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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  紀錄 

 

壹、時間：108年 6月 3日中午 12時 10分 

貳、地點：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會議室 

參、主席：林主任金樹 

肆、出席人員：何坤益老師、趙偉村老師、黃名媛老師、林瑞進老師、

劉建男老師、李嶸泰老師。 

伍、主席報告：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校 109年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成立本系系所學

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工作小組成員，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執行小組第 1 次會議決議與

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8 次主管會議決議辨理，本校 109 年度

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時程規劃與品保項目、核心指

標及檢核重點說明，詳如附件 1、2。 

  二、院協助督導導各系所於近期召開系務會議時，將本次品質保證

業務納入討論重點，請成立本系工作小組或指導小組啟動自評

報告書撰寫及規劃作業。  

決議： 

  一、本系 109 年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工作小組由 3 學群各

1名教師共 3位擔任小組成員，經營學群-黃名媛老師、育林學

群-林瑞進老師、生態學群-趙偉村老師。 

  二、明日(6月 4日)下午「本校委託辦理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

可到校諮詢說明會」請趙偉村老師出席。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執行本校 108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補助院系辦理招生提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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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學生就學人數，各系所招生宣傳活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學務處 108.5.13 e-mail通知(附件 3)辦理。一、配合本校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計畫書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請各學院、系

所辦理招生活動以提升弱勢學生就讀本校意願。二、為避免弱

勢學生標籤化，辦理時可與一般招生活動結合宣傳。須於學校

介紹時強調本校對於弱勢扶助及輔導措施以吸引弱勢學生就

讀。 

  二、依農學院 106學年度第 11次主管會議決議：大學體驗營活動

每年由本院兩學系輪流辦理。輪流主辦辦理順序如下：107 年

農藝學系及植物醫學系、108年園藝學系及景觀學系、109年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及生物農業科技學系、110 年木質材料與

設計學系及動物科學系。 

  三、依 107年第 9次高教深耕總管考會議主席劉榮義副校長指示：

每學院、每學系於每年度須至少辦理一場次招生活動，並提交

成果檢據核銷。請於 5月 31日前線上填寫活動規劃申請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mPbvR0lw

0t_1EmLOfa5YQ6DJU3cVzKoBYx_pa7QuxvQ/edit#gid

=0。 

  四、辦理期間：即日起至 108年 10月 31日前辦理完畢。 

  五、檢附 108 年各學院(系)招生活動-規劃申請表(截至 5/31)(附

件 4)，系所辦理提升弱勢學生就學招生宣傳活動成果報告書與

回饋單(附件 5)。 

  六、本系 107 年至台南家齊女中辦理招生宣傳活動，請討論本系

108年預計辦理日期、預計前往的高中職學校、預期參與人數

(含工作人員)、預計申請經費(元)、聯繫窗口教師。 

決議： 

  一、本系預計辦理招生宣傳學校依序為 1.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臺南市)、2.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嘉義市)、3.嘉義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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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慶高級中學(嘉義縣)。預計於 108年 10月底前辦理招生宣

傳活動。 

  二、本系宣傳團隊教師為趙偉村老師，由趙老師主導，並邀約 1-2

位配合教師，共同辦理招生宣傳活動。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系增設 109學年度中等學校專門課程調查表，請討論。 

說明： 

  一、依師資培育中心 108.5.27 通知(附件 6)辦理。本校現有培育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專門課程業經教育部核定者為 21 科。本校

各系所有意願於 109學年度申請增設學科、領域、群科之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者，請預先規劃並經系務會議後填具本校各系所

申請 108 學年度增設中等學校專門課程調查表，於 108 年 6

月 24日(星期一)前回傳至本中心課程組彙整。 

  二、檢附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中等學校任教學科一覽表

(附件 7)，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綜合活動領

域環境科學概論科」(附件 8)，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職

業群科專門課程-「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1/2)」

(附件 9)，本系申請 109學年度增設中等學校專門課程調查表

(附件 10)。 

決議：本系擬增設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職業群科專門課程-「農

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1/2)」，會後詢問師資培育中

心，該專門課程為本校現有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專門課程之

一，不需再申請增設，將納入本系為本校規劃系所適合培育系

所。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訂定本系社口實驗林場螢火蟲季賞螢收費暨收支管理要點，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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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系社口實驗林場螢火蟲季賞螢收費要點，經本系 107學年度

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108.1.28)、農學院 107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中委員請本系另訂定社口實驗林

場螢火蟲季賞螢收支管理要點。 

  二、本系社口實驗林場螢火蟲季賞螢收支管理要點，經本系第 2學

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08.3.28)會議通過，會後經詢問本校秘

書室法規小組，建議將賞螢收費與收支要點合併為一個法規。 

  二、檢附社口實驗林場螢火蟲季賞螢收費暨收支管理要點(附件 11)，

本要點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請推選本系 108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課程規劃委員

會」、「學生事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校外林業實務技術

實習委員會」、「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委員、農業科學博士

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代表、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常務

會議委員代表。 

說明： 

  一、本次選舉請先推選計票、唱票、監票人員。108學年度由蘇碧

華計票，黃名媛老師唱票，趙偉村老師監票。 

二、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細則，由委員 5人組成，系主任為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本系符合資格條件

之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之，需有教授 2/3以上組成；本系

現有教授 3人；並從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教授中選出 2位，每

張選票請圈選 2人，最高票當選，同票數抽籤決定，另候補委

員 1名。 

  三、(一)依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由委員 9人組成，系主

任為當然委員，包含本系專任教師 4人，校友代表、業界

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外委員各 1人及系主任，合計 9人組

成。 

http://www.ncyu.edu.tw/agromail
http://www.ncyu.edu.tw/agromail
http://www.ncyu.edu.tw/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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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7 學年度校友代表：鄧書麟副研究員(林試所中埔研究

中心) 

                 業界代表：張岱處長(嘉義林管處) 

                 學生代表：陳易新同學。 

                 校外委員：林家鼎副總經理(永在林業股份有

限公司) 

         (三)107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之產生，經舉手投票通過，

育林專業群共 1名委員，分類生態專業群 1名委員，經營

專業群 2名委員。請決定 108學年度委員分配。 

         (四)本系課程規劃委員 4 人由育林、樹木生態領域 2 個專業

學群教師中，每張選票中每專業學群中僅圈選 1人，經營

領域專業學群教師中，每張選票圈選 2人，每學群中最高

票當選，同票數時抽籤決定。 

  四、依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設置準則，由委員 5人組成，系主任為

當然委員。故應選委員人數 4人。每張選票圈選 4人，最高票

前 4人當選，同票數時抽籤決定。 

  五、依本系學術委員會設置準則，由委員 7人組成，系主任為當然

委員。故應選委員人數 6人。每張選票可以圈選 6人，最高票

前 6人當選，每專業學群各 2名當選，同票數時抽籤決定。 

  六、依本系「校外林業實務技術實習」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

委員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經系務會議

就本系教師中推選五位，另校外專家學者推選一人產生。107

學年度校外委員為：傅昭憲主任(林業試驗所中埔研究中心) 

  七、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對內凝聚招生策略，對外推動招生宣

傳業務。 

      (一)系主任為當然委員，推選本系育林專業群 1名，分類生態

專業群 1名，經營專業群 2名，擔任委員。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104.6.26)納入畢業系友為委員。 

      (二)107學年度本系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校友代表為呂佳

璇老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江秀真助理(國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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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大氣科學系)。 

  八、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

連任。本學程主任及本校農學院各系(所)參與本學程招生之學

系(所)主任為當然委員，學程主任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條

所述之各學系(所)各推選副教授(含)以上教師一名擔任。每張

選票圈選 1人，多選為無效票，最高票者當選。同票數時抽籤。 

  九、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常務會議委員會置委員 15 至 19

人。本學程主任及本校農學院參與學程招生之各學系(所)主任

為當然委員，學程主任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參與各學系(所)

各推選副教授(含)以上教師一名擔任。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

學年，連選得連任。每張選票圈選 1人，多選為無效票，最高

票者當選。同票數時抽籤。 

決議： 

  一、本次選舉由蘇碧華計票，趙偉村老師唱票，張坤城老師監票。 

  二、系教評會委員選舉結果： 

      (一)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教授代表： 

          王怡仁 0 票、蔡佺廷 0 票、林翰謙 7 票、蘇文清 5 票、

李安勝 1票。 

          當選人為林翰謙教授、蘇文清教授，候補委員為李安勝教

授。 

      (二)本系教評會委員當選名單為林金樹教授、何坤益教授、廖

宇賡教授、林翰謙教授、蘇文清教授。候補委員為李安勝

教授。 

      (三)本系教評會由委員 5人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本系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副

教授中推選之，需有教授 2/3以上組成委員，未來不一定

僅由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補足教授員額，可就學術領域性

質相近系(所)之教授圈選。 

  三、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 

      108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之產生，育林專業群 1名委員，

http://www.ncyu.edu.tw/agro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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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生態專業群 1名委員，經營專業群 2名委員。 

      (一)育林專業群： 

          廖宇賡 4票、何坤益 2票、林瑞進 0票。 

          當選人為廖宇賡教授。 

      (二)分類生態專業群： 

          趙偉村 2票、張坤城 2票、劉建男 3票。 

          當選人為劉建男助理教授。 

      (三)經營專業群： 

          詹明勳 0票、黃名媛 4票、李嶸泰 4票。 

          當選人為黃名媛助理教授、李嶸泰助理教授。 

      (四)經推選，本系 108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之校友代表、業

界代表、學生代表、校外委員為： 

          校友代表：周恆凱副處長(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

處副處長)。 

      業界代表：張岱處長(嘉義林管處)。 

      學生代表：林昊影同學。 

      校外委員：鄧書麟副研究員(林試所中埔研究中心)。 

  四、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 

      何坤益 3 票、廖宇賡 5 票、詹明勳 0 票、趙偉村 3 票、黃名

媛 5 票、林瑞進 4 票、張坤城 0 票、劉建男 5 票、李嶸泰 2

票。 

      當選人依得票數為：林金樹教授(當然委員)、廖宇賡教授、黃

名媛助理教授、劉建男助理教授、林瑞進助理教授。 

  五、系學術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 

      (一)育林專業群： 

          廖宇賡 5票、何坤益 3票、林瑞進 5票。 

          當選人為廖宇賡教授、林瑞進助理教授。 

      (二)分類生態專業群： 

          趙偉村 4票、張坤城 3票、劉建男 6票。 

          當選人為劉建男助理教授、趙偉村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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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經營專業群： 

          詹明勳 0票、黃名媛 6票、李嶸泰 5票。 

          當選人為黃名媛助理教授、李嶸泰助理教授。 

      (四)當選名單為：林金樹教授(當然委員)、廖宇賡教授、林瑞

進助理教授、劉建男助理教授、趙偉村助理教授、黃名媛助理

教授、李嶸泰助理教授。 

  六、「校外林業實務技術實習」實習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 

      108學年度本系「校外林業實務技術實習」實習委員會委員之

產生，就本系教師中推選五位，另校外專家學者推選一人。 

      (一)何坤益 4票、廖宇賡 3票、詹明勳 2票、趙偉村 2票、黃

名媛 5票、林瑞進 6票、張坤城 4票、劉建男 5票、李嶸

泰 3票。 

          當選人依得票數為：林金樹教授(當然委員)、林瑞進助理

教授、黃名媛助理教授、何坤益教授、劉建男助理教授、

張坤城助理教授。 

      (二)經推選，本系 108學年度「校外林業實務技術實習」實習

委員會之校外委員為：傅昭憲主任(林業試驗所中埔研究中

心)。 

  七、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 

      108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之產生，育林專業群 1名委員，

分類生態專業群 1名委員，經營專業群 2名委員。 

      (一)育林專業群： 

          廖宇賡 4票、何坤益 0票、林瑞進 3票。 

          當選人為廖宇賡教授。 

      (二)分類生態專業群： 

          趙偉村 2票、張坤城 0票、劉建男 5票。 

          當選人為劉建男助理教授。 

      (三)經營專業群： 

          詹明勳 0票、黃名媛 5票、李嶸泰 4票。 

          當選人為黃名媛助理教授、李嶸泰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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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推選，本系 108學年度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之校外委

員為：周恆凱副處長(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副

處長)、莊翠婷課長(嘉義林管處)。 

  八、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選舉結果： 

      廖宇賡 4票、何坤益 3票。 

      當選人依得票數為：廖宇賡教授。 

      本系 108 學年度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為林金

樹主任(當然委員)及廖宇賡教授。 

  九、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常務會議委員選舉結果： 

      廖宇賡 5票、何坤益 2票。 

      當選人依得票數為：廖宇賡教授。 

      本系 108 學年度全英碩士學位學程常務會議委員為林金樹系

主任(當然委員)及廖宇賡教授。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