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101 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暨 

第一次系教評會聯席會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12 時 10 分 

二、 地點：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A04B-301） 

三、主席：徐主任善德                                  記錄：莊畫婷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六、報告事項： 

1. 101.8.15 教務處通知，102 年碩士班甄試分則校稿，報考資格刪除「農學院

或相關學系」字；備註刪除「相關」字。 

2. 101.8.14 依 101 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報告事項，重點提列 

(1) 依本校 101 學年度國際學生學伴制度實施計畫，系主任或指導老師遴選

同班或同研究室之本地生擔國際學生學伴。 

(2) 本校清寒學生扶助金、清寒學生獎學金，導師意見是審核的重要參考，

請特別注意。 

3. 本系協助進修推廣部辦理「101 年度嘉義榮民服務處委辦園藝景觀丙級證照

班」，於 101 年 9 月 15 日（六）開訓。 

4. 101 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班級導師名單： 

日間部 

學士班 

一年級 張栢滄 

二年級 陳士畧 

三年級 劉黃碧圓 

四年級 紀海珊 

5. 101 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推廣部班級導師名單： 

進修推廣部 

學士班 

一年級 蔡智賢 

二年級 郭濰如 

三年級 黃光亮 

四年級 李堂察 

6. 101 學年度入學碩班新生指導老師名單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1010051 陳冠閔  

1010052 陳俊諺 黃光亮老師 

1010053 鄭雅玲 洪進雄老師 

1010054 何綺真 休學 

1010055 張晉旗 黃光亮老師 

1010056 賴雅玟 黃光亮老師、蔡巨才老師 

1010057 黃信翰 李堂察老師 

1010058 劉睿源  

1010059 林聖儒 洪進雄老師 

1010060 林景平 沈榮壽老師 

1010061 羅健鴻 徐善德老師 

1010062 鍾嘉修 黃光亮老師 

1010063 黃脩涵 蔡智賢老師 

1010064 曾景南 張栢滄老師 

1010065 陳芊卉 休學 

7. 101學年度本系各項委員會委員 

(1)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徐善德老師(當然委員)、李堂察老師、洪進雄老師、

蔡智賢老師、黃光亮老師、劉景平老師(候補委員)。 

(2) 101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徐善德老師、洪進雄老師、蔡智賢老師、

黃光亮、張栢滄老師。 

(3) 101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徐善德老師、洪進雄老師、蔡智賢老師、沈榮

壽老師、張栢滄老師、校外學者專家王仕賢博士、校友代表李勇毅先生、

業界代表張師竹先生、學生代表王國益同學等九位（由現任學會會長擔

任，改選後則由新的會長擔任）。 

8. 敦請劉黃碧圓老師擔任 101 學年度園藝學系日間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9. 敦請黃光亮老師擔任 101 學年度園藝學系進修推廣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10. 敦請陳士畧老師擔任 101 學年度園藝學系園藝實習農場管理老師。 

11. 敦請劉黃碧圓老師擔任 101 學年度園藝學系學生獎學金承辦老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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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苗科技學程部分。 



13. 台灣農業科管學會今年度受農委會委託蝴蝶蘭產業人才供需研究案，進行蝴

蝶蘭產業的現況介紹與現場問卷調查(大約 30 分鐘)，並準備小禮品做為現場

調查發送學生，預定日期：9/26 碩士班、9/27 大四。 

14. 秘書室范專門委員來電，擬以農棒球隊為題材拍攝電影之魏德聖導演，擬於

9-11 月借用面積 20×30 公尺的溫室，栽培場景布置之植物。目前 C 棟溫室

尚有空間，若獲教師同意，本系原則將同意借用，而後續借用、管理或收費

事宜，本系將配合學校辦理。（備註：經本次會議討論，本系同意借用）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改選本系 101 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 

  說明： 

1.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第五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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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本系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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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0 學年度委員有：徐善德老師(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李堂察老師(校

內外專任教授當然委員) 、洪進雄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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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為徐善德老師(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李堂

察老師(校內外專任教授當然委員)、洪進雄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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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100.12.21.doc


 

提案二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國立嘉義大

學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細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據 101.7.27 嘉大人字第 1010023136 號函及農學院通知辦理。 

2.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一（電子檔） 

3.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如附件二（電子檔）。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十、附件十一。 

 

提案三 

  案由：102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繁星推薦）分則草案，

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教務處招生組 101.9.11 通知辦理，並於 9 月 20 日前將分則調查表擲

回招生組。 

2. 102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繁星推薦）分則草

案調查表如附件三、四、五（電子檔）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另有關 102 學年度日間大學各學制之招生名額，一併

修改為：大學考試分發入學 16 名、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 6 名、大學

甄選入學個人申請 20 名、四技二專推甄 3 名，共計 45 名。 

 

提案四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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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 101 農社福郁字第 01010032 號函辦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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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六（電子檔）。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100.09.27.doc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細則101.01.doc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細則101.01.doc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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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30.doc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園藝系沈再木特聘教授紀念獎助學金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國立嘉義大學園藝系沈再木特聘教授紀念獎助學金草案，如附件七（電

子檔）。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景觀學系擬以本系為主聘單位，該系為從聘單位合聘黃光亮老師及沈

榮壽老師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 101.9.18 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一百零一學年度第一次系教師評

審委員會會議紀錄，如附件八（電子檔）。 

  決議：照案通過，提院教評會審議。 

 

提案七 

  案由：訂定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自我實地訪評委員名單並排定實地訪評時間，

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研發處 101.8.14 通知辦理。 

2. 辦理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時程，將於 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實

施，請各受評單位依格式填送自我實地訪評委員名單並排定實地訪評

時間表（如附件九，電子檔)，由各學院彙整後於 9 月 25 日(星期二)

前送交研發處。 

  決議：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時程訂為 10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訪評委員名

單為中興大學宋妤老師、台灣大學張育森老師、屏東科技大學古明萱

老師、台大蘭園賴本智先生、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張致盛場長。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14:00 

http://www.ncyu.edu.tw/rdo/itemize.aspx?itemize_sn=64948&pages=0&site_content_sn=34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