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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8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 102 年 1 月 22 日  
地點：臺大實驗林和社自然教育中心 
主席：關主任秉宗  
出席：關教授秉宗、張教授上鎮、鄭教授欽龍、丁副教授宗蘇  
   張副教授惠婷、邱副教授祈榮、盧副教授道杰  
   林助理教授法勤、鄭助理教授智馨、鍾助理教授國芳  
   葉助理教授汀峰、久米助理教授朋宣、梁助理教授偉立  
   張助理教授豐丞、余助理教授家斌  
列席：吳技士文統、林技士建村  
出國：袁教授孝維  
請假：王教授亞男、陳教授明杰、蔡教授明哲、柯教授淳涵  
   曲教授芳華、王副教授立志、鹿助理教授兒陽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81 次系務會議記錄及報告執行情形： 

時間： 101 年 12 月 21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案 由：為修訂「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林場實習管理規則」及

林場實習報名表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林場實習管理規則前經 94 年 01 月 14 日本系第 218 次系

務會議確認通過。 
二、查本校新修正之「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 35 條及新公布之「國

立臺灣大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對於學生請假時之成績採計

方式及成績及格標準已有新規定，爰配合修正本規則第 1 條及

第 3 條有關林場實習成績評量之規定。 
三、本規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6【註：附件略】，修正後之「國立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林場實習管理規則」草案如附件

7【註：附件略】。 
四、本系林場實習報名表修正如附件 8【註：附件略】。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本規則修正案業經教務長核定並經本系於 102 年 1 月 4 日以(101)

森字第 001 號公告在案，修正後之條文內容及林場實習報名表如

附件 1。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系中長程發展計畫總檢討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102 年 1 月 21 日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為修訂本系課程架構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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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 本系為修本系課程架構，前於 100 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

總檢討會議進行課程檢討，並於本系第 276 次系務會議

決議程架構草案規劃如下： 

(1)全系必修「林場實習生物材料」、「林場實習森林生物」、

「林場實習森林環境」，以及「林場實習資源保育及管

理」等 4 門課程調整為 2 個林場實習課程(各課程皆為 1
學分)。 

(2)全系必修「統計學上」及「統計學下」整併為 1 學期 3
學分之「統計學」，另規劃 1 學期 3 學分之統計學進階

課程，列為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之學群必修課程，森林

生物學群、森林環境學群、森林材料學群之選擇必修課

程，請相關教師規劃新課程內容。 
(3)全系必修「林業概論」改列各學群 1 年級之選擇必修課

程，另新增 1 學期 2 學分之「森林科學概論」為全系必

修課程。 
(4)「學士論文上」及「學士論文下」增列為各學群之選擇

必修課程。 
(5)新課程架構適用於 102(含)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 

2. 本系課程架構經各學群負責委員規劃後，提出各學群課程

規劃方向如參考資料。 
3. 本系現行課程架構如附件 1【註：附件略】，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學系(學群)學分數摘要表如附件 2【註：附件略】，本

校各學系學分數摘要表如附件 3【註：附件略】，世界主要

森林學系學分數摘要表如附件 4【註：附件略】。 
決 議： 

1. 原全年 6 學分之林產學及實習改為一學期 3 學分之林產學

及實習，並移列為一年級之全系必修課程，並請生物材料

領域討論開授進階林產學之可行性後提課程委員會討論。 
2. 建議樹木學及實習從二年級移列為一年級課程。 
3. 建議檢討林業概論及森林科學概論二門課程提升至高年級

課程，成為總整課程之可行性。 
4. 為配合新規劃之林產學及實習與樹木學及實習二門課程之

授課時程，第一次林場實習建議安排於大一暑假實施。 
5. 本系各學群課程學分數規劃如下： 

 
森林生物 

學群 

森林環境 

學群 

生物材料 

學群 

資源保育管理

學群 

學群必修(C) 14(14) 18(24) 13(27) 9(19) 

學群選擇必修(D) 10(24) 12(15) 18(12) 15(18) 

學群小計(C+D) 24(38) 30(39) 31(39) 24(37) 

註：( )內之數字為現行之學分數。 
6. 請各領域將調整後之學群必修及選擇必修課程送系彙整。 
7. 請系辦公室彙整本系第 276 次系務會議決議事項及本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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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決議一至五之內容，將修正後之全系必修科目及選修

學分數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執行情形：業提本次系務會議討論。 
 
二、請本系教師務必依據「國立臺灣大學聘書」第 6 點規定前段「專任教師

應經本校書面同意，始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之規定，辦理校外兼課或

兼職之相關事宜。 

三、本校 102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閱卷時間為 102 年 2 月 3 日(星期日)至
8 日(星期五)，請各位老師留意閱卷時程。 

四、本系獲生農學院分配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 102 年經常門國際化部分經

費新台幣 32 萬元整，包含人事費與業務費台幣 20 萬元，國外差旅費台

幣 12 萬元。 
五、本系外牆整修案業已完成發包，預計於今年暑假期間施作。 
六、本校購置 2013 年 ESRI ArcGIS 軟體校園授權版，共需 84 萬元，本系已

配合分攤部份經費新台幣 40,000 元，若有此軟體需求之教師，請洽本

校計算機中心。 
七、請各教師督促所屬實驗室人員務必依照本校實驗場所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規定，依程序辦理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勿任意棄置於本系公共空

間。另各實驗室之針頭、針筒請務依生物醫療廢棄物之清運流程棄置，

若違反清運流程丟棄於一般垃圾內而經查獲者，將被依規定記點。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修訂本系課程架構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為回應本校 99 學年度自我評鑑總結報告對於本系課程之

改善建議，於 102 年 1 月 21 日及 22 日假臺大實驗林和社自然

教育中心舉辦中長程發展計畫檢討會議。 
二、前開會議所討論之本系課程架構草案規劃結論報告事項一。 
三、再據教務處對本系 100 學年度畢業生所進行之學習問卷調查結

果，不同課程內容重複性項目部分有偏高現象，爰擬對本系學

生進行調查，以了解重複性較高之課程及內容。 
決 議：暫緩討論。 
 
案由二：為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

生獎勵金施行細則」及廢止「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

究生助學金實施辦法」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附件 2)。 
二、「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生

獎勵金施行細則」草案如附件 3。 
三、擬廢止之「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生助學金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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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辦法」如附件 4。 
決 議： 

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生

獎勵金施行細則」修正通過如附件 3。 
二、本系研究生獎勵金施行細則公布施行時，同時廢止「國立臺灣

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生助學金實施辦法」。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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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林場實習管理規則 
 
 
 
 
 
 
 
 
一、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學生林場實習事

宜，特訂定本規則。 
二、林場實習限以本系為主修、雙主修及輔修之學生修習。 
三、報到： 

(一)參加實習學生須於報到當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至指定地點完成報到手續。 
(二)於當日晚上 5 時 30 分以後至 9 點以前完成報到手續者，該次實習成績

採計方式如下： 
1. 研究生最高以「B-」計。 
2. 學士班學生最高以「C-」計。 

(三)當日晚上 9 時以後不再接受辦理報到手續。 
(四)報到手續由各實習訂定。 

四、實習： 
(一)參加實習學生需依照領隊教師及實驗林指導人員指定之實習課程及地

點參加實習。 
(二)實習期間各實習學生不得攜親友前往。如有親友來訪，非有特殊情形，

不得與學生伙食團體進膳，亦不得留宿於學生宿舍內。 
(三)實習期間不得使用自備交通工具。 
(四)各生需遵守住宿規則，不得賭博、酗酒及違反校規行為。 
(五)離開宿舍時需衣著整齊，不得穿拖鞋、睡衣或僅著內衣。 
(六)因實習需要而借用之儀器、材料、物品務必愛惜使用，遺失或破損者需

按值賠償。 
(七)實習期間各生所需物品自行準備及保管。 

五、請假：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公假、喪假或其他不可抗拒之適時請假者，須依規定

辦理請假。 
(二)公假或喪假皆需檢具證明及報告書經由領隊教師轉系主任核定。 
(三)不得請事假，情形嚴重之病假由領隊教師安排處理，並報系主任核備。 
(四)學生因請假其成績之處理方式，悉依「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三十五條

規定辦理。 
六、其他未盡事宜由領隊教師視情況處理。 
七、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改亦同。 
 

森林學系(所)67 年 10 月 30 日第 79 次系(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森林學系(所)83 年 05 月 25 日第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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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3 年 11 月 29 日第 207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4 年 01 月 14 日第 218 次系務會議確認通過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1 年 12 月 21 日第 28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教務處 101 年 12 月 28 日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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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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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生獎勵金施行細則 

 

 

第一條 本施行細則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七條訂定之。 

第二條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本

系)研究生獎勵金之申請、分配、核定及申訴事宜，由研究生獎勵金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審查。 

第三條 審議委員會以系主任為當然委員與經本系系務會議推薦之教師五人及

碩、博士班研究生代表各一人組成。 

主任委員由系主任擔任，負責委員會之召開及各項工作之協調。 

審議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四條 研究生在學期間，除有第五條之情形者，均得申請研究生獎勵金。 

領取本項獎勵金者，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但其領取總額上限由審議委

員會訂定之。 

第五條 研究生前學年(期)如有違反校規受記小過以上處分(處分確定之次月起

未滿一年)，或學習教學、服務及研究，學習成果不佳，經審議委員會

審定者，不得申請本獎勵金。 

研究生受領獎勵金期間有前項之情形者，應停止受領獎勵金，並應繳回

溢領款項。 

第六條 研究生獎勵金分「教學」、「服務」及「研究」三項獎勵金。「教學」部

分屬學習協助本系共同必修課程教學；「服務」部分屬學習服務系上公

共事務（網路管理、標本館管理、共同實驗室管理、本系農場溫室管理

及協辦系務）；「研究」部分授權指導教授分配所需學習研究之相關事

項。協助事項明列於作業規劃表(附件一)。 

前項獎勵金名額與額度由審議委員會規劃後公告。  

第七條 獎勵金之申請及審查作業，由審議委員會於各學期初規劃後公告。 

第八條 研究生對本獎勵金之執行方式或發放額度如有異議，得以書面向審議委

員會提出申訴，經審議委員會議決後，以書面通知申訴者。 

第九條 本系則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2 年 01 月 22 日第 282 次系務會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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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生助學金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助學金實施辦法訂定。 

第二條 凡本系博士班第一、二、三年級及碩士班第一、二年級研究生無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研究生助學金： 

一、在校內、外有專職者。 

二、領取金額高於本項助學金之其他獎助學金者。但擔任研究助理者或

參與研究計畫領有獎助學金者，不在此限。 

三、前學年（期）學業成績不佳、或協助系所工作不力、或違反校規受

記小過以上處分（處分確定之次月起未滿一年）者。 研究生受領

助學金期間有第一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者，應停止受領助學金。 

第三條 本系助學金分為「協助本系教師教學研究」、「協助化學系普通化學實驗

助教工作」、「協助本系網路管理工作」及「協助本系教學行政管理工作」

部份，各類助學金之名額如下： 

一、「協助本系教師教學研究」：本系每位專任教師分配二名研究生，指

導服務課程(一)、(二)、(三)之教師增加二名，擔任本校行政主管之

教師增加一名。 

二、「協助化學系普通化學實驗助教工作」：一名(曾修習本校普通化學

實驗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之研究生為優先考量)。 

三、「協助本系網路管理工作」：四名。 

四、「協助本系標本館管理工作」：二名。 

五、「協助本系教學行政管理工作」：其名額依每學年度研究生申請之名

額扣除前三款名額之總額。 

第四條 領有助學金之研究生，應協助本系（所）之教學、研究或技術行政等相

關工作。 

第五條 研究生於領有助學金期間，其工作應受系（所）主任或其相關教師之考

核，並得據以核發其助學金之數額。 

第六條 助學金之金額： 

一、博士班研究生每月 6 個基數。 

二、「協助本系教師教學研究」之碩士班研究生每月 4.8 個基數。 

三、「協助本系網路管理工作」及「協助化學系普通化學實驗助教工作」

之研究生每月 6 個基數。 

四、「協助本系教學行政管理工作」之研究生每月基數依本校該學年度

核撥之總基數扣除前三款基數之總合後之數額除以「協助本系教學

行政管理工作」之研究生人數訂定。 

森林系 (所 )92 年 09 月 26 日第 207 次系 (所 )務會議通過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3 年 09 月 10 日第 21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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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依本校每一學年度核定數額計算。 

發放月數依實際工作情形而定，但從每學年九月份起至次年七月份止共

十一個月為限。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