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五學年度第十三次系務會議暨第九
次系教評會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A04B-301）
三、主持人：沈榮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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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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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全及交通安全宣導。
(二) 財產盤點預告：學校每年會在開學前通知盤點，並請各單位在 10~11 月期間
繳交盤點清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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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
登錄查詢。因財產網站已在 104 年換新系統，因此敬請注意財產狀況，
有異狀請立即向保管組反應（#7141 蕭小姐）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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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敬請老師隨時進行校務行政系統之「研究成果資料」更新。
六、上次會議決議：
（一）系務會議
提案一：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三年級校外實習課程，學生意願之實
習單位。說明…（略）
。決議：境外實習杜○薇改選國內實習機構，林
○靖與楊○平申請案准予通過；其餘國內實習機構照案通過。
提案二：審議本系專業證照獎勵申請案。說明…（略）
。決議：通過李○霈同學、
邱○融同學申請案。
提案三：審議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沈再木特聘教授紀念獎助學金申請案。說
明…（略）。決議：通過譚○丞同學、莊○記同學申請案。
提案四：審議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文樹獎助學金」申請案。說明…（略）。
決議：通過陳○函同學、鍾○祈同學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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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推薦 105 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案。決議：105 學年度本系無符合人
選，尚不推薦。
提案六：推薦 105 學年度班級優良導師。說明…（略）
。決議：推薦徐○德老師
為 105 學年度優良導師。
提案七：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班級課表暨教師授課表。說明…（略）。
決議 ：調整部分碩士班課程，餘照案通過。
（二）系教評會議
提案一：審議本系 105 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案。說明…（略）
。決議：依照人事
室建議通過。
提案二：審議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說明…（略）。決議：
照案通過。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沈榮壽老師、莊畫婷老師提案）
案由：本系大學部一年級學生申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暑期校外實習上
修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國立嘉義大學園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規則（如附件一，頁 1）：第一條
校外實習為本系大學部和進修學士班農場管理組之必修課程，本系學
生須利用暑假參加校外實習，實習時間為四週。
二、第二條依本校修課相關規定，略以：低年級上修高年級課程屬特殊加
簽案，除課程標準另有先修或擋修規定外，應依行政程序辦理加簽上
修申請，其程序須經由開課老師及系主任同意後，完成加簽程序，才
能上修。
決議：本課程係本系重要基石課程之一，本案徵得全系共識，同意申請。
提案二（沈榮壽老師、莊畫婷老師提案）
案由：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暑期校外實習變更實習機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國立嘉義大學園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規則（如附件一，頁 1）：
1.校外實習為本系大學部和進修學士班農場管理組之必修課程，本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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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須利用暑假參加校外實習，實習時間為四週。
2.學生假期校外實習，由本系或學生預先向有關公私營機關洽商，實習
機關須由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前往實習。
二、本次李○瑋同學申請變更之校外實習單位，申請動機與預期效益如附
件二（頁 2）。
三、李○瑋同學由「后羿農場」變更為「嘉義縣精緻農業協會」
，如附件三
（頁 3~9）。
實習單位: 嘉義縣精緻農業協會(第二屆「一季園主」)
單位地址: 嘉義縣太保市東勢寮 47 號
實習地點: 嘉義縣太保市 地段：後潭段下庄小段 地號：75
承辦人姓名: 周○原 (Fb: 周小原)；電話: 0923362859
決議：同意李生校外實習機關變更為嘉義縣精緻農業協會。
提案三（詹國靖老師提案）
案由：本系進俢學士班農場管理組公費生申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暑期
校外實習，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國立嘉義大學園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規則（如附件一，頁 1）：
1.校外實習為本系大學部和進修學士班農場管理組之必修課程，本系學
生須利用暑假參加校外實習，實習時間為四週。
2.學生假期校外實習，由本系或學生預先向有關公私營機關洽商，實習
機關須由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前往實習。
二、本系進修學士班農場管理組公費生，申請志願及公司資料如附件四（頁
10~1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系各項獎助學金法規新增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系「文樹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修正對照表（附件五，頁 12~14）。
二、 本系沈再木特聘教授紀念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修正對照表（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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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18）。
三、 本系專業證照獎勵辦法及修正對照表（附件七，頁 19~22）。
四、 本系周紹良先生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修正對照表（附件八，頁
23~25）。
五、 本系蘇寶同校友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修正對照表（附件九，頁 26~28）
。
六、 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及修正對照表（附件十，頁 29~30）。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十七~附件二十二）。
提案五（沈榮壽老師提案）（本案由系務會議和系教評會聯席召開）
案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
點：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會）
，由委員七人組成之…
（略）
。修正為「由委員五人組成之…（略）
」。
二、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及修正對照
表（附件十一，頁 31~34）。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本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學士班農場管組個別作業實習實施要點，
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進修學士班農場管理組個別作業實習實施要點草案（附件十二，
頁 35）。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二十三）
，檔案副知農場管理學位學程。
提案七
案由：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與轉學生招生考試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6.5.24 教務處通知，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與轉學生招生考
試科目異動調查（附件十三，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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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招生考試科目異動者，調查表須附上系務會議紀錄影本，於 106 年
6 月 30 日前回傳教務處招生組。
三、 106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碩士班甄試與轉學生招生考試簡章供參考（附
件十四，頁 36~41）。
決議： 碩士班考試招生考科減為一科「園藝學」，碩士班甄試入學不變，維持
口試與資料審查；轉學考刪減專業科目「普通化學」，僅參考普通植物
學（附件二十四~二十五）。
提案八
案由：本系 107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6.6.2 教務處通知，本招生入學管道是以具有特殊才能、經歷
或成就且符合選才條件學生之入學管道（附件十五，頁 42~44）。
二、 申請名額為內含，以招生總量名額內 5%為限。
三、 因本校為獲得特色大學計畫學校，錄取機制上需優先錄取在地學生
（戶籍或高中職學校座落雲林縣、嘉義縣市及臺南市）。
四、 本系 106 學年度特殊招生簡章供參閱（附件十六，頁 45）。
決議： 建議招生員額增為 2 名（附件二十六）。
七、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郭濰如老師）
案由：有關大學部學生修習「實務專題」相關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職為本學年度實務專題開課老師，本學期有補發表海報學生，有一名
學生尚未找指導老師，請問該如何給分？
二、 發表海報未掛指導老師姓名，是否能給分？
三、 未公開張貼海報，接受師生諮詢，如何給分？
決議：
一、 開課老師向系主任反映，由系主任介入了解，並進行學生及指導老師媒
合，再依規定辦理評分。
二、 另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第四條第四項：學生必須在園藝實務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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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開課學期之第 14-16 週（日期另訂之）
，張貼研究成果壁報，並
於本系所排定的解說時間接受師生之詢問。學生未依此項規定辦理，
園藝實務專題（II）以不及格論。由開課老師依規定評定成績登錄。
三、 未掛名指導老師發表海報，授權指導老師決定辦理。
八、散會：14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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