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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一○五學年度第十二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19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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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委託本系辦理學生獎學

金，入選同學有大學部二年級黃立言同學、大學部二年級白哲瑜同學、進修

學士班三年級蔡錦葉同學入選。於 106年 4月 13日函(嘉大園字第 1069001442

號)送相關紙本資料給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並與該單位之承辦人員

確認已收到。 

2.本系碩二劉名純同學通過「106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中等學校類科」。 

3.106年 4月 10日邀請 TOGA秘書長曾俊弼，於進修部系週會以「台灣蘭花的

世界版圖」專題演講獲得同學不錯回響。 

4.106 年 4 月 26 日大學部班週會時間，邀請廖玉琬博士專題演請，以「從北市

鄰里公園看景觀規劃實務」為主題，邀請系上師長蒞臨指教。 

5.本系沈榮壽老師義務協助信義基金會於台南市新營區姑爺社區規劃設計社區

鄰里公園落成，獲媒體廣為報導。 

六、上次會議決議： 

報告事項一：有關農學院「蘭花生技學程」必修課程為跨領域新開課程，不應

列入園藝學系開課容量中計算，並敦請配合修正相關法規作為法

源依據，提請報告。說明：本案已經由農學院於 106年 3月 10日

召開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蘭花生技學程第 1 次學程委員會會

議決議：蘭花生技學程不列入園藝學系開課容量中計算，並請教

務處配合修正相關法規作為法源依據，並依程序提送農學院課程

規劃委員會議審議。如…（略）。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本系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案。說明：本校 107 學年度

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案，如…（略）。本系依 106年 3月 7日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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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107學年度招生員額採 13位，

不調降。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本系「教學著作升等 Ab研究成果評分表」之修正建議。說明：…

（略）。決定：維持原議，再送農學院。 

提案一：本系 106學年度國軍退徐役官兵就讀大學校院系四年制進修部/在職專

班、進修學士班甄試招生資料調查。說明：…（略）。本系招生名額為

2名。決議：追認通過。 

提案二：本系 106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1期分配。說明：…（略）。決議：照案

通過，如附件…（略）。 

提案三：有關「教育部在地實踐聯盟 USR計畫」案。說明：…（略）。決議：

授權由系主任繼續媒合本系老師提案，若有老師提案，則於 3月 17日

中午前將計畫案送農學院彙辦。 

提案四：修正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委託辦理學生獎學金評審辦法。說

明：…（略）。決議：照案通過，如附…（略）。 

 

提案五：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及廢止「國立

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兼任學習型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論。決議：修

正後通過，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修正及修正對照表，

如附…（略）。同意廢止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兼任學習型教學助

理實施要點。 

臨時提案一（郭濰如老師提案）：本系大學部二年級校外實習課程學生可否以國

外農業相關公私立機構為校外實習單位。說明：…（略）。決議：本系

對學生申請海外校外實習持鼓勵立場，本案學生所提供之實習公司資

訊尚不足評估，為維護校外實習品質與安全保障。請學生提供實習公

司之營運資料（如資產、營業登記、公司性質等背景資料），若能提供

該實習公司之實習有關承諾或相關條文、規則等更佳。並請申請國外

實習同學於下次系務會議做 2-3分鐘補充報告。以國外公民營機構為校

外實習單位之同學，須於實習結束並在開學後，依指定日期以全開海

報展示實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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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沈榮壽老師、莊畫婷老師提案）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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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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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校外實習，大二學生正進行學生意願之實習單位調查，志願

表如附件二（頁 2~3），申請動機與預期效益如附件三（敬請傳閱紙本

資料）。 

三、截至 106年 3月 15日止有 2位同學提出赴國外實習之意願，林軒靖擬

赴德國 Röllke orchideenGbR公司實習、杜曉薇擬赴馬來西亞 MAB農

國等公司實習。經 106年 3月 15日本系 105學年度第十一次系務會議

決議：本系對學生申請海外校外實習持鼓勵立場，本案學生所提供之

實習公司資訊尚不足評估，為維護校外實習品質與安全保障。請學生

提供實習公司之營運資料（如資產、營業登記、公司性質等背景資料），

若能提供該實習公司之實習有關承諾或相關條文、規則等更佳。並請

申請國外實習同學於下次系務會議做 2-3分鐘補充報告。以國外公民營

機構為校外實習單位之同學，須於實習結束並在開學後，依指定日期

以全開海報展示實習成果。 

四、截至 106年 4月 14日止，除上述 2位同學外，另有楊少平同學擬赴美

國 Norman's Orchids實習 

五、請林軒靖、杜曉薇、楊少平等 3 位同學，針對實習公司之營運資料、

規則及實習等，做 2-3分鐘補充報告。 

決議：境外實習杜曉薇改選國內實習機構，林軒靖與楊少平申請案准予通過；

其餘國內實習機構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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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審議本系專業證照獎勵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專業證照獎勵辦法辦理（附件四，頁 4）。 

二、 檢附學生名冊暨初評結果（附件五，頁 5）及申請資料（附件六，敬

請傳閱紙本資料）。 

  決議：通過李思霈同學、邱冠融同學申請案。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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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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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頁 6~7）。 

二、 檢附學生名冊暨初評結果（附件八，頁 8~9）及申請資料（附件九，

敬請傳閱紙本資料）。 

  決議：通過譚智丞同學、莊嘉記同學申請案。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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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依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文樹獎助學金」申請辦法辦理（附件十，

頁 10）。 

二、 檢附學生名冊暨初評結果（附件十一，頁 11）及申請資料（附件十二，

敬請傳閱紙本資料）。 

  決議：通過陳靖函同學、鍾思祈同學申請案。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國立嘉義大學園藝系沈再木特聘教授紀念獎助學金-101.9.19.doc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文樹獎學金申請辦法(系務會議通過)98.11.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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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案由：推薦 105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6.4.10教務處、農學院通知及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實習指導教師彈

性薪資獎勵辦法辦理（附件十三，頁 12~15）。 

二、 本校績優實習指導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第二條：本辦法獎勵對象

為本校指導校外實習學生之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任

及專案教師)，並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經推薦評審獎勵之：一、前一學

年度教學意見及性別平等意識調查結果總平均達 4.0 以上。二、前兩

學年度指導校外實習學生數達 4 人次以上。三、對實習指導之理念、

規劃、執行過程、成果及省思有卓越成效者。 

三、 申請或受推薦教師，敬請於 106年 5月 12日前，將申請表紙本並檢附佐

證資料送農學院辦理初審（附件十三，頁 15）。 

四、 本系 103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推薦郭濰如老師、104學年度推薦

郭濰如老師。 

  決議：105學年度本系無符合人選，尚不推薦。 

 

提案六 

案由：推薦 105學年度班級優良導師，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6.3.30 學務處、農學院通知及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

勵辦法辦理（附件十四，頁 16~18）。 

二、 本校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第二條：本校各學院於每年五月十五

日前推薦擔任班級導師年資三年(含)以上之現任導師至多二名(學院教

師人數 50人以下，以一名為原則)作為優良導師候選人。受推薦教師

應填寫「優良導師推薦表」」(如附件)，並依推薦表檢附佐證資料，送

交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彙整，參加優良導師甄選。第三條：優良

導師甄選檢送資料以前三學年度班級導師任內資料為主，其具體內

容包括：一、基本輔導任務：主動關懷班級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品

德、課業學習或生涯發展，依照規定填寫學生各項資料表件，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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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成效者。二、創新輔導工作：運用創新創意從事班級學生輔導工

作且能具體落實者。 三、特殊事件處理：處理學生緊急、危機、特

殊或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者。 四、增進輔導知能：出席全校或院系

導師會議、輔導知能研習或個案會議等，充實學生輔導相關知能，並

執行與其權責相關之決議，有具體紀錄者。 

三、 受推薦教師，敬請於 106年 4月 30日前，將申請表紙本及電子檔，並

檢附佐證資料送農學院辦理初審（附件十四，頁 17~18）。 

四、 99 學年度系優良導師為蔡智賢老師、100 學年度優良導師為陳士畧

老師、101學年度為郭濰如老師、102學年度為李堂察老師、103學

年度為張栢滄老師、104學年度為張栢滄老師。 

五、 本系 102~105學年度導師名單（如附件十五，頁 19）。 

決議：推薦徐善德老師為 105學年度優良導師。 

 

提案七 

案由：本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各班級課表暨教師授課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06.3.21 通知及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

辦理辦理（附件十六，頁 20~24）。 

二、 本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各班課表如附件十七（頁 25~48）。 

三、 本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授課表如附件十八（頁 49~78）。 

四、 檢附開課比試算表供開課參考，如附件十九（頁 79）。 

決議 ：調整部分碩士班課程，餘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