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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67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 100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 40 分 
地點：臺大實驗林鳳凰自然教育園區 
主席：關主任秉宗  
出席：關教授秉宗、王教授亞男、張教授上鎮、鄭教授欽龍  
   袁教授孝維、蔡教授明哲、柯副教授淳涵、丁副教授宗蘇  
   曲副教授芳華、張副教授惠婷、邱助理教授祈榮  
   盧助理教授道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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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羅教授漢強、陳教授明杰、王副教授立志、鹿助理教授兒陽、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66 次系務會議記錄及報告執行情形： 

時間： 99 年 12 月 17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案由一：為修正「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班招生辦法」第四

點有關口試之相關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為辦理研究所考試筆試「專業英文測驗」之替代方案，前

經第 265 次系務會議決議，修正「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

源學系博士班招生辦法」第四點中有關筆試之條文內容，此修

正案亦經教務處於 99 年 11 月 26 日同意備查在案。 
二、前次修正案中，有關博士班入學考試之口試部份並未修正，為

使本系博士班招生辦法中有關口試資格之規定明確，爰擬修正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班招生辦法」第四點

如附件 3【註：附件略】。 
決 議：文字修正後通過。修正後之條文送院、校備查。 
執行情形：本案業已簽請教務長處同意在案，並已完成本系公告作業。 
 
案由二：為訂定「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新聘教師評審作業要點」

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各系(科)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附
件 4)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新聘教師評審作業要點」

草案參酌本系第 265 次系務會議討論內容，研擬甲、乙、丙三

案，如附件 5【註：附件略】。 
決 議：文字修正通過如附件 6【註：附件略】。修正後之條文送院、校審

理。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目前報本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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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議中。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系「木材保存科學獎學金」審查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記錄及執行情

形： 
時間：99 年 12 月 29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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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碩士班三年級張資正同學申請，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申請條件須符合獎勵辦法(詳附件一【註：附件略】)第三點規

定：(1)本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其二年級之學業成績在全班

20%以內、操行 80 分以上之學生。(2)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曾

在學術期刊發表與木材保存科學相關之論文者。又依獎勵辦法

第六點規定：「大學部：第三學年第一學期，以二年級學業成

績申請。大學三年級每學期需修習下列與生物材料相關專業課

程至少二門：木材物理與實驗、木材化學與實驗、木質材料保

存與改質、木材塗料與塗裝、木材鑑別與分級、木質構造建築

設計與施工等六門課程。……….」。張資正同學之申請資料如

附件一【註：附件略】。 
決 議：張資正同學符合獎勵要點受獎標準，給予獎勵 
執行情形：於本次系務會議報告後，依決議辦理。 

 
二、報告本系教育宗旨與目標，以及學習核心能力規劃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100 年 1 月 17 日中午 12 時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為規劃本系教育宗旨與目標，以及學習核心能力一案，提請討

論。 
提案人：系主任 
決 議： 

一、教育宗旨與目標，以及學習核心能力草案規劃如附件【註：

附件略】。 
二、本規劃案提本系系務檢討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教育宗旨與目標，以及學習核心能力草案規劃如本會議議程

附件 1。 
 
三、報告本系環境安全衛生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100 年 1 月 17 日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為本系實驗場所申請作業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99 年 11 月 11 日校環保字第 0990049039 號函辦

理(如附件【註：附件略】)。 
二、本次申請設立之實驗場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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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館：101 室、102 室、104 室、105 室、301 室、303
室、306 室、404 室。 

2. 航測館：402 室。 
3. 林產館：202 室、301 室、301A 室、304 室、403 室。 

三、各研究室之詳細申請資料，如各傳閱宗。 
四、前開之申請資料擬請本小組委員審查後，送本校環安衛中

心辦理。 
決 議： 

一、尚未申請之實驗室(含儀器室)，請於第 2 學期開學後儘速

補送申請資料，本委員會將於 100 年 2 月底前審查。 
二、經查郭幸榮教授之實驗室已停止運作，且實驗室內之化學

藥品業已清理完畢，同意免辦理審查。 
三、請本委員會委員初審所送之申請案，於 100 年 2 月底前提

出初審意見，本委員會將擇期開會複審及現場查核。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96 次會議已於 100 年 1 月 14 日召開，本次會議

同意受理邱助理教授祈榮、柯副教授淳涵及曲副教授芳華之升等申請

案，升等相關作業目前正在進行中。 
五、99 年度學校分配本系經費辦公室經費使用情形如附件 2【附件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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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升等評審作業要點」草案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師升

等評審作業要點」(附件 3)第前經 99 年 12 月 17 日本系第 264
次系務會議決議在案。 

二、本案於 100 年 1 月 10 號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第 230 次院務會議

審議時(附件 4)，建請本系考量「系遴薦委員會」組成之必要

性，以及修正要點第二、三、五、七點後，再送院辦理。 
三、本系參酌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前開建議後，修正本要點草案如附

件 5。 
決 議：文字修正通過如附件 5。 
 
案由二：為訂定本系系務發展事項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為達到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所要求之學系院發展、

教學卓越、研究創新、國際交流目標，並回應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 98 學年度系評鑑及接受本學校 99 學年度評鑑，業於

100 年 2 月 15 日及 16 日假臺大實驗林鳳凰自然教育園區舉辦

本系系務發展會議。 
二、前開會議所討論之本系教育宗旨與目標，以及學習核心能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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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規劃結論如附件 6、本系重點發展方向如附件 7，教師結構

調整及中期師資聘用計畫如附件 8，100 年度學術領域全面提

升計畫執行目標如附件 9。 
決 議： 

一、本系未來一年新聘師資專長規劃文字修正如附件 8，聘用計畫

之內容由系辦公室撰寫初稿後提下次系務會議討論。 
二、其餘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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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宗旨 

追求卓越之林學及林業教育與研究，以保護全球環境與自然資源之永續。 

Vision 

To pursue excellency in fore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o protect global environment 

and ensure world natural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目標 

經專業教育與創新研究，吾等將 

拓展森林生態系統知識， 

增進生物材料產品價值， 

保護環境並提升其品質， 

以達自然資源永續利用。 

Mission 

Throug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we shall  

expand knowledge on forest ecosystems, 

increase values of biomaterial based products,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its quality to 

ensure natural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學生專業知識核心能力 

學士班 

具森林環境及資源基礎知識 

具森林生物及育林技術基礎知識 

具森林環境及水土資源基礎知識 

具森林生物材料及利用基礎知識 

具森林資源保育及經營基礎知識 

 

碩士班 

具森林環境及資源專業知識與能力 

具森林生物及育林技術專業知識與能力 

具森林環境及水土資源專業知識與能力 

具森林生物材料及利用專業知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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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森林資源保育及經營專業知識與能力 

 

博士班 

甲案 

具創新與整合森林生物、應用森林生態、環境、水土資源、生物材料與利用，及

森林資源保育經營之能力 

乙案 

具創新與整合林學與林業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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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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 
(草案) 
 
 
 
 
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國立臺灣大學各系(科)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

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升等評審工作分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由升等申請人於規定時間內向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申請。經教評會初審符合升等資格者，進行第二階段評審。 
第二階段評審由系主任聘請本系教授職級教師 5 人組成遴薦委員會，依本要

點辦理評審，並提出評審結果報告。 
第三階段由教評會行使審核權後，向院方推薦升等名單。 

三、遴薦委員會之權責如下： 
(一)評審申請升等教師之各項資料。 
(二)綜合評定各評分項目，必要時並做適當之增減。 
(三)推薦著作送審名單。 
(四)向教評會報告評審結果。 

四、教師升等資格審查及各審查項目之評分悉依「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教師升等審查細則」及本校相關定辦理。 
五、系主任須將遴薦委員會之評審結果函告升等申請人。 

升等申請人對遴薦委員會之評審結果若有疑義，得於文到後十日內檢具事實

文件向遴薦委員會申覆。 
六、教評會於召開升等會議時，應予升等申請人到場說明之機會。 
七、為辦理教師升等相關作業，應由系主任就遴薦委員中聘請至少一人負責升等

申請人資料複核，並將結果向遴薦委員會報告。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9 年 10 月 22 日第 264 次系務會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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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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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 

(草案) 

 

 

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國立臺灣大學各系(科)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

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系教師申請升等案件時，應於規定時間內向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教評會)申請。 

三、由系主任邀請本系教授職級專任教師五名負責辦理升等申請人資料查核、本

系評分與推薦著作審查人等事項。 

系主任應將查核與評分結果行文告知升等申請人。 

四、教師升等資格審查及各審查項目之評分悉依「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教師升等審查細則」及本校相關定辦理。 

五、本系教師申請升等案經教評會行使審核權後，向院方推薦升等名單。 

教評會於召開升等會議時，應予升等申請人到場說明之機會。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0 年 2 月 16 日第 267 次系務會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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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宗旨 

追求卓越之林學及林業教育與研究，以維護全球環境與確保自然資源之永續。 

Vision 

To pursue excellency in fore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o protect global environment 

and ensure natural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任務 

經專業教育與創新研究，本系將 

拓展森林生態系統知識， 

增進生物材料產品價值， 

保護環境並提升其品質， 

以達自然資源永續利用。 

Mission 

Throug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we shall  

expand knowledge on forest ecosystems, 

increase values of biomaterial based products,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its quality to 

ensure natural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學生專業知識核心能力 

學士班 

具森林環境及資源基礎知識，並具下列之基礎能力： 

森林生物及育林技術 

森林環境及水土資源 

森林生物材料及利用 

森林資源保育及經營 

 

碩士班 

具森林環境及資源專業知識，並具下列之專業能力： 

森林生物及育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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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環境及水土資源 

森林生物材料及利用 

森林資源保育及經營 

 

博士班 

具創新與整合森林科學之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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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重點發展方向 

100 年規劃內容 第 225 次系務會議決議內容 
一、森林生物領域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 
●陸域生態系復育 
●植群科學 
●森林撫育及更新 
●森林生物生長發育與碳吸存 
●物種分類系統及演化 
●野生動物行為與經營管理 
●生物技術研發與應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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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森林環境領域 
●環境及氣候變遷與森林生態系之交互

作用 
●碳源與碳匯動態 
●環境資源之監測、治理及復育 
●森林集水區經營與水土資源保育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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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尺度環境變遷對森林生態系

之相互作用 

三、森林資源保育及管理領域 
●環境與資源政策 
●永續森林經營與環境治理 
●森林資源調查與評估 
●森林遙航測及空間資訊 
●環境教育與環境史 
●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規劃 
●保護區及保安林管理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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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區域規劃 
●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規劃與經營 

四、生物材料領域 
●天然抽出物保健醫藥等用途之研發 
●木質及綠建築技術研發 
●木質材料碳匯及生命週期延長 
●生物材料衍生品及綠色生產製程 
●生質能源技術研發 
●木材形成與林木細胞壁生合成 
●生物複合材料研發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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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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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本系未來一年新聘師資專長規劃 

順序 聘用專長名稱 本系重點發展方向內容 

1-1 資源調查與森林植群 
森林資源調查與評估 

植群科學 

1-2 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規劃與環境教育 
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規劃 

環境教育與環境史 

1-3 生物複合材料研發及碳匯功能 
生物複合材料研發 

木質材料碳匯及生命週期延長 

2-1 森林撫育更新與復育 
森林撫育及更新 

陸域生態系復育 

2-2 氣候變遷與森林生態系之交互作用 
環境及氣候變遷與森林生態系

之交互作用 

備註： 

1. 100 年 5 月申請，7 月公告，101 年 2 月起聘 

2. 100 年 11 月申請，101 年 1 月公告，8 月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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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案由五：為研訂本系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執行目標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 98 年度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執行成果報告如附件 15。 
二、請研訂本系未來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執行目標。 

決 議： 
一、招生員額維持現行架構辦理。 
二、研究、國際化及產學合作方面以本系近三年之平均值為目標。 
三、前述相關目標值由系辦公室重新彙整相關數據後，於下次系務

會議中報告。 
四、請系辦公室調查本系近 3 年度前述目標值，於下次系務會議中

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