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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1 0 1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一、時    間：101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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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龍 

四、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 

一、 網路請購作業將於 12 月 14 日關閉網路簽證之「新增請購」，12 月 26 日全

部關閉使用，敬請各位老師注意掌握時效。 

二、 102 年碩士班推甄已於 11 月 10 日完成資料審查及口試工作，並於 15 日放

榜，本系共有陳佳駿及龔哲永錄取，其他 3位為外校生，海報宣傳招生已

有初步成效。此次考試感謝蔡佺廷老師、李安勝老師及朱政德老師之協助。 

三、 系館於 10 底完成各樓層走廊、川堂中廊圍牆及 3F 天花板之油漆粉刷工程，

敬請各位老師加強同學共同維護整潔。 

四、 本系 100 學年度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建置」榮獲全校第一名，並於 10 月 16

日校務會議接受獎牌一面。希望各位老師能多宣導學生上網建置個人學習

歷程檔案，日後對於學生之考試及就業皆有莫大助益。 

五、 本系獲學校統籌款補助 11 萬元用於改善木工場教學設備，新添購「附滑台

立軸機」及「推式萬能圓鋸機」各一台。 

六、 大二於 10 月 19～21 日假民雄松田岡農莊舉辦 3 天 2 夜露營迎新活動，共

有大一及大二學生共約 90 人參與，活動圓滿結束。本次活動感謝陳柏璋老

師及李安勝老師之協助輔導。 

七、 系學會已於 10 月底完成系學會會長之改選，由大三鄭荃懌出任會長，蕭姒

紋任副會長，其他幹部也已順利改選；此外，系學會收費狀況亦漸入佳境，

各班繳費學生已近 5 成，系學會將於近日參加全國大學校院設計杯球類競

賽，系上相關活動也緊鑼密鼓展開，全系學生已凝結一股團結的向心力。 

八、 本學期將有宋洪丁老師、王政龍老師及林占山技士退休，本系將擇期辦理

退休餐會，以感謝他們對學校及系上之付出。 

九、 進修部健康休閒學系大一羅同學於 11 月 12 日凌晨在 KTV 喝酒，因酒醉騎

乘機車車禍身亡，敬請各位老師加強宣導學生之校外生活常規。 

十、 學校鼓勵各位老師開授全英語授課課程，其授課鐘點每 1 學分以 1.5 倍

計，但總超支鐘點數仍受限制。 

十一、 102 年碩士班招生考訂於 2月 5 日，去年本系只有 6人報名，希望各位

老師能利用上課時間加強宣導。此外，本系也另外印製招生海報 500 份，

分寄全國各相關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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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2 年度第二週期系所自我評鑑，本系訂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五）進行

實地訪評，時程規劃表如下。本次訪評委員共邀請南華大學設計學院產品

創意設計學系林振陽教授、嘉太化工公司何宜煌總經理及臺灣合板輸出同

業公會何宏哲總幹事。自評相關資料將於一週前寄給各委員。各教師研究

室設立宗旨之海報，敬請各位老師裝入框架後掛於研究室門口。 

 

101 年 11 月 30 日（星期五） 
時間 內容 說明 地點 

9:00~9:30 
相互介紹、

系所簡報 

訪評人員接送 
致贈紀念品 
主管簡報 20 分鐘 
全體教師 

會議室 

第一節＿大二工業統計學

（王怡仁） 
A02-232 

第二節＿大二材料科學概

論（李世豪） 
第一、二節＿大三製漿與造

紙（杜明宏） 

A02-232 
 

A02-2331 9:30~10:30 
教學現場訪

視 

第三、四節＿大三藥用真菌

學（李世豪） 

A02-231 

10:30~11:00 
教師代表晤

談 
3 位教師（宋洪丁教授、黃

金城教授、李安勝副教授） 各教師研究室 

11:00~11:30 
學生代表晤

談 

3 位學生代表（大二班代：

游華萃、大三班代：林永祥

及大四班代：黃平淳） 

會議室 
空教室 
空實驗室 

上

午 

11:30~13:00 午餐及休息 備便當 會議室 
13:00~13:30 資料檢閱 資料陳列 會議室 下

午 

13:30~14:30 
教學設施參

訪 

木材力學實驗室（王怡仁） 
機能材料實驗室（林翰謙） 
檔案維護室（夏滄琪） 
木材塗裝室（黃金城） 
創意設計室（李安勝） 
木材化學實驗室（杜明宏） 
組合材實驗室(宋洪丁) 
CNC 實驗室（蘇文清） 
木材利用工廠（蘇文清） 
（依 3 位委員之選擇或系上

安排） 
 
 
 

各實驗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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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30 
畢業系友晤

談 
3 位畢業系友（黃文正、彭

嘉文、黃冠雅） 
會議室 

研究生研究室 

14:30~15:30 

評鑑委員訪

評意見彙整

並提出「實

地訪評待釐

清問題」交

系所 

訪評委員 會議室 

15:30~16:30 

系所對「實

地訪評待釐

清問題」之

說明 

全體教師 會議室 

16:30 離校 備餐盒 訪評人員接送 

＊：當日安排 3位現場服務同學（穿著正式服裝）。 

六、 業務報告 

七、討論提案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一、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部分條文及升等評分表修正案，提請審 

        議。 
 
說  明： 

1. 依本校嘉大人字第 1010024719 號函及配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

辦法修正案辦理。 
2. 檢附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3. 檢附本系教師升等評分表，修正部分在”註”第 4 點。 
4. 本案經系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送農學院彙辦。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二：農學院推薦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國科會獎勵特殊優秀人才計畫審查標

準修正意見案，提請討論。  
 
說  明： 

1. 依農學院 101 年 11 月 5 日，通知辦理。 
2. 檢附相關審查標準意見表、評分表、推薦表等。 
3. 本案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農學院彙辦。 

 

決  議： 無修正意見。 



 4

      （提案人：系辦公室） 

案由三：本系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部份課程授課教師調整案，提請討論。  
 
說  明： 

1. 本系宋洪丁教授於 102 年 2 月 1 日屆齡退休，陳周宏教授 101 學年度

第 2 學期教授休假研究，部份課程之授課教師宜調整。 
2. 宋洪丁教授部分：  
   (1)第 2 學期：木質複合材料(進修部大三、2 節)、木質複合材料實習(進  
                修部大三、2 節)，擬由陳柏璋老師接任。 
    (2)第 1 學期：木質複合材料(日間部大三、2 節)、木質複合材料實習  
                 (日間部大三、3 節)擬由陳柏璋老師接任。 
    (3)第 1 學期：高等木質材料學(碩二、2 節、英語授課)擬停開，宜由 
                 有碩士班學生之老師開設新課程。 
    (4)第 1 學期：林產專業英文(日間部大三、2 節)擬停開或由其他老師 
                 接任。 
    (5)其他選修課第 2 學期如日間部大三品質管理及進修部大四工業管 
       理學，擬停開或由其他老師接任。 
3. 陳周宏教授部分：專題研究(碩二、3 節)擬由朱政德老師接任。 
4. 合開碩士班全英課程”Wood and Wood-based Materials for Architects”擬

由留美王怡仁教授、李世豪副教授及李安勝副教授各負擔 6 週，課程

內容由 3 位老師自訂，順序擬為王怡仁教授→李安勝副教授→李世豪

副教授。 
 

決  議：  

   1.第 1 學期木質複合材料(日間部大三、2 節)木質複合材料實習(日間部 

     大三、3節)由陳柏璋老師接任。 

   2.第 2 學期木質複合材料(進修部大三、2 節)木質複合材料實習(進修部 

     大三、2節) 由李世豪老師接任。 

   3.碩士班合開之全英課程，由王怡仁教授 7 週(含第 1 週及期中、末 

     考週)、蘇文清教授 2 週、李安勝副教授 4 週、李世豪副教授 5週。 

八、臨時動議 
    （提案人：杜明宏） 

案由一：請宋洪丁教授於退休後兼任本系選修課程。  
 

決  議：通過，依學校規定簽呈。  

 
九、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