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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30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1月 5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林館二樓研討室 
主席：郭主任幸榮 
出席：陳信雄  胡弘道  李國忠  陳永寬  羅漢強  應紹舜 

鄭欽龍  陳明杰  關秉宗  袁孝維  王立志  邱祈榮 
柯淳涵  盧道杰  丁宗蘇  鹿兒陽  曲芳華  張惠婷 
林法勤 

請假：王松永  王亞男  張上鎮  蔡明哲 
列席：徐悅恆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29次系務會議記錄(94 年 12月 19日)及執行情形： 

一、設置木材保存科學獎學金案。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一(附件略)。 
執行情形：本案已簽報校方，將於 95 年 1月 10日行政會議討論。 

二、本系師資聘用計畫案。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修正後之內容如本議程附件一)。 
執行情形：本師資聘用計畫業簽報院長核准，相關聘任作業已於本次會

議提案討論。 
 
貳、報告事項： 
一、本系正針對高中生、大學部學生，以及社會專業人士規劃相關簡介，簡

介內容將分為海報、摺頁、專冊及網頁內容，相關簡介格式將於近日內

定案，敬請本系教師配合撰寫相關內容，另摺頁及海報規劃內容如附件

二。 
二、本系新制之林場實習規劃案業經修正如附件三，經以 e-mail會各領域相

關教師後，生物、環境、生物材料等三領域未有教師提出異議。惟資源

保育與管理領域盧助理教授補提之課程名稱為「資源保育規劃-社區作
圖」，因有部分教師提出異議，爰提本次會議討論。 

三、94 年 12 月 29 日實驗林業務技術討論會補充相關提案資料實驗林業於

日前以 e-mail寄送給各位老師，若有修正意見，請於 1月 6日(星期五)
下班前將相關意見資料回傳至實驗林管理處，俾利彙整後送生農學院主

管會議審查。 
四、本系 94會計年度系辦公室經費使用情形如下： 

1.本校分配於本系圖書儀器設備費 2,029,587 元，其中系辦公室保留

609,287元，使用情形如下： 
(1)添購擴大機、可攜式擴音器、二樓研討室之單槍投影機、會議室電

動螢幕、UPS 不斷電系統及影印機等設備支出 203,844元。 
(2)配合張上鎮教師整修林產館 203 實驗室 50,000 元(總經費 560,000
元，其中本系郭幸榮教授所分配之經費配合 50,000 元，院配合
260,000元，總務處配合 200,000元)；配合林法勤教師購置研究設

備 300,000元(總經費 896,000元，其中院配合 400,000元，林法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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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配合款 196,000元)；配合王立志、盧道杰、鹿兒陽及張惠婷等

教師購置研究設備 50,300 元(總經費 991,971 元，其中院配合
500,000元，上揭教師配合款 441,671元)及配合陳明杰教師購置研
究設備 1,905元等合計支出 402,205元。 

結餘部份已與本系教師之教學研究訓輔費交換來運用。 
2.本校分配於本系一般教學研究訓輔費 983,335 元，其中系辦公室保留

196,049 元，運用於本系評鑑相關費用、窗戶修繕、木性教室更換鋁

窗、影印機、冷氣機維修保養、林學概論演講費、本系各項會議之誤

餐費及配合柯淳涵老師林產館 304 實驗室電路系統改善工程(總工程
費 38,990元，系配合 10,000元，總務處配合 28,990元)、助教林場實

習旅費等合計 200,013 元，超支部份已用圖書儀器設備費與分配本系
教師之教學研究訓輔費交換使用。 

3.本校分配本系在職專班經費計 111,540 元，上年度保留款計 485,918
元，合計 597,458元，運用情形如下： 
(1)在職專班教師鐘點費、IUFRO 會員費、森林館二樓退休教師研究

室整修工程、與影印機、冷氣機、投影機、飲水機等維修保養及本

系各項會議之務餐費、郵資、影印紙⋯等雜支計 298,577元。 
(2)配合應紹舜老師建構標本館資料庫 50,880 元(總經費 110,880 元，
其中院配合 30,000元，教務長配合 30,000元)；配合王亞男老師森

林館 213研究室更換鋁窗 30,000元(總費用 75,000元，其中總務處
配合 45,000元)；配合關秉宗老師森林館 217室電路修改工程 10,000
元(總費用 27,718 元，其中總務處配合 17,718 元)；配合鹿兒陽老

師森林館 203室更換鋁窗 30,000元(總費用 75,000元，其中總務處
配合 45,000元)；配合曲芳華老師森林館 306、307室整修工程 70,000
元(總費用 195,000 元，其中院配合 40,000 元，總務處配合 45,000
元，教務長配合 40,000元)等合計 190,880元。 

結餘 108,001元，已核准保留。 
4.本校分配本系行政管理費計 444,043 元，上年度保留款 811,837 元，
合計 1,255,880 元，運用於本系評鑑雜項開支、研討會及婚喪喜慶用
之花籃、電腦耗材、影印紙、衛生紙、紙杯、辦公文具用品、郵資、

電話費及各項會議誤餐費等雜支計 171,446元，結餘 998,237元。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本系師資聘用相關作業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生農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附件四)第三條，本
系應設置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以辦理教師甄選事宜。 

二、再查本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五)第三條，新聘
教師甄選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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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為辦理本系師資聘用相關事宜，請推薦本系委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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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林植群生態學或森林復育生態學」專長成立一個委員會，

本系委員由系主任、羅漢強教授、應紹舜教授、關秉宗教授及

袁孝維教授擔任，請袁孝維教授協助相關事宜。 
二、「森林遊樂及生態旅遊規劃與經營」、「森林資源調查與森林測

計，或林木生長與收穫」及「森林航遙測及空間資訊管理」專

長共同組成一個委員會，委員及委員會執行秘書授權系主任協

調本系教師擔任，於下次系務會議追認。(經系主任協調結果，
本委員會委員由系主任、陳信雄教授、李國忠教授、張上鎮教

授、鄭欽龍教授組成，請鄭欽龍教授協助相關事宜。) 
 
案由二：為本系林場實習規劃有關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部分課程一案，提請

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如報告事項二。 
二、盧助理教授補提之課程名稱為「資源保育規劃-社區作圖」。 

決 議： 
一、課程名稱修正為「社區調查」，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課程規劃

如附件六。 
二、各實習之實驗林人員部分，若本系教師未有建議人選，則請實

驗林指派適當人員協助。 
三、修正後之各林場實習規劃案如附件三。 

 
肆、臨時動議： 
案由一：為本系 95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名額流用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 95學年度碩士班甄試業於 94 年 12月 21日放榜，本次考
試之招生名額計有一般生 14名，在職生 4名，甄試結果，一
般生正取 14名，備取 3名，在職生無人錄取。 

二、本次甄試報到業於 95 年 1 月 4 日截止，14 名正取生中有 12
名報到，2名缺額已由備取生遞補。 

三、經教務處通知，本系甄試之在職生 4名缺額得流用至 4月所舉
辦之碩士班考試，其名額如何分配，請討論。 

決 議：甲組(森林生物、森林環境、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一般生 3名，乙
組(生物材料)一般生 1名。 

 
案由二：為本系簡介規劃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如報告事項一。 
二、本系簡介之摺頁內容草案如附件二之ㄧ，海報內容草案如附件

二之二。 
決 議：依與會教師所提供之意見修正。 

 
案由三：為配合生農學院所訂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及本系新聘教師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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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內容，建議付委提出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修正草案。 
提案人：鄭欽龍 
決 議： 

一、成立委員會討論相關修正事宜。 
二、委員會之委員由系主任、張上鎮教授、鄭欽龍教授、陳明杰教

授、關秉宗教授、王立志副教授、邱祈榮助理教授、鹿兒陽助

理教授、張惠婷助理教授擔任。 
三、寒假前初步架構先行討論。 
四、請系辦公室提供其他系所教評會之相關規定，以各院一系(所)

為原則。 
 
伍、散會：下午 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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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師資聘用計畫 

一、規劃背景 

  本系自成立以來一直以培育我國所需之優秀林學及林業人才為目標，致力於

育林、資源管理、森林工業、森林資源保育人才之養成。大學部自 1967 年起即

分育林、資源管理、森林工業及森林資源保育四組招生，為本校分組最多之學系。

本系之教學目標依各分組訂定，主要有：(1)培養建造及保育森林，利用生物科

技改善森林之品質與生產力之人才。(2)培養森林資源與環境之經營與規劃人

才。(3)培養具備林產工業、水土保持專業之人才(4)培養專精森林生物資源和環

境保育之人才。自 1990 年代以來，因森林永續經營理念的興起，以及國內社會

大眾對森林在環境維護、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其他公益功能有更大的發揮，林業已

面臨轉型。 

  本系為因應此種轉型而於去年改名，課程也作調整，但依據本校於 93 學年

度對本系所進行之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結果，評鑑委員認為本系仍應建立特色，必

須研擬重點發展方向以創造特色，配合本系重點發展方向及與本校卓越計畫結

合，希望藉此機會改善教學研究品質。本系在 2005 年 9月 16日之第 225次系務
會議中通過重點發展方向及在 2005 年 12月 19日第 229次系務會議通過教師專
長之調整。 

二、重點發展方向 

  本系在未來 10 年間將持續以傳統之林業經營科學之教學研究為根本，如人

工林之建造及撫育、森林資源之調查及經營、森林水文、集水區之水土保育、林

木生理、生態及遺傳、森林土讓、林產品加工利用等，但也將配合國際動態及國

內需求，擬訂下列重點發展方向，期望建立一具有特色之學系： 

1.森林生物領域 

● 森林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利用 

● 森林生物技術研發與應用 

● 森林物種分類系統及演化 

● 森林生態系復育及長伐期人工林撫育及更新 

2.森林環境領域 

● 森林集水區經營與水土資源保育 

● 森林環境資源之監測、治理及復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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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尺度環境變遷對森林生態系之相互作用 

3.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 

● 森林永續經營及保育政策研究 

● 森林資源調查及資訊管理 

● 森林航遙測空間資訊及區域規劃 

● 森林遊樂及生態旅遊規劃與經營 

4.生物材料領域 

● 保健及醫藥功效林木抽出物及其他化學用途之研發 

● 木質建築及延長林產品使用週期技術之研發 

● 生物材料衍生品、綠色生產製程及生質能源技術之研發 

三、師資聘用計畫 

  目前本系教師專長結構有其歷史緣故，為了兼顧現有林學(業)基礎、臺灣社
會大眾對森林在環境維護及其他公益功能的重視、未來全世界林業多目標永續經

營的趨勢、臺大發展為研究型大學的整體走向，以及本系未來的重點發展方向，

各領域教師的專長及人數必須作因應調整，未來的專長結構將與目前有所不同。 

3.1本系教師現況： 

● 專任教師       24位 

● 出缺待聘        3位 

● 兼任教師        5位 

1.主要專長屬於森林生物領域 

應紹舜、郭幸榮、羅漢強、王亞男、關秉宗、袁孝維 

丁宗蘇、鹿兒陽、曲芳華 

2.主要專長屬於森林環境領域 

陳信雄、胡弘道、陳明杰、王立志 

3.主要專長屬於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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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國忠、陳永寬、鄭欽龍、邱祈榮、盧道杰 

4.主要專長屬於生物材料領域 

王松永、張上鎮、蔡明哲、柯淳涵、張惠婷、林法勤 

(註：姓名下畫線者表示 10 年內將退休) 

3.2未來師資規劃 

● 未來 2 年內(短程)新聘教師專長 

▲ 目前待聘教師有 3位，其中自森林生物領域退休而出缺者 1位，
自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退休而出缺者 2位。另森林資源保育

及管理領域有 1位教師業經校長核可將於 95 年 2月 1日退休，
併同規劃。 

▲ 擬聘教師專長及與未來重點發展方向契合度 

(1)專長：森林植群生態學或森林復育生態學 
說明： 

1.申請人須具有森林學或相關學系學位。 
2.森林生態學是本系重要的研究領域之一，在此領域

中，本系現有之師資專長包括個體、族群、動物群聚、

生態系及地景生態學，因此本系期望具有森林植群生

態學專長及研究經驗的人才加入，使得本系森林生態

學及森林生物多樣性教學研究團隊更為完整。由於復

育生態學為國內外目前極具潛力的一個領域，因此在

森林植群生態學之外，本系亦期望具有森林生態復育

專長人才的加入。 
 
(2)專長：森林遊樂及生態旅遊規劃與經營

說明： 
1.申請人須具有森林學或相關學系學位，修習過森林經

營學及森林生態學基礎課程，對於森林遊樂及生態旅

遊對森林生態的影響以及其在森林資源規劃與經營

的功能方面有高等的學術訓練，並曾發表相關的研究

論文。 
2.因都市化及休閒時間延長，在森林及郊山進行戶外遊

憩活動已成為許多國民的生活習慣。如何將森林遊樂

及生態旅遊融合於森林資源規劃與森林經營計畫甚

為重要。本系森林經營學的教學與研究應積極因應此

一新趨勢，以使森林經營更符合國民福祉。 
 
(3)專長：森林資源調查與森林測計，或林木生長與收穫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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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人須具有森林學或相關學系學位。 
2.林木測計為林分階層的量測工作，是森林資源調查的

基礎，也是從事各種與森林相關研究的必要量測工

作。林木生長是林木對周邊環境的綜合反應，是研究

森林受環境影響及經營良否的重要指標。而資料收集

之後的分析，端賴於生物統計的應用，以便提高調查

資料的應用價值，更能奠定資訊管理的基礎。因此未

來新聘教師的專長方面，建議以林木測計及林木生長

模式方面的專長為主，以便彌補目前本系在林分各階

層測計人員的不足，提昇本系統計應用的水準，提高

資訊應用的價值。 
 
(4)專長：森林航遙測及空間資訊管理

說明： 
1.申請人須具有森林學或與本專長相關領域學位。本專

長含括應用於森林資源之「測量 Surveying」、「航空
測量 Photogrammetry」、「遙感探測 Remote Sensing」、
「地理資訊系統 GIS」等學科。 

2.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應用此等科技，建立基本空

間資訊、監測森林環境、規劃森林地景，已成世界潮

流。本系教師投入空間資訊科技之教學、研究、服務

逾三十年，現有軟硬体設備逾千萬，畢業生從事空間

資訊相關行業者甚夥。該專長教師退休在即，亟需甄

選新人傳承。 

● 未來 5 年內(中程)新聘教師專長 

依教師退休情況研議 

● 預期未來 10 年內(長程)擬聘請專任教師之專長及全系教師專長結構
為基礎，惟配合本系未來發展方向作修正 

現況 未來 
專長領域 

在職 出缺 退休 新聘 結構 
森林生物領域 9 1 3 2 8 
森林環境領域 4 0 2 3 5 
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 5 2 2 4 7 
生物材料領域 6 0 1 2 7 
合計 24 3 8 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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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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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森林生物領域林場實習規劃(暫訂) 

一、實習時間：大三寒假 
二、實習地點：溪頭 
三、實習內容：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驗林人員 日數 備註 
(一)樹種鑑別     

1.樹種鑑別 應紹舜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1.0  
(二)森林生態學     

2.林內光度變異 關秉宗 沈介文(暫訂)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3.森林生態系之組成與結構 郭幸榮、關秉宗、丁宗蘇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三)林木與其他生物關係     
4.林木菌根 胡弘道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5.森林病害調查及防治 曲芳華 蕭文偉(暫訂)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6.森林昆蟲觀察與調查 鹿兒陽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四)苗圃實務     
7.造床、播種(含箱籃播種)、移植
及苗木篩選 

郭幸榮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8.嫁接作業 鍾振德(林業試驗所) (暫訂)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9.扦插繁殖 王亞男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五)森林建造及撫育     
10.整地栽植(含生態復育)  詹明勳、林瑞進(暫訂)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11.修枝及除蔓作業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分 2組，上、下午各 1組 
12.疏伐作業  劉興旺、沈介文(暫訂) 1.0 分 2組，各 1天 

合計天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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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環境領域林場實習規劃(暫訂) 
 
一、實習時間：大三暑假 
二、實習地點：和社、溪頭 
三、實習內容：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驗林人員 日數 備註 
地形、地質 邱祈榮 張振生、賴彥任、魏聰輝(暫訂) 1.0 1.分 2組 

2.考慮請地質系老師講授

地質部分 
森林氣象 陳明杰 張振生、賴彥任、魏聰輝(暫訂) 1.0 分 2組 
森林水文 陳信雄 張振生、賴彥任、魏聰輝(暫訂) 0.5 分 2組 
溪流與水質 王立志 張振生、賴彥任、魏聰輝(暫訂) 0.5 分 2組 
土地利用調查 邱祈榮 衛強、張振生、賴彥任(暫訂) 0.5 分 2組 
森林工程(土砂災害調查) 陳明杰 張振生、魏聰輝、賴彥任(暫訂) 0.5 分 2組 
水土保持(災害分析與治理個案) 陳信雄 魏聰輝、張振生、賴彥任(暫訂) 1.0 分 2組 
集水區整合規劃與分析 陳信雄、陳明杰、邱祈榮魏聰輝、張振生、賴彥任、衛強(暫訂) 0.5 分 2組 
合計天數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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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料境領域林場實習規劃(暫訂) 
 
一、實習時間：大三暑假 
二、實習地點：如備註 
三、實習內容：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驗林人員 日數 備註 
複合生物材料加工製造 王松永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1.實習地點：水里及中部地區 

2.分 2組 
木構造設計與施工 王松永、蔡明哲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1.實習地點：水里及中部地區 

2.分 2組 
製漿膠合劑 柯淳涵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1.0 實習地點：新營、岡山、屏東 
林木天然物開發利用 張上鎮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1.實習地點：中部地區工廠參觀 

2.分 2組 
木材保存 張惠婷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5 1.實習地點：中部地區工廠參觀 

2.分 2組 
木工實習(DIY) 林法勤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25 1.實習地點：水里 

2.分 2大組，每組再分 2小組 
木工機械簡介 林法勤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25 1.實習地點：水里 

2.分 2大組，每組再分 2小組 
製材與檢尺 林法勤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25 1.實習地點：水里 

2.分 2大組，每組再分 2小組 
分等與非破壞檢測 林法勤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0.25 1.實習地點：水里 

2.分 2大組，每組再分 2小組 
參訪大雪山製材廠 林法勤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1.0 實習地點：豐原 
合計天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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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林場實習規劃(暫訂) 
 
一、實習時間：大三寒假 
二、實習地點：和社、溪頭 
三、實習內容：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驗林人員 日數 備註 
(一)境界測量、調查規劃 鄭欽龍、邱祈榮 詹明勳、賴彥任、衛強(暫訂) 1.0 第一天 
(二)植群生態調查 羅漢強 詹明勳(暫訂) 1.0 第二天 
(四)野生動物調查 袁孝維、丁宗蘇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1.鳥類調查   1.0 第三天 
2.哺乳類調查   1.0 第四天 

(四)社區調查 盧道杰 請實驗林指派適當人員 1.0 第五天 
(六)分區規劃、設施規劃與經營計畫鄭欽龍、邱祈榮 詹明勳、賴彥任、衛強(暫訂) 1.0 第六天 
合計天數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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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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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3 年 11 月 29 日第 207 次院務會議通過
本校 9 3 年 1 2 月 2 8 日第 2 3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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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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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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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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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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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資源保育與管理學程林場實習 

一、設計理念 
以保護區資源調查與保護規劃為主軸，選定台大實驗林神木溪保護區及溪頭

天然林保護區為實例，透過境界調查、植群生態及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規劃與實務

調查，配合保護區法令規章、分區規劃、設施配置及收集社區與管理相關單位的

意見，研擬保護區經營計畫，以培養學生從調查、規劃與編擬經營計畫的實務經

驗。 
 

二、課程架構 

調查規劃

植群生態調查 野生動物調查

分區規劃

設施規劃 社區調查

經營計畫

境界測量

三、課程內容與分工 
課程名稱 負責老師 實驗林人員 備註 

境界測量、調查規劃 鄭欽龍、邱祈榮 詹明勳、賴彥任、衛強  

植群生態調查 羅漢強 詹明勳   

野生動物調查 袁孝維、丁宗蘇   

社區調查 盧道杰   

分區規劃、設施規劃與經營計畫 鄭欽龍、邱祈榮 詹明勳、賴彥任、衛強   
 
四、實習課程表 

天期 課程名稱 時間 地點 

第一天 境界測量、調查規劃 一天 和社-溪頭 

第二天 植群生態調查 一天 和社-溪頭 

第三天 野生動物調查(鳥類) 一天 和社-溪頭 

第四天 野生動物調查(哺乳類) 一天 和社-溪頭 

第五天 社區調查 一天 和社-溪頭 

第六天 分區規劃、設施規劃與經營計畫 一天 和社-溪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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