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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四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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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班級導師推薦名單： 

日間部 

學士班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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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推廣部 

學士班 

一年級一般生 蔡智賢 

一年級公費生 江一蘆 

二年級 郭濰如 

三年級 黃光亮 

四年級 李堂察 

(五) 敦請沈榮壽老師擔任 104學年度園藝學系大學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六) 敦請黃光亮老師擔任 104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七) 敦請張栢滄老師擔任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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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園藝學系學生獎學金承辦老師。 

(九) 敦請郭濰如老師擔任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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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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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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生技學程。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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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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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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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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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目前農場及系館因颱風吹斷許多樹木，有些還在樹上，因校內工

友人力不足，已陸續整理中，請師生特別注意安全。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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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msis.nc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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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彙集於期刊中。 

(十八) 網頁更新及教師研究成果資料更新。 

 

六、上次開會決議 

提案一 本系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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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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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學系莊愷瑋教授。 

提案二 本系 104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決議：推選本系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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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選舉案。決議：推選本系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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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穎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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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選舉案。決議：本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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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院教師評鑑委員。決議：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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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3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4.7.6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一，頁 1），103學年度工

作成果報告書，紙本經單位主管核章後於 10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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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送交農學院辦。 

2. 本系 103學學年度（上及下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二

（頁 2~20）。 

決議：略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八）。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4學年度工作計畫書，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4.7.6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一，頁 1），104學年度工

作計畫書，紙本經單位主管核章後於 104年 8月 20日(四)，送

交農學院辦。 

2. 本系 104學年度工作計畫書，如附件三（頁 21~23）。 

決議：略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九）。 

 

提案三 

案由：本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4.8.13農學院通知辦理（附件四，頁 24），請各系將修

正通過之會議紀錄，修正對照表及全文電子檔於 9 月 15 日

e-mail  農學院辦。 

2. 本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全文及對照表，如附件五（頁

25~33）。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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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十）。 

 

提案四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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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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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104.7.14 台灣園藝學會台園字第 104028 號函辦理（附件

六，頁 34~35）。 

2. 受推薦參加選拔之候選人，請將推薦書、被推薦人之資料、著

作及具體優良事蹟（如附件七，頁 36~37），於 104年 9月 11

日前掛號函寄並將電子檔傳送至台灣園藝學會會務組陳葦玲

小姐 chenwl@tdais.gov.tw。  

決議：推薦李堂察老師為台灣園藝學會事業獎選拔候選人。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3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