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103 學年度第二次系教評會暨第二次
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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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洪主任進雄

記錄：莊畫婷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1. 本系招生現況:
(1) 學校招生概況:
i.

日間部碩士班招生報到率:101 學年度為 88.9%，102 學年度為
84.84%，103 學年度為 75.64%，全校缺額 180 人。

ii.

日間部博士班招生報到率:101 學年度為 97.56%，102 學年度為
90.24%，103 學年度為 97.56%，全校缺額 1 人。

iii.

依教育部規定，各學制新生註冊率連續 3 年未達 70%，調整其招生
名額為前一學年 70%-90%。

(2) 園藝系招生概況:
i.

大學部報到率：繁星加上指考(44 人)之報到率為 97.78%，加上外加
人數(2 人)共 46 人。

ii.

大學部最低錄取級分：101 學年度為 56 級分，102 學年度為 56 級分，
103 學年度為 58 級分。農學院低於獸醫系(69 級分)、動物科學系(61
級分)及農藝系(60 級分) 。

iii.

大學部最低錄取成績：102 學年度為 419.85 分，103 學年度為 382.5
級分，下降 37.35 分。

iv.

大學部填本校園藝系之意願：99 學年度為 1073 人，100 學年度為 1120
人，101 學年度為 1123 人，102 學年度為 882 人，103 學年度為 630
人。

v.

碩士班報到率：碩士班報到率 60%，本系缺額有 6 人，農學院除了
農藝系外均低於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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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普考(國家考試)：恭禧本系二位校友黃脩涵及楊喬雯考上 103 年度高考。
3. 專題演講:103 年度預定邀請下列人選蒞校演講: 石信德、溫英杰、陳右人、
林彬等。另外亦邀請傑出校友蒞校演講: 待安排，想包括創業、高普考、
升學及出國等方面，擬利用班會或系主任時間。請系上老師推薦合適的專
題演講人選。
4. 農場環境維護：由於農場工讀生經費及人力有限，請農場實習或其他相關
實習課老師協助農場環境維護。
5. 系館安全: (1)擬向學校申請統籌款設置電動鐵門及鐵門，晚上十點以後及
假日則以鑰匙出入系館，唯中央門、農藝系樓梯門及園藝樓梯間是採用電
動門或鑰匙門，麻煩諸位老師決定; 另外學生活動對系館之使用需求請向
系辦公室申請。(2) 上課後門窗及冷氣、日光燈管理，請班上幹部協助。
6. 今(103)年校慶為 11 月 1 日，校慶校園佈置請劉黃老師及李亭頤老師協助
相關事宜，亦請其他有實習課老師協助支援各班人力。
7. 104 學年本校各項招生日期:
(1) 碩士班推薦甄選：103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 。
(2) 碩士班招生：104 年 02 月 04 日(星期三) 。
(3)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日：104 年 04 月 11 日(星期六)。
(4) 博士班招生：104 年 05 月 16 日(星期六) 。
(5) 轉學生招生考試：104 年 07 月 18 日(星期六) 。
8. 本校現有僑生、大陸交換生及外籍生，請各班級導師及同學協助照顧這些
同學(附件一，頁 1-4)。
9. 提供本系相關組織名單、導師名單、全系課程表供參考(附件二，頁 5-7)。
10. 敬請老師鼓勵各研究同學參加 103 年台灣園藝學會口頭發表。
11. 請各位老師上網填寫 103 學年第一學期課程教學大綱。
12. 本系已於 103.9.19（五）將「財產動產盤點清冊、非消耗品盤點清冊」放
至各位師長在系辦的信箱，敬請各位師長完成盤點後，在清冊每頁下方使
用人處簽名，並於 103.10.29（三）繳回系辦，以彙整造冊後，送回保管組。
13. 請各位老師進入校務行政系統更新個人的網頁及研究成果資料。
14.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年第學期日間及進修部導師制活動計畫表，請各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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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參考(附件三，頁 8-9)。
15. 今年 10 月以後國內出差要使用校務行政系統申請，提醒各位老師。
16. 本校 103 學年度「傑出研究教師獎勵」及「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自即日
起至 103 年 10 月 31 日（五）止受理申請，詳見 9/22 E-mail。
17. 為使本校教師升等作業更趨完善，研擬修正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
分標準表中之「服務」評審項目，請各學院彙整所屬系、所意見並研議後，
依本校歷次強化產學合作之升等法規研議小組會議決議辦理。評審項目
「教學」
、
「服務」各改以 100 分為滿分計算，服務成績評審項目除「行政
服務」
、
「輔導服務」
、
「專業服務」分項外，擬新增「行政配合」分項，為
使「服務」成績評審項目之評審內容與標準更明確化，爰請各系(所、中心）
提供「服務」項目新增之「行政配合」分項具體評審內容建議（請參考修
正草案意見表範例）。又如對本校現行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有關
服務評審項目之「行政服務」
、
「輔導服務」及「專業服務」分項之評審內
容與標準有增修建議亦請各系(所、中心)提供建議後，由學院統一彙整並
研議後，送本校人事室，俾憑彙整後提本校強化產學合作之升等法規研議
小組會議討論。
（詳見 10/2E-mail）
18. 103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新生指導老師名單
指導老師

1030071

姓名
余文章(102-2 提前入學)

1030072

郭威廷(102-2 提前入學)

黃光亮

1030073

彭大昌

洪進雄

1030074

陳冠宇

徐善德

1030075

林詠翔

李堂察

1030076

林晉成

張栢滄

1030077

邱唯瑄

徐善德

1030078

王盈傑

休學

1030079

劉名純

洪進雄

1030080

陳祈佑

休學

1030081

蔡尚廷

休學

學號

退學

19. 本系榮獲 2012、2013 年度產出績效排序評鑑全校第 3 名，獲得 30 萬元資本
門設備獎勵金，需於 103 年度關帳前檢據核銷完畢(附件四，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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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案一：本系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本系 103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修正案，照案通過，惟農學院教師聘任
及升等審查要點第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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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選本系 103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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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選本系 103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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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選本系 103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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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選本系 103 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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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103 學年度院教師評鑑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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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續聘呂明雄名譽教授為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案，照案通過。
提案十：合聘景觀學系曾碩文老師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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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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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提案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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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追認案，同意鄭凱元同學就讀本系進修部二年級。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02 年第一學期園藝系洪進雄教授休假報告案，提請討論。(提案人: 洪
進雄教授)
說明：
1. 本系洪進雄教授於 101 年第二學期及 102 年第二學期向學校申請教
授休假研究，以「中國大陸菇類產業研析」為休假研究之議題。
2. 102 年第一學期洪進雄教授接本系「代理系主任」一職，並於第一學
期末向學校申請放棄 102 年第二學期休假，並接本系「系主任」一
職。
3. 101 年第二學期休假期間(102.02.01-102.07.31) 之休假研究報告「中
國大陸菇類產業研析」，如附件五（敬請傳閱紙本報告）。
4. 由黃光亮委員主持。
決議：研究報告內容充實，照案通過，提送農學院。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徵聘具園藝相關專長之專案助理教授或專
任助理教授以上 1 名專任教師(以果樹學專長為優先)，提請討論。(提
案人: 系主任洪進雄教授)。
說明：
1. 本系因紀海珊副教授及陳士畧講師於 102 年 8 月 1 日退休， 102 年
7 月 30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決議，併同考量二位老
師退休，而需增聘專任教師 2 名。102 學年第 2 學期擬聘專任副教
授及助理教授各一名(果樹及造園)，所有果樹應徵者均未符合本系之
需求及要求，僅聘得具造園景觀專長之助理教授李亭碩博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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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徵詢國內試驗機構之具有果樹專長且有博士學位之專業人才，
對本系專任副教授職缺乏投遞意願，由於這些人均具為主管身份，
因此不考慮異動。
2. 目前依照學校員額規定，本系有仍有一位教師缺額待聘，尤其對果
樹專長專任老師的需求有非常的迫切性。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
專任助理教授之應聘條件除了「國內園藝博士，以果樹學專長為優
先」外，另外需具備有需具「二年的教學經驗」
，因此在 5 位申請者
中僅台灣大學園藝系李國譚助理教授通過本校教評會三級四審之要
求。唯李國譚助理教授亦因個人生涯規劃，而放棄報到。
3. 本系針對 102 年上半度大學院校通識教育評鑑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報告書，考量目前國內外具園藝專長之可能人選、及本系
之永續發展需求、師資員額及師資結構(本系有日間部、進修部及研
究所，而且僅有十位教師)，因此師資員額及師資專長結構亟待調整。
4. 果樹部分而在 102 學年第 2 學期及 103 學年第 1 學期在排課及研究
生指導上，已出現青黃不接之問題，而 103 學年第 1 學期由呂明雄
名譽教授協助部分課程。
5. 為因應上述困境及情況，本系需積極徵聘一位專案助理教授或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園藝專長，以果樹為優先)，解決 103 學年第二
學期檢討現況並啟動兼任老師聘用機制，以解決 103 年第二學期課
程安排之燃眉之急。本系對新聘教師的實際做法可能是要「先求有，
再求好」
，因此，以「園藝相關專長之專案助理教授或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 1 名教師(以果樹學專長為優先)」為目標。
6. 未來新聘教師需協助擔任本系之相關課程，如「果樹各論」、「常綠
果樹」
、「落葉果樹」
、「專題討論」、「果樹學」
、「果樹實習」
、「果園
管理」
、「園藝作物營養診斷」
、「植體分析」
、「園藝場實習」、「校外
實習」
、「論文寫作」等。
7. 國立嘉義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事(中英文)，如附
件六（頁 11-12）。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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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有關 102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後續作業，
本系所評鑑之改善方案及策略(初稿部分)， 提請討論。(提案人: 系主
任洪進雄教授)
說明：
1. 為推動評鑑後續作業，研訂「本校 102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
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作業時程管制表」
（附件七，頁 13）
與「本校 102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
蹤評鑑作業流程圖」
（附件八，頁 14）。
2. 系級自我改善小組：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系所內部所有專任教師
為成員；任務為依據評鑑認可結果與實地訪評報告書建議事項，提
出系所自我改善計畫與進行自我評鑑。。
3. 本系執行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執行改善工作小組之分工(102 學年度
第 7 次系務會議)
小組執行人
徐善德
沈榮壽
黃光亮
郭濰如
洪進雄
李亭頤
李堂察
張栢滄
蔡智賢
劉黃碧圓
洪進雄
莊畫婷

職稱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
講師
教授
助理教授
教授
助理教授
教授
講師
教授
技佐

工作屬性
負責系所目標、核心能力與負責課程設計，含系所
現況、特色、問題與困難、改善策略撰寫
負責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洪進雄為召集人，負責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撰寫
負責學術與專業表現撰寫
負責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後改善機制撰寫
負責評鑑佐證資料及參考文件蒐集、重整

4. 依照本校評鑑結果，本系被列為「通過」，但執行成果仍需繳紙本 2
份、電子檔 1 份【範例(附件共同、附件 A-1)、封面(附件 A-2)、格
式(附件 A-3)】送校備查。
5. 各受評單位皆應撰寫「議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
，以做為後續追蹤
改善情形之依據，撰寫方式應依實地訪評報告書之(三)建議事項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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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於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並附相關佐證資料，且建議事項如為
共同部分，則各班制皆須逐項回應；如屬特定班制之建議事項，則
應針對該班制之改善情形撰寫，請詳參範例說明。
6. 本系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附件九，頁 15-34）
決議：需再修正及補充佐證資料，下次會議再討論。
提案四
案由：農學院期刊等級建議表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3.9.16 農學院 E-mail 通知辦理。
2. 農學院期刊等級建議表（如附件十，頁 35）
，並請請檢附系教評會議
通過之會議紀錄、建議之期刊最近出版品一本、若是電子期刊請提
供該期刊封面及 author guideline（如紙本資料）。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十三），提送農學院。

提案五
案由：103 年度第 2 期教學訓輔經費分配案及 30 萬元資本門獎勵金分配案，
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農學院 103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2 期分配本系之總經費為 593,045
元，其中經常門為 415,132 元，資本門為 177,913 元，資本門加上 30
萬獎勵金，共有 477,913 元資本門經費（附件十一，頁 36）。
2. 本系 103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2 期（103 會計年度 8-12 月）分配擬
案，如附件十二（頁 37）。
3. 檢附本系教師指導碩士生（附件十三，頁 38-39）及園藝實務專題生
（附件十四，頁 40-42）名冊。
4. 資本門經費敬請於本（103）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前完成相關採
購作業，逾期未執行完畢者，相關經費將予收回由學校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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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十四~二十六。
提案六
案由：審議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委託辦理學生獎學金申請案，提請
討論。(提案人: 劉黃碧圓老師)
說明：
1. 依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 103 農社福郁字第 1030065 號函辦
理，需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前函復。
2. 檢附學生申請名冊暨初評選結果，擬入選者有大學部二年級劉佳鑫、三年
級黃雅鈴和進修部三年級王慈均等三位同學，如附件十五（紙本傳閱）
。
決議：經討論後，通過大學部二年級劉佳鑫、三年級黃雅鈴和進修部三年級王慈
均等三位同學之申請案。
提案七
案由：審議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文樹獎助學金」申請案，提請討論。(提
案人: 劉黃碧圓老師)
說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文樹獎助學金」申請辦法辦理。
2. 檢附學生申請名冊暨初評結果，擬入選者有大學部四年級郭佳綺和
進修部三年級蘇詠翔等二位同學，如附件十六（紙本傳閱）。
決議：經討論後，通過大學部四年級郭佳綺和進修部三年級蘇詠翔等二位同
學之申請案。
提案八
案由：審議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周紹良先生清寒獎助學金申請案，提請討
論。(提案人: 劉黃碧圓老師)
說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周紹良先生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辦理。
2. 檢附學生申請名冊暨初評結果，擬入選者有大學部三年級黃妙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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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華娟等二位同學，如附件十七（紙本傳閱）。
決議：經討論後，通過大學部三年級黃妙蓮和鄭華娟等二位同學之申請案。
提案九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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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請討論。(提案人: 劉黃碧圓老師)
說明：
1.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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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辦
理。
2. 檢附學生申請名冊暨初評結果，擬入選者有大學部四年級葉馨、李
岱耘和碩士班郭亮足等三位同學，如附件十八（紙本傳閱）。
決議：經討論後，通過大學部四年級葉馨和碩士班郭亮足等二位同學之申請
案。

提案十
案由：審議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專業證照獎勵申請案，提請討論。(提案人:
劉黃碧圓老師)
說明：
1. 依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專業證照獎勵辦法辦理。
2. 檢附 11 位學生申請名冊，如附件十九（紙本傳閱）。
決議：經討論後，通過 11 位同學之申請案。
提案十一
案由：10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配合再提供第二階段招生
名額，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3.10.1 招生組通知辦理，本校第二階段調查被選定之學系，
如附件二十（頁 43-44），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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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所列學系，敬請考量後惠予填寫第二階段招生名額調查表（附件
二十一，頁 45），並於 103.10.6 前回傳教務處招生組。
決議：全數不同意。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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