金日主任、林永佶秘書會同中興大學、明道大學訪視委員赴台南市善

化區，「辦理 108年度青年就業領航計畫-雇主實地訪視會議-訪視生生

種子股份有限公司」，由生產部郭國新主任介紹及提供學生農業相關諮

詢服務，共 1場次 2 位青年，計 9人次參與。(4)108 年 12 月 5 日，侯

金日主任、林永佶秘書會同中興大學、明道大學訪視委員赴台南市永康

區，「辦理 108年度青年就業領航計畫-雇主實地訪視會議-訪視金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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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分切廠」，由營業所周易澈總監介紹及提供學生農業

相關諮詢服務，共 1場次 1位青年，計 6人次參與。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各單位 12月~109年 1月待辦事項，提請報告。  

說明： 

一、各系教師計算機諮詢委員會暨遠距教學委員會議提案請於 12月 19日前

mail院辦，見 12月 17日 e-mail通知。  

二、申請 108學年度第 2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雙師授課與實務接軌」計畫，

請於 12月 20日前送至教務處，見 11月 22日 e-mail通知。 

三、各受訪評單位 109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作業自我評鑑報告初稿

及基本資料表册（含相關佐 證資料）,請於 12月 31日前送院辦，見 9月

17日品保第 4次會議紀錄。 

四、各受訪評單位依學院初審意見修改自我評鑑報告書並持續進行缺失自我發

掘與改善電子檔,請於 109年 1月 3日 mail院辦，見 11月 26日品保認可

作業督導小組第 5次會議紀錄。 

五、109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作業各受訪評單位內部評鑑訪評委員建

議名單及內部實地訪評時間，請於 109年 1月 31日前送院長圈選及存查，

見 11月 26日品保認可作業督導小組第 5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黃英源先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傑出校友黃英源先生為鼓勵、協助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家境清

寒、品學兼優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捐贈本院新台幣 30萬元（用磬為止），

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黃英源先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草案。 

二、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黃英源先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草案及申請表，如附

件 p.1~p.2。 

決議： 

一、本設置要點及申請表修正後通過。 

二、本設置要點簽陳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財團法人道心社會福利基金會清寒暨急難獎助學金

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財團法人道心社會福利基金會，為鼓勵及協助本院學生，家境清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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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突遭變故或在學期間罹患重大傷病，捐贈本院新台幣 60萬元(用磬為

止），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財團法人道心社會福利基金會清寒

暨急難獎助學金設置要點」草案。 

二、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財團法人道心社會福利基金會清寒暨急難獎助學金

設置要點草案及申請表，如附件 p.3~p.4。 

決議： 

一、本設置要點及申請表修正後通過。 

 二、本設置要點簽陳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學生申請 108學年度林料咏先生紀念清寒獎助學金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院林料咏先生紀念清寒獎助學金實施要點，如附件 P.5，本要點每年補

助 3 名學生、每名補助 5 千元，本獎助學金截至目前餘額為 15 萬 5 千元。

本年度只有 1 人申請，申請林料咏先生紀念清寒獎助學金審查名冊，如

附件 P.6。 

決議：請申請人補送學測或指考成績後通過補助。 
 

伍、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