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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102 學年度第八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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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執行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執行改善工作小組之分工 

小組執行人 職稱 工作屬性 

徐善德 

沈榮壽 

副教授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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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光亮 

郭濰如 

教授 

講師 
負責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洪進雄 

李亭頤 

教授 

助理教授 

洪進雄為召集人，負責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撰寫 

李堂察 

張栢滄 

教授  

助理教授 
負責學術與專業表現撰寫 

蔡智賢 

劉黃碧圓 

教授 

講師 

負責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後改善機制

撰寫 

洪進雄 

莊畫婷 

教授 

技佐 

負責評鑑佐證資料及參考文件蒐集、

重整 

2.科技回嘉：3月 6日校內會議---3/14開始進場布展。海報只要提供電子

檔，統一由主辦單位輸出即可。記者會國科會希望參與單位各提供一種亮

點性的結果，學校比較希望能提供蝴蝶蘭成果（實物）。在採訪時，需要

有清楚的人在場。展期 3/21-4/22。若蘭花有提供影片播放，則需列入清

單。目前蘭花和夜來香的展示暫訂為 B-07和 B-08區，每區長寬約

170-200cm × 約 170-200cm空間，但可彈性調整。 

3.為配合 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強化系友與在學學生間之交流，邀請各系

所申請「系友回嘉暨傑出系友座談會」辦理補助。本學期擬分二次辦理，

一次為「出國、研究、升學、國家考試」，另一次為「就業、創業及貸款」，

屆時再請各班導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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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彰化國際設施園藝展暨彰化國際園藝科技研討會」，主辦單位為彰

化縣政府、台灣省園藝花卉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活動時間：2014年 3月

14日 (五) ~ 2014年 3月 16日 (日)，活動地點：彰化縣景觀苗木生產

專區，展覽館活動地址：彰化縣溪州鄉苗專二路 251號。 

5.園藝館部分教室的天花板電燈，有的太過老舊會發出滋滋滋的聲音，稍微

影響上課，希望能夠修繕。(進修部學生在幹部座談會之反映意見)---請老

師及同學若有相關狀況，立即向系辦反映，以玆處理。  

6.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研 2、研 3、研 16、研 17、研

18、研 19 填報作業，惠請各位老師至校務行政系統「教師職涯歷程檔案」

進行各式相關資料新增與維護【如：教師發表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

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資料、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資料及教師展

演活動資料等】。俟老師更新校務行政系統的「教師職涯歷程」資料後，

再由莊小姐統一填報。  

7. 為提昇本校同仁個人資料保護及資通安全素養，特舉辦「103 年度資訊安

全研習」，請同仁踴躍參加。 研習時間：103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13

時至 16 時 30 分。地點：本校蘭潭校區圖書資訊大樓 B1 演講廳。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04 學年度大學校院專案調高原住民外加名額比，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3.2.25 教務處通知辦理，預擬 104 學年度原住民學生外加

名額（附件一，頁 1~2）。 

二、 本系 103 學年度原住民考生外加名額有繁星推薦 3 名、個人申請

2 名、單獨招生 0 名（附件二，頁 3）。 

決議：104 學年度預擬原住民學生外加名額，依照 103 學年度名額「繁星

推薦 3 名、個人申請 2 名、單獨招生 0 名」填報（附件九）。 

 

提案二 

案由：104 學年度考試入學管道採計指定科目考試科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3.2.27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考一字第 1030000096

號」函辦理初擬大學招生及入學考試調整規劃，…，自 104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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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起，考試管道大學採計指定科目考試科目數（含術科）將自現

行 3 至 6 科隆為 3 至 5 科。 

二、 並於 3/14 前將 104 學年度考試入學管道採計指定科目考試科目調

查表回傳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附件三，頁 4~16）。 

決議：本系同意刪除物理考試科目，保留國文、英文、數學甲、化學、生

物等五科考試科目（附件十）。 

 

提案三 

案由：本系新聘教師專長條件與領域研商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擬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增聘專任教師 1 名。 

一、 本系 102 年 8 月 1 日紀海珊老師屆齡退休，陳士畧老師因個人生

涯規劃申請退休。已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徵聘造園領域教師一

名，目前本系共 10 名專任教師，尚有 1 缺額。 

二、 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 

第十之一條規定，增聘教師應就教師專長及缺額提系務會議審議

通過。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徵聘資訊。本系已於 103

年 3 月 3 日經初步和校長討論徵聘園藝相關專長之專任助理教授

1 名，但需有二年教學經驗，以果樹專長為優先。 

三、 本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事擬稿供參（附件四，

頁 17~18）。 

決議：本系同意聘任具有二年教學經驗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一名，專

任教師啟聘啟事稿修正後通過（附件十一）。 

 

提案四 

案由：本系系館五樓天花板滲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系 103.2.11 簽請總務處勘查並協助維修（附件五，頁 19~20）。 

二、 總務處評估後，表示因農園館頂樓增建數次，增建基座恐已破壞

原有防水層，若依現況施作恐無法有效改善漏水狀況。建議全面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hortsci/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細則101.12.2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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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含增建拆除），經費概估約 69 萬元，由 103 年度營繕組分

配遞延費用支應，並於雨季結束後施作。 

三、 該計畫可能打掉加工研究室及前面之地面，並全面重做，本系需

討論加工研究室何去何從? 

四、 無論是否施作，需儘快回覆總務處，以利後續工作執行。 

決議： 

一、 本系同意回覆總務處進行頂樓地板拆除及整修工作。 

二、 另加工課程使用空間擬遷移至二樓教室，所需遷移教室及設備經

費請劉黃碧圓老師上簽呈向校方爭取校統籌款協助。張栢滄老師

之溫室遷移，敬請一併辦理經費申請。 

三、 本系教室空間不足問題擬協商農學院歸還本系教室空間後，以利

進行全系教學研究空間調整。 

 

提案五 

案由：優良導師候選人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103.2.26 農學院通知，擔任班級導師年資三年以上之現任優良導

師 1 名，推薦表及相關資料惠請於 4 月 30 日前送至農學院，彙整

後以便召開院務會議推薦 2 名（績優獎與肯定獎各 1 名）送校甄

選（附件六，頁 21~25）。 

二、 請推薦適合人選。 

決議：同意推薦李堂察老師。 

 

提案六 

案由：本系 103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1 期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03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1 期分配本系之總經費為

790,236 元，其中經常門為 553,166 元，資本門為 237,070 元。 

二、 本系 103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1 期（會計年度 1-7 月）分配擬案

（附件七，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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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本系教師指導碩士生及園藝實務專題生（附件八，頁 27~頁

31）名冊。 

決議：經常門由 5,000 元調整為 10,000 元，餘修正後通過（附件十二）。 

 

七、臨時動議： 

提案一（張栢滄老師） 

案由：研究室搬遷案，提請討論。 

說明：因目前暫借退休教師紀海珊老師的研究空間 A04B-402 和 A04B-403

研究室，若因頂樓施工需要搬遷時，希望以後可以遷至上述研究室。 

決議：因頂樓施工並不會影響 A04B-602 研究室，若張栢滄老師研究空間有

需要調整時，請與紀海珊老師協調確定後，再做搬遷研究室的考慮。 

 

八、散會：下午 1 點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