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104 學年度第十四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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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宣導事項：敬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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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
一年級

張栢滄

日間部

二年級

徐善德

學士班

三年級

沈榮壽

四年級

李亭頤

(三) 105 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推廣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

進修推廣部
學士班

一年級

蔡智賢

二年級公費生

江一蘆

二年級一般生

李亭頤、詹國靖

三年級

郭濰如

四年級
李堂察
(四) 敦請沈榮壽老師擔任 105 學年度園藝學系大學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五) 敦請郭濰如老師擔任 105 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六) 敦請張栢滄老師擔任 105 學年度園藝學系園藝場管理老師。
(七) 敦請徐善德老師擔任 105 學年度園藝學系學生獎學金承辦老師。
(八) 敦請郭濰如老師擔任 105 學年度校外實習指導老師。
(九) 敦請江一蘆老師擔任園藝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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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請李亭頤老師擔任園藝學系「造園景觀丙級與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教
育規劃與推動」之負責老師。
(十一) 敦請沈榮壽老師負責執行蘭花生技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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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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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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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105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新生指導老師名單
學號

姓名
陳奕君

指導老師

陳嘉賢

沈榮壽老師

劉賀瑄
陳又菱
陳韋綸
陳永華
魏君燕
陳 雅
賴昱廷
俞建宇
顏嘉慧
蔡易霖
江芷緣
李偉誠
1050061(提前入學)

張智源

＊請系上教師協助收研究生。
(十五) 敬請老師隨時進行「研究成果資料」更新。
六、上次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系 105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決議：本系推選之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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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榮壽教授與徐善德教授等五位，候補委員為黃光亮教授、
農藝學系莊愷瑋教授
提案二：本系 105 學年度系招生策略推動與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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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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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本系 105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選舉案。決議：本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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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代表太陽生鮮蔡易成總經理、學生代表蔡志勇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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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本系 105 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決議：本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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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推薦 105 學年度院教師評鑑委員。決議：本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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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推薦 105 學年度校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候選人。決議： 知悉照辦。
提案七：107 學年度農學院申請碩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增設案，本系是否參與
籌備工作。決議：同意參與。
提案八（黃竣暉同學）
：本校景觀學系碩士班課程承認為本系碩士班課程專業
選修學分案。決議：送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研議。
提案九：審議本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業證照獎勵申請案。決議： 同意通
過。
臨時提案一（蔡智賢老師）：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說
明：…(略)，委員五人修正為七人。決議： 同意通過。
臨時提案二（蔡智賢老師）：本系與景觀學系合併教師案。說明：…(略)，是
否考量停聘。決議：緩議。
臨時提案三（黃光亮老師）
：實務專題以收學生之老師為開課教師。說明：實
務專題課程以收學生之老師為開課教師，並由開課教師輪流打分數。決議： 同
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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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四（洪進雄老師）：新進教師空間。說明：…(略)，暫緩退休教授休
息室設置，優先讓新進教師有獨立研究空間可使用。決議：同意通過。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4 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5.6.4 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一，頁 1~頁 4），104 學年度工
作成果報告書，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於 105 年 7 月 25 日(一)前，送交
農學院辦公室。
二、 本系 104 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二（頁 5~頁 9）。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四，頁 13~頁 17），提送農學院。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5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5.6.4 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一，頁 1~頁 4），105 學年度工
作計畫書，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於 105 年 7 月 25 日(一)前，送交農學
院辦公室。
二、 本系 105 學年度工作計畫書，如附件三（頁 10~頁 12）。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五，頁 18~頁 20），提送農學院。
八、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郭濰如老師提案）
案由：終止本系大學部二年級學生邱鈺淇在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義竹工作站
之暑期校外實習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邱鈺淇(學號 1034874)申請自 105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在台南區
農業改良場義竹工作站進行暑期校外實習，經 105.5.11 農南改人字
第 1053002140 號函復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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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人於 105.7.12 接獲該場人事室 E-mail，告知「因為邱鈺淇未能遵
守實習服勤規定，可能必須中斷實習」，經電話聯繫，對方希有本
校發文作為依據。
三、 本人於 105.7.18(一)上午 11:30 電話聯繫上邱鈺淇，其仍未到實習場
所，追問原由，邱員未作答辯。
四、 建議發文同意終止邱鈺淇在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義竹工作站之校外
實習，並函知其家長。
五、 附件：
(一) 105.7.12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人事室 E-mail。
(二) 暑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影本)。
(三) 暑期校外實習終止通知書(草稿)。
(四) 函送台南區農業改良場之終止邱鈺淇暑期校外實習文稿。
決議：同意終止本系大學部二年級學生邱鈺淇在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義竹工
作站之暑期校外實習，並通知家長及函復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九、散會：1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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