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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42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 96 年 5月 30日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林館二樓會議室 
主席：郭主任幸榮  
出席：郭幸榮、陳信雄、張上鎮、應紹舜、鄭欽龍、陳明杰  
   關秉宗、袁孝維、王立志、邱祈榮、蔡明哲、盧道杰  
   丁宗蘇、鹿兒陽、曲芳華、張惠婷、林法勤  
請假：胡弘道、羅漢強、王亞男、柯淳涵  
出國：王松永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41次系務會議記錄(96 年 5月 25日)及執行情形： 
一、本系 96學年度新聘教師聘用計畫案。 
決議： 

1.繼續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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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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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預定於 96 學年

度第 2學期起聘(97 年 2月 1日起聘)。 
2.本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委員由系主任、陳信雄教授、張上鎮
教授、鄭欽龍教授、關秉宗教授擔任。 

執行情形：業簽報生農學院。 
二、本系 97及 98學年度新聘教師聘用計畫案。 
決議：文字修正通過如附件二。(聘用計畫案請參見本議程附件一) 
執行情形：業簽報生農學院。 

三、推選本系 96學年度相關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下次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業於本次會議提案。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5 學年度學生學術論文獎」審查委員會

會議記錄(96 年 5月 30日)及執行情形： 
1.本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5學年度學生學術論文獎」推薦名單案。 
決議： 

(1)碩士班申請人王牧寧同學因所申請論文為第二作者，不符

合規定，不予推薦。碩士班學生學術論文獎推薦吳佳哲及古

惠菁 2位同學請生農學院獎勵。 
(2)博士班學術論文獎推薦第 1 順位為吳季玲博士，第 2 順位
為楊德新同學請生農學院獎勵。 

執行情形：業送生農學院辦理。 
二、本系蔡助理教授明哲升等為副教授案業經生農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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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美國北卡州立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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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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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前經本系第 74 次
教評會審議通過，並送生農學院教評會審議。 

二、經生農學院教評會於 96 年 5月 29日召開會議審議，因 Yu-Fai 
Leung 博士相關著作之審查成績平均未達 80分，爰建議本系
重新送審。 

三、是否將 Yu-Fai Leung 博士之相關著作重新送審，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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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為推選本系 96學年度相關委員會委員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本系 96 學年需改選之委員有院教師評審委員、院務會議代表、院

課程委員、院研究發展委員、院編輯委員、臺大實驗林審議委員、

圖書委員、系課程委員、系招生委員(含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
系導師工作委員，前述委員產生方式如下(95學年度各委員會委員

名單如附件二)： 
一、院教師評審委員：由系主任及本系推選之委員(須為專任教授)1
人擔任，另由本系推選候補委員 1人，候補委員由全院普選產
生。(除無免受評估教授資格者外，推選委員應以免受評估教
授資格者擔任為原則) 

二、院務會議代表：由系主任及本系所推舉之系代表 1 人擔任(此
代表援例依本校公務通訊錄之教授名錄順序，於 96 年度由陳

教授明杰擔任)，另由本系推選候補委員 1名。 
三、院課程委員：由系主任及本系推舉之系代表 1 人擔任。(須為
本系課程委員會委員) 

四、院研究發展委員：由系主任及本系所推舉之系代表 1人擔任。 
五、院編輯委員：由本系推派專任教師 1名擔任。 
六、臺大實驗林審議委員：由系主任及本系所推舉之系代表 1人擔
任(此代表與本系院務會議代表同一教授擔任)。 

七、圖書委員：由王副教授立志擔任。 
八、系課程委員：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就本系教師中推

選委員 12人，任期 2學年，連選得連任，每年改選一半委員。 
九、系招生委員(含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兼召集人，另就本系教師中推選委員 8人，推選委員任期 1 年，

採學年制，連選得連任。 
十、系導師工作委員會委員：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另就本系教師中

推選委員 5人及學生代表 1人(由系學會會長擔任)共同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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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由各委員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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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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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 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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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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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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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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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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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森林生物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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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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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95學年度各委員會委員名單 
委員會名稱 委員姓名 

院教師評審委員 
1.郭幸榮(當然委員) 
2.張上鎮(本系代表委員) 
3.王亞男(本系候補委員兼參選委員) 

院務會議代表 
1.郭幸榮(當然委員) 
2.鄭欽龍(本系代表委員) 
3.袁孝維(參選普選委員) 

院課程委員 1.郭幸榮(當然委員) 
2.陳明杰(本系代表委員) 

院研究發展委員 袁孝維 
院編輯委員 鹿兒陽 

臺大實驗林審議委員 1.郭幸榮(當然委員) 
2.鄭欽龍(本系代表委員) 

圖書委員 關秉宗 

系課程委員 

1.郭幸榮(當然委員) 
2.陳信雄(94及 95學年度委員，需改選) 
3.王松永(94及 95學年度委員，需改選) 
4.羅漢強(94及 95學年度委員，需改選) 
5.陳明杰 
6.袁孝維 
7.邱祈榮 
8.盧道杰(94及 95學年度委員，需改選) 
9.丁宗蘇(94及 95學年度委員，需改選) 
10.鹿兒陽 
11.曲芳華 
12.張惠婷(94及 95學年度委員，需改選) 
13.林法勤 

系招生委員 
1.郭幸榮(當然委員) 
2.羅漢強、3.關秉宗、4.袁孝維、5.邱祈榮、6.蔡明哲
7.丁宗蘇、8.鹿兒陽、9.曲芳華 

系導師工作委員 
1.郭幸榮(當然委員) 
2.袁孝維、3.邱祈榮、4.丁宗蘇、5.鹿兒陽、6.曲芳華
7.系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