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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110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11月 8日（星期一）  12時 10分 

貳、開會地點：A02-134會議室 

參、主持人：蘇主任○清                             紀錄：潘○茹 

肆、出列席人員：林○謙老師（請假）、李○勝老師、李○豪老師、夏○琪老師、
朱○德老師、陳○璋老師、林○雅老師、何○哲老師、黃○銓老師、
許○綸技士（請假） 

伍、主席報告 

1. 111學年度碩博士班推薦甄試至 11月 1日止共計 4人完成報名（預計錄取

一般生 5 人，在職生 1 人，合計 6 人），未來研究所招生尚需全系師生共

同努力。 

2. 國際處 10月 20日通知，原有 2位法國交換生申請 110-2學期至本系交換，

但因考量台灣之疫情而放棄。 

3. 110 年 10 月 19 日招生會議報告，配合各系 111 學年度至少開設一門全英

文授課（EMI）課程，111 學年度起各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

畢業前鼓勵修習全英文授課（EMI）課程。 

4. 因應疫情防疫應變措施之碩士班招生改為書審資料，書審資料包括以下項

目及占分： 

--大學及最高學歷成績 20% 

--履歷自傳 20% 

--研究計劃書 30% 

--著作或作品等相關資料 20% 

--其他經歷及服務證明 10% 

5. 110 年 10 月 19 日招生會議校長指示，各系所應因應產業需求變化，彈性

調整課程，以吸引學生就讀並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之人才。 

6. 本系辦理全國性 2021 網購 KD 組裝家具創新設計競賽，於 10 月 15 日假

木工廠辦理初選，10 月 30 日辦理決選，並將於 11 月 13 日在本系視聽教

室舉辦盛大之頒獎典禮，歡迎各位老師蒞臨指導。 

7. 本系鄭○廷同學（指導教授蘇○清）以設計產品_快「易」通，參加 2021

網購 KD 組裝家具創新設計競賽，榮獲入圍，將參與總獎金高達 5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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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選！ 

8. 本系與森林系在 10/28~10/29 假本系視聽教室，舉辦 110 年度「森林資源

永續發展研討會」，本系師生參與踴躍，共計參與教師 19 人次，學生 35

人次。 

9. 開學以來，本系申請退學、休學或轉系之學生似乎比往年多，敬請各位老

師多加照顧學生，留住學生。 

10. 國際處與本系合辦國際交流研習講座，11 月 10 日假本系視聽教室辦理，

邀請系主任蘇○清擔任主講，題目_擁抱人生 B選項，活出精采生活_越南

職場體驗實習。歡迎各位老師蒞臨指導。 

11. 本系與蘇格蘭有限公司共同辦理之_舒格蘭_嘉大盃木製茶几設計競賽（只

限本系學生參賽），已於 11 月 13 日完成評審，共計 5 組入圍（金、銀、

銅各 1件及佳作 2件），將於 12月 29日系主任時間舉行頒獎。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各學制課程預排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本校教務處 110 年 10 月 18 日開課通知，及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

作業要點（附件一，p1-4）辦理。 

二、 系辦公室依 107學年度至 110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預排 110-2各學制、

各班課表如附件二（p5-14），各教師課表業已於 11 月 3 日發送各教師

檢視。 

三、 李○勝老師申請 110-2教授休假研究，其必修課程由黃瑋銓老師支援，

選修課程停開 1學期，課程安排如附件三（p15）。 

四、 各學制各班級開課學分數、學時數統計如下表： 

學制班級 
日 

大一 

日 

大二 

日 

大三 

日 

大四 

進 

大一 

進 

大二 

進 

大三 

進 

大四 
碩一 碩二 

學分/時數 
23/ 

29 

18/ 

23 

17/ 

21 

10/ 

10 

18/ 

18 

18/ 

18 

16/ 

16 

10/ 

10 

19/ 

21 

1/ 

3 

五、 各學制、各班科目冊異動如下： 

學制/班別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說明 

進學班 3年級 創意木製品製作 蘇○清 

第 1學期調整至第 2學期開

課，增開選修課程以滿足最

低應修 15學分 

進學班 4年級 兒童玩具設計製造 劉○君 
增開選修課程以滿足最低應

修 1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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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班別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說明 

碩士班 1年級 科學論文寫作 林○謙 
第 1 學期調整至第 2 學期開

課，第 1學期教授休假研究 

碩士班 1年級 高等家具設計與製造 蘇○清 
第 1學期調整至第 2學期開

課，碩士生專題需要 

 

六、 110-2擬聘兼任教師名單及支援課程如下表： 

擬聘教師(職級) 支援課程名稱 班級 學分數/時數 

蔡○廷教授 
家具行銷（選） 進 3 2，2 

作業研究（選） 進 4 2，2 

林○宗助理教授 
木質與環境醫學概論（選） 碩 1 3，3 

森林副產物利用（選） 進 3 2，2 

劉○君講師 
產品展示（選） 進 4 2，2 

兒童玩具設計製造（選） 進 4 2，2 

七、 110-2課程預排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兼任教師擬聘名單送農學院專簽，

選修課程增列、調整開課學期數者提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 大學部 2年級增開選修課程「通用設計」，由朱○德老師授課。 

二、 調整上課教室找系辦協助調整。 

三、 其餘課程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何○哲老師 

案由：延畢生曹○○必修「木材膠合實習」可同意抵修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曹○○同學擬重複修讀「木材化學實驗」抵修「木材膠合實習」，但重複
修讀課程無法取得學分，系上是否有其他課程可同意學生抵修？ 

決議：建議學生修讀進修學士班 110-2開設之「複合材實務」選修課，可同意抵
修「木材膠合實習」。 

 

臨時動議二                                        提案人：陳○璋老師 

案由：本系大學部「專題討論」主持老師安排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由於本人退休年限將近，大學部「專題討論」必修課程長期由本人主
持，但其他老師貢獻較多，故建議系辦將所有老師掛名。 

二、 主持老師需要負責維護教學大綱、輸入成績等，是否先討論決定主持
老師人選？ 

決議：「專題討論」主持老師採彈性方式，以授課時數較不足之教師優先安排，
以滿足教師基本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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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12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