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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39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 96 年 5月 12日下午 4時 30分 
地點：森林館二樓會議室 
主席：郭主任幸榮  
出席：郭教授幸榮、陳教授信雄、王教授松永、胡教授弘道  
   羅教授漢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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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助理教授祈榮、蔡助理教授明哲  
   柯助理教授淳涵、盧助理教授道杰、丁助理教授宗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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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38次系務會議記錄(96 年 3月 28日)及執行情形： 
一、提聘李教授國忠為本系名譽教授案。 
決議：通過，送院、校審查。 
執行情形：業送生農學院辦理。 

二、本系 96學年度「林場實習二」及「林場實習三」案。[1.林場實習二(森
林環境)：96 年 6月 28日下午報到，實習時間為 6月 29日至 7月 4日，
實習地點為本校實驗林所轄溪頭營林區、和社營林區及其相關地區(7
月 4 日下午與林場實習三交接)，由邱助理教授祈榮領隊，白助理教授

創文擔任副領隊。2.林場實習三(生物材料)：實習時間分為兩段實施，

第一段為 96 年 6月 28日上午由臺大出發，傍晚與林場實習二交接，第

二階段為 7月 5日至 7月 8日，實習地點為本校實驗林所轄水里實習工

廠及中、南部相關工廠，由林助理教授法勤領隊，柯助理教授淳涵為副

領隊。]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已函請本校實驗林管理處協助辦理。 

三、修正本系選課注意事項案。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並已更新相關網頁資料。 

四、修訂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案。 
決議：經表決結果，通過，送院、校審查。 
執行情形：業送生農學院辦理。 

五、本系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跨校選課案。 
決議：通過，送院、校審查。 
執行情形：業送生農學院辦理。 

六、輔導本系新進助理教授之教學研究績效，擬成立委員會並進行輔導案。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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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系第 7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96 年 4月 16日)： 
1. 本系 96學年度教授休假研究案。(本系 96學年度教授休假研究計有

胡教授弘道一人申請)。 
決議：通過，送生農學院審議。 
執行情形：本案業送農學院辦理。 

2.配合本系 96 學年度新聘教師作業時程，訂定申請人演講及教評會召

開時間案。 
決議： 

(1)下(76)次教評會議決新聘教師之程序為俟所有應徵者演講
完畢後分領域投票，再依序開票。 

(2)開會時間：徵詢可出席教師結果，所有本次教評會出席教
師皆可出席 5月 11日及 12日之教評會，4位教師無法出席
5月 18日及 19日之教評會。由系辦公室補調查本次教評會
缺席教師可出席之時段，並將確定之時段通知各教師。 

執行情形：已依決議辦理完成。 
二、報告本系 96學年度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錄(96 年 4月 16

日)及執行情形： 
1.辦理「植物分類或演化學、植群或復育生態學」專長新聘教師應徵人

資格審查案。 
決議：推薦黃士穎博士及鍾國芳博士等二位應徵人進行甄選。 
執行情形：業已完成黃士穎博士及鍾國芳博士著作送審。 

2.辦理「森林微氣象學、森林土壤學、森林集水區經營與復育」專長新

聘教師應徵人資格審查案。 
決議：推薦江博能博士、白創文博士及衛強博士等三位應徵人進行甄

選。 
執行情形：業已完成江博能博士、白創文博士及衛強博士著作送審。 

3.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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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新聘教師應徵人資格審查案。。 
決議： 

(1)吳俊賢博士所送之文件不符合本系應徵人資格第二項規定

[必須具以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在 2004 年 6月以
後刊印(含電子版)在 SCI 或 SSCI 期刊論文一篇(含)以上]，
爰不受理吳博士之申請。 

(2)因本次甄選符合應徵資格之人數不足三名，爰依據本院新

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第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本職缺不

推薦應徵人。 
執行情形：已簽請院長同意停止本專長之新聘教師作業，並業以校函

通知本專長之各申請人在案。 
三、報告本系 96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

錄(96 年 4月 9日)及執行情形： 
1.本系 96學年度外籍生申請入學案。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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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業送學校辦理。 
2.本系學士班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名額分配案。 
決議：97學年度學士班甄試入學名額定為 30名，其中，學校推薦 16

名，個人申請 14名，本案提系務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已提本次會議討論。 

3.本系碩士班考試缺額流用案。 
決議：由系主任視當年度各組別招生缺額情形，依甲、乙組間流用，

丙、丁組間流用，以及各領域教師指導研究生人數情形之原則

彈性流用。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 

4.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之畢業證書及論文封面是否加註「碩士在職專班」

或其他文字案。 
決議：本系不加註「碩士在職專班」或其他文字，本案提系務會議討

論。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已提本次會議討論。 

四、報告 95 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木材保存科學獎學

金」審查委員會第 2次會議記錄(96 年 5月 9日)及執行情形： 
1.94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木材保存科學獎學金」

獲獎同學大學部 4 年級李婉瑄申請第四期獎學金案。 
決議：通過李婉瑄同學第四期獎學金申請案，提系務會議報告後陳報

學校。 
執行情形：李婉瑄同學之申請案將於本次系務會議通過後陳報學校辦

理後續事宜。 
2.95學年度「國立台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木材保存科學獎學金」

獲獎同學大學部三年級余采柔及碩士班二年級邱珮君申請第 2期獎學
金案 
決議：大學部余采柔同學上學期成績總平均 85.44分成績優良，通過

余采柔第二期獎學金申請案；碩士班邱珮君同學因其碩士論文

研究內容不符合獎學金獎勵宗旨，不予通過。提系務會議報告

後陳報學校。 
執行情形：余采柔同學之申請案將於本次系務會議通過後陳報學校辦

理後續事宜。 
五、本系 96學年度學士班甄試、碩士班考試及在職專班甄試招生情形如下： 

1.學士班甄試： 

類  別 招生數 錄取數 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數 
一般生 14 14 30 

學校推薦 
離島外加 1 1 1 
一般生 13 13 43 

個人申請 
原住民外加 2 2 8 

2.碩士班考試： 
一般生 在職生 

類 別 
招生數 錄取數 報名數 招生數 錄取數 報名數

甲組 19 24 78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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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 10 8 19 1 - 0 
丙組 5 5 30 0 - - 
丁組 4 4 7 1 - 0 

3.碩士班在職專班甄試：招生名額為 2名，計有 5名考生報考，正取 2
名。 

六、本系 95 學年度王子定先生森林獎學金經審核推薦育林組四年級許雅筑

同學。 
補充報告事項：報告本系第 7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96 年 5月 12日)： 
一、辦理本系新聘教師甄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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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人，
已達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數。 

2.本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投票之委員人數 22人(全體教師)，實際出席之
投票委員 22人，已達三分之二以上投票人數。 

3.蔡助理教授明哲因另有要務先行離席，不參與投票，實際之投票人數

為 21人。 
4.推薦曲助理教授芳華、丁助理授宗蘇及張助理教授惠婷擔任監票員，

鹿助理教授兒陽擔任唱票員，林助理教授法勤擔任計票員。 
5.無記名投票結果如下： 

專長類別 應徵人 同意 不同意 
黃士穎 4 14 植物分類或演化學、植群或

復育生態學 鍾國芳 18 2 
江博能 9 10 
白創文 5 11 

森林微氣象學、森林土壤

學、森林集水區經營與復育

衛 強 7 11 
決議： 
一、「植物分類或演化學、植群或復育生態學」專長：鍾國芳博士

經 21 位委員無記名投票結果，同意票超過投票人數三分之

二，爰薦送鍾國芳博士給院、校教評會審議。 
二、「森林微氣象學、森林土壤學、森林集水區經營與復育」專長：

經 21 位委員無記名投票結果，三位應徵人同意票皆未超過投
票人數三分之二，爰皆不薦送。 

執行情形：已提本次系務會議確認。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確認本系 96學年度新聘教師甄選案。 
提案人：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說 明：依據本系第 7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辦理。 
決 議：薦送鍾國芳博士給院、校教評會審議。 
 
案由二：為推薦本系系主任選務委員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系主任任期將於本年 7月 31日屆滿，依據本系系主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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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辦法(如附件一)第二條規定：「系主任之選舉，由現任系主
任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召開系務會議，由本系教師推選四人與

系主任共五位組織選務委員會，由現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於

五月中辦理推選，其任期至下屆選務委員會產生為止」。 
二、為辦理本次系主任改選事宜，請推薦選務委員。 

決 議：由系主任、陳教授信雄、王教授松永、胡教授弘道及應教授紹舜擔

任選務委員。 
 
案由三：為本系學士班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名額分配一案，提請討

論。 
提案人：招生委員會 
說 明： 

一、依據本系 96 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辦理。 

二、本系 96 學年度學士班甄試入學(含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係依
學士班總招生人數 30%提列，其中，學校推薦 14名，個人申
請 13名，合計共 27名。 

三、本校自 97 學年度起，放寬學士班甄試入學名額比例為當年度

學士班總招生名額 40%，本系 97學年度學士班招生名額總數

預估為 91 名，因此，本系 97 學年度學士班甄試招生上限為

36名。 
四、在學士班甄試入學之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比例方面，教育部規

定學校推薦之招生名額至少需達當年度學士班總招生名額

5%，因此，本系 97學年度學校推薦招生名額不得少於 5名，
至於本系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之比例在不違反學校推薦名額

至少 5名之原則下，本系得在 36名招生名額中彈性調整。 
五、經本系 96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4次

會議討論，建議本系 97 學年度學士班甄試入學名額定為 30
名，其中，學校推薦 16名，個人申請 14名。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為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之畢業證書及論文封面是否加註「碩士在職專

班」或其他文字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招生委員會 
說 明： 

一、依據本系 96 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辦理。 

二、有關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之畢業證書及論文封面是否加註「碩士

在職專班」或其他文字，經本校 95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教
務會議決議(如附件二)，由各系自行斟酌，惟擬加註者，應不

溯及適用已入學之舊生。 
三、本案經本系 96 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4次會議討論，建議不加註「碩士在職專班」或其他文字。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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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 4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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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系主任推選辦法 

 

 

 

 

第一條 本學系系主任之推選，由在本校支薪之本系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投票推

選產生之。 

第二條 系主任之選舉，由現任系主任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召開系務會議，由本

系教師推選四人與系主任共五位組織選務委員會，由現任系主任擔任召

集人，於五月中辦理推選，其任期至下屆選務委員會產生為止。 

第三條 系主任因故離職或連續超過半年不能執行職務時應即辭職，且由職務代

理人依第二條規定組織選務委員會於一個月內辦理推選。 

第四條 系主任之任期一任為三年，並以一任為原則。 

第五條 選舉分兩階段，以無記名方式票選之。第一階段由選舉人於規定時間赴

指定地點領取選票，就本系專任教授與副教授中依其教學、研究、行政

能力、並且人際關係卓有成就者，至多圈選四位，並當場投票，以具有

選舉權人數五分之四(含五分之四)投票為有效，依得票數順序產生複選

候選人三人(如有退出者依次遞補)。第二階段於選舉日就三位複選候選
人中至多圈選兩位，投票數以有選舉人數之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者為
有效，以至少一人得票過半數者依序推薦兩人。報請院長轉呈請校長選

聘之。若無人得票過半數，則立即舉行第二次投票。若第二次投票仍無

人得票過半數，則立即舉行第三次投票，以第三次投票結果報校。 

第六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核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森林學系 (所 )81 年 04 月 20 日第 127 次系 (所 )會議決議通過
森林學系 (所 )81 年 05 月 22 日第 128 次系 (所 )會議修正通過
農學院 9 0 年 0 5 月 2 8 日第 1 9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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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4 年 6 月 27 日第 210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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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台灣大學 95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6 年 3月 23日下午 1時 30分 
地點：校總區第一會議室 
主席：蔣教務長丙煌 
出席：詳見簽到本 

記錄：紀秋香 
 
 

乙、討論事項 
 

第四案                    提案單位：經濟系 
案由：建請於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畢業證書及畢業論文封面加註「碩

士在職專班」或其他文字，以資與正規碩士班區別案，請討論。 
說明：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畢業證書及所提交之畢業論文封面受學校

統一格式之規範，因此與正規碩士班研究生之畢業證書及畢業論

文封面相同。由於碩士在職專班之招生方式、課程項目、學業要

求及畢業資格等均與正規碩士班有所不同，為區分兩者學習過程

及學習成效之差異，建議於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之畢業證書及所提

交之畢業論文封面加註「碩士在職專班」或其他文字，以達到與

正規碩士班畢業生區隔之目的。 
決議：1. 由各系所自行斟酌是否加註，惟擬加註者不溯及適用已入學

之舊生。 
2. 96學年度擬加註者，應於錄取通知單加以說明，自 97學年

度起則應註明於招生簡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