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三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暨
第一次系教評會暨第一次系學術發展委員會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0 分
二、地點：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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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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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宣導。
(二) 敬請各位師長將教學大綱上傳，便於學生查詢。
(三) 103 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
一年級
日間部
學士班

張栢滄
李亭頤

二年級

徐善德

三年級

沈榮壽

四年級

劉黃碧圓

(四) 103 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推廣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
一年級

蔡智賢

進修推廣部

二年級

郭濰如

學士班

三年級

黃光亮

四年級

李堂察

(五) 敦請沈榮壽老師擔任 103 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六) 敦請黃光亮老師擔任 103 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推廣部系學會指導老
師。
(七) 敦請張栢滄老師擔任 103 學年度園藝學系園藝場管理老師。
(八) 敦請劉黃碧圓老師擔任 103 學年度園藝學系學生獎學金承辦老師。

1

(九) 敦請郭濰如老師擔任 103 學年度校外實習指導老師。
(十) 敦請劉黃碧圓老師擔任園藝學系「園藝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教育
規劃與推動」之負責老師。
(十一) 敦請李亭頤老師擔任園藝學系「造園景觀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
教育規劃與推動」之負責老師。
(十二) 敦請沈榮壽老師負責執行本校「教學卓越計畫」項下「整合性農
業技術人才培育計畫」之蘭花生技學程。
(十三) 敦請莊畫婷技佐協助系友會業務。
(十四) 財產盤點預告：學校每年會在開學前通知盤點，並要求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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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上
網
下
載
http://140.130.82.24/IndexPassword.htm ，帳號為各教師的員工編
號，密碼欄不用填，即可登錄查詢。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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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103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新生指導老師名單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1030071

余文章(102-2 提前入學)

1030072

郭威廷(102-2 提前入學)

1030073

彭大昌

1030074

陳冠宇

1030075

林詠翔

1030076

林晉成

1030077

邱唯瑄

1030078

王盈傑

1030079

劉名純

1030080

陳祈佑

1030081

蔡尚廷

黃光亮

＊請系上教師協助增收研究生。
(十七) 依 103 年 6 月 24 日本校行政座談決議及 7 月 25 日 e-mail 通知「請
各學院於暑假結束前籌備規劃二天一夜（至少一天或一天半）活
動，辦理針對其他五學院教師的自主學習研討會，研習內容對該
學院而言可能是基本知識，但透過深入淺出的介紹可供其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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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習，研討會可為動態或靜態，目前採鼓勵 措施，每位教
師至少參加二場其他學院辦理之活動，以利推動教師自主學習及
增加院際間相互學習的機會。」。農學院訂於 103 年 9 月 2 日舉
辦「特色分享教師自主學習研習會」，敬請全體教師，踴躍報名
參加。
(十八) 目前農場及系館經常發現蛇群及虎頭蜂窩，請進出農場之師生特
別要注意安全。
(十九) 學校針對本系六樓系館漏水問題將利用暑假期間進行整修，唯加
工室因上課空間問題無法立即遷移，僅張栢滄老師網室部分進行
拆除及六樓空地地面重整。
(二十) 本系 103 學年第 1 學期的重點工作有(1) 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進
行演講(2) 課程之分流及模組化(3) 實習農場環境整理及美綠
化(4) 加強校外專業實習(5) 與校友會、校友之聯繫。
(二十一) 顏永福的財產清單是否由系上轉移給顏主任。
(二十二) 本系開學前擬辦理教師聯誼活動，以增進教師間聯繫與互動
（洪進雄老師補充）。
(二十三) 積極關切造園乙級檢定實習場建置，若景觀學系沒有積極作
為，希望可以由本系積極爭取，成為全國第一個設立造園乙級
檢定實習場單位，以爭取國家補助與知名度之先機（沈榮壽老
師、徐善德老師補充）。
(二十四) 課程的重整與規劃，建議可先成立分群小組（例如果樹組），
由各小組與主任討論規劃，各組架構好後再開會討論，以利課
程規劃的進行（徐善德老師補充）。
(二十五)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教師案原訂增李國譚老師為本系專任
助 理教授，而李國譚教授因個人生涯規劃問題而未來報到，
而果樹教師仍然面臨是否採用兼任或專案助理教授並相關問
題，本系也面臨師資員額不足之問題亦影響本系之排課及教學
問題(如附 1)。
(二十六) 清查本系近 10 年的選修課程，其中選修課程在過去無法正常
開課的課程(如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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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提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3.6.30 農學院通知辦理，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工作成果
報告書，紙本經單位主管核章後於 103 年 9 月 15 日(一)，送交
院辦（附件一，敬請參閱電子檔）。
2. 本系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二
（頁 1-12）
。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十六）。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3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提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3.6.30 農學院通知辦理，103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紙本
經單位主管核章後於 103 年 9 月 15 日(一)，送交院辦（附件三，
敬請參閱電子檔）。
2. 本系 103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附件四，頁 13-17）。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十七）。
提案三
案由：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3.7.22 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五，敬請參閱電子檔）。
2. 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部分條文修正經院教評會
議審議通過，修正條文全文及對照表，如附件六（頁 18-36），
請各系配合修正，並於 9 月 15 日前經系會議通過將修正對
照表及全文電子檔 e-mail 院辦，以便召開院務會議審議。
3. 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修正全文及對照表，如附件七
一（頁 37-54）。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十八），惟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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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教師借調本「院」
，是否為「校」
，需再確認。本系教
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第十五條教師借調本「校」之字，請確
認，若第二條及第十五條並兼任內容有誤時一併修正，並向農
學院及校教評會反應。
提案四
案由：改選本系 103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附件八，敬請參閱電子
檔）。
2.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委員五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一
人。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本系專
任教授、副教授推選之，但具教授資格委員應佔全體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且副教授不得執行對教授資格之評審。
3. 本系推選之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徐善德
副教授 (當然委員)，李堂察教授、蔡智賢教授、黃光亮教授與
洪進雄教授等五位，候補委員為林金樹教授。
4. 本系推選之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洪進雄
教授 (當然委員)，李堂察教授、蔡智賢教授、黃光亮教授與林
金樹教授等五位，候補委員為徐善德副教授。
決議：本系推選之 103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為洪進雄教授 (當然
委員)，李堂察教授、蔡智賢教授、黃光亮教授與沈榮壽副教授
等五位，候補委員為徐善德副教授。
提案五
案由：改選本系 103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附件九，敬請參閱電子
檔）。
2. 學術發展委員會置委員五人，其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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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任務編組之組織，主要任務為處理系上有關學術研究、交流
及招生等工作。
3. 本系 102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為洪進雄老師、徐善德老
師、蔡智賢老師、黃光亮老師、張栢滄老師等五位。
決議：本系 103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為洪進雄老師、徐善德老
師、黃光亮老師、張栢滄老師、李亭頤老師等五位。
提案六
案由：改選本系 103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辦理（附件十，敬請參閱電子
檔）。
2. 課程規劃委員會置委員九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
另由系務會議推選教師代表四人，並聘請校友代表一人、業界
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一人及校外學者專家一人擔任之，任期為
一年，連選得連任。
3. 本系 102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為洪進雄老師 (當然委員)、蔡智
賢老師、沈榮壽老師、徐善德老師、張栢滄老師、校外學者專
家王仕賢博士、校友代表李勇毅博士、業界代表張師竹總經
理、學生代表林新力同學(由現任學會會長擔任，學生代表為園
藝系學會會長，改選後則由新會長李威震同學擔任)等九位。
決議：本系 103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為洪進雄老師 (當然委員)、蔡智賢
老師、沈榮壽老師、徐善德老師、張栢滄老師、校外學者專家王
仕賢博士、校友代表李勇毅博士、業界代表蕈優農場方世文總經
理、學生代表李威震同學(由現任學會會長擔任，學生代表為園藝
系學會會長，改選後則由新會長擔任)等九位。
提案七
案由：改選本系 103 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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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附件十一，敬
請參閱電子檔）第五點「本系應於每學年開始時，組成教師評
鑑委員會，負責該學年度系內教師之評鑑工作。
2. 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1)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2)本系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
(3)其餘委員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
任，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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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系 102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為洪進雄老師(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李堂察老師(校內外專任教授當然委員)、徐善德老師
(校內傑出人士)、沈榮壽老師 (校內傑出人士)、台灣大學黃
鵬林教授(校外傑出人士)、中興大學宋妤教授(校外傑出人
士)、屏東科技大學柯立祥教授(校外傑出人士)。
決議：本系 103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為洪進雄老師(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李堂察老師(校內外專任教授當然委員)、徐善德老師(校內
傑出人士)、沈榮壽老師 (校內傑出人士)、台灣大學張育森教
授(校外傑出人士)、中興大學宋妤教授(校外傑出人士)、屏東科
技大學柯立祥名譽教授(校外傑出人士)。
提案八
案由：推薦 103 學年度院教師評鑑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第五條第二
項：各系（所）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附件
十二，敬請參閱電子檔）。
2. 102 學年度本系推薦屏東科技大學柯立祥教授為院教師評鑑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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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03 學年度本系推薦屏東科技大學柯立祥名譽教授為院教師評
鑑委員。
提案九
案由：擬續聘呂明雄名譽教授為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案，提
請審議。
說明：
1. 本系果樹課程因長期師資不足，無法開成該專長之專業課程。
而本系呂明雄教授於 102 年度通過學校審核為名譽教授，經與
呂明雄教授研商在本系開設該課程，以解決果樹課程之燃眉之
急。
2. 本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名譽教授呂明雄老師為兼任教
師，與張栢滄老師合開課程為進修部三年級果樹學 2 學分，名
冊如附件十三(敬請參閱電子檔)。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
案由：合聘景觀學系曾碩文老師案，提請 審議。
說明：
1.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合聘要點第二點第四項辦理（附件十
四，敬請參閱電子檔）：校內合聘教師，無論初次合聘或繼續
合聘，應由從聘單位以書面向主聘單位提出申請，且均應經合
聘雙方之系（所）、中心教評會及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再由主
聘單位依行政程序簽會教務處、人事室陳校長核可後，提校教
評會備查。任一方欲撤回合聘，應在不影響教學情形下，配合
學期制提出。合聘期滿不繼續合聘時，該教師即歸建主聘系
（所）、中心。
2. 擬以景觀學系為主聘單位，本系為從聘單位，續合聘曾碩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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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利本系造園領域之教學。
3. 本案聘期擬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
決議：同意以景觀學系為主聘單位，本系為從聘單位，聘期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合聘曾碩文老師。
提案十一
案由：進修部進修學士班停招輔導資訊工程學系，該系鄭凱元同學申
請轉系案，提請 追認。
說明：
1.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學則（如附件十五，敬請參閱電子檔）及
103.8.1 進修推廣部簽呈辦理（如附件十六，頁 55-58）。
2. 進修部資訊工程學系鄭凱元同學(1017223)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學 1 年，復學後就讀學系已停招而無法銜接課程，因
此擬申請轉入本系進修部二年級，如附件十六（頁 58）。
3. 因該件為急件，因此系主任徵詢多數老師同意後，以追認方式
同意鄭凱元同學就讀本系進修部二年級。
決議：同意鄭凱元同學就讀本系進修部二年級。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4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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