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3 年 07 月 2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00 分。

二、開會地點：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會議室(A02-134)
三、主 持 人：蘇主任文清

紀錄：張嘉杏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
1.103 學年度各班導師如下，導師之安排以有該班授課為主要考量。
未來一年，偏勞各位老師多費心。
日間部
進修部
大一
陳柏璋
大一
李安勝
大二
陳周宏
大二
蔡佺廷
大三
朱政德
大三
夏滄琪
大四
林翰謙
大四
張義雄
2.本系辦理海外家具產業暑期實習邁入第 4 年，今年原報名參加人數有 34 人，
但因 513 越南暴動之故，最後只有 11 位同學參加，已於 7 月 3 日由個人帶領
前往越南家具廠完成報到，11 位同學分別前往 7 間家具廠實習（如下表）
。為
籌措此計畫之經費，個人向教育部申請「學海築夢」計畫，獲補助約 52 萬元，
因此每位同學可獲補助約 5.2 萬元。
（進修大一劉冠妤同學出發前一天發生車
禍住院，未克前往）
公司名稱

e-mail

地址

鼎爵實業股份
謝明哲
有限公司

djben@ms95.url.com.tw

Xa Dinh Hoa, Thi Xa Thu Dau Mot, Tinh Binh

德源(晟佳)木
業公司

林清照
林燦欣

chengchiawood@vnn.vn

協楊木業公司

李天柒
伍天陸

gm@asy1988.com

LODE STAR
CO., LTD

詹木川
aining2000@yahoo.com.tw
詹郭碧
aining@gmail.com
玉

上順木業公司

呂文俊
胡助狄

振豐木業公司

負責人

越南平陽省, 土龍木市, 丁和社

Duong, VN

分配學生
王佑釗
蔡承諺

平陽省, 新淵縣, 淵興鎮第八區
Khu8

Thi Tran Uyen Hung, Huyen Tan Uyen, Tinh

劉冠妤

Binh Duong
越南同奈省邊和第二工業區 So 22 Duong 2A Kcn
Bien Hoa II Dong Nai,Vietnam
平陽省順安縣安富社 1B 邑
Ap 1B, Xa An Phu, Huyen Thuan An, Tinh Binh

Binh, Huyen Tan Uyen, Tinh Binh Duong, Viet Nam

張模堅
sales@chanfongfurniture.com
張哲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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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才博

Duong
越南平陽省新淵縣慶平社 4A Ap 4 A, Xa Khanh

yipin@sangshun.com

羅佳琪
林佑樺

Rood DT 746-Hoa Nhut Hamlet Tan Vinh Hiep
Village-Tan Uyen District Binh Duong

王俊淵
蔡瑩儒

陳伯樺

亞力山卓家具
集團(ＧＲＡＮ
Ｄ

ＡＲＴ)

林岳亮
grand_art_vn@yeah.net
經理

平陽省檳秸縣，美福一工業區，
D17 號路

莊秉融
黃羿傑

3.本系與林試所恆春研究中心共同辦理「銀合歡移除暨小徑木產品開發技術講
習暨工作坊」
，於 7/10～7/11 在墾丁社頂社區活動中心舉辦，約有部落民眾
約 40 報名參加。
4.本系與林試所及台南市政府農業局共同辦理「林木撫育管理及小徑材利用研
習會」
，7/28 在台南新化區礁坑社區舉行，約有社區學員 50 人參加。
5.下學期起擬開放木工場之使用，同學借用工廠以課程需要或專題製作為主，禁止
製作私人物品，相關辦理辦法請陳震寬技佐擬出管理辦法，8 月份之系務會議提
出討論。
6.103 學年度轉學生考試於 7/19 辦理完成，本系日間部招收大二轉學生 4 名，共
約有 11 名學生報名，預定 7/24 放榜。
7.7/16 又收到進修部應屆畢業生投書校長室，投書內容與日間部學生投訴內容大
同小異，仍為系上設計教師太少、設計課程太少、欺騙學生、誤人子弟…，煩請
各位老師對學生加強宣導本系之教育目標與學習方向。
「有關此投訴，個人做以下之答覆：
1. 更改系名後，已大幅增加設計課程，系上有關設計的課程，約有 18 門，佔總課程數之 1/3
約 34％左右，何以您認為設計課程太少？實不合理。
2. 再則，大專校院設有各類設計科系的學校過剩（約有 30 所）、重疊性高、設計科系畢業
生氾濫（97 年設計科系畢業生約只有 2 千人左右，今年已高達約 1.2 萬人）
，考慮
本系之師資結構及系所特色，短期內暫不會全面往設計方向調整，仍以木質材料
應用與加工為根基，納入設計元素，提升木質產品之附加價值，以與設計科系區
隔，避免陷入紅海競爭，未來，待現有教師退休，再衡量整體情勢發展，衡量是
否聘請設計教師。
3. 您所言「我們難道只能繼續欺騙，誤人子弟？」，我覺得您言之過重
且不應該？就讀本系前，您應有去查詢本系學些什麼?且在新生入學的新生座談會
上，主任也曾對新生簡報，讓新生瞭解本系之教育目標與學習內容等，不然，學校
每年皆有辦理轉系、轉學、雙主修及雙輔修之機制，亦開設有各種微學程，都可讓
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去學習，而且進修部的同學選修外系的課時，主任幾乎都同意
讓他們抵本系的選修課，何來欺騙之事?需要用這種語氣責罵系上？每位老師都盡
心盡力在教書，但 4 年過去了，一點感情都沒有？或許您對有些老師有偏見，但這
4 年總有良師益友吧！畢業了，回想這 4 年的同窗之誼，應該是你最值得懷念的學
生時光，您還年輕，把這股怨恨拋了吧，以謙卑的心看這世界，一切都有學習之處，
任何事物都是美好的。」

8.這學期面對同學一封又一封之投書，希望各位老師身在這條船上，對系要有認同
感，共同經營這個系，儘量不要在班上做無謂的批判（學生已有反應）
，以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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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俱傷，對老師及學生都是無法抹滅的痛。

六、 討論提案
提案一：請規劃系基礎模組、系核心模組及系專選模組，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教務處 7 月 4 日通知辦理。
二、 為透過『課程分流』概念，引導學生在校期間課程修習，分流選
擇走向學術研究訓練或專業實務應用的生涯進路。(如附件一)
三、 規劃系基礎模組、系核心模組及系專選模組
1.每一模組為 16-24 學分。
2.系基礎及核心模組即是系專業必修學分
3.系專業選修模組則請分流為學術型、實務型模組，在選修學分開課容量的 1.5
倍以內，模組數由各學系自行規劃(至少 2 個模組)，但不宜模組數太多，以致課
程切得太零碎。

四、本系初步規劃之模組化課程如附件二所示。
五、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農學院彙整。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改選 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
2. 系教評會置委員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委員由專任教
授、副教授中產生，具教授資格之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決 議：本系 103 學年度系教評委員：
王教授怡仁、陳教授周宏、林教授翰謙、蔡教授佺廷、
夏副教授滄琪、李教授安勝。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二：改選 103 學年度本系學術發展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2. 學術發展委員會置委員五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應再選出
四人組成本委員會。
決 議： 本系 103 學年度學術委員：
蔡教授佺廷、林教授翰謙、夏副教授滄琪、李副教授安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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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三：改選 103 學年度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學生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辦
理。
2. 學生事務委員會由本系五位委員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四
位由系所內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經系務會議推選擔任。
3. 本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由委員推選之。
決 議： 本系 103 學年度學生事務委員：
李副教授世豪、夏副教授滄琪、李副教授安勝、陳助理教授柏璋。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四：改選 103 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辦
理。
2. 課程規劃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由系
務會議推選教師代表四人，教師代表以各職級推選一人為原則。
3. 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及畢業生代表另行推薦。
決 議： 本系 103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
王教授怡仁、夏副教授滄琪、陳助理教授柏璋、張講師義雄。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五：本系 103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推選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辦理。
2. 本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 5 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1)本系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2)其餘委員由系教評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系務會議通
過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決 議：本系 103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 :
王教授怡仁、林教授翰謙。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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