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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園藝學系 

第二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 年 09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二、 地點：園藝學系會議室 

三、 主席：尤進欽 主任                                     紀錄：王滿馨 

四、 出席人員：石正中老師、陳素瓊老師、朱玉老師、張允瓊老師、郭純德老師、鄔家

琪老師(請假)、高建元老師、黃志偉老師、林建堯老師(請假)、鍾曉航老師、王滿馨

技士、大學生代表連祺平、研究生代表周曉琪。 

五、 上次系務會議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1。 

六、 主席報告：略 

七、 業務報告： 

 (一) 本校 110 年度品質保證認可（系所評鑑）第三次預評時間為 10 月 25 日(星期一)，

早上 9:00-10:30，地點在 719 教室；110 年 11 月 18 日將進行系所品質保證認可機

制實地訪評，惠請各位老師協助完成此項任務。 

(二) 110 年度雁行課業輔導計畫-申請對象必須符合弱勢學生資格。課業輔導科目成績

為全班排名 10%以內或經該科目老師推薦者，可擔任雁行課業輔導員。計畫代碼

為 110G002-3，計畫經費 72,400 元。     

(三) 111 學年度招生工作，由尤進欽委員擔任召集人，各項招生工作惠請各位委員繼續

支持。 

    大學部招生委員：尤進欽委員、朱玉委員、張允瓊委員、鄔家琪委員、郭純德委

員、林建堯委員。 

    碩士班招生委員：尤進欽委員、石正中委員、陳素瓊委員、高建元委員、黃志偉

委員、鍾曉航委員。 

(四)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選網路報名時間：110.09.24-110.10.20 

書審時間：110.10.27-110.11.01 

口試時間：110.11.19 (星期五) 

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網路報名時間：110.10.27-110.11.17 

書審時間：110.11.24-110.12.06 

口試時間：110.12.03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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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請兩組委員，預先空留時間以進行各項招生工作。 

(五) 110 年 12 月 17 日台灣園藝學會年會預定在本系辦理，惠請各位老師協助。 

(六)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提畢業的碩士生，應在 11 月 15 日前交「碩士學位申請

書」 及「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表」給系辦(附件 2)。 

八、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系申請「台灣福昌獎助學金」學生人選案，提請 討論(系主任)。 

說  明：台灣福昌獎助學金：每年獎助當學年就讀本系學生 1 名，頒發新台幣貳萬元

獎助學金。  

擬  辦：討論通過後續送院務會議。  

決  議：系務會議通過推薦陳廷媗同學申請台灣福昌獎助學金人選。 

 

提案二：推派本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優良教學助理第一階段初選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第十條辦理。  

二、初選推薦名單不限綜合類及備課類，推派兩位教學助理及優先順序。 

三、檢附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TA)符合資格初審清冊(附件 3)。 

擬  辦：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續送教學發展中心。 

決  議：本系推薦周曉琪同學(遺傳學實驗)、盧思佑同學(生物技術學) (依序為本系前二

名)。 

 

提案三：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新聘專案教師資格審查事宜，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截至公告結束，共 2 位博士申請。 

 二、檢附申請者簡歷(附件 4)。 

 三、110.09.29 前，本系全體專任教師進行新聘專案教師資格審查。 

擬  辦： 

 一、 確認符合申請新聘專案教師資格審查之申請人名單。 

 二、110.10.20 (預定)新聘專案教師口試(包括中英文試教)。 

決  議：經系務會議決議，其中一位申請者資料不齊全，擬請人事室重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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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臨時動議： 

無 

                   散會：13:30 

 

 

國立宜蘭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執行追踨表 

                               會議日期：110 年 09 月 09 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提案人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本系徵聘約用行政員資格條件及

工作項目，提請 討論(系主任)。 

決議：修改後通過。修正如下： 

      資格條件： 

     （一）國內外大學畢業者或國內

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與

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六年工作

經驗以上者。 

     （二）熟悉基本電腦文書處理應

用軟體操作(如 WORD、

EXCEL、POWERPOINT 等)。 

     （三）具熟悉農場行政管理、實

驗室操作或園藝等相關專業證

照者尤佳。 

      工作項目： 

     （一）園藝學系教學研究及相關

教學設施及環境的維護與管理。 

     （二）協助系所品質保證認可、

入學招生及專題研究等業務。 

     （三）本系各項會議相關業務。 

     （四）支援生物資源學院等相關

單位業務。 

     （五）協助實習農場及協助青農

創業育成基地發展。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現正簽核辦理中。 

二 案由：110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委員遴

選案，提請 討論(系主任)。 

決議： 

1.選票結果依序是：高建元老師 (8 

票) 、朱玉老師(7 票)、林建堯老師

(7 票)、石正 中老師(6 票)、鄔家琪

老師(3 票)、黃志偉老師(3 票)、陳

系主任 依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並呈請主任發聘書。 

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110 年 10 月

07 日。 

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

議：將在第 7 週，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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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瓊老師 (2 票 )、張允瓊老師 (2 

票)、郭純德老師(0 票)。  

2.本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委員為高建

元老師(8 票) 、林建堯老師(7 票)、

朱玉老師(7 票)、石正中老師(6 票)。 

審議 110-2 學期課

程(第 5 週系務會

議排課)。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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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表 

申請學年期 論文題目 學生姓名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序號 項目 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備註 

1 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是 

□否-系務會議對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符合有疑義

時，將請指導老師說明碩士生學位論文與專業
領域相符性。必要時，得請院務會議認定。 

 

2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是否符合資格。 

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人。碩
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
究，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

究員、助研究員。 

(三)獲得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
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
系、所、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是 
 
 
 
 

□否-系務會議認定口試委員不適任時，請指導老師更

換口試委員 

第三目、第四
目資格之認定
基準，必須提
供相對應的審
查資料。 

3 針對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是否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 

□是-填寫「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或不予公開申請
書」並檢附證明。 

□否 

經系務會議同
意後交至圖書
館留存。 

4 
109學年度入學研究生須修畢至少一門指導教授所開設之碩士

班選修課程。 

□是-課程名稱:                              

□否-           學年度入學 

檢附成績單 

單位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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