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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09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3:20 分 

開會地點：A10-226 系會議室         

主 持 人：古國隆代理主任 

出 席 者：艾群老師(請假)、陳榮洪老師、丁慶華老師(請假)、林肇民老師、張烔堡老師 

          、翁永進老師、張中平老師、吳佳璟老師、陳震宇老師。 

                                                            紀錄：莊富琪小姐 

壹、報告事項： 

  一、本系 110 學年度招生宣傳由陳震宇老師於 10 月 12 日帶隊至台南大學附設高級中 

      學辦理招生宣傳，學生反應很好，已辦理完竣。 

  二、本系 107學年度碩士班及學士班必修課程外審作業已全部完成，已將成果資料(光 

      碟一份)送交教務處存查，並提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本系 109 年度新增實驗室及負責老師如下： 

      各實驗室之門牌已製作完成，並已掛牌至各實驗室。 

機械系館地點 用途 負責老師 實驗室名稱 

2 樓：A10-113 教學研究用 翁永進 

創意性工程設計實驗室 

Creative 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Laboratory 

2 樓：A10-115 教學研究用 翁永進 

塑膠加工與精密製造實驗室 

Polymer Processing and Precision 

Manufacture Laboratory 

2 樓：A10-115-1 及 2  教學研究用 陳震宇 
氫能與燃料電池實驗室 

Hydrogen and Fuel Cell Laboratory 

2 樓：A10-116 教學研究用 吳佳璟 

結構設計與分析實驗室 

Structural Design and Analysis 

Laboratory 

3 樓：A10-218  教學研究用 張烔堡 

高效率熱傳實驗室 

High efficiency heat transfer 

laboratory 

3 樓：A10-219 教學研究用 張中平 
光電量測實驗室 

Optoelectronic Metrology Lab 

3 樓：A10-224  教學研究用 張烔堡 
計算流體力學實驗室 

CFD laboratory 

3 樓：A10-221  研討室 陳震宇 
研究生研討室 

Graduate Students office 

3 樓：A10-223  個人研究室 張烔堡 教師個人研究室 

3 樓：A10-220  個人研究室 陳震宇 教師個人研究室 

四、本系吳佳璟老師及陳震宇老師訂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將帶領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等 

    學生至高雄參訪「台灣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了解該公司造船過程，讓學生更貼近 

    業界以增加多元知識，該活動經費由高教深耕計畫項下支付。 

五、本系陳震宇老師預計規劃於 11 月 05 日邀請高中端學校學生至本系辦理一場跨學院 

    之「大學體驗活動參訪」，屆時本系介紹教師時惠請各位老師一同參與活動，該活動 

    經費由學務處高教深耕計畫項下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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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本系 109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之臨時動議提案系主任系內遴選案，古國隆代

理主任說明：因本人於臨時動議時有其他會議先行離開；該臨時提案未有主席主持且無

人附議，又黃俊達教授為本會議之列席人員並無提案權，故該提案未符合行政程序，將

退回下次系務會議討論處置方式後再議。 

決議經 10 月 23 日出席委員全數同意此案不成立，並將 109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暨課程規

劃委員會議紀錄之臨時動議提案予以撤銷（請參閱附件會議紀錄簽文說明）。 

七、本系原在機能二館三樓各研究室物品於 10 月 27 日上午進行吊車搬遷，屆時請各位 

    老師確認或請助理協助點收，以利後續空間歸還生機系之程序處理。 

 

貳、宣讀 109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請參閱 P.1~3）。 

    決定：洽悉。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開排課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課務組 109 年 10 月 12 日通知，並須於 11 月 19 日前完成 109 學年度 

      第 2 學期開課作業。 

  二、檢附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開課暫定一覽表（詳如附件 1--P.04~06）。 

決議：修正後通過，另本系教師時數已超出規定鐘點，簽請校長核准補助本系超鐘點經 

      費。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10 學年度系簡介及特色說明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招生組 109 年 10 月 12 日通知，並須於 10 月 26 日前完成修正作業。 

  二、檢附 109 學年度機械系招生簡介及說明資料（詳如附件 2-P.07~10）。 

決議：修正同意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系陳震宇老師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課程非母語授課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務處課務組 109 年 9 月 22 日通知辦理。       

  二、為提升本系碩士生外語能力及因應國際生上課需求，故開設英語授課。 

  三、檢附陳震宇老師碩士班課程「熱對流（Convection Heat Transfer）」全英授 

課申請表乙份暨其相關資料(詳如附件 3--P.11~15)。 

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系 110 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評量尺規討論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務處課務組 109 年 10 月 20 日通知辦理(詳如附件 4--P.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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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系招生評量尺規小組種子教師為張中平老師、吳佳璟老師、陳震宇老師。 

  三、本案是否由招生評量尺規種子教師成立小組會議，其依規定逐項檢視討論擬定後 

      ，再提系務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本系 109 年度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工作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研發處 109 年 08 月 24 日通知辦理。       

  二、檢附本系（11 月 27 日）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評鑑行程及工作分配表草案 

     （詳如附件 5--P.22~35）。 

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15 時 10 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