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四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 分
二、地點：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A04B-301）
三、主持人：洪進雄主任

記錄：莊畫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一) 宣導事項：敬請各班導師於班會期間宣導避免接近野生動物，以防
狂犬病、避免接近野生禽鳥以防 H7N9、MERS 預防、登革熱預防、
性別平等、智慧財產權及交通安全宣導。
(二) 敬請各位老師將教學大綱上傳，便於學生查詢。
(三) 104 年 9 月 30 日（二）完成財產盤點並繳回盤點清冊：敬請師長把
握暑假進行盤點工作，盤點清冊上網 http://amsis.ncyu.edu.tw/ 下
載，帳號為各教師的員工編號，密碼（請洽系辦），即可登錄查
詢。財產網站已換新系統，因此敬請注意財產狀況，有異狀請立
即向保管組反應（#7141）。
(四) 農委會科技計畫申請預告：農委會每年於 11~12 月期間會通知新年
度的科技計畫申請，但經常發生接到通知時，已接近申請截止
日，造成準備不及，敬請師長注意，並提早準備。
(五) 104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新生指導老師名單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1040071

江仲鈞

黃光亮

1040072

黃竣暉

李亭頤

1040073

謝秉真

洪進雄

1040074

黃莉雅

洪進雄

1040075

洪巧霙

沈榮壽

1040076

陳銑浩

李亭頤

1040077

梁庭華

洪進雄

1040078

邱維揚

休學

1040079

林文政

黃光亮

1040080

倪國方

李亭頤

1040081

張家逢

？

1040082

吳品融

李亭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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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83

王昱翔

？

1040084

汪育詳

？

1040085

傅大薇

沈榮壽

＊請系上教師協助收研究生。
(六) 依據 104 年 7 月 14 日台灣園藝台園字第 104027 號函（已於 104 年
8 月 3 日 E-MAIL 通知）
，請各位老師於 104 年 9 月 7 日前，提供
104 年關園藝科學事業之成果 200 字以內摘要，以供台灣園藝彙集
於期刊中。（初稿敬請參閱附件一，頁 1~2）
(七) 登革熱--徹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是防治登革熱最根本的方法，平時應
落實戶內外孳生源清除，除可避免自己感染登革熱外，也能保護親
友鄰居的健康；外出時應做好防蚊措施，穿著淺色長袖衣褲、身體
裸露部位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之防蚊藥劑。如出現發燒、頭痛、後
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應儘速就醫；臨床醫師如果發
現有疑似症狀患者，請儘速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通報，以利及早偵
測病例，掌控疫情。
(八) 教育部補助「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者-有意申請教育部
補助「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者請將計畫構想書 1 式 8
份及電子檔 1 份，e-mail 院辦，主持人應經由校級或院級單位提出。
見 8 月 24 日 e-mail 通知
(九) 各系完成系學會網站建置架構，另學生互動部分建議可連結現有系
FB，見 7 月 9 日 e-mail 通知
(十) 各系研究生認輔導師作業請於 9 月 28 日前完成線上維護並列印該認
輔導師/生名單經系主任核章，送學生事務處賀小姐彙整， 見 8 月
13 日 e-mail 通知。
(十一) 9 月 30 日 1:20 農學院學生幹部座談會園藝 3 樓大視聽室
(十二) 9 月 30 日各完成 104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並將演
練成果(依附件 3，系所演練照片成果彙整表)電子檔；傳送至學
生事務處軍訓組陳三元教官彙整。E~mail:jacksion0815@
mail.ncyu.edu.tw，見 8 月 27 日 e-mail 通知。本系預定於 104
年 9 月 23 日（三）班週會下午二點二十分進行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演習，演習程序表將於 104 年 9 月 11 日前紙本發放給大學部、
碩士班各班及 E-MAIL 給全系老師。
(十三) 修正規定第 9 點：「…教學助理酬勞由本校研究生工讀助學金
及教育部相關補助支應…」；修正為：「…教學助理酬勞由本校
研究生獎助學金及教育部相關補助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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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博士班新生，實施「學術研究倫理
課程」教育。一、學生必須至指定教學平台，修讀該課程規定單
元且測驗成績及格，經下載修課證明後，作為學位考試前之必要
條件（但歷年成績表不登錄科目及成績）。本校學術倫理教育實
施要點業經 104 年 4 月 21 日教務會議通過，各系所應於學位考
試相關辦法明列規定，並宣導研究生周知。
(十五) 本校 104 學年度起日間部學士班正式實施課程模組化（學程
化），提請報告。一、本校 104 學年度起日間部學士班正式實
施課程模組化（學程化），由於學校首次辦理，且學系修業及畢
業要求與以往不同，為讓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充分了解修業規
定，敬請各學系提供修讀需知，儘早公告於學系網頁，並於新生
入學後，利用相關會議宣導周知。二、請各學系充分轉知選課輔
導教師或導師，以利協助學生規劃選課路徑，除讓學生符合學系
修業規定順利畢業外，
(十六) 本校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案，提請報告。一、本要點業經 104 年
8 月 11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二、
研究生得於每學年度上學期開學 2 週內向各系所提出申請，審查
通過者，每位研究生每個月發給 1,500 元，每學年發放 8 個月
為原則。請各系所協助宣導研究生周知
(十七) 有關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部分規定補充修正案。一、本要點業
經 104 年 8 月 11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修正
通過。二、惟因 10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討論提案一「本校
研究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案」，決議採甲案，直接發放研
究生助學金，故各學系則無相關經費配置專業課程教學助理，爰
再予修正本要點有關學系配置教學助理之相關文字。
(十八) 因應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實施，有關
教師研究計畫申請專（兼）任約用助理人員配合辦理方式。(1)
依據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處理要點訂
定，爰配合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計畫項下助理人員約用
注意事項」，據以受理研究計畫專（兼）任約用助理人員申請案。
(2)有關約用注意事項修正相關事宜，須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俟校長核定後實施。(3)為利教師研究計
畫順利推展，本校研究計畫兼任研究助理及研究計畫臨時工約用
申請案，暫僅受理約用日期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9 月
30 日止，俟約用注意事項修正行政程序完備後，研究計畫項下
助理人員約用申請案自 10 月 1 日起適用新制。4.本校研究計畫
專任研究助理及研究計畫臨時工定位為「勞動型」；研究計畫兼
任研究助理（RA）依學習與勞動之態樣，定位區分「學習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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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型」2 類，說明如下：
A.研究計畫兼任研究助理（RA）: A1.學習型 RA ,A2.勞動型 RA、
B.研究計畫專任研究助理、臨時工態樣。
A1.學習型 RA
(a)課程學習：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b)服務學習：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社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
各項輔助性服務。
(c)研究成果歸屬依據處理原則辦理。
(d)不具勞務對價之僱傭關係。
(e)依據處理原則及處理要點辦理。
A2.勞動型 RA、
(a)無關課程、論文研究，或為畢業之條件。
(b)具勞務對價之僱傭關係。
(c)依據指導原則及處理要點辦理。
(d)依相關規定主動申辦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B.研究計畫專任研究助理、臨時工態樣
具勞務對價之僱傭關係。
(a)相關規定依據處理原則及處理要點辦理。
(b)依據指導原則及處理要點辦理。
(c)依相關規定主動申辦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5)本校研究計畫項下助理人員約用申請案自10 月1 日起適用新制，學
習型RA 之約用日期可回溯自104 年8 月1 日起聘；勞動型RA 及研
究計畫臨時工則依據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4 條，辦理勞工保險
投保日期（約用日期）不得溯及既往。
(6)除專任研究助理外，原已完成研究計畫項下助理人員約用申請手
續，且約用日期至104 年10 月1 日以後者，須向研究發展處重新辦
理約用申請手續，以界定學生兼任助理係參與學習活動或提供勞務
獲取報酬，並請勞動型RA 及研究計畫臨時工依相關規定辦理勞、健
保及勞退金手續。
(十九) Floor
(二十) 104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研討與學生輔導聯席會議於104年9月11
日民雄校區大學館辦理，活動內容包含專題講座、老師心得分享、
體育表演及交流活動。
(二十一) 本系畢業1年及畢業3年畢業生流向調查系統已設置於校友
資訊網，依教育部104年8月10日來函，畢業1年流向調查需於
10月30日完成，畢業3年流向調查需於11月16日完成，請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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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協助通知100學年度及102學年度畢業生至本校首頁最下方
點選
填寫問卷。
(二十二) 本校實習農場用地：持續配合農學院擴展學生實習農場需
要，辦理土地調查撥用等事宜，近期調查蘭潭校區大門右側
臨八掌堤防道路週邊土地，共計有嘉義市八掌段及短竹段11
筆地號屬國市共同土地，面積9.03公頃，可做為學生實習農
場，俟農學院陳報實習農場規劃構想書經教育部審核通過，
本處始得據以檢具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含教育部同意函、撥
用清冊、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
使用計畫圖及校務基金財務困難證明等文件）
，陳報教育部轉
財政部層報行政院核定，相關撥用文件準備中。
(二十三) 園藝系農場管理組
1. 教室及教師休息室：原資工管右側 A20-111, A20-112及
A20-113A右側。
2. 農場：實習農場
3. 新生家長座談會：104年9月12日上午午十時。
4. 新生始業式：104年9月14日下午六時三十分。
(二十四) 台灣園藝學會
(二十五) 實驗室安全
(二十六) 農場環境
六、上次開會決議
提案一：本系 103 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略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本系 104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略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本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刪除「第四條的（三）主持產
學合作計畫累計金額達三十萬元以上者」後通過。
提案四：推薦台灣園藝學會 104 年度對園藝具有特殊貢獻和終身貢獻之
候選人，推薦李堂察老師為台灣園藝學會事業獎選拔候選人。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研究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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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104 年 8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嘉義大學研究
生助學金發放要點辦理（附件二，頁 3），原規定供參考（附
件三，頁 4）。
2.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研究生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全文
及對照表擬稿（附件四，頁 5~9）。
3. 本系其他相關法規（附件五，頁 10）及申請表（附件六，頁
11）。
決議：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研究生助學金實施要點和申請書修正後通
過（附件十五、附件十六）。
提案二
案由：
「教師績效管理制度數位化」權重，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4.8.12 研發處及 104.8.31 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七，頁
12~13）。
2. 有關規劃「教師績效管理制度數位化」評分權重，依學系針
對各類評分項目之權重予以研議並制訂，另可依照各單位學
術領域之特色、專才與發展重點，適度增列評分項目及其權
重。
3. 「教師績效管理制度數位化」權重表，如附件八（頁 14~25）
。
決議：敬請各位老師先計算自己的分數後，有需要修正者，再提出修
正權重建議。
提案三
案由：推薦本系教師 105 年特聘教授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4.8.20 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九，頁 26~27），有關本
校 105 年特聘教授聘任案請各系將推薦人選資料於 9 月底前
送達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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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如附件十（頁 28~30）。
決議：推薦五年內計畫累計金額達二千萬並擔任主持人之教授。
提案四
案由：推薦本系教職員參加本校 104 年度服務品質獎甄選，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4.8.秘書室通知辦理（附件十一，頁 31）。
2. 國立嘉義大學服務品質獎 104 年度工作計畫書如附件十二
（頁 32~35）。
決議：推薦技佐莊畫婷參加 104 年度服務品質獎個人獎甄選。
提案五
案由：福建農林大學講師鄭智彬進入本系進行學術交流，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國際處通知辦理（附件十三，頁 36~38）。
決議：洽悉。
提案六
案由：105 學年度繁星入學招生分則、個人申請人學招生分則、大學
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分則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招生名額調查，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 104.9.1 教務處招生組通知辦理（附件十四，頁 42~45）。
決議：照舊。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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