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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260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 99 年 5月 7日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主席：羅主任漢強  
出席：羅教授漢強、郭教授幸榮、張教授上鎮、鄭教授欽龍  
   陳教授明杰、關教授秉宗、袁教授孝維、王副教授立志  
   蔡副教授明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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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助理教授兒陽、林助理教授法勤  
   鍾助理教授國芳  
出國：葉助理教授汀峰、久米助理教授朋宣  
請假：盧助理教授道杰  
 
壹、確認事項：確認第 259次系務會議記錄及報告執行情形： 
時間： 99 年 4月 28日下午 5時 30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案由一：為本系「空間規劃委員會」與「環境安全衛生小組」定期召開聯合

會議，以確保實驗室用電安全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王立志、林法勤、葉汀峰 
說 明：依據王副教授立志、林助理教授法勤、葉助理教授汀峰提案辦理(附

件 2【註：附件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二：為因應教育部規劃碩士在職專班系所評鑑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招生委員會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年 10月 19日台高(一)字第 0980178642號函辦
理(附件 3【註：附件略】)。 

二、教育部預計在 101年-105年間實施碩士在職專班系所評鑑，評
鑑結果將作為教育部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 

三、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近五年招生情形如下： 
招生年度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99 2 2 2 
98 2 0 - 
97 2 0 - 
96 2 4 2 
95 4 4 2 

決 議：交付招生委員會研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三：為擬定本系新聘教師員額計劃及專長領域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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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8日發文生農祕字第 1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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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函，開放各系申請使用教師員額事宜(附件 4【註：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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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98年 11月 6日本系第 256次系務會議通過之中長程師資聘用
計畫如附件 5。 

四、參考資料：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8年度第 1次(附件 6【註：附
件略】)、第 2次(附件 7【註：附件略】)教師員額管理小組委
員會會議紀錄。 

決 議：擇期召開系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本(260)次系務會議提案討論。 
案由四：為本系 65歲以上兼任教師續聘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99年 4月 12日校人力字第 0990014020號函辦理。 
二、本系目前年滿 65 歲以上之兼任教師有王教授松永及陳教授信
雄，皆為不致酬。 

三、依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附件 8【註：附件略】)第 5 點第
2項規定：「年滿六十五歲以上兼任教師之新(續)聘應另提經系
(科、所、室、中心)務會議通過．．．」。 

四、本系擬延聘王教授松永及陳教授信雄為 99 學年度不致酬之兼
任教師。 

投 票：無記名投票開票結果如下： 
候選人 王松永 陳信雄 
同  意 9 9 
不同意 6 6 
棄  權 0 0 
廢  票 0 0 
合  計 15 15 

決 議：同意延聘王教授松永及陳教授信雄為 99學年度不致酬之兼任教師。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五：為推薦本系主任選務委員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第 15任主任將於本年 7月 31日屆滿任期，依據本系系主
任推選辦法(如附件 9【註：附件略】)第 2條規定：「系主任之
選舉，由現任系主任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召開系務會議，由本

系教師推選四人與系主任共五位組織選務委員會，由現任系主

任擔任召集人，於五月中辦理推選，其任期至下屆選務委員會

產生為止」。 
二、為辦理本系第 16任主任改選事宜，請推薦選務委員。 

決 議：選務委員由羅主任漢強、郭教授幸榮、王教授亞男、鄭教授欽龍、

王副教授立志擔任。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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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系課程委員會第 91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時間：99年 4月 29日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由一：為丁副教授宗蘇開授「台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一門課

程，變更原有課程屬性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丁宗蘇 
說 明： 

(一)依據丁副教授宗蘇課程申請表辦理。 
(二)原有課程為 2學分，因配合生農學院「國際農業教育及學

術交流中心」開授課程之需要，擬修訂為 4學分，並於暑
期班開授。 

(三)「台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課程大綱如附件 1【註：
附件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完成新開課程登錄。 
案由二：為本系「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必修「經濟學上(605 10201)」、

「經濟學下(605 10202)」課程處理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系學生會長黃浩瑜同學 99年 3月 23日電子郵件之意
見辦理(附件 2)。 

(二)本系「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列有必修「經濟學上(605 
10201)」、「經濟學下(605 10202)」，惟本系多年未有教師
開授；但經 94年 10月 31日課程委員會第 66次會議決議
(附件 3)，得以本校其他系所開授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皆
相同之課程，或以「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一(4 學分)」併修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二(4學分)」之替代。 

(三)目前本校開授「經濟學」相關的課程列出如下： 
1.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4學分)」、「經濟學原理與實習
下(4學分)」。 

2. 「個體經濟學一(3學分)」、「個體經濟學二(3學分)」。 
3. 「總體經濟學一(3學分)」、「總體經濟學二(3學分)」。 
4. 「經濟學一(3學分)」、「經濟學二(3學分)」。 
5. 「經濟學上(3學分)」、「經濟學下(3學分)」。 
6. 「經濟學甲上(3學分)」、「經濟學甲下(3學分)」。 
7. 「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3學分)」。 
8. 「農業資源經濟學(3學分)」。 

(四)自 99學年度起，「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一」與「經濟學原理
與實習二」改為全年之「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與「經濟

學原理與實習下」。 
決 議： 

(一)「經濟學上(605 10201)」、「經濟學下(605 10202)」得以下
列方式擇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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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所開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相同之「經濟學原理與
實習上(4學分)」併修「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下(4學分)」，
超修之 2學分得採計為選修學分。 

2. 本校所開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相同之「經濟學一(3 學
分)」併修「經濟學二(3學分)」。 

3. 本校所開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相同之「經濟學上(3 學
分)」併修「經濟學下(3學分)」。 

4. 本校所開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相同之「經濟學甲上(3
學分)」併修「經濟學甲下(3學分)」。 

(二)徵詢開授案由所揭課程之教師未來開課之意願，若未來無
開課規劃，則建議改列選擇必修。 

執行情形：業將必修課程異動申報表送生農學院審議。 
本(260)次系務會議修正決議： 

(一)「經濟學上」及「經濟學下」仍維持本系「資源保育及管
理」學群必修。 

(二)本系現行必修課程表所列課號「605 10201(經濟學上)」及
「605 10202(經濟學下)」之課程，改以本校目前其他學系
有開授之「經濟學上」及「經濟學下」提列。 

案由三：為本系學生擬申請提前參加「林場實習一」、「林場實習二」、「林

場實習三」、「林場實習四」等課程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劉怡君同學 99年 4月 20日報告書辦理(附件 4【註：
附件略】)。 

(二)劉同學因擬計畫於大三出國交換一年，爰擬申請於大一升
大二的暑假先行參加「林場實習二」及「林場實習三」，

並擬於大二寒假先行參加「林場實習一」及「林場實習

四」。 
決 議：須依本系所安排之必修課程進度循序漸進修習，不宜提早。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四：為郭教授幸榮退休後，其所開授本系學生必修之「育林學及實

習上」及「育林學及實習下」兩門課程如何處理一案，提請討

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郭教授幸榮於 100 年 2 月 1 日起屆齡退休，擬議於 99 學
年度起，不再開授「育林學及實習上」及「育林學及實習

下」兩門課程。 
(二)應如何安排處理，請討論。 

決 議： 
(一)委請森林生物領域教師研商安排處理方式。 
(二)請於 5月 10日前將研商結果送系辦理後續事宜。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案由五：為羅教授漢強於 99學年度第 2學期休假研究及於 10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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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起屆齡退休，其所開授資源保育及管理領域必修之「保育
生物學」課程如何處理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羅教授漢強於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之休假研究案業經本系
第 9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在案。 

(二)羅教授於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研究期間及於 100 年 8
月 1日起屆齡退休，不再開授「保育生物學」。 

(三)應如何安排處理，請討論。 
決 議：委請資源保育與管理領域教師研商安排處理方式。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案由六：為本系是否開放學生修習系外之「服務學習二」一案，提請討

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學務處舉辦之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教師
座談會議決議研議討論(附件 5【註：附件略】)。 

(二)前開會議[案一]建議「服務學習二」及「服務學習三」得
開放學生修習系外之課程。 

(三)本系前於課程委員會第 81 次會議案由說明(附件 6【註：
附件略】)，「服務學習二」以修習本系所開設之班次為限，
「服務學習三」開放學生修習本校所開授之班次。 

決 議：「服務學習二」以修習本系教師所開設之班次為限。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七：為本系學生申請擬以「化學實驗三」及「化學實驗四」充抵生

物材料領域選擇必修「有機化學實驗乙下」及「分析化學實驗

乙下」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徐啟得同學報告書辦理(附件 7【註：附件略】)。 
(二)本系生物材料領域目前列有選擇必修課程「有機化學實驗

乙下」及「分析化學實驗乙下」，徐同學擬申請以「化學

實驗三」及「化學實驗四」充抵生物材料領域選擇必修「有

機化學實驗乙下」及「分析化學實驗乙下」。 
(三)本申請前經簽會化學系，業經化學系同意在案(附件 8【註：
附件略】)。 

決 議： 
(一)原則同意徐生之申請。 
(二)本案知會生物材料化學領域教師。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本(260)次系務會議修正決議： 

(一)徐生需補提以上所列二門課程之課程大綱送課程委員會
複審。 

(二)未來學生申請抵免案件時，需提送課程大綱備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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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研議本系對「木林市場學」課程之需求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木林市場學」課程大綱如附件 9【註：附件略】。 
結 論：請柯委員淳涵主政簽請生物材料領域、資源保育與管理領域教

師討論。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二、98學年度環安衛訪視將於 5月 12日(星期三)舉行，敬請各研究室於當
日上午 9時起，留置熟悉研究室運作情形之學生或助理，以利於委員訪
視時說明研究室之運作情形。 

 
參、討論事項： 
案 由：為擬定本系新聘教師員額計劃及專長領域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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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8日發文生農祕字第 126號
書函，開放各系申請使用教師員額事宜(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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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98年 11月 6日本系第 256次系務會議通過之中長程師資聘用
計畫如附件 2。 

四、參考資料：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98年度第 1次(附件 3)、第 2次
(附件 4)教師員額管理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 議：本系擬新聘教師專長領域如下： 
一、生物材料領域：木建築或奈米纖維素複合材料。 
二、森林生物領域：育林學或森林生態系復育。 
三、本系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中，增列兩領域「新聘教師未來空間

規劃」乙項，如附件 2。 
 
肆、臨時動議： 

案 由：為修正本系 99 學年度「林場實習三」(97 學年度入學學生)實習時
間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蔡明哲 
說 明： 

一、前經本系第 258次系務會議決議，本系 99學年度「林場實習
三」(97學年度入學學生)之實習時間，於 99年 6月 27日下午
在水里實習工廠報到，實習至 7月 2日。 

二、本實習因課程安排因素，擬修正為 99 年 6 月 28 日上午 7 時
30分在本系森林館報到，實習至 7月 2日。 

決 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 下午 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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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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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 
 

99年 5月 7日第 260次系務會議通 
 
 
一、總體目標 

本系為配合國家發展之人才需求及因應世界未來林學發展趨勢，以培育

優秀森林經營、保育及永續利用人才為教學目標，教師力求教學研究與實務

並重，高年級及研究生課程分成森林生物、森林環境、森林資源保育及管理，

以及生物材料四個學群。本系 95 迄今所執行之國科會、農委會、環保署、
林務局以及各相關單位、基金會等所委託之研究計畫共 160項，總經費達新
臺幣 1億 6仟 8佰餘萬元，研究成果報告發表於國內、外專業期刊以及相關
研討會中，其中，95年迄今共發表 91篇屬於 SCI及 SSCI等級。 
本系近 3年來為配合全球對生物多樣性、環境保護、生態復育、生物材

料研發之趨勢，已與國內森林自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建立合作模式，並與國

科會、農委會及環保署完成多項應用性研究工作。此外，本系亦積極加入本

校相關學程及共同研究工作，透過教學及研究之合作，對於本系之專長領域

已逐漸整合，成為台灣整體森林科學尖端及現代化之研究重鎮。培育研究生

之知識才能，充實本科生之學養基礎，以待來日任職研究機構或公務單位

時，得能貢獻一己之力，奉獻國家社會。 
在本系現有的師資條件下，本系將致力於前述四個領域的研究，除森林

學及其相關學門之基礎研究外，未來亦將以各領域之特色發展為重要之研究

方向。期待未來新聘任教師除能在上述研究領域發展外，亦能與現有教師以

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整合型研究，同時與可與國內外林業研究機構、大學

或產業界進行研究合作，延伸整合研究計畫的深度與廣度，亦可提升本系整

體的教學與研究能力，以期達到國際水準，與世界各尖端大學相關學系之研

究接軌為發展目標。 
 

二、本系規劃未來發展的四大領域： 
1.森林生物領域： 
森林生物領域以生物科學為軸線，將上游基礎之動植物個體生態及基因結

構等，中游之族群及群聚生態、動植物之間互動，及下游結集中上游之生

物資訊並與森林環境及經營管理領域橫向連結，建立森林生態體系模式並

提供野生動物及棲地保育實際執行策略及方法，因此在現今國土規劃及自

然生態系復育之重大研究及國家政策上，本系扮演非常重要而關鍵之角

色，並得以提昇國內及國際森林生物主流研究及競爭能力，發展國家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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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水準，並結合本系其他領域之人材，從事整體森林科學尖端及現代化

之研究，以為國所用。 
2.森林環境領域： 
森林環境領域，包括森林微氣象、森林水文、森林土壤學及化育、森林集

水區經營與保育、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森林生態系功能，生態氣候學，生

態水文學，治山防災近自然工法應用，土地利用規劃與水土資源保育，森

林環境資源監測等方面之教學與研究，提昇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學課程與

研究訓練的水準，最終提昇森林水文循環、土壤化育、能量循環、養分循

環、二氧化碳通量、集水區生態復育、長期生態研究等重點範疇在國內、

外的競爭力。 
3.生物材料領域： 
培育木質生物材料科學專長之教學與研究人才。在物理應用方面，包括木

質生物材料之物理性質、保存與加工利用、木質生物複合材料、組織與鑑

別；木質環境、木構造建築與綠建築(設計、材料與維護)，還規劃與工學
院土木系與城鄉所合辦「木質構造建築」學程。而在化學應用方面，包括

木質材料化學改質、木質材料高分子化學、林木代謝體學(天然物之生合
成、特殊森林資源利用)與林產化學生物技術(生質能利用、生物精製等)，
使森林資源可以有效利用以提升國際林產科學研究的競爭力。 

4.資源保育及管理領域： 
為培育森林資源保育及管理專才，提供政府機構及民間所用，基於森林資

源在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生態面向的意義及其重要性，經由森林資源調

查、林地利用規劃、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規劃以及森林資源及環境經濟分

析與政策評估等方面的專業方案，促進合理經營森林資源，強化國土保

安、水源涵養、森林遊憩、生態保育及林木生產等森林功能，以增加社會

福祉，並為提昇我國林學研究之競爭力，培育所需之人才。 

 
三、新聘教師專長、員額、時程及空間規劃 

1.專長領域 
配合本系上述四個領域之發展方向，本系將以下述專長領域作為新聘師資

教學及研究之規劃方向： 
(1) 生物材料領域：  

i. 新聘教師之學士、碩士、博士三學位至少有一為森林或相關科系之
學位，以擔任日後教學工作。 

ii.擬聘專長：木建築或奈米纖維素複合材料。 
iii.擬聘名額：預訂 99學年度第 2學期聘用 1名。 
iv.空間規劃：森林館 206室。 

(2)森林生物領域： 
i. 新聘教師應聘者須具有以下專長之博士學位。 
ii. 擬聘專長：育林學或森林生態系復育。 
iii.擬聘名額：預訂 99學年度第 2學期聘用 1名。 
iv.空間規劃：森林館 204室。 

2.新聘教師職缺來源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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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缺 時 間名額 說       明 

目前待聘職缺 5 教師退休後之職缺 
 
備註：本系未來二年內各專長領域之教師人數結構 

未來二年內 
專長領域 中長程規畫結構 現況 

退休 待聘 
森林生物領域 8 9 2 1 
森林環境領域 5 4 0  1* 
生物材料領域 7 6 0 1 
森林資源保育及管理領域 7 3 0 4 
合計 27 22 2 7 

*待聘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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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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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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