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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  紀錄 

 

壹、時間：108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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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主席報告： 

  一、教務處重要通知如附件 1，教育部重申大專校院應本公平、公

正、公開原則辧理招生，辦理招生甄試倘遭質疑應儘速查明並

主動對外說明，以強化甄試品質及審查專業性。 

  二、健康中心接獲檢舉函，抗議本院進修部學生抽菸，請向學生宣

導，本校為無菸校區(不論室內室外皆禁止吸菸)，吸菸最高罰

一萬元。 

  三、有關嘉大植物園電梯保養、汙水處理等費用，請張老師向學校

反映仍由學校支應。並請各位老師上課或辦理研討會、活動時

多多利用該場地。植物園球體玻璃裂壞數又增加，因此將再重

新估價維修費。 

  四、森林生物多樣性館 1F 大門，將請廠商維修，請師生關門時注

意輕拉輕放，並請系辦在大門張貼輕拉輕放提示語。 

  五、森林生物多樣性館演講廳後門，未來有活動請工讀生於活動結

束時，巡視是否有鎖好。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專題演講規劃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每學期至少排定 2 場專題演講，為使多數學生可以參與，

儘量排定於週三，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間自 108.9.9 至

109.1.8，若有意願邀請專家學者演講，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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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附農學院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導師制活動計畫表(附件 2)。 

決議： 

  一、由 3領域各邀請 1位專家學者演講，育林組推薦育苗採種專家

演講，已排定於 12月 4日辦理；經營組黃名媛老師原排定 11

月 12 日課程演講，是否改於周三辦理；生態組請趙偉村老師

聯繫謝長富教授或林子英教授排定演講。 

  二、演講確認時間題目後，請通知系辦，以利隨時提供最新排定時

間。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請討論本系 108學年度學士論文發表會時間。 

說明： 

  一、(一)依本系大學部「學士論文」評分及獎勵準則(附件 3)第二

點：學生在大四上學期第十六週之週一，需將在學期間從

事學士論文課程研究之紙本成果報告與電子檔，參照論文

之型式或規格撰寫成冊，按照本系規定列印裝訂一式二份，

一份繳交至系辦公室，一份繳交給指導老師。於同週擇日

辦理本系學士論文發表會，學生必須出席發表研究報告並

備詢。 

      (二)本(108-1)學期第十六週為 108 年 12 月 23 日(一)至

108 年 12 月 27 日(五)，其中 107 年 12 月 25 日(三)

已預先排定為師生座談會，請討論座談會改期或於當週擇

1 日上午或下午辦理學士論文發表會，擇定後請有課之教

師配合儘早協調調補課事宜。 

      (三)學生「學士論文」課程之紙本成果報告與電子檔，需於 108

年 12月 23日(一)繳交。 

  三、(一)依本系大學部「學士論文」評分及獎勵準則第三點第 3項：

評審團由本系所有教師依其研究領域，得邀相關領域學者

專家分組組成。 

      (二)本系 107 學年度學士論文發表會(108.1.2(三)下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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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辦理)未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參與評審。請討論 108學年

度各領域是否推薦學者專家參與評審。 

決議：暫訂於 12月 25日(三)上午 10時辦理學士論文發表會，若當

日大四該時段學生有修外系課程，將另於第 16 週擇一日停課

辦理，請當日有課之教師配合停課。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嘉大百年校慶活動，本系辦理「嘉大百年森林科學發展研討會」，

擬以本系 108學年度學士論文發表會辦理，提請討論。 

說明：今年為嘉大百年校慶，農學院各系百年校慶活動，本系除已排

定 3場演講，主任提議於 108年 10-12月間辦理「嘉大百年

森林科學發展研討會」。 

決議：建議與學士論文發表會同天辦理，由系上各教師演講。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08年必修課程審查作業外審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108.9.24EMAIL通知辦理。各系、所需

於 108年 11月 29日前將委員審查意見、意見回覆表、課程

委員會議紀錄等審查資料送至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二、必修課程教學設計審查項目：107學年度所開設必修課程為主，

由學系自行決定送審科目，以三年為一週期，完成所有必修課程

送審(外系支援課程、論文、實習課程、專題討論、專題研究除

外)。送審學制班別包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三、依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108.9.18通知(附件 4)， 

      (一)本校為落實各學系課程定期檢討評估機制，自 107學年度

起定期(每三年一期)辦理課程結構外審及專業必修課程審

查事宜。 

      (二)為利委員審查，必修課程審查請依課程結構外審手冊提供

下列三項佐證資料：1.教學內容大綱。2.嘉義大學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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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平台線上教學網頁或其他課程教材網頁或自編教材。3.

與國內外標竿(或參考)學系(所)課程內容大綱相異一覽表。 

       (三)其他授課老師補充佐證資料，建議依照審查項目摘要補充

說明或提供下列佐證資料：1.課綱設計說明。2.自編教材。

3.個人網頁。4.作業報告。 

  三、本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108.7.16)決議，

本系 107 學年度所開設必修課程送外審委員審查。外審委員

推薦依領域別，每領域推薦 1位，共推薦 3位外審委員，委員

名單於下次會議討論。 

      (一)外審委員推薦依領域別：育林組推薦宜蘭大學林世宗教授。 

                               生態組與經營組尚未推薦。 

      (二)請各領域協助聯繫委員確認審查。 

  四、檢附必修課程與標竿或參考學系教學(課程)內容大綱相異一覽

表、必修課程教學方式一覽表、必修課程審查表、必修課程審

查意見回覆說明表(附件 5)。 

  五、預計於 10 月底前送外審，請討論提供審資料時間，以利彙整

後送委員審查。 

決議： 

  一、生態組外審委員推薦中興大學曾彥學教授或屏東科技大學王志

強教授，經營組外審委員推薦顏添明教授，請各領域協助聯繫

委員確認審查。 

  二、碩士班「科學論文導讀」課程，因性質與專題討論、專題研究

課程相似，請與教務處聯繫確認是否無需送審。 

  三、請各位老師 10 月 18 日前提供外審所需資料送系辦彙整，預

計於 10月 31日前送外審。 

 

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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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自我評鑑報

告初稿及基本資料表册作業，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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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農學院推動系所學位學程品保認可作業督導小組第 4次會議

(108.9.17)紀錄(附件 6)辦理。 

      (一)10 月 15 日前完成前言(包括系所之歷史沿革、自我評鑑

過程、自我評鑑之結果)及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包

括(一)現況描述、(二)特色(三)問題與困難(四)改善策略

(五)項目一之總結電子檔mail院辦，將於 10月 22日主

管會議後開會討論。 

      (二)11月 20日前完項目二：教師與教學(略) 電子檔mail院

辦，將於 11月 26日主管會議後開會討論。 

      (三)12 月 12 日前完項目三：學生與學習(略)及結論電子檔

mail院辦，將於 12月 17日主管會議後開會討論。 

      (四)12月31日前各受訪單位自我評鑑報告初稿及基本資料表

册送農學院審議(含相關佐證資料)。 

      (五)109年 1月 10日前受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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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 院

辦，將於 109年 1月 14日主管會議後開會討論。 

  二、本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108.6.3)決議成

立工作小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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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啟動自評報告書撰寫及規劃作業。 

  三、建議 10月 9日前將相關資料送各學群工作小組老師彙整，10

月 15日前送系辦後提送院開會討論。 

  四、檢附自我評鑑報告格式(附件 7)。 

決議： 

  一、會後將 109 年自我評鑑報告格式，與前一次系所評鑑報告書

EMAIL給各位老師。108學年度第 1學期尚在進行，因此撰

寫內容以 106、107學年度為主。 

  二、評鑑報告所需提供資料，將於 LINE 群組中討論後，請各位老

師提供。 

 



6 

 

提案六：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分則，審查資料項

目調查，提請討論。 

說明： 

  一、(一)本系 108、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

成績(附件 8)：項目 1.學測成績 50％，項目 2.審查資料

20％，項目 3.面試 30％。 

      (二)本系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審查資料項目與內

容： 

          1.修課紀錄-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25％ 

          2.多元表現-I.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15％ 

          3.學習歷程自述-N.自傳(學生自述)  20％ 

          4.學習歷程自述-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20％ 

          5.其他-Q.校內外等有利審查資料  20％ 

      (三)未來甄選總成績中，資料審查成績將佔 50％，其他佔 50

％。因本系審查資料項目共 5項，教務處招生組建議提高

審查資料佔比，或減少審查資料項目，或取消面試，以減

少審查委員負擔。 

  二、檢附審查資料項目與內容：最多可選 6項，請參閱。 

選項 項目名稱 

□ (1)基本資料- A.個人資料表 

□ (2)修課紀錄-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 (3)課程學習成果-C.成果作品 

□ (4)課程學習成果-D.小論文(短文) 

□ (5)多元表現-E.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 (6)多元表現-F.社團參與證明 

□ (7)多元表現-G.學生幹部證明 

□ (8)多元表現-H.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證明 

□ (9)多元表現-I.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 (10)多元表現-J.證照證明 

□ (11)多元表現-K.社會服務證明 

□ (12)多元表現-L.數理能力檢定證明 

□ (13)多元表現-M.學習心得 

□ (14)學習歷程自述-N.自傳(學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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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學習歷程自述-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 (16)其他-P.學習檔案 

□ (17)其他-Q.(校系自行輸入限 10字) 

□ (18)R.體驗資歷(體驗學習報告及雙週誌)*僅供「青年儲蓄帳戶組」選擇使用 

決議： 

  一、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成績配比改為：

項目 1.學測成績 50％，項目 2.審查資料 25％，項目 3.面試

25％。 

  二、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審查資料項目與內容，改為： 

      (一)修課紀錄-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40％ 

      (二)學習歷程自述-N.自傳(學生自述)  30％ 

      (三)其他-Q.含英檢等其他資料  30％ 

 

提案七：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 由：SCIE資料庫期刊是否列入本院教師升等第一級期刊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依農學院 108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108.9.17)決議(附件

9)，請各系召開系務會議討論 SCIE期刊是否列入本院教師升

等第一級期刊後，將決議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同意 SCIE期刊列入本院教師升等第一級期刊。 

 

柒、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 

案 由：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要點未依升等教授及副教授職級之不同

而有所差異，不符合目前學校教師升等制度修正方向，請系教

評會以學術著作升等之參考著作論文等級及要求篇數予以重

新檢討並參考農學院其他各系之標準，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查本院升等副教授、教授規定及本院各系升等副教授、教授

規定皆有門檻區別，只有本系無門檻區別。 

   二、本系升等副教授研究部分-研究報告一篇代表著作(SCI)、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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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參考著作(SCI)，經比較本院及本院各系升等標準，本系升

等副教授、教授之研究論文比重部分偏高，甚至本系升等副教

授部分已達或高出本院部分系所之教授升等標準，影響升等教

師於教學、服務的投入時間比例。 

   三、請系教評會予以重新檢討相關要求之著作等級及所需篇數，建

議調整參考著作一篇一級及三篇三級(含)以上之期刊。此一標

準係比照農學院較嚴格之木設系及生農系之升等副教授標準。 

   四、本系助理教授職級之老師們無論校外研討會之論文獎及產學

研究計畫均表現十分亮眼，期可以農學院內公平的標準來達

到職級升等，更期盼未來可以為系上帶來招生上的優勢，並爭

取更多的產學研究計畫增加系上研究能量。 

   五、檢附連署書(附件 10) 

決 議：提系教評會討論。 

 

捌、散會：下午 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