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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65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 99 年 11 月 19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主席：關主任秉宗  
出席：關教授秉宗、羅教授漢強、王教授亞男  
   張教授上鎮、鄭教授欽龍、陳教授明杰、袁教授孝維  
   蔡教授明哲、王副教授立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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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助理教授兒陽、林助理教授法勤  
   久米助理教授朋宣、梁助理教授偉立  
請假：鄭助理教授智馨、鍾助理教授國芳、葉助理教授汀峰  
 
壹、頒獎： 

本系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優良受獎名單如下： 
一年級：劉伊晨、江尚叡、宋古鈞、楊勝驛 
二年級：王翎、何景瑄、詹孟浚、許嘉紜 
三年級：柯柏如、鄧乃慈、許力仁、陳文琪 
四年級：文起祥、陳依婕、李俊佑、曾于紘、章璿 

 
貳、確認事項：確認第 264 次系務會議記錄及報告執行情形： 

時間： 99 年 10 月 22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案由一：為選舉本系 99 學年度教師評審會委員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業經本校 99 年 10 月 5 日第 2640
行政會議次修正通過(附件 1【註：附件略】)。 

二、依據修訂後之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本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 11 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另推選專

任副教授以上職級教師10名(不含該年度出國超過半年以上者)
組成之，其中教授職級名額 7 名，副教授職級名額 3 名。 

三、本系 99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教授職級選票樣張如附件 2【註：

附件略】，副教授職級選票樣張如附件 3【註：附件略】。 
決 議： 

一、自今日起開放投票，投票期間至 10 月 2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20 分止，逾期未投票者，視同放棄。 

二、10 月 2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於森林館二樓會議室開票。 
三、教授職級選票至多圈選 7 名候選人，副教授職級選票至多圈選

3 名候選人，圈選人數超過規定者，視同廢票。 
四、各職級委員依得票數，於教授職級由得票數前 7 名者當選，於

副教授職級由得票數前 3 名者當選。 
五、請王副教授立志擔任監票員，於每次投票後清點選票並彌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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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執行情形： 

一、本系 99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投票於 99 年 10 月 27 日中午

12 時 20 分截止，領票及投票情形如下： 
1. 教授職級：應投票數為 23 人，計有 22 人領票，22 人完成

投票。 
2. 副教授職級：應投票數為 23 人，計有 22 人領票，22 人完

成投票。 
二、本系 99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經前開無記名投票結果，當選

委員名單如下： 
1. 教授職級： 
羅漢強、張上鎮、王亞男、鄭欽龍、 
陳明杰、袁孝維、蔡明哲 

2. 副教授職級： 
王立志、柯淳涵、丁宗蘇 

 
案由二：為訂定「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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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附件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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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

草案如附件 5【註：附件略】。 
決 議： 

一、文字修正通過如附件 5【註：附件略】。 
二、將修正後之草案分送本系各教師。若有修正意見，請於 11 月

5 日前以書面方式向系辦公室提出。 
執行情形：本作業要點草案如本次議程附件 1，於本次會議確認後將依程序

送請院、校審核。 
 
案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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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附件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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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如附件 6【註：附件略】。 
決 議：開會人數不足，提下次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本次會議提案。 

 
案由四：為本系研究所考試筆試「專業英文測驗」之替代方案一案，提請審

議。 
提案人：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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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據本系 100 學年度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系目前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及博士班招生考試皆列有「專業英

文測驗」之筆試科目，考生成績至少須達 40 分方得參加口試。 
三、「專業英文測驗」在博士班招生考試不計入總成績，在碩士班

甄試中佔之總成績 30%。 
四、本案擬辦方式如下： 

1. 碩士班甄試： 
(1)甄試分筆試、資料審查、口試三項，其中，筆試不計入

總成績。審查及口試之比例由招生委員會訂定之。 
(2)筆試科目為「專業英文測驗」。 
(3)考生若能提出已通過「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

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力檢定標準」之「英文」

項目所列各項標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得免參加筆試。 
(4)參加口試資格：筆試成績達 40 分(含)以上及免參加筆試

之考生，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招生名額 2 倍以

內者。 
2. 博士班考試：考生若能提出已通過「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

境暨資源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附件 8
【註：附件略】)第九條之「英文」項目所列各項標準之證

明文件正本者，得免參加「專業英文測驗」，並直接參加口

試。 
五、本案若獲通過，同時修改「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博士班招生辦法」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 
決 議：開會人數不足，提下次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本次會議提案。 

 
參、報告事項： 

一、報告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著作審查會議紀錄

及執行情形： 
時間：99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為本系99學年度第1學期博士班研究生計有莊智勝(D93625001)

一名申請學位考試著作審查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博士候選人莊智勝研究生之相關資料如傳閱資料。 
2. 莊生係 89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博士班研究生學生，須依照本

校教務處 96 年 10 月 12 日所通過之「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

境暨資源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版本第

十條內容辦理(如附件【註：附件略】)。 
決 議：申請人所發表之著作符合本系及生農學院相關規定，本案審查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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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報告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99 年 11 月 2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 由：為本系明年接受學校自我評估及回應教育部評估作業一案，提

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依據本校 99 年 8 月 26 日校教字第 0990036712 號函、99 年

8 月 31 日校教字第 0990037321 號函，以本系第 246 次系務

會議決議及辦理。 
2. 本系須於 100 年 5 月 31 日前接受本校自我評鑑及針對 98

年度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所評鑑之意見撰寫「自我改善計

畫與執行成果」。 
3. 為因應前開評估及自我改善作業，本系業經第 246 次系務

會議決議，成立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及擬訂評鑑之工作進

度在案。 
4. 本系接受本校自我評鑑之工作進度，如附件 1【註：附件

略】；98 年度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所評鑑之意見撰寫「自我

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之工作進度，如附件 2【註：附件略】；

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成員及工作人員名單如附件 3【註：附

件略】。 
5. 本次評鑑資料下載網頁如下： 

http://homepage.ntu.edu.tw/~forestry/2009review/2010revie
w.htm 

決 議： 
1. 請本委員會各委員依評鑑之工作進度辦理。 
2. 請丁副教授宗蘇、鍾助理教授國芳、葉助理教授汀峰、梁

助理教授偉立協助規劃本系之教育宗旨與目標，以及學習

核心能力。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三、報告本系課程委員會第 94 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99 年 11 月 12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由一：為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同分參酌順序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本校為配合學業等第制之施行，於 99 年 10 月 15 日 99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國立臺灣大學學士

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要點」。 
2. 依據修正後之前開要點第六點第三款，各學系對於同年級

受獎名額最後一名有二人(含)以上等第績分平均(或百分制

學業平均)相同之情況，應明訂同分參酌方式並公告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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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註：附件略】)。 
擬 辦：有關本系辦理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同分參酌順序，建議參

酌方式如下： 
1. 以受獎當學期所實得之學分總數為第 1 個參酌順序，以學

分總數較高者推薦之。 
2. 以受獎當學期所實得之本系系訂必修(不含群組必修或選擇

必修)學分總數為第 2 個參酌順序，以學分總數較高者推薦

之。 
3. 以受獎當學期所實得之本系系訂必修(不含群組必修或選擇

必修)學業等第績分平均(GPA)為第 3 個參酌順序，以 GPA
較高者推薦之。 

4. 以累積至受獎當學期所實得之本系系訂必修(不含群組必修

或選擇必修)學分總數為第 4 個參酌順序，以學分總數較高

者推薦之。 
決 議： 

1. 照案通過。 
2. 提系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本次會議提案。 
 
案由二：為梁助理教授偉立開授「土壤物理學」及「崩塌地調查與分析」

二門課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梁助理教授偉立 
說 明： 

1. 依據梁助理教授偉立課程申請書辦理。 
2. 梁助理教授擬自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新開學士班森林環境

學群、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 3 年級下學期選擇必修之「土

壤物理學」(新課程)，以及研究所碩士班選修之「崩塌地調

查與分析」(舊課程)二門課程，課程大綱如附件 2【註：附

件略】、附件 3【註：附件略】。 
決 議： 

1. 土壤物理學： 
(1)本課程修改為大學部高年級及研究所課程。 
(2)教科書請再參酌委員意見。 
(3)請參酌是否設定先修課程。 
(4)請梁助理教授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5)將必修課程異動情形報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2. 崩塌地調查與分析：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三：為張副教授惠婷開授「木材抽出物特論」一門課程案，提請審

議。 
提案人：張副教授惠婷 
說 明： 

1. 依據張副教授惠婷課程申請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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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副教授擬自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新開研究所碩士班選修

之「木材抽出物特論」(新課程)一門課程，課程大綱如附件

4【註：附件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四：為本系課程檢討及規劃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本系學士班目前之課程地圖如附件 5【註：附件略】，碩士

班目前之課程地圖如附件 6【註：附件略】，博士班目前之

課程地圖如附件 7【註：附件略】。 
2. 大學部彙整後之課程調整意見如附件 8【註：附件略】。 

決 議： 
1. 請本委員會各領域委員會同各該領域教師針對各領域未來

發展持續規劃課程方向及內容。 
2. 前開規劃案請於 11 月 26 日前提出，本委員會預定於 12 月

3 日召開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報告本系 100 年度寒假林場實習課程協調會會議記錄及執行情形： 

案 由：為本系 100 年度寒假林場實習課程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1. 本系 100 年度寒假林場實習課程時間及地點規劃如下： 

(1)「林場實習一」(森林生物)：100 年 1 月 20 日下午報到，

實習至 1 月 28 日，實習地點為實驗林管理處所轄溪頭

營林區，由曲副教授芳華領隊。 

(2)「林場實習四」(資源保育及管理)：100 年 1 月 19 日下

午報到，實習至 1 月 25 日，實習地點為本校實驗林所

轄清水溝營林區及溪頭營林區(住宿地點：鳳凰自然教育

園區)，由鄭教授欽龍領隊。 

2. 本系 100 年度寒假林場實習課程表及所需協助事項，如附

件【註：附件略】。 

3. 有關 100 年度寒假林場實習膳宿情形，亦請討論。 

決 議： 

1. 實習時間及地點確認。 

2. 林場實習一在 100 年 1 月 24 日至 27 日需使用業務車輛接

送至實習地點，另林場實習四在 100 年 1 月 20 日及 21 日

需使用車輛從鳳凰自然教育園區接送至溪頭營林區，請實

驗林管理處協助安排。22 日是否需使用車輛，請邱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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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祈榮確認。 

3. 本校補助林場實習經費之支出範圍以保險、器材、租車及

必要之支出為原則，不包含學生之膳食費。 

4. 學生於實習期間須負責所屬房舍之清理，並愛護使用館舍

之設施。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本系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教師甄選，經本系第 94 次及 95 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結果，所有候選人所獲之同意票數皆未過出席委員總額半

數，爰不薦送各職缺候選人予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依據本系第 9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本系 100 學年度教師升等相關

作業時程如下： 
1. 申請截止時間：100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2. 第一階段評審(審查申請人之升等資格)：100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五)。 
3. 第三階段評審(由教評會行使審核權)：100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七、本系受理獎學金推薦名單： 
1. 中華林學會獎學金： 

四年級：張舜雲、許嘉紜。 
2.王子定先生森林獎學金： 

四年級：張樂寧、吳紅葳。 
八、依據本校 99 年 11 月 11 日校環保字第 0990049039 號函(附件 2)，請各

實驗室於 11 月 30 日前依本校實驗場所設立辦法提出實驗場所申請，填

表 說 明 及 表 格 請 至 本 校 環 安 衛 中 心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http://140.112.162.209/epc/lab.php)。 
九、本系教師於授課期間出國或請假時，課程安排務請依照原有教學進度辦

理。 
十、若有意願申請 100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分項計劃之

教師，請於 99 年 11 月 30 日前將計畫書送至系辦公室彙整。(相關資料

請至本校網頁下載 http://www.aca.ntu.edu.tw/sec2007/forms.htm) 
十一、99 年度林學會年會預定於 12 月 18 日上午假本系林一教室舉行，請

各位老師儘量參加。 
十二、本學期實驗林技術討論會預定於 12 月 24 日召開；該次會議並將審查

99 年度實驗林研究計畫期末報告與 100 年度新提試驗計畫，請各老師

預留時間。 
十三、本年度系友會預定於 12 月 24 日下午展開，敬邀各位老師參加。 
十四、99 學年度教師評估將於 100 年 3 月間辦理，本系之作業預定在 100

年 1 月至 2 月間進行，請需接受評估之教師預為準備。 
(98 學 年 度 教 師 評 估 之 相 關 資 料 請 參 見 本 系 網 頁

http://www.fo.ntu.edu.tw/teacher/viewtopic.php?CID=7&Topic_ID=8) 
十五、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10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自即日起申請，請

本系有意願申請之教師於 99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同分參酌順序一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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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課程委員會 
說 明： 

一、依據本系課程委員會第 94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為配合學業等第制之施行，於 99 年 10 月 15 日 99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成

績優良獎勵要點」。 
三、依據修正後之前開要點第六點第三款，各學系對於同年級受獎

名額最後一名有二人(含)以上等第績分平均(或百分制學業平

均)相同之情況，應明訂同分參酌方式並公告之(附件 3)。 
擬 辦：有關本系辦理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同分參酌順序，建議參酌方

式如下： 
一、以受獎當學期所實得之學分總數為第 1 個參酌順序，以學分總

數較高者推薦之。 
二、以受獎當學期所實得之本系系訂必修(不含群組必修或選擇必

修)學分總數為第 2 個參酌順序，以學分總數較高者推薦之。 
三、以受獎當學期所實得之本系系訂必修(不含群組必修或選擇必

修)學業等第績分平均(GPA)為第 3 個參酌順序，以 GPA 較高

者推薦之。 
四、以累積至受獎當學期所實得之本系系訂必修(不含群組必修或

選擇必修)學分總數為第 4 個參酌順序，以學分總數較高者推

薦之。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推薦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第 18 任院長遴選委員會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9 年 11 月 16 日生農發文秘字第 439
號函辦理(附件 4)。 

二、請推薦本系「專任教授」及「校友」委員候選人各 1 人。 
決 議：推薦陳教授明杰為「專任教授」委員候選人，高校長強為「校友」

委員候選人。 
 
案由三：為修訂本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力檢定標準「英語」項目及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第九條第一款「英文」項目之標

準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力檢定標準(附件 5)「英語」

項目中，「外語能力測驗(FLPT)」目前所定之標準為英語測驗

筆試各分項成績合計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博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考核實施辦法第九條(附件 6)第一款「英文」項目中，「外

語能力測驗(FLPT)」目前所定之標準為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

績 70 分(含)以上。 
二、查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於 98 年 11 月間，採用 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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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

同參考架構)，修正該中心所辦理考試之架構表如附件 7。 
三、依據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所修訂之參考表，被動技能

(Receptive skills)項目內，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聽、讀)
通過之標準，等同外語能力測驗(FLPT)三項筆試總分 195~239
分。 

四、另為配合網路托福測驗(IBT TOEFL)之實施及本校有關英文檢

定相關標準之訂定，擬同時在前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

施辦法中增列相關項目。 
擬 辦： 

一、配合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前開標準修訂，擬修正本系研

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力檢定標準「英語」項目及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第九條第一款「英文」項目中「外語

能力測驗(FLPT)」之標準三項筆試總分 195(含)以上。 
二、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第九條第一款「英文」

項目增列標準如下： 
1. 托福(TOEFL)網路化測驗 79 分(含)以上。 
2. 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FCE)B 級(含)以上 
3. 獲得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之英語系國家大學(含)以上之學

位。 
4. 其他經由進階英語課程規劃小組認可，並經共同教育委員

會核備之英語能力測驗。 
三、「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

能力檢定標準」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8，「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

境暨資源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如附件 9。 
四、修正後之外語能力測驗(FLPT)標準，適用於 98 年 11 月以後通

過之博士班及碩士班研究生。 
決 議：文字修正通過如附件 8、附件 9。 
 
案由四：為本系研究所考試筆試「專業英文測驗」之替代方案一案，提請審

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本系 100 學年度學士班、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系目前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及博士班招生考試皆列有「專業英

文測驗」之筆試科目，考生成績至少須達 40 分方得參加口試。 
三、「專業英文測驗」在博士班招生考試不計入總成績，在碩士班

甄試中佔之總成績 30%。 
擬 辦：本案擬辦方式如下： 

一、碩士班甄試： 
1. 甄試分筆試、資料審查、口試三項，其中，筆試不計入總

成績。審查及口試之比例由招生委員會訂定之。 
2. 筆試科目為「專業英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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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生若能提出已通過「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力檢定標準」(附件 5)之「英文」

項目所列各項標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得免參加筆試。 
4. 參加口試資格：筆試成績達 40 分(含)以上及免參加筆試之

考生，且其「審查」項目成績排名在招生名額 2 倍以內者。 
二、博士班考試：考生若能提出已通過「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

資源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附件 6)第九條

之「英文」項目所列各項標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得免參加「專

業英文測驗」，並直接參加口試。 
三、本案若獲通過，擬同時修正「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

系博士班招生辦法」第四點相關內容(附件 10) 
決 議： 

一、擬辦一及擬辦二照案通過。 
二、擬辦三文字修正如附件 10。 
 

案由五：為本系是否申請使用 100 及 101 學年度教師員額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9 年 9 月 28 日發文生農祕字第 292 號

書函，開放各系申請使用教師員額事宜(附件 11)。 
二、本系所如有提案，需將新聘教師計畫表及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

送院審議。 
決 議：本系暫緩辦理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新聘作業。 
 
案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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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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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如附件 13。 
決 議：請系辦公室彙整本次會議之意見修正草案內容，於下次會議討論。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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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灣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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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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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說明 
二、受獎基本資格： 

學士班學生當學期

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業等第績分平

均 GPA 達三點

三八(或百分制

學業平均成績

達 八 十 分 ) 以
上，名次列當學

期所屬學系(組)
該年級前五分

之一。 
(二)非延長修業年限

學生。但因修讀

雙主修而延長

修業年限者，不

在此限。 
(三)未受懲處。 
(四)修課不得少於十

五學分。但修業

至最高年級，或

進修學士班學

生，不得少於九

學分。 

二、受獎基本資格： 
學士班學生當學期

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業平均成績達

八十分以上，名

次列當學期所

屬學系(組)該年

級前五分之一。

 
 
 
 
(二)非延長修業年限

學生。但因修讀

雙主修而延長

修業年限者，不

在此限。 
(三)未受懲處。 
(四)修課不得少於十

五學分。但修業

至最高年級，或

進修學士班學

生，不得少於九

學分。 

 
 
 
配合本校實施成績等第

制，增列等第制之績分

(GPA)三點三八相當於百

分制之八十分。 

六、審核原則： 
(一)原則上依當學期

等第績分平均

成績(或百分制

學業平均成績)
之高低為篩選

標準。平均績分

或 成 績 之 計

算，四捨五入至

小數點第二位。 
(二)各學系得另訂篩

選標準，惟須經

系務會議討論

通 過 並 公 告

後，方可實施。 
(三)各學系對於同年

六、審核原則： 
(一)原則上依當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

之高低為篩選

標準。平均成績

之計算，四捨五

入至小數點第

二位。 
 
 
(二)各學系得另訂篩

選標準，惟須經

系務會議討論

通 過 並 公 告

後，方可實施。

(三)各學系對於同年

 
配合本校實施成績等第

制，增列等第績分平均成

績。 
 
 
 
 
 
 
 
 
配合本校實施成績等第

制，增列等第績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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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受獎名額最

後一名有二人

(含)以上等第績

分平均(或百分

制學業平均)相
同之情況，應明

訂同分參酌方

式並公告之。 

級受獎名額最

後一名有二人

以上分數相同

之情況，應明訂

同分參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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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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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力檢定標準 
 
 
 

一、英語 

1.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GEPT)中高級初試。 

2.紙筆托福測驗(PBT TOEFL) 550 分(含)以上。 

3.電腦托福測驗(CBT TOEFL) 213 分(含)以上。 

4.網路托福測驗(IBT TOEFL) 79 分(含)以上。 

5.國際英語測驗(IELTS)6 級(含)以上。 

6.外語能力測驗(FLPT)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合計總平均 70 分(含)以

上。 

7.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FCE)B 級(含)以上。 

8.獲得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之英語系國家大學(含)以上之學位。 

9.其他經由進階英語課程規劃小組認可，並經共同教育委員會核備之英語能

力測驗。 

二、日、法、德、西班牙文： 

1.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日、法、德、西班牙外語能力測驗(FLPT)合格

標準為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平均 60 分以上、口試成績為 S-2 以上。 

2.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委託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日本語能力測驗

二級以上。 

3.巴黎法語聯合學院駐臺代表處法語鑑定文憑第一級(DELF1)以上。 

4.臺北德國文化中心德語初級考試(ZdaF)以上。 

5.西班牙語言能力測驗證書(D.E.L.E)。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8 年 05 月 04 日第 253 次系務會議通過

本校 98 年 06 月 05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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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七點訂

定之。 
第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由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成

立研究生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由校內外相關領域人員組成，人數不

得少於三人。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並擔任該委員會召集人。 
前項委員會之委員須具有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

則第五條第二款所規定之資格。諮詢委員會成立後，由指導教授將委員

名單提送本系備查。委員會之成員若有變更，亦需提送本系備查。委員

會之會議記錄由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負責保管，影本送本系備查。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至遲須於入學後，第一學年結束前，提送所需修習課程與

進度至諮詢委員會審查。審查得以會議或書面方式實施。前項修習課程

與進度經諮詢委員會同意後，由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提送本系備查。所

修習課程與進度若需修改，須經諮詢委員會同意並提送本系備查。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第七學期結束前提出博士論文之研究計劃。前項計劃

須經諮詢委員會同意。修改時亦同。 
第五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辦理方式如下： 

一、組織考試委員會：由該研究生之諮詢委員會委員三至五人組成之。 
二、考試：包括筆試及口試。 

(一)筆試：由考試委員就博士學位候選人應知之基本知識出題考

試。 
(二)口試：由博士學位候選人就論文相關成果及研究向考試委員會

提出報告，並由委員口試。 
第六條 資格考試每學期辦理一次，博士班研究生須於考試前提出申請。若有違

反「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班招生辦法」第三點第二款

不得兼職規定，經查明屬實者，將不予同意申請考試。但須於無兼職二

年後始得申請(本不得兼職之規定自 92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資格

考試筆試日期由本系指定，口試日期於申請時由指導教授指定。筆試之

試題由該考生之考試委員會召集人統籌，試題須彌封，於筆試時交付考

森林學系(所)91 年 03 月 13 日第 195 次系(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森林學系(所)92 年 06 月 17 日第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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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年 06 月 22 日第 22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4 年 10 月 3 日第 67 次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4 年 11 月 3 日第 22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4 年 12 月 19 日第 21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95 年 01 月 05 日備查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5 年 06 月 21 日第 23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6 年 06 月 25 日第 217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 96 年 10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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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答。 
第七條 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試成績及格後，考試委員會召集人須填寫考核表

並將筆試試題、試卷及口試紀錄提送本系備查。前項考核表須由該生之

所有考試委員簽名確認。 
第八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除需依據教育部與本校有

關之規定外，另需符合下列規定： 
一、提出博士論文研究計劃。 
二、外語能力鑑定合格。 
三、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第九條 前條第二款所稱外語能力鑑定自八十七學年度(含)入學之博士班研究

生開始適用，其鑑定標準依據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年度時教育部公費留學

考試規定辦理。九十二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應以英、日、法、德、

西班牙等五種語文為鑑定標準，其標準如下： 
一、英文： 

(一)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 
(二)托福(TOEFL)紙筆測驗 550 分(含)以上。 
(三)托福(TOEFL)電腦化測驗 213 分(含)以上。 
(四)國際英語測試(IELTS)6 級(含)以上。 
(五)外語能力測驗(FLPT)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七十分(含)以

上。 
二、日、法、德、西班牙文： 

(一)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日、法、德、西班牙外語能力測驗

(FLPT)合格標準為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平均 60 分以上、

口試成績為 S-2 以上。 
(二)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委託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日本

語能力測驗二級以上。 
(三)巴黎法語聯合學院駐臺代表處法語鑑定文憑第一級(DELF1)以

上。 
(四)臺北德國文化中心德語初級考試(ZdaF)以上。 
(五)西班牙語言能力測驗證書(D.E.L.E)。 

第十條 博士班研究生除須符合前述各條規定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外，至少提出與博士論文相關之研究報告兩篇以上，且符

合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博士學位考核辦法及其相

關解釋之規定，方得提出博士學位考試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校備查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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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資料來源： 

http://www.lttc.ntu.edu.tw/Tests%20developed%20by%20LT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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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外文能力檢定標準第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目前條文 

一、英語 

1.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EPT)中高級初試。 

2.紙筆托福測驗(PBT TOEFL) 550

分(含)以上。 

3.電腦托福測驗(CBT TOEFL) 213

分(含)以上。 

4.網路托福測驗(IBT TOEFL) 79 分

(含)以上。 

5.國際英語測驗(IELTS)6 級(含)以

上。 

6.外語能力測驗(FLPT)成績達財團

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所訂定

等同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EPT)中高級初試之標準。 

7.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

(FCE)B 級(含)以上。 

8.獲得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之英語

系國家大學(含)以上之學位。 

9.其他經由進階英語課程規劃小組

認可，並經共同教育委員會核備

之英語能力測驗。 

一、英語 

1.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EPT)中高級初試。 

2.紙筆托福測驗(PBT TOEFL) 550

分(含)以上。 

3.電腦托福測驗(CBT TOEFL) 213

分(含)以上。 

4.網路托福測驗(IBT TOEFL) 79 分

(含)以上。 

5.國際英語測驗(IELTS)6 級(含)以

上。 

6.外語能力測驗(FLPT)之英語測驗

筆試各分項成績合計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 

 

7.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

(FCE)B 級(含)以上。 

8.獲得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之英語

系國家大學(含)以上之學位。 

9.其他經由進階英語課程規劃小組

認可，並經共同教育委員會核備

之英語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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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第九條第一款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目前條文 

一、英文： 

(一)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EPT)中高級初試。 

(二 )紙筆托福測驗 (PBT TOEFL) 

550 分(含)以上。 

(三 )電腦托福測驗 (CBT TOEFL) 

213 分(含)以上。 

(四)網路托福測驗(IBT TOEFL) 79

分(含)以上。 

(五)國際英語測驗(IELTS)6 級(含)

以上。 

(六)外語能力測驗(FLPT)成績達財

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所

訂定等同全民英語能力分級

檢定(GEPT)中高級初試之標

準。 

(七)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

(FCE)B 級(含)以上。 

(八)獲得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之英

語系國家大學 (含 )以上之學

位。 

(九)其他經由進階英語課程規劃小

組認可，並經共同教育委員會

核備之英語能力測驗。 

一、英文： 

(一)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中

高級初試。 

(二)托福(TOEFL)紙筆測驗 550 分

(含)以上。 

(三)托福(TOEFL)電腦化測驗 213

分(含)以上。 

 

 

(四)國際英語測試(IELTS)6 級(含)

以上。 

(五)外語能力測驗(FLPT)之英語測

驗筆試各分項成績七十分(含)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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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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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四、入學考試： 
(一)分資料審查、筆試、口試三

項，其中，筆試不計入總成績，

資料審查及口試各佔入學考試

總成績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六

十。 
(二)資料審查與口試成績，均以去

除離均差超過兩個標準差之個

別評分後，求其均數計之。 
(三)資料審查由各組校內、外相關

試務委員會主審，於審查會時

提出說明，再由全體試務委員

評分，評分標準如下： 
1.在職生： 

(1)碩士論文 20%。重點為

碩士論文水準。 
(2)研究計畫 40%。重點為

研究計畫之可行性與學

術性。 
(3)已發表之著作 40%。重

點為刊物水準、著作篇

數及其與研究計畫之相

關性。 
2.一般生： 

(1)碩士論文 40%。重點為

碩士論文水準。 
(2)研究計畫 40%。重點為

研究計畫之可行性與學

術性。 
(3)已發表之著作 20%。重

點為刊物水準、著作篇

數及其與研究計畫之相

關性。 
(四)筆試： 

1. 科目：專業英文測驗。 
2. 考生若提出已通過「國立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

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核實施辦法」第九條之

四、入學考試： 
(一)分資料審查、筆試、口試三

項，其中，筆試不計入總成績，

資料審查及口試各佔入學考試

總成績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六

十。 
(二)資料審查與口試成績，均以去

除離均差超過兩個標準差之個

別評分後，求其均數計之。 
(三)資料審查由各組校內、外相關

試務委員會主審，於審查會時

提出說明，再由全體試務委員

評分，評分標準如下： 
1.在職生： 

(1)碩士論文 20%。重點為

碩士論文水準。 
(2)研究計畫 40%。重點為

研究計畫之可行性與學

術性。 
(3)已發表之著作 40%。重

點為刊物水準、著作篇

數及其與研究計畫之相

關性。 
2.一般生： 

(1)碩士論文 40%。重點為

碩士論文水準。 
(2)研究計畫 40%。重點為

研究計畫之可行性與學

術性。 
(3)已發表之著作 20%。重

點為刊物水準、著作篇

數及其與研究計畫之相

關性。 
(四)筆試：專業英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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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項目所列各項標

準之證明文件正本者，得

免參加筆試。 
(五)口試 

1.專業英文測驗成績須達 40
分以上始得參加口試。 

2.考生參加口試時，其預定指

導教授得列席(如有特殊事

故不能列席得以書面或委

託相關教授列席)，補充相

關說明事項，但不評分，資

料審查亦同。 
 

 
 
 
(五)口試 

1.專業英文測驗成績須達 40
分以上始得參加口試。 

2.考生參加口試時，其預定指

導教授得列席(如有特殊事

故不能列席得以書面或委

託相關教授列席)，補充相

關說明事項，但不評分，資

料審查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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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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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臺灣大學各系(科)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 

 

 

 

 

 

 

 

 

第一條 本準則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系(科)所教評會由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組成，其成員原則上不宜少於

五名教師。如因專任教師人數太少而無法組成五人以上之教評會時，應

請所屬上級單位協助聘請與該系(科)所相關專長之教師組成，其組成辦

法需經院務會議通過。 

當然委員由系(科)主任或所長擔任之。 

推選委員之資格、人數及推選方式由各系(科)所自訂。 

各系(科)所教師於該學年度將出國超過半年以上時，不得被選為推選委

員。當選為推選委員後出國超過半年以上者，應即喪失委員資格。 

第三條 各系(科)所教評會由系(科)主任或所長擔任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  

第四條 各系(科)所教評會推選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各系(科)所教評會委員在任期中出缺時，得依第二條規定再行推選，其

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第五條 各系(科)所教評會職掌為審查該系(科)所教師(研究人員)之新(改)聘、聘

期、升等、不續聘、停聘、解聘，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及教授休

假研究之審議暨依法令應經系(科)所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但前項關於教師(研究人員)之解聘，應另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九條規

定辦理。 

第六條 教師之評審應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項，其評審作業要點各系(科)所

應自行研訂。 

各系(科)所教評會於審議升等案件時，應依左列方式辦理： 

一、評審標準： 

(一)對於教學、研究、服務之評審應訂定客觀之標準。 

(二)送審之著作應以經嚴謹之學術審查而發表者為原則。 

二、評審程序：  

(一)各系(科)所於辦理學年度升等時，應將有關升等辦法轉致升等

當事人。升等教師對於各級升等辦法或現行條文有所疑義時，

應於各系(科)所辦理升等前三個月依程序提請釋示。  

中華民國 80 年 11 月 2 日 8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6 年 6 月 14 日 8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第 1 次延會

修正通過，經教育部 86 年 11 月 5 日台(86)審字第 86127945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3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9 條，並於 96 年 1 月 30 日校人字第 0960003545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4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5.8 條條文，並於 97 年 7 月 15 日校人字第 0970027122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條文，並於 98 年 11 月 5 日校人字第 0980050690 號函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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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系(科)所教評會在辦理各項審查作業時，應由各系(科)所教評

會全體委員或三位委員以上小組進行之。  

(三)各系(科)所教評會應自行訂定辦法，促使委員盡到詳閱被審查

人資料的責任，在辦理學年度升等時，於開會通知上應加註請

各委員應詳閱被審查人之資料。  

(四)各系(科)所教評會委員或代理人出席升等會議時，必須全程參

與，否則不得參與投票，如有爭議時由主席裁定。  

(五)各系(科)所教評會應予升等申請人到場說明之機會。  

(六)對升等未獲通過之案件，除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外，並應以具

體文字敘明理由。  

(七)教師升等經各系(科)所教評會審議通過而院教評會不通過時，

關於升等之各項程序再次提出時必須重新向系(科)所申請。  

送審著作應由學者二至三人審查，並分別填具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 

第七條 各系(科)所教評會委員在審查或討論與自身利益有關之事項時，應自行

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請該委員迴避。 

各系(科)所教評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始得決議。但解聘、停聘之裁決應經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不續聘之裁決應經全體委員總額過半數同意。 

前項出席及決議人數，各系(科)所得自訂更高之比例。 

各系(科)所教評會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當然委員得指定具同級教師資

格非本會委員代理，推選委員應親自出席，不能代理。 

決議通過之事項，由召集人附具有關資料提請所屬學院複審。 

第八條 各系(科)所應依本準則訂定系(科)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評審作

業要點，經系(科)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

行。 

本校有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編制之室、中心等教學或研究單位比照本準

則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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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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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案 乙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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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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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應就可能之師資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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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審議。 
三、本系應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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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成立本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辦理新聘教

師甄選事宜。 
四、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之執掌如下： 

(一)決定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 
(二)決定甄選流程。 
(三)審查應徵人資格，並就符合應徵資格之應徵人中推薦候選人予本系辦

理審查。 
五、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應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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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教師聘任審查細則」，

以及及徵才公告內容審查應徵人資格。 
六、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推薦候選人

後，應召開系務會議就候選人分別

進行無記名投票，產生候選人至多

三名進行著作審查。 
前項進行著作審查之候選人應獲

得該次系務會議出席人數二分之

一(含)以上之同意票。 

六、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推薦候選人

後，應擇期邀請候選人來本系進行

專題演講。 

七、候選人著作審查後，應擇期邀請候

選人來本系進行專題演講。 
七、候選人專題演講完成後，應召開系

務會議就候選人進行無記名投

票，並將投票結果提送本系教師評

審委員會進行審查。 
八、為辦理新聘教師相關作業，應由系主任就本系專任教師中聘請一人為執行

秘書，負責應徵人資料彙整及查核工作，並於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本系

系務會議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列)席說明。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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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