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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43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 96 年 9月 10日中午 12時 
地點：森林館二樓會議室 
主席：羅主任漢強  
出席：羅教授漢強、陳教授信雄、王教授松永、胡教授弘道  
   郭教授幸榮、王教授亞男、張教授上鎮、應教授紹舜  
   鄭教授欽龍、陳教授明杰、關教授秉宗、袁教授孝維  
   王副教授立志、蔡助理教授明哲、柯助理教授淳涵  
   盧助理教授道杰、鹿助理教授兒陽、曲助理教授芳華  
   張助理教授惠婷、林助理教授法勤  
請假：丁助理教授宗蘇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42次系務會議記錄(96 年 5月 30日)及執行情形： 
一、美國北卡州立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公園、休閒與旅遊管

理系(Department of Parks, Recreation & Tourism management)副教授
Yu-Fai Leung 博士申請於2007至2008年擔任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
人才客座副教授(副研究員)案。 
決議：重新送審，並於送審時附上生農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 
執行情形：本案業經本系、生農學院及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並送國科

會審議中。 
二、推選本系 96學年度相關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各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委員會名稱 委員姓名 

院教師評審委員 

1.系主任(當然委員) 
2.陳信雄(本系代表委員) 
3.徵詢王松永教授之意願，若王教授無意
願參選，由袁孝維教授遞補(本系候補
委員兼參選委員) 

院務會議代表 

1.系主任(當然委員) 
2.原則由王亞男教授擔任，若王教授續任
實驗林管理處處長，則由陳明杰教授

遞補(本系代表委員) 
3.鄭欽龍(參選普選委員) 

院課程委員 1.系主任(當然委員) 
2.陳明杰(本系代表委員) 

院研究發展委員 關秉宗 
院編輯委員 曲芳華 

臺大實驗林審議委員

1.系主任(當然委員) 
2.原則由王亞男教授擔任，若王教授續任
實驗林管理處處長，則由陳明杰教授

遞補(本系代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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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委員 王立志 

系課程委員 

1.系主任(當然委員) 
2.王亞男、3.應紹舜、4.鄭欽龍 
5.陳明杰、6.袁孝維、7.王立志 
8.邱祈榮、9.蔡明哲、10.鹿兒陽 
11.曲芳華、12.柯淳涵、13.林法勤 

系招生委員 

1.系主任(當然委員) 
2.羅漢強、3.陳明杰、4.袁孝維 
5.王立志、6.邱祈榮 
7.蔡明哲、8.盧道杰、9.曲芳華 

系導師工作委員 
1.系主任(當然委員) 
2.袁孝維、3.王立志、4.鹿兒陽 
5.張惠婷、6.林法勤、7.系學會會長 

執行情形： 
1.因王教授亞男續任實驗林管理處處長，本系院務會議代表

及臺大實驗林審議委員擬由陳教授明杰擔任，本案將於本

次會議提案追認。 
2.因陳教授明杰已擔任本系及生農學院多項委員會委員，本
系之院課程委員擬改由蔡助理教授明哲擔任，本案將於本

次會議提案追認。 
3.本系招生委員羅教授漢強因獲聘為本系系主任，已為當然

委員，本席次爰需改選，本案將於本次會議提案討論。 
4.其餘依決議辦理。 

 
貳、報告事項： 
一、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77次會議業於 96 年 6月 13日召開，決議
薦送 Yu-Fai Leung博士為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客座副教授(副
研究員)。 

二、本系 96學年度第 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職缺經生農學院 96 年 6月 28日
所召開之 96 年度第 2次教師員額管理小組委員會審議，核定本系以下

領域各聘師資一名：【植物分類或演化學、植群或復育生態學】、【森林

微氣象學、森林土壤學、森林集水區經營與復育】，如附件一。為辦理

前開教師職缺之甄選，本甄選委員會業經生農學院核定，甄選委員由陳

院長保基、陳主任尊賢、黃主任宏斌、楊教授平世、本系系主任、陳教

授信雄、張教授上鎮、鄭教授欽龍、關教授秉宗擔任。 
三、本系「96學年度第 2學期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業於 96 年

7月 23日召開，本系 96學年度第 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之甄選
內容及甄選作業流程經該委員會修正通過如附件二、附件三。 

四、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業經本校第 248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如附件四。 
五、本系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業經教務長核定，將提 96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報告，如附件五。 
六、本系李教授國忠名譽教授提名案業經本校審議通過。 
七、本系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校際選課一案業經本校第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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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行政會議通過，並已完成簽約。 
八、本校將於 96 年 9月 15日(星期六)舉行「96學年度新生家長日」，活動

時將於森林館一樓大廳張貼本系各位教師研究室介紹之海報，請於各位

老師將修正後之海報檔案送至系辦公室，並請於活動當日踴躍參加，本

系活動流程如附件六。 
九、本校 96 會計年度經費業已分配，依據生農學院分配本系總額援例計算

後，本系每名專任教師可分配之額度為圖書儀器設備費 62,120 元，一
般教學研究訓輔費 30,850元。 

十、美國普渡大學、依利諾大學、密西根州立大學共 12位學者於 96 年 8月
31日至 9月 8日期間來本系訪問。 

本次會議附帶決議事項： 
一、本系學士班一年級導師制度之分配方式原為平均分配與本系所有專任教

師，96學年度起試行由系主任邀請本系助理教授數名擔任。 
二、本系與美國普渡大學、依利諾大學、密西根州立大學合作之後續事項，

由系主任及鄭欽教授龍、關教授秉宗、王副教授立志、蔡副教授明哲等

5人組成小組推動相關事宜。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本系 96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5次會

議紀錄(96 年 5月 23日)認可案。 
提案人：招生委員會 

一、本系 96學年度博士班招生考試試務案。 
決議： 

(1)試務小組委員由系主任依迴避原則，邀集各相關教
師組成。 

(2)口試時間訂為每名考生使用 30分鐘，其中，考生報
告 10分鐘，問題詢答 20分鐘，援例將此口試流程於

口試名單公告時一併公告。 
(3)審查及口試之評分表照案通過。 

二、本系 97學年度學士班招生名額案。 
決議：照案通過。 

本系 97 學年度學士班招生名額中，依生農學院指示，

本系自考試分發之招生名額中提撥 2 名參加繁星計

畫，修正後之招生名額如下： 
名額內 名額外 

甄選入學 身心障礙類別 
招生
類別 

班
數 

考
試
分
發 

學
校
推
薦

個
人
申
請 

繁

星

計
畫 

運

動

績
優

(甄
試)

招生
總名
額合
計 

運動績

優 ( 甄
審） 視

障
聽
障

腦
性
麻
痺

自
閉

其
他
障
礙

僑
生 

外
籍
生 

原住民
個人申
請外加
名額 

96學年
度部核
定名額  

2  64  14  13  -  0 91 3  0 0 0 0 0  11 4  2  

97學年
度擬招
收名額  

2  59  16  14  2  0 91 3  0 0 0 0 0  1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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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系 97學年度碩士班及博士班招生名額案。 
決議：照案通過。 

本系 97學年度博士班招生名額本系原援例申請 9名(一
般生 5 名，在職生 4 名)，惟本校招生委員會僅核定 5
名(一般生 3名，在職生 2名)，碩士斑招生名額如下： 

甄試(不分組) 考試(分四組) 
項目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在職專班

(不分組)
甲組 

(森林生物 
森林環境 
資保資管) 

- - 17 2 - 

乙組 
(生物材料) - - 9 1 - 

丙組 - - 5 0 - 
丁組 - - 3 1 - 
小計 14 4 34 4 2 

18 38 
合計 

56 2 

共計 58 
 

四、本系 97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規定案。 
決議：本系 97學年度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規定如下：[入學規定

如本次系務會議附件七] 
決 議： 

一、案由一、二、四認可通過。 
二、案由二有關碩士班招生名額之分配方式，提臨時動議討論。 

 
案由二：本系「課程委員會」第 73次會議紀錄(96 年 6月 11日)認可案。 
提案人：課程委員會 

一、因應本校通識課程改制，調整本系學生修習通識課程領域案。 
決議：依共同教育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白助理教授創文新開學士班「林場實習一」(森林生物)課程部
分案。 
決議：授課大綱內容予以精簡，授課時數為演講 2小時，於實

習前一晚先行講課，實習 3小時，以現場實習為主。 
三、盧助理教授道杰新開學士班「自然保護區管理實習」及碩士班

「自然保護區的議題與研究」課程案。 
決議： 

(1)「自然保護區管理實習」依教務處規定辦理。 
(2)「自然保護區的議題與研究」通過。 
(3)前開二門課程依本系課程申請規定，補提申請表。 

四、林助理教授法勤所開學士班「家具學上」及「家具學下」課程

調整為「木質家具產業概論」及「木質家具工程學」案。 
決議：通過。 



 5

五、鹿助理教授兒陽及曲助理教授芳華新開學士班必修「育林學及

實習上」及「育林學及實習下」課程案 
決議：文字修正後通過。 

六、臨時動議一：調整資源保育及管理學群經濟學必修學分數案。 
決議：請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教師研擬配套措施後，提下次會

議討論。 
七、臨時動議二：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學程「農業

群-森林科」科目及學分案。 
決議：請林助理教授法勤、丁助理教授宗蘇、邱助理教授祈榮

規劃，由林助理教授法勤統籌，於教務處截止日期前完

成，且給各委員參閱。 
決 議： 

一、案由二原文「．．．『新開』．．．」二字尚有疑義，待釐清，

交付下次課程委員會研議。 
二、其餘各案認可通過。 

 
案由三：本系「課程委員會」第 74次會議紀錄(96 年 8月 14日)認可案。 
提案人：課程委員會 

一、本系 96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異動案。(詳案從略) 
決議：通過。 

二、本系課程異動處理過程之原則案。 
決議：採會簽方式辦理。 

三、本系舊制學生必修及選擇必修課程處理案。 
決議： 

(1)維持本系第 71次課程委員會決議。 
(2)孫世鐸同學之申請案礙難同意。 

四、本系新制課程之必修及選擇必修課程學分數處理案。 
決議： 

(1)建議各學群之學群必修及選擇必修學分總數採均衡

方式辦理。 
(2)由系辦公室彙整現行各學群必修及選擇必修課程近

3 年來開課情形，以作為各學群課程修訂之參考。 
(3)由 96學年度大學部各學群專題討論之負責教師召集

各領域相關教師就決議一之原則，研商未來該領域必

修及選擇必修課程科目及學分數，並於 8月底前提出
規劃草案。 

五、臨時動議：調整本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人數案。 
決議：建議本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 8位，合

計共 9位委員組成，並將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
修正草案送系務會議討論。 

決 議： 
一、案由四請「課程委員會」繼續研議。 
二、其餘各案認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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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本系院務會議代表及臺大實驗林審議委員人事追認案。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本系 96學年度院務會議代表及臺大實驗林審議委員原經第 242次

系務會議決議，由王教授亞男擔任，惟因王教授亞男續任實驗林管

理處處長，本系院務會議代表及臺大實驗林審議委員爰改由陳教授

明杰擔任。 
決 議：追認通過。 
 
案由五：本系之「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人事追認案。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本系 96學年度院課程委員原經第 242次系務會議決議，由陳教授

明杰擔任，因陳教授明杰已擔任本系及生農學院多項委員會委員，

本系之院課程委員爰改由蔡助理教授明哲擔任。 
決 議：追認通過。 
 
案由六：為補足本系 97學年度「招生委員會」委員人事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 97學年度招生委員經本系第 242次系務會議推選，由系
主任郭教授幸榮、羅教授漢強、陳教授明杰、袁教授孝維、王

副教授立志、邱助理教授祈榮、蔡助理教授明哲、盧助理教授

道杰、曲助理教授芳華等 9人組成。 
二、本系招生委員羅教授漢強因獲聘為本系主任，已為當然委員，

本席次爰需補選。 
決 議：由張助理教授惠婷遞補。 
 
案由七：為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修正草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課程委員會 
說 明： 

一、依據本系「課程委員會」第 74次會議臨時動議二之決議辦理。 
二、目前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第二條規定(如附件八)，本
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及本系教師 12名組成，任期 2學年，

連選得連任，每年改選一半委員。 
三、經本系第 74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建議修訂「課程委員會」委
員人數及任期。 

四、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第二條現行條文及修訂條文臚列

如下：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本系課程

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

會)委員，
由系主任

及本系教

第二條 本系課程

委員會 (以
下簡稱本

會)委員，由
系主任及

本系教師

一、依據本系第 74
次課程委員會

決議，將本系教

師委員人數由

12 名修正為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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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八名組

成，任期一

學年，連選

得連任。由

系主任為

召集人。本

系之院課

程委員會

委員由召

集人以外

之委員推

選擔任。

十二名組

成，任期二

學年，連選

得連任，每

年改選一

半委員。由

系主任為

召集人。本

系之院課

程委員會

委員由召

集人以外

之委員推

選擔任。 

二、配合本委員會委

員人數減少及

本系各委員會

任期，將課程委

員任期由 2 年

修正為 1 年，並

刪除每年改選

一半委員之規

定。 

決 議：通過，自 97學年度起實施。 
 
案由八：為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畢業時英語檢定規定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本系第 225次系務會議決議，自 95學年度起入學之碩士

班學生(含碩士班甄試、碩士班考試，以及碩士在職專班)須於
畢業前通過以下任一種英語檢定(不包含修習本校進階英語課
程)方得畢業： 
1.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 
2.托福 550分(含)以上。 
3.電腦托福 213分(含)以上。 
4.國際英語測試(IELTS)6級(含)以上。 
5.外語能力測驗(FLPT)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 70 分(含)
以上。 

6.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FCE)B級(含)以上。 
7.獲得列入教育部參考名冊之英語系國家大學(含)以上之學
位。 

8.其他經由進階英語課程規劃小組認可，並經共同教育委員會
核備之英語能力測驗。 

二、有關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英語檢定應如何執行，請討論。 
決 議：碩士班研究生必須於畢業前通過英語檢定。 
 
案由九：為本系各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平均評鑑值是否公布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依據本校課程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1條規定辦理，如附件九。 
決 議：本系不予公布。 
 
案由十：為本系學生申請轉至其他學系前必須修習本系必修科目規定一案，

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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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查本系第 189次系務會議決議，本系學生必須修畢至該年級之

系訂必修科目後方得辦理轉系。 
二、前開規定適用本系學士班甄試生、考試分發生、僑生及外籍生。 
三、本系 96學年度申請轉系之學生中共有 4位僑生申請轉系，經
初審，申請轉系之僑生皆有必修科目尚未完成，因考量僑生修

課適應問題且僑生係獨立招生，96 學年度爰勉為同意此 4 位
學生之申請案，惟此 4位僑生中僅 1位獲得對方學系同意轉系。 

四、請追認此 4位僑生之申請案。又爾後本系僑生及外籍生申請轉
系時，是否得免受前開須修畢至該年級之系訂必修科目後方得

辦理轉系之限制，請討論。 
決 議： 

一、同意追認此 4位僑生之申請案。 
二、各身分別之學生仍維持本系第 189次系務會議決議辦理。 

 
案由十一：為成立本系 97 學年度「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事宜一案，提請

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 97 學年度新聘教師聘用計畫(如附件十)業提送生農學院
96 年度第 2次教師員額管理小組委員會審議，同意本系於 97
學年度新聘「生物材料物理加工利用、生物材料化學加工利用」

及「森林資源調查與測計、森林區域規劃、森林遊樂及生態旅

遊、森林資源及環境經濟與政策」專長職缺各 1名，如附件一。 
二、為辦理前開專長教師甄選事宜(相關規定如附件十一、附件十
二)，擬成立本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決 議：本系委員由系主任、陳教授信雄、王教授松永、王教授亞男、鄭教

授欽龍擔任。 
 
案由十二：為規劃本系空間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現有空間使用情形如附件十三。 
二、為有效利用本系空間，是否循例成立「空間規劃小組」規劃本

系現有空間，請討論。(如附件十四) 
決 議： 

一、若有教師需要空間使用，請向系辦公室申請。 
二、檢討本系「空間使用管理辦法」。 
三、現有空間若有異動，即時彙報。 
四、成立「空間規畫小組」規劃本系現有空間，成員由系主任、張

教授上鎮、王教授亞男、鄭教授欽龍、王副教授立志擔任。 
 
案由十三：為本系與實驗林管理處及生工系合作研究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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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依據生農學院邁向國際頂尖大學發展策略規劃討論會第三案決

議之第四項，實驗林管理處、生工系及本系共提一項整合型計

畫(如附件十五)。 
二、有關此整合計畫該如何執行，請討論。 

決 議：初步以長期生態監測網路、碳吸存、生質能源為計畫方向，再與生

工系協商。 
 

伍、臨時動議： 
案由一：報告「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78次會議紀錄(96 年 9月 10日)。 
提案人：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本系陳教授信雄申請延長服務案。 
投票過程及結果： 

(1)本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出席之委員人數 22人，實際
出席委員 20人，已達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數。 

(2)本案應投票之委員人數 12 人(教授)，實際出席之投
票委員人數為 12 人，已達三分之二以上之投票人
數。 

(3)陳教授信雄依迴避原則不參與本案投票，實際投票

之委員人數為 11人。 
(4)推薦曲助理教授芳華擔任監票員，鹿助理教授兒陽

擔任唱票員，張助理教授惠婷擔任計票員。 
(5)無記名投票結果：同意 11票，不同意 0票。 

決議：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本會應有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且經全體委員總額過

半數同意始得決議．．．」。本聘任案經 11位委員無記
名投票結果，同意票超過投票人數二分之一，爰薦送陳

教授信雄延長服務。 
二、本系王教授松永申請延長服務案。 
投票過程及結果： 

(1)本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出席之委員人數 22人，實際
出席委員 20人，已達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數。 

(2)本案應投票之委員人數 12 人(教授)，實際出席之投
票委員人數為 12 人，已達三分之二以上之投票人
數。 

(3)王教授松永依迴避原則不參與本案投票，實際投票

之委員人數為 11人。 
(4)推薦曲助理教授芳華擔任監票員，鹿助理教授兒陽

擔任唱票員，張助理教授惠婷擔任計票員。 
(5)無記名投票結果：同意 11票，不同意 0票。 

決議：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本會應有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且經全體委員總額過

半數同意始得決議．．．」。本聘任案經 11位委員無記
名投票結果，同意票超過投票人數二分之一，爰薦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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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松永延長服務。 
 
案由二：為檢討本系碩士班各組招生名額分配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鄭教授欽龍 
決 議： 

一、本系碩士班各組招生名額分配事宜提交招生委員會討論。 
二、請招生委員會檢討本系博士班招生辦法。 

 
案由三：為辦理本系 60週年系慶相關活動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決 議： 

一、由本系與實驗林管理處共同舉辦系慶相關之研討會，研討會之

主題初步擬訂為地球溫暖化、土石流，以及其他相關議題。 
二、實驗林管理處所舉辦之「台灣杉命名滿百週年研討會」，本系

參與之「2007 年國際森林研究機構聯合會(IUFRO)第五組(林
產組)全球研討會」列入系慶活動之一。 

 
陸、散會：下午 3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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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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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聘教師甄選內容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徵求以下領域專長之專任教師各一名：【植物

分類或演化學、植群或復育生態學】、【森林微氣象學、森林土壤學、森林集水區

經營與復育】。 
 
申請人須具有下列二項資格： 
一、具有應徵專長之博士學位，具教學經驗或博士後研究經歷者尤佳。 
二、必須具有科學期刊論文，其中至少須有一篇以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且在 2004 年 9月至 2007 年 9月間刊印(含電子版)在 SCI或 SSCI期刊論文。 
 
申請人須備妥下列資料： 
一、履歷表(須註明應徵專長及應徵職等，即助理教授、副教授或教授）。 
二、博士學位證書(影本，若持外國學歷者，需檢附本國駐外單位簽證之文件)。 
三、應徵助理教授職級者須檢附研究所成績單(正本)。 
四、發表之期刊論文一式三份，應徵助理教授職級者須另檢附博士論文三份。並

請就以上著作指定一件為送審代表著作。代表著作須確實符合申請專長領

域，並在 2004 年 9月至 2007 年 9月間刊印完成，若為期刊論文須刊印(含
電子版)於 SCI或 SSCI期刊，且申請人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若代表著

作為與他人共同發表，需檢附代表作合著人證明正本。 
五、未來研究方向綱要。 
六、擬授課程綱要。 
七、推薦信兩封。 
八、預計提聘日期：2008 年 2月 1日 
 
於 2007 年 10月 1日前寄達：10617臺北市羅斯福路 4段 1號國立臺灣大學森林

環境暨資源學系羅漢強主任收。 
聯絡電話:(02)33664609，傳真:(02)23654520。 
電子郵件:chient@ntu.edu.tw 
應 聘 專 長 之 詳 細 內 容 及 相 關 文 件 下 載 請 參 見 本 系 網 頁

http://www.fo.ntu.edu.tw/jo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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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聘教師甄選流程 
 

作業內容 作業時間 備註

生農學院確認作業內容及流程 96 年 7月 31日(星期二)之前  
刊登甄選公告或廣告 96 年 7月 31日(星期二)之前  
截止收件 96 年 10月 1日(星期一)  
甄選委員會審查申請名單 96 年 10月 9日(星期二)之前  
甄選委員會決定候選人名單 96 年 10月 9日(星期二)之前  
著作送審 96 年 10月 11日(星期四)開始  
候選人專題演講 96 年 11月 17日(星期六)之前  
召開系教評會投票 96 年 11月 17日(星期六)之前  
召開系務會議確認 96 年 11月 17日(星期六)之前  
提送確定人選相關資料至生農學院 96 年 11月 19日(星期一)  
生農學院教評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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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各系(科)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八條第一項之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教評會(以下簡稱本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不含該年度出國超過半

年以上者)組成，系主任為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 

第三條 本會之執掌為審查本系教師之新(改)聘、聘期、升等、不續聘、停聘、

解聘，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及教授休假研究之審議暨依法令應經

本會審議之事項。 

第四條 有關新(改)聘教師之評審由全體專任教師審議之。 

第五條 有關教師之升等由高一等級之教師評審之。 

第六條 有關不續聘、停聘、解聘，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及教授休假研究由同

等級(含)以上教師審議之。 

第七條 本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且經全體委員總額過半數同

意始得決議，但教師之解聘及停聘之裁決須經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同意始得通過。不續聘之裁決須經全體委員總額過半數同意。本

會委員在審查或討論與自身利益有關之事項時，應自行迴避。未自行迴

避者，主席得請該委員迴避。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各系(科)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及

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及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

後自發布日施行。 

 
 

森林系(所)87 年 03 月 07 日第 160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農學院 8 7 年 0 6 月 2 2 日第 1 6 8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8 7 年 0 9 月 2 2 日第 2 0 7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系 (所 )92 年 03 月 05 日第 50 次系 (所 )教評會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2 年 05 月 16 日第 20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9 2 年 0 7 月 0 1 日第 2 2 9 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3 年 10 月 08 日第 21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4 年 01 月 14 日第 21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4 年 06 月 27 日第 210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6 年 03 月 28 日第 23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6 年 06 月 25 日第 217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9 6 年 0 7 月 1 7 日第 2 4 8 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6

附件五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七點訂

定之。 
第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入學後，第一學年結束前，由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成

立研究生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由校內外相關領域人員組成，人數不

得少於三人。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並擔任該委員會召集人。 
前項委員會之委員須具有國立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

則第五條第二款所規定之資格。諮詢委員會成立後，由指導教授將委員

名單提送本系備查。委員會之成員若有變更，亦需提送本系備查。委員

會之會議記錄由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負責保管，影本送本系備查。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至遲須於入學後，第一學年結束前，提送所需修習課程與

進度至諮詢委員會審查。審查得以會議或書面方式實施。前項修習課程

與進度經諮詢委員會同意後，由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提送本系備查。所

修習課程與進度若需修改，須經諮詢委員會同意並提送本系備查。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第七學期結束前提出博士論文之研究計劃。前項計劃

須經諮詢委員會同意。修改時亦同。 
第五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辦理方式如下： 

一、組織考試委員會：由該研究生之諮詢委員會委員三至五人組成之。 
二、考試：包括筆試及口試。 

(一)筆試：由考試委員就博士學位候選人應知之基本知識出題考

試。 
(二)口試：由博士學位候選人就論文相關成果及研究向考試委員會

提出報告，並由委員口試。 
第六條 資格考試每學期辦理一次，博士班研究生須於考試前提出申請。若有違

反「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班招生辦法」第三點第二款

不得兼職規定，經查明屬實者，將不予同意申請考試。但須於無兼職二

年後始得申請(本不得兼職之規定自 92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適用)。資格
考試筆試日期由本系指定，口試日期於申請時由指導教授指定。筆試之

試題由該考生之考試委員會召集人統籌，試題須彌封，於筆試時交付考

生作答。 

森林學系(所)91 年 03 月 13 日第 195 次系(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森林學系(所)92 年 06 月 17 日第 206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3 年 10 月 08 日第 21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4 年 01 月 14 日第 21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4 年 06 月 22 日第 22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4 年 10 月 3 日第 67 次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4 年 11 月 3 日第 22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4 年 12 月 19 日第 21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95 年 01月 05日備查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5 年 06 月 21 日第 23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6 年 06 月 25 日第 217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96 年 07月 04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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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試成績及格後，考試委員會召集人須填寫考核表

並將筆試試題、試卷及口試紀錄提送本系備查。前項考核表須由該生之

所有考試委員簽名確認。 
第八條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除需依據教育部與本校有

關之規定外，另需符合下列規定： 
一、提出博士論文研究計劃。 
二、外語能力鑑定合格。 
三、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第九條 前條第二款所稱外語能力鑑定自八十七學年度(含)入學之博士班研究
生開始適用，其鑑定標準依據博士班研究生入學年度時教育部公費留學

考試規定辦理。九十二學年度(含)以後入學學生應以英、日、法、德、
西班牙等五種語文為鑑定標準，其標準如下： 
一、英文： 

(一)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 
(二)托福(TOEFL)紙筆測驗 550分(含)以上。 
(三)托福(TOEFL)電腦化測驗 213分(含)以上。 
(四)國際英語測試(IELTS)6級(含)以上。 
(五)外語能力測驗(FLPT)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七十分(含)以
上。 

二、日、法、德、西班牙文(一)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日、法、德、

西班牙外語能力測驗(FLPT)合格標準為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平

均 60 分以上、口試成績為 S-2 以上。(二)財團法人交流協會(委託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辦理)日本語能力測驗二級以上。(三)
巴黎法語聯合學院駐臺代表處法語鑑定文憑第一級(DELF1)以
上。(四)臺北德國文化中心德語初級考試(ZdaF)以上。(五)西班牙語
言能力測驗證書(D.E.L.E)。 

第十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須符合前述各條規定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外，至少

提出與博士論文相關之研究報告兩篇以上，且符合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

源暨農學院博士學位考核辦法及其相關解釋之規定，方得提出博士學位

考試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校備查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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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時  程 內  容 地  點 

10:00~10:30 
家長來系(本系接待人員帶領新生家長由綜合

體育館至本系) 
 

10:30~10:40 系況簡介(由系主任介紹) 林一教室 

10:40~11:20 
本系各學群現況及未來發展(由本系各學群之
教師向新生家長解說) 

林一教室 

11:20~12:00 座談會(本系教師與新生家長共同討論) 林一教室 
12:00~13:00 午餐（本系教師與新生家長共同用餐吃便當） 林一教室 

 本系各教師研究室簡介海報展覽 森林館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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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FORESTR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About 58 percent of the land of Taiwan is covered with forests, which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extremely valuabl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 A professional forester requires technical to obtain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performing forestry and forest related activities. This 
department was therefor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forestry and related sciences. 
學位別 
Degree 

預計名額 
Approximate

Number 

資料審查(%) 
Application 
Documents 

口試(%) 
Interview/
Oral Test

筆試(%) 
Written 
Exam 

中英文能力 
Language 

Proficiency 

系所附加規定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學士班 
Bachelor 

4 100% 無/No 無/No 

需通過華語文能力測驗(CPT)初等第 2級，或漢語水平考試(HSK)初等第 5級，或中國語檢定
試驗第 3級 
Prior to applications,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pass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CPT) Basic Level
Rank 2, or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Elementary Level 5. 

中文或英文讀書計畫 
A statement of purpose and 
undergraduate study plan (in 
Chinese or English) 

碩士班 
Master 6 100% 無/No 無/No 

1.中文 
需通過華語文能力測驗(CPT)初等第 2級，或漢語水平考試(HSK)初等第 5級，或中國語檢定
試驗第 3級。 
Prior to applications,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pass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CPT) Basic Level
Rank 2, or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Elementary Level 5. 
 
2.英文 
需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或網路化托福測驗(TOEFL Internet-based Testing, IBT) 61分，或
電腦化托福測驗(TOEFL  Computer-based Testing, CBT) 173分，或紙筆型態托福測驗(TOEFL
Paper-based Testing, PBT) 500 分，或 IELTS 4 級，或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Prior to applications,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pass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Test, or a minimum of TOEFL score 61(IBT), or 173(CBT), or 500(PBT), or 
IELTS Band Score 4, or Cambridge Main Suite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英文讀書計畫 
A statement of purpose and 
graduate study plan (in English) 

博士班 
PhD 1 100% 無/No 無/No 

1.中文 
需通過華語文能力測驗(CPT)初等第 2級，或漢語水平考試(HSK)初等第 5級，或中國語檢定
試驗第 3級。 
Prior to applications,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pass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CPT) Basic Level
Rank 2, or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Elementary Level 5. 

1.英文讀書計畫 
A statement of purpose and 
graduate study plan (in English) 
2.英文履歷 
Curriculum Vitae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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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 
需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級，或網路化托福測驗(TOEFL Internet-based Testing, IBT) 61分，或
電腦化托福測驗(TOEFL  Computer-based Testing, CBT) 173分，或紙筆型態托福測驗(TOEFL
Paper-based Testing, PBT) 500 分，或 IELTS 4 級，或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Prior to applications,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pass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Test, or a minimum of TOEFL score 61(IBT), or 173(CBT), or 500(PBT), or 
IELTS Band Score 4, or Cambridge Main Suite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Website: http://www.fo.ntu.edu.tw 
E-Mail: forestry@ntu.edu.tw Phone: +886-2-3366-4609 Fax: +886-2-2365-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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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灣大學必修科目處理要點」第二點訂定。 

第二條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由系主任及本系教師十二名組
成，任期二學年，連選得連任，每年改選一半委員。由系主任為召集人。

本系之院課程委員會委員由召集人以外之委員推選擔任。 

第三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或三分之一以上委員

連署，召開臨時會議。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請有關人員列席。 

第四絛 本會之執掌如左： 

一、本系課程之審議事項。 

二、各學群共同必修課程之協調、建議改進及規劃事宜。 

三、辦理系務會議之交辦事宜。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院校核備後施行，修改時亦同。 

 
 
 
 

森林學系(所)84 年 11 月 01 日第 147 次系(所)會議決議通過
森林學系(所)91 年 06 月 03 日第 197 次系(所)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3 年 10月 08日第 21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4 年 01月 14日第 218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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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立臺灣大學課程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 
 

96.6.8 95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本校教師瞭解學生對課程之反應

與期待，並提供各教學單位研擬課程改進方案之參考，特依大學法第五

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設置課程評鑑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擬本校各種共通性教學意見調查問卷。 
二、審定各教學單位申請增列之教學意見調查問卷題目。 
三、分析教學意見調查問卷之結果。 
四、其他與課程評鑑方式與制度有關之事項。 

第三條 本會由教務長聘請本校專任教師五至九人組成之，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

人。委員任期一年，得連任。 
第四條 本校課程評鑑以網路教學意見調查方式為之，評鑑範圍包括全校各教學

單位所有開授課程，惟課程名稱為博士論文、碩士論文、學士論文、專

題研究、專題討論、書報討論、書報研讀、個別指導研究者，不納入評

鑑範圍。如有其他特殊原因不擬納入課程評鑑範圍者，應專案簽請教務

長提報本會通過。 
第五條 本校各種共通性教學意見調查問卷，其題數至多以 25 題為原則。各教

學單位得視需要研擬增列之問卷題目，報請教務長提報本會通過，惟其

評鑑值原則上不納入課程評鑑值計算範圍。 
第六條 網路教學意見調查由教務處負責執行，原則上於每學期期末考前兩週內

實施。網路開放填答時間為期一週，其起迄日期明訂於本校行事曆。 
第七條 凡上網填答教學意見調查之學生，得享有優先查詢成績及電腦選課優先

分發之優惠。 
第八條 教務處執行教學意見調查應嚴守保密原則，不得對外洩漏填答學生之身

分。 
第九條 本會應成立工作小組，處理問卷調查技術問題、負責整理統計教學意見

調查結果並分析相關資料。 
工作小組成員由課務組、資訊組、教學發展中心等單位派員組成之。 

第十條 教學意見調查結果應先送各學院院長核閱，俟學期成績公布後送交各系

（所）主管參閱，再轉交授課教師作為教學改進參考。 
第十一條 各課程之教學意見調查平均評鑑值是否公布，由各系（所）務會議決

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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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6 年 5月 25日第 24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總體目標 
本系力求教學研究與實務應用並重，教學旨在培養優秀森林經營、保育及永

續利用、林產技術及研發人才為目標，研究上除了傳統之林業基礎領域外，

還配合國際潮流趨勢及國內需求，未來將以森林生物、森林環境、生物材料、

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四個領域為主要發展方向，經由整體性、跨領域整合，

以及教學與研究相長之多元化，成就為臺灣整體森林科學尖端及現代化之研

究重鎮。茲就本系未來四大領域的發展說明如下： 
1.森林生物領域： 
森林生物領域所包含的範圍是以生物科學為軸線，如果將教學與研究內容

劃分為上游、中游與下游，則由上游基礎之動植物個體生態及基因結構

等，至中游之族群及群聚生態，動植物之間互動至下游結集中上游之生物

資訊並與森林環境及經營管理領域橫向連結，建立森林生態體系模式並提

供野生物及棲地保育實際執行策略及方法，在現今國土規劃及復育並人造

林復育之重大研究及國家政策上，本系才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而關鍵之角

色。進而提昇國內及國際森林生物主流研究及競爭能力，發展國家生物科

技水準，並結合本系其他領域之人材，從事整體森林科學尖端及現代化之

研究，以為國所用。 
2.森林環境領域： 
培育森林環境領域，包括森林微氣象、森林水文、森林土壤、森林集水區

經營與保育等之教學與研究人才，提昇本系森林環境學群之大學部與研究

所的教學課程與研究訓練的水準，以及提昇國內與國際之森林水文循環、

土壤化育、能量循環、二氧化碳通量、集水區生態復育、長期生態研究等

相關研究的競爭力。 
3.生物材料領域： 
培育木質生物材料科學專長之教學與研究人才。在物理應用方面，包括木

質生物材料物理性質與加工利用、木質生物複合材料、組織與鑑別；木質

環境、木構造建築與綠建築(設計、材料與維護)；目前正與工學院土木系
與城鄉所規劃「木質構造建築」學程。而在化學應用方面，包括木質材料

化學改質、木質材料高分子化學、林木代謝體學(天然物之生合成、特殊
森林資源利用)與林產化學生物技術(生質能利用、生物精製等)，使森林資

源可以有效利用以提升國際林產科學研究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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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 
本系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之教育目標為培育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專

才，提供政府機構及民間，為促進合理經營森林資源，強化國土保安、水

源涵養、森林遊憩、生態保育及林木生產等森林功能，以增加社會福祉，

並為提昇我國林學研究之競爭力，培育所需之人才。 
 
二、新聘教師需求及聘用 

1.新聘專長 
配合本系上述四個領域之發展方向，本系將以下述專長領域作為新聘師資

教學及研究之規劃方向： 
(1)森林生物領域： 

i.新聘教師應聘者須具有以下專長之博士學位。 
ii各專長說明如下： 

(i)植物分類或演化學：裸子植物、雙子葉植物、單子葉植物、形態

分類進而到細胞學之分類、植物演化之機轉(制)、過程、學說、

證據、種間演化、科間關連性、系統樹等，奠定森林學其他學門

研究之基礎。 
(ii)植群或復育生態學：植群調查分類、植物物候、棲地復育、重建

與營造，人造林復育、野生動植物保育、棲地保育等。 
iii.擬聘名額：2名(96學年度預定聘用 1名，97或 98學年度預定聘用

1名)。 
(2)森林環境領域： 

i.新聘教師之學士、碩士、博士三學位至少有一為森林或相關科系之學

位，或博士論文需與所應徵之專長相符。 
ii.各項專長如下： 

(i)森林微氣象學：森林氣象原理、能量循環、二氧化碳通量、生態

氣候學、森林氣象與環境保護等。 
(ii)森林土壤學：森林土壤物理、土壤化學、土壤化育、土壤養分循

環，森林土壤與林分生態系復育等。 
(iii)森林集水區經營與復育：集水區經營與地理資訊系統整合，土地

利用規劃與水土資源保育，林地水土保持，治山防災近自然工法

應用等。 
iii.擬聘名額：3 名 (96 學年度預定聘用 1 名，97 或 98 學年度預定聘

用 2名)。 
(3)生物材料領域： 

i.新聘教師之學士、碩士、博士三學位至少有一為森林或相關科系之學

位，以擔任日後教學工作。 
ii.各項專長如下： 

(i)生物材料物理加工利用：木質生物材料物理性質、組織與解剖、

木質環境、木構造建築與綠建築設計與施工。 
(ii)生物材料化學加工利用：木質材料高分子化學、林木代謝體學、

林產化學生物技術。 
iii.擬聘名額：2名 (97或 98學年度預定聘用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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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 
i.新聘教師應聘者須具有以下專長之博士學位。 
ii.各專長說明如下： 
(i)森林資源調查與測計：森林資源調查技術的研究與發展，森林資

訊更新、生長與收穫。 
(ii)森林區域規劃：森林區域的土地分區使用規劃的研究與發展，以

加強森林保育和永續利用的多元功能，保護區經營管理。 
(iii)森林遊樂及生態旅遊：森林景觀規劃、森林遊樂及生態旅遊的遊

客體驗、社會功能及對森林環境影響的研究，以配合國民戶外旅

遊的需要。 
(iv)森林資源及環境經濟與政策：森林資源、林業及森林區的經濟研

究、森林環境功能的經濟評估、森林及林業政策的分析，協助政

府達成聯合國「森林原則」所揭櫫的森林永續經營目標。 
iii.擬聘名額：4 名(96 學年度預定聘用 1 名，97 或 98 學年度預定聘

用 3名)。 
2.新聘教師職缺來源及時程 

(1)本系 97學年度以前(含 97學年度)待聘教師職缺狀況： 

出 缺 時 間名額 說       明 

i.目前待聘職缺 5 生農學院核准 96 學年聘用 3 名，尚有 2

名缺額 

ii.97 年 2月出缺 1 胡弘道教授年滿 65歲退休 

合計 6 i. 96學年度第 2學期起聘 3名 

ii. 97學年度起聘 3名 
(2)本系 98學年度以後待聘教師職缺狀況： 

出 缺 時 間名額 說       明 

i. 98 年 2月 2* 王松永教授及陳信雄教授年滿 70歲退休

ii. 98 年 8月 1 郭幸榮教授將自願提前退休 

iii.100 年 8月 1*

1*

應紹舜教授年滿 70歲退休 

羅漢強教授預定年滿 65歲時退休 

   
合計 5 i. 98學年度起聘 3名 

ii. 99學年度視實況決定名額 
*職位出缺時程依教授個人是否有意申請延長服務及教評會審議結果而定 

3.新聘教師職聘任作業方案：本系未來新聘教師名額依據本系未來之重點方

向，於各領域總額內進行彈性流用。 
4.新聘教師空間規劃：就本系現有之空間規劃辦法彈性調整。 

 
三、教學目標 
配合本系上述四個領域之發展方向，本系未來之教學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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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森林生物領域： 
紮實訓練學生森林生物中分類、生態、復育及保育學之基礎；實習課程則

在訓練學生野外觀察、調查、分析、推論等經驗，培養森林生物未來之研

究與教學人材。 
2.森林環境領域： 
在現有的課程規劃基礎下，強化森林環境學群的教學課程，包括森林微氣

象原理、森林土壤及化育、森林集水區經營與復育、集水區經營與地理資

訊系統整合等課程，提供大學部學生更完整的基礎訓練。在研究所課程方

面，增加包括能量、二氧化碳通量、養分循環等森林生態系功能，生態氣

候學，生態水文學，治山防災近自然工法應用，土地利用規劃與水土資源

保育，森林環境資源監測等相關課程，使修習課程的學生提升研究能力，

並且增進任職研究機構、政府單位之實務應用的能力。 
3.生物材料領域： 
以培育學生具備木質生物材料科學的基礎，引導學生進入木質生物材料利

用、保存、加工、林木抽出物與林產化學生物技術等領域，培育未來之教

學與研究人才。 
4.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 
教學的首要目標在於使學生瞭解森林資源在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生態面向

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培育學生在森林資源調查、林地利用規劃、森林遊樂

及生態旅遊規劃以及森林資源及環境經濟分析與政策評估等方面的專業

能力。 
 
四、學術研究與方向 
在本系現有的師資條件下，本系將致力於前述四個領域的研究，除森林學及

其相關學門之基礎研究外，未來亦將以各領域之特色發展為重要之研究方

向。期待未來新聘任教師除能在上述研究領域發展外，亦能與現有教師以團

隊合作的方式，進行整合型研究，同時與可與國內外林業研究機構、大學或

產業界進行研究合作，延伸整合研究計畫的深度與廣度，亦可提升本系整體

的教學與研究能力，以期達到國際水準，與世界各尖端大學相關學系之研究

接軌為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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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新聘專任教

師聘任作業準則第七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應就本系師資缺額、師資來

源、擬聘用時間及擬聘用師資專長領域辦理新聘教師甄選事宜。 

第三條 本會由本系推派及本院院長指派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九名為委員共同組

成；本系推派之委員人數為五名，院長指派之委員為四名。但本系副教

授以上人數不足時，院長指派委員人數不受此限。 

第四條 本會會議之召開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第五條 本會作業悉依本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核備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4 年 05 月 27 日第 222 次系務會議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4 年 06 月 27 日第 210 次院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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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 
 

93 年 11月 29日本院第 207次院務會議通過 
93 年 12月 28日本校第 2370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確保師資之卓越，並

使所聘師資專長領域能符合發展之需要，以利邁向世界一流大學之目

標，特訂定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各系所應就其本單位可能之師資缺額、師資來源、擬聘用時間及擬聘用

師資專長領域等擬妥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 
第三條 各系所為新聘專任教師，應設置「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以辦理教師

甄選事宜，並於完成甄選後將推薦人選向該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如有均不推薦者，應敘明理由送院備查。 
第四條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由聘任單位推派及本院院長指派之副教授以上

教師五至九名為委員組成，其中聘任單位推派之委員人數應較院長指派

委員至少多一名。但聘任單位副教授以上教師人數不足時，院長指派委

員人數不受此限。 
院長指派之委員得為聘任單位內或外之教師，但均須具有本校「教師評

估準則」所列因學術成果而得免辦評估之條件。 
第五條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原則上應於擬新聘專任教師起聘日半年以前，

將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送請本院核可後公開刊登於國內、外知名而合適

之報紙、雜誌或網站上，並由系所於收件後，將應徵資料轉「新聘教師

甄選委員會」進行教師甄選。 
公開徵才期間至少應達二個月。但是如有特殊情況，經「新聘教師甄選

委員會」認定者，不在此限。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應於應徵人員達三人以上時，始進行甄選程

序。但如情況特殊，甄選之應徵人數未達三人時，得報請院長核可後進

行甄選程序。 
第六條 應徵人如其最高學歷為聘任單位授予，且畢業後未在其他單位從事與教

學、研究相關之工作兩年(以起聘日期為準)以上，應不列入為候選人，

惟具有特殊專長或優異表現且經「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認定者，不在

此限。 
第七條 各聘任單位應依本準則之規定，訂定其「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

法」，並送院核備。 
第八條 本準則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自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始施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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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本系現有空間使用情形 
使用人 使用空間位置 
丁宗蘇老師 森林館 201,401 
王立志老師 森林館 311、312A 
王亞男老師 森林館 213 
王亞男老師 林產館地下室內(原羅漢強教授使用)
王亞男老師 航測館 402、403 
王松永老師 森林館 113、206 
王松永老師 林產館 203 
王松永老師 航測館 405 
曲芳華老師 森林館 306、307 
林法勤老師 林產館 201 
林法勤老師 木工室 
邱祈榮老師 森林館 315、317 
柯淳涵老師 森林館 106 
柯淳涵老師 林產館 304 
胡弘道老師 森林館 207、301、304 
袁孝維老師 森林館 309 
張上鎮老師 森林館 103、104、214、302 
張上鎮老師 林產館 204、木工室內、地下室 
張惠婷老師 林產館 301、302、303 
郭幸榮老師 森林館 205 
郭幸榮老師 航測館 404、504 
陳明杰老師 森林館 218 
陳明杰老師 林產館 202 
陳信雄老師 森林館 107、108、110 
陳信雄老師 林產館 404 
鹿兒陽老師 森林館 203、310 
蔡明哲老師 森林館 316 
蔡明哲老師 林產館 403 
鄭欽龍老師 森林館 319、320 
盧道杰老師 航測館 505 
盧道杰老師 森林館 313 
應紹舜老師 森林館 204、402 
羅漢強老師 森林館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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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漢強老師 航測館 506、507 
關秉宗老師 森林館 216、217 
董倫政先生 森林館 202 
林產化學實驗室 森林館 101 
育林實驗室 森林館 303 
王松永及張上鎮老師共用 林產館 401 
應紹舜及袁孝維老師共用 森林館 308(目前應老師已無學生使用)

蔡明哲及柯淳涵老師共用 森林館 105 
鹿兒陽及曲芳華老師共用 森林館 102 
林一教室 森林館 112 
林二教室 森林館 109 
林三教室 森林館 111 
林四教室 森林館 114 
林五教室 森林館 116 
木性教室 森林館 219 
林產館教室 林產館 402 
會議室 森林館 210 
系辦公室 森林館 210A 
研討室 森林館 210B、406 
儲藏室 森林館 210C 
兼任教師研究室 森林館 215 
研究生讀書室 森林館 403、404、405 
客座教授及電腦室 森林館 314 
原陳永寬老師之博士班學生使用 航測館 502 
原陳昭明老師使用(已歸還系上目前閒置中)森林館 318 
原陳永寬老師使用(已歸還系上目前閒置中)航測館 501、503 
原李國忠老師使用(已歸還系上目前閒置中)林產館 301A 
原李國忠老師使用 森林館 208 
原陳永寬老師使用 林產館 4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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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空間使用管理辦法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有效利用空間，提

高整體資源使用效率，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提升空間使用品質，每一專任教師應有一處不與其他教師合用之研究

室。 

第三條 退休教師使用空間應依照本校相關辦法辦理，所留空間在未聘進新教師

前應由系辦公室管理。 

第四條 為保障有可用之空間，新進教師以接續前一職缺所用空間為原則，但此

空間若有過大或不足者，應視需要提交系務會議議決調整。 

第五條 既有空間使用爭議應提交系務會議議決。 

第六條 本系各空間使用人之變更，應提交系務會議決議後始得為之。 

第七條 本系空間使用狀況應於每一學年底檢討，以免閒置或低度使用。 

第八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即日起施行，修正時亦同。 

 
 
 

森林學系(所) 93 年 4 月 13 日第 211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森林學系(所) 93 年 4 月 27 日第 212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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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