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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21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 94 年 4月 29日中午 12時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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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永、胡弘道、李國忠、陳永寬  
   羅漢強、張上鎮、王亞男、應紹舜、鄭欽龍、陳明杰  
   關秉宗、袁孝維、王立志、邱祈榮、蔡明哲、柯淳涵  
   盧道杰、鹿兒陽、曲芳華、張惠婷  
請假：丁宗蘇  
 
壹、頒獎：頒發本系 93學年度第 1學期學業成績優良學生(書卷獎)獎狀及獎金： 

一年級：郭立園、馬欣怡、陳佳文、姜浩天、王荏捷。 
二年級：趙健翔、葉育欣、李婉瑄、簡睿涵。 
三年級：楊士弘、沈玉婷、謝琬喻、郭佩鈺、林建融、黃資絜。 
四年級：謝逢轂、翁于涵、張智棻、蕭竹吟、林修賢 、郭家宇 

盧郁青。 
 
貳、確認事項： 
一、確認第 220次系務會議記錄(94 年 3月 28日)及執行情形： 

1.本系袁副教授孝維升等為教授確認案。 
決議：確認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已送生農學院辦理。 

2.本系 94學年度林場實習三(工業實習)、林場實習四(經營實習)之實習
時間及地點一案。 
決議： 

(1)林場實習四(經營實習)訂於 94 年 6月 29日至 7月 5日在實
驗林所轄和社及清水溝營林區實施，7月 5日下午與林場實

習三交接。 
(2)林場實習三(工業實習)訂於 94 年 7月 5日下午至 7月 11日
在實驗林所轄和社及水里實習工廠實施。 

(3)工廠實習乙訂於 94 年 7月 12日至 7月 15日在實驗林所轄

水里實習工廠及臺南、高雄等地點實施。 
(4)依行政程序請校方發函臺大實驗林協助實習相關事宜。 

執行情形：本案已由本校發函實驗林管理處。 
3.本系教學優良教師遴選方式及本校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後本系教

學研究績效之認定客觀標準案。 
決議： 

(1)優良教師之遴選第一種及第二種方式併行，每種方式各推

薦一人，推薦順序採抽籤方式辦理。若第一種及第二種方

式所產生之人選為同一人時，則該員為第一順位之推薦

人，第二順位推薦人選則自第一種方式所產生之人選依次

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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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請生農學院轉請校方調整教師研究費之優良教師，其教

學研究績效可選用下列三種之任一種：第一種為學生問卷

調查排序在前 50%者；第二種方式為教學意見調查表填答

比例超過修課人數 60%，且超過 24人填答，得分在 4.0以
上者；第三種為前兩學期所開課程中有一半以上課程之學

生意見調查(5 人以上填答)成績在 4.0 以上者，皆得認定為
調整教師研究費之教學優良教師。 

(3)由系方研擬教學研究性質與社會科學較近似之教師未來升

等及優良教師遴選之較可行方案，提下次系務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決議(3)之建議事項已於本次會議提案。 

二、確認本系 94學年度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6次會議紀
錄(94 年 4月 27日)： 
1.本系 94學年度碩士班考試(丙組)口試評分表及推薦口試委員案。 
決議： 

(1)口試之評分表照案通過。 
(2)口試委員由本委員會所推薦之名單及由系主任洽請本系相
關教師參加本項試務。 

2.本系 94學年度碩士班考試(丙組)口試時間一案。 
決議： 

(1)考生所使用之時間為 15分鐘，前 5分鐘為考生報告，第 6-15
分鐘由口試老師提問及學生回答。 

(2)各考生之口試時間於學校將相關資料送達本系後，由系辦

公室依據前述時間排定，並在本系網頁公告。 
執行情形：口試委員會已組成，系辦公室將於口試名單確定後在本系

網頁公告學生之口試時間、地點及流程。 
本次會議確認事項：第 220 次系務會議記錄案由三決議(1)及(2)文字修正如
下： 

(1)優良教師之遴選以本校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與獎勵辦法第七

條所列之二種方式併行辦理，每種方式各推薦一人，推薦

順序採抽籤方式辦理。若二種方式所產生之人選為同一人

時，則該員為第一順位之推薦人，第二順位推薦人選則自

第一種方式所產生之人選依次遞補。。 
(2)報請生農學院轉請校方調整教師研究費之優良教師，其教

學研究績效可選用下列任一種方式辦理：一、學生問卷調

查排序在前 50%者；二、教學意見調查表填答比例超過修

課人數 60%，且超過 24人填答，得分在 4.0以上者；三、
前兩學期所開課程中有一半以上課程之學生意見調查(5 人
以上填答)成績在 4.0 以上者，皆得認定為調整教師研究費
之教學優良教師。 

 
参、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系第 6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94 年 4月 25日)： 

1.本系新聘教師遴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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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人，實際出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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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21人，已達 2/3以上出席人數。 
(2)推薦盧助理教授道杰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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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無記名投票結果如下： 
申請人 同意 不同意 

林宜靜博士 7 13 
吳姍樺博士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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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本職缺經 22 位委員無記名投票結果，林法勤

博士獲同意票 15 票，超過投票人數三分之二，爰薦送林法勤

博士為本系新聘教師，提請系務會議確認。 
執行情形：本案將提本系第 221次系務會議確認。 

2.本系 94學年度教授休假研究案。 
決議： 

(1)陳教授永寬及鄭教授欽龍於 94學年度休假研究 1 年照案通

過。 
(2)羅教授漢強之休假研究案併入明年(95 年)之申請案辦理。 

執行情形：本案已送人事室辦理。 
3.為訂定本系教授休假研究推薦準則案。 
決議： 

(1)名稱修正為「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休假

研究推薦辦法」。 
(2)原草案第二條第二項刪除。 
(3)其他條文之文字修正如附件三(附件略)。 
(4)本辦法送系務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本案將提本系第 221次系務會議討論。 
二、本系 94學年度學士班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考試業於 94 年 4 月 15
日放榜，本次共錄取學校推薦 7名(含 2名離島外加)，申請入學 24名(含
2名原住民外加)，榜單請參見本系網頁： 
http://www.fo.ntu.edu.tw/data/entrance/candi/94candi_bach_appl.htm 

三、本系航測館結構安全評估會勘業於 94 年 3月 31日舉行，依據會勘紀錄

(如附件一)，該建物結構安全經初估未達現行耐震標準，營繕組已簽請

委託專業廠商進行結構安全詳評，另屋頂排水不良，已請廠商處理中， 
四、實驗林技術討論會將於 6月 21日召開。 
五、本院教師評估辦法業經本校 94 年 2月 1日第 237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教師評估表亦經本院 3月 23日第 209次院務會議通，如附件二。 
六、本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業經生農學院公布並自 94 年度第 1學

期開始施行，該準則之內容如附件三。 
七、本校 94學年度研究人員升等應於 6月 30日前將資料送人事室彙辦，請

本系教師多與實驗林同仁共同研究，互相提攜。 
八、本院尖端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草案業經本院 3月 23日第

209次院務會議通過並同意設立，計畫書請至生農學院參閱。 
九、本院生態工程研究中心規劃草案業經本院 3月 23日第 209次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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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並同意設立，計畫書請至生農學院參閱。 
十、本系轉系、輔系及雙主修規定，業依本系第 61 次課程委員會決議及往

例於本校網頁填寫相關規定，如附件四。 
十一、93 學年度「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學生學術論文獎」本系分配名額計有

博士班 2 名，碩士班 3 名，大學部 2 名，至申請截止日(94 年 4 月 28
日)，計有博士班鄭森松、陳昱蓉，碩士班劉如芸申請，此三名申請者

將推薦予生農學院審核。 
十二、本系教師資料陳列架已於森林館二樓會議室設置完成，敬請老提供相

關資料，俾供索取及了解各老師之教學研究狀況。各位老師所提供資料

內容格式，系辦公室正規劃中，於規劃完成後將送各位老師參考。 
十三、本系林產館 203-1室用途經系主任於 94 年 4月 27日邀集生物材料領

域相關教師召開協調會議討論，結論為主要供張教授上鎮當儀器室，其

他木材化學儀器為輔，協調會記錄如附件五。 
補充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系第 6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94 年 4月 29日)： 

1.本系新聘教師遴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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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人，實際出席委
員 22人，已達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數。 

(2)推薦盧助理教授道杰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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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無記名投票結果如下： 
申請人 同意 不同意 

顏才博博士 3 13 
林法勤博士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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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本職缺經 22 位委員無記名投票結果，林法勤

博士獲同意票 15 票，超過投票人數三分之二，爰薦送林法勤

博士為本系新聘教師，提請系務會議確認。 
2.臨時動議：確認本系新聘教師應徵資格中有關 SCI、SSCI期刊論文出

版認定原則案。 
決議： 

(1)應徵人需有「發表」在 SCI、SSCI 之期刊論文之規定，仍

列為本系新聘教師應徵資格。 
(2)有關應徵人前述期刊論文之出版情形，所謂「發表」限定

為「已刊印(包含電子檔)」。 
本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事項十三結論 2之後半段「所需經費原則上向校方

申請，系方做必要之配合」保留。 
 
参、討論事項： 
案由一：本系 93學年度新聘教師遴選確認案。(本系教評會提案) 
說 明：依據本系第 61次及 6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辦理。 
決 議：確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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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為本系現有教師職缺處理一案，提請討論。(系主任提案) 
說 明： 

一、本系目前共有四個職缺，分別為陳教授昭明、蘇教授鴻傑、林

副教授文亮及鍾教授達雄退休後之職缺，其中，前三個職缺已

完成徵人程序惟未有人員獲聘，鍾教授達雄職缺之使用情形將

於本系第 6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後確定。 
二、前述職缺在 93學年度之使用情形如下： 

1.蘇教授鴻傑職缺：由蘇教授鴻傑及林副教授文亮兼任，各佔

1/2職缺。 
2.鍾教授達雄職缺：由鄭教授祈全、金副教授恒鑣及趙副教授

榮台兼任，其中，鄭教授祈全佔 1/2職缺，金副教授恒鑣及

趙副教授榮台各佔 1/4職缺。 
3.陳教授昭明職缺及林副教授文亮職缺：各聘一名助教。 

三、有關前述職缺在 94學年度之使用情形，請討論。 
決 議：授權系主任決定，處理情形於下次系務會議報告。 
執行情形：本系 94學年度各教師職缺處理情形如下： 

蘇鴻傑教授職缺：蘇鴻傑 1/2，林文亮 1/2。 
陳昭明教授職缺：鄭祈全 1/2，金恆鑣 1/4，趙榮台 1/4。 
林文亮副教授職缺：助教。 
助教：周巧盈留任，張豐丞擬出國進修請辭。 

案由三：為訂定「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休假研究推薦辦

法」一案，提請討論。(本系教評會提案) 
說 明：依據本系第 6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辦理，草案內容如附件六。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為本系研擬教學研究性質與社會科學較近似之教師未來升等及優

良教師遴選之較可行方案，提請討論。(系主任提案) 
說 明： 

一、依據本系第 221次系務會議決議辦理。 
二、經系辦公室洽詢本院與社會科學較近似學系(農經系及農推系)

之實況，此二學系目前係依據本院教師升等審查細則第 19 條
規定辦理。 

三、查「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教師升等審查細則」第

19條：「送審之代表著作一篇限為最近三年內完成並刊印者，

並應以發表在 SCI(SSCI、A&HCI)期刊內之論文，且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者(如有數位作者時)；惟本院社會科學領域之農

經系和農推系亦得以 TSSCI 之代表作送審。由系所及院遴薦
委員會將申請人代表著作及五年內所有經評審之學術著作送

請校外專家審查，對外不公開。」，爰此，擬建議生農學院在

前述審查細則第 19 條內，增列本系與社會科學較近教師亦得

以 TSSCI之代表作送審。 
決 議：緩議。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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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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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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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休假研究推薦辦法(草案) 
 
第一條 為本系各年度休假研究教授推薦之優先順序，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休假研究教授依下列順序推薦： 

一、即將退休但尚有符合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而

未休畢之年資者。 
二、符合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十四條規定之行政主管者。 
三、依據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累積之休假研究年資較

長者。 
四、其他特殊原因需優先排定休假研究者。 

第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