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九十八學年度第三次系務會議紀錄 
 

一、 時間：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至 13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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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昇儒 

四、出（列）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一、 本系紀海珊老師贈送本系三套「嘉義蘭潭風景區-嘉義大學景觀植物圖

鑑」書籍暨光碟，兩套由本系留存，一套送環安中心作為本校「綠色大

學永續校園發展報告書」之撰寫資料。 

二、 人事室 98 年 10 月 30 日函知，自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應確實執行教師

編制員額已滿之系所不得聘兼任教師，教師員額未滿或特殊需求者應先

提送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至校務系統教師提聘系統繕打相關資料，

由院統簽經校長核定後再依三級教評會審議，並請配合三級教評會時程

提送。 

三、 請各位師長加強檢查研究室、實驗室插座及延長線是否過度使用，切勿

造成過載情形，並請汰換老舊、破損延長線，立即更新。 

四、 營繕組來文通知，為增進本校公共安全，請加強檢視滅火器設備是否足

夠或是否逾期，如有缺少需增設或應重新填充藥劑者。 

五、 教育部 98 年 10 月 19 日來函通知，為滿足離島地區建設需求及輔導離島

學生就學，核定本系於「大學甄選入學-學校推薦」時可外加名額予福建

省連江縣地區高級中學應屆畢業生，並建請透過適當審查方式來評量離

島學生表現並酌予降低錄取標準。 

六、 教育部來文通知，「鑒於近日 H1N1 新型流感疫情略有上升趨勢，為防範

校園內新型流感之散播，請務必落實 325 停課建議標準。」 並請各位老

師協助宣導以下事項： 

1、請各位師長(導師)協助觀察並主動詢問研究生及學生身體狀況，是否有

不適症狀，並即時測量體溫。 
2、若發現有疑似流感症狀(如發燒、喉嚨痛、咳嗽等呼吸道症狀)，請該生

戴上口罩，立即就醫。 
3、考試期間(期中考)，向學生加強宣導應避免服用退燒藥到校應考，且患

者應至症狀解除後(未服用退燒藥)24 小時才能返校上課。 
4、學生個人疑似感染或確認感染流感，應核給病假，利其就醫，不列入日

常生活表現評量。 



5、為避免學生因隱匿病情到校上課，建議全勤獎不採計學生個人疑似感染

或確認感染流感而請之病假，並請加強向學生宣導「生病應在家休養，

以避免傳染他人」之正確防疫觀念。 

七、依本校校訂行事曆，本學期的期中考期間為 98 年 11 月 16 日（星期一）

~98 年 11 月 20 日（星期五）。為配合本校學習成效期中預警制度之落實，

請各授課教師於期中考後二週內（即 98 年 12 月 6 日前）至校務行政系

統，完成本學期學生期中各項考核成績上傳作業（研究所課程得免輸入

期中各項考核成績）（已於 98 年 11 月 9 日 Email 各位師長 知悉）。 

八、為達不發生財物短絀狀況，今年度各單位經費縮減，只剩約原來的三分

之二。請各位師長共體時艱，節約用電、用水。 

九、農學院暨景觀學系新建大樓規劃期間因物價波動，原編列經費不夠支付，

致建築樓層面積空間縮減。因此，農學院辦公室將不搬遷繼續留在農園

館四樓並將原規劃空間留給景觀學系。 
十、本系已於 98 年 11 月 5 日具函提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辦財團法人台灣

建築中心執行『「綠建築更新診斷與改造計畫」暨「建築能源效率提升計

畫」』之計畫的申請。 

十一、本系已請林芳存老師於本(98)年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1 日兩天假園藝場

開授園藝丙級術科班，指導本系學生報考園藝丙級技術士，兩場共計有

75 名同學參與。同時，上課情形業已錄影建檔。 
十二、敦請郭濰如老師負責之「蔬菜生產實務與履歷制度之教育規劃與推動」

業已開展，同時所生產之無農藥蔬菜亦已於本(98)年 11 月初由系學會進

行試售。 
十三、本(98)年校慶敦請陳士略老師負責之天人池花壇美化工作及敦請沈榮

壽老師負責之蘭花生技成果展覽，業已順利完成。 
十四、本(98)年 11 月 9 日本系假國際會議廳舉辦「蝴蝶蘭在美國市場之現況

及未來開拓願景」研討與座談會，特別邀請美國 Evergreen Agri-Tech 公

司總裁 Mr. Benjamin Chen 行專題演講。 

十五、本系業界專業教師聘用案業經 98 年 11 月 3 日召開 98 學年度第 2 次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辦理遴選作業，經 5 位系教評委員就學歷、經歷、

專業知識及能力進行評分，評定通過本系系友賴芊佩小姐符合晉用資格。 
十六、校慶運動會本系學生成績亮眼，榮獲女子大隊接力第一名；男子拔河

第一名；女子兩百公尺第一名(個人)；女子八百公尺第一名(個人)。 

十七、請各位師長於 98 年 12 月 11 日前完成所有請購程序。 



十八、下學期擬開設新課程之師長請提供課程中、英文名稱及授課大綱，俾

利系統登錄與課程委員會的開議。 

 

六、報告事項： 

  案由：本系網路實體 IP 分配事宜，提請討論。 

  說明： 

1. 因應研究生及儀器增加，擬再分配給每位師長 5 個實體 IP。 

2. IP 分配構想如附件七(p.10)，請參閱。 

  決議： 

1. 網路實體 IP 分配事宜照案通過。 

2. 空出一組 IP 作為維修測試時使用公用 IP。 

      3. 園藝館加裝無線網路設備供師生使用。 

 

七、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系九十八會計年度(98 年 8-12 月)經費分配，提請討論。 

  說明：1.依農學院 98 年度教學訓輔經費分配表，本系(98 年 8-12 月)分配經

費計有，經常門 554,117 元、資本門 80,000 元，合計 634,117 元。 

         2.分配構想如附件一 (p.1)，請參閱。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審議周紹良先生清寒獎助學金、蘇寶同校友獎助學金申請名冊，提請

討論。 

  說明：九十八學年度學生申請名冊暨評選結果，如附件二( p.2~3) ，請參閱。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碩士生修業規定」，提請審議。 

  說明： 

       1.為使本系碩士生修業有所依據，擬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碩士

生修業規定」。 



   2.本系碩士生修課規定草案如附件三(p.4~5)，請  參閱。 

  決議： 

       1.第六點非本科系或同等學力入學碩士生之補修學分規定：乙案通過。 

       2.文字部分修正通過。 

       3.本系至本要點下次修改前，將不為特定研究生辦理公開發表或宣讀。 

 

提案四：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抵免學分要點」，提請審議。 

  說明： 

      1. 為使辦理本系學生抵免學分事宜有所依據，擬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園

藝學系學生抵免學分要點」及「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抵免學分

審查標準」。 

      2. 本系學生抵免學分要點及學生抵免學分審查標準草案如附件四(p. 6~7)
與附件五(p.8)，請  參閱。 

  決議：   

       1.「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照案通過。 

       2.「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抵免學分審查標準」大學部抵免標準：

乙案通過，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跨部暨跨學制選課要點」，提請審議。 

  說明： 

      1. 為使辦理本系學生跨部暨跨學制選課事宜有所依據，擬訂定「國立嘉

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跨部暨跨學制選課要點」。 

      2. 本系學生跨部暨跨學制選課要點草案如附件六 (p.9)，請  參閱。 

  決議： 

1.要點條文照案通過。 

2.本系日間部學士班學生未符合「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跨部暨跨

學制選課要點」第二條（一）-（六）之規範，不得至進修部跨部選

課並據以辦理學分抵免。 

3.惟考量信賴保護原則，未符合「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學生跨部暨跨

學制選課要點」第二條（一）-（六）規範之學生，若已跨部至進修



部選課並取得學分，本系同意辦理學分之抵免。 

 

提案六： 

  案由：修正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說明：1.依本校 98 年 10 月 26 日嘉大人字第 0980023975 函辦理。 

        2.修正通過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與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如電子檔，請  參閱。 

3.草擬之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八

(p.11~15)，請  參閱。 

決議：部分文字修正通過，依行政程序報院、校教評會核備，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 

 

提案七： 

  案由：修正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提請審議。  

  說明：1.依本校 98 年 10 月 26 日嘉大人字第 0980023976 函辦理。 

        2.修正通過之校教師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與院教師教師聘任及升

等審查要點如電子檔，請  參閱。 

3.草擬之「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草

案)及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 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九(p.16~37)，請  參閱。 

決議：照案通過，報院、校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八：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文樹獎助學金申請辦法」，提請審議。  

  說明： 

        1.為獎勵本系有心向學之清寒學生順利完成學業，擬訂定「國立嘉義

大學園藝學系文樹獎助學金申請辦法」。 

        2.草擬之「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文樹獎獎學金申請辦法」如附件

十(p.38~39)，請  參閱。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98 學年度起

入學適用）」，提請審議。  

  說明： 

        1.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98學年度起入學適用)業經98年8月

18 日第 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如電子檔，請  參閱。 

        2.本校農學院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98 學年度起入學適用)，業經

98 年 11 月 5 日第 2 次主管會議修正通過，如電子檔，請  參閱。 

3.草擬之「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98 學年

度起入學適用）」如附件十一(p.40)，請  參閱。 

決議：部分文字修正通過。 

 

提案十： 

案由：為因應「國立嘉義大學園藝學系研究生獎助學金實施要點（98 學年度

起入學適用）」之訂定內容，擬調整本系研究生協助系上事務輪值表，

提請討論。  

  說明： 

        1.98 學年度起入學之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每位核發的獎助學金總金額

尚未核定。 

        2.若依每學期學雜費（含學雜費基數及學分費）20000 元計算，提撥百

分之十一經費支應每學期每位研究生的工讀助學金之金額為 2200

元，而工讀助學金標準為碩士生每小時一百五十元，因此每學期每

位研究生的工作時數僅有 14.67 小時。 

3. 學期為因應實習或實驗課授課鐘點費減半，已安排 98 學年度入學之

碩士班研究生擔任助教或負責系上其他事務，惟 98 學年度入學之碩

士班研究生每學期每位可核發的獎助學金已大幅縮減，因此勢必需

要調整本系研究生協助系上事務之輪值。 

決議： 

     1. 98 學年度入學之碩士班研究生即日起停止擔任助教或負責系上其他

事務。已工讀時間則依實際時數以及每小時一百五十元的原則核發。 

2.徵詢各位帶實習課程師長是否仍需要安排助教，不需助教的課程自即

日起暫停安排助教。 

     3.擬請碩二班代再次協調碩二同學，重新安排園藝農場事務及實習課程



助教之輪值。 

     3.若研究生（碩二）未善盡協助系務責任(16 小時)則按其工作時數比例

打折，另研究室事務部分(8 小時)也按同樣比例打折核給工讀助學金。 

 
八、臨時動議： 
    提案一（郭濰如老師） 

  案由：有關蔬菜實務生產事宜，提請討論。 

  決議：蔬菜生產由系上全權接手，園藝場事務仍請郭濰如老師協助辦理。 

  

九、散會：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