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暨導師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06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地  點：生科系 318 會議室 

主持人：劉英明主任                                    紀錄：陳冠英 

出席者：詳如簽名冊 

壹、主席報告： 

一、 有關本系 111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案，原擬於暑假辦理文康活動礙於疫情

持續攀升，為避免人群聚集，故延至 7月中後再由系辦視疫情狀況進行調

查。 

二、 有關網路(含設備及線路重整)更新工程預估(設備費 40萬、經常費 73萬)，

感謝院長支持已補助設備費，系辦擬先進行設備更新及部份線路重整(5-7

樓)，預計 8月初進行後續作業。 

三、 有關電話話機設備更新，已於 5月 18日進行開標，預計於 6月底開始進行機

房設備更換，各實驗室話機更換後統一回收由系辦辦理報廢程序。 

四、 因應教室設備陸續升級，故預計八月份由系辦舉辦設備使用說明會，委請范

宏明助教講解說明，屆時請各實驗室派員出席。 

五、 112學年度本系招生員額如下，經校級招生會議決議，112學年度碩士班員額

扣減 3名為 50名，其餘維持博班 6名，學士班 94名。碩士班分配如下： 

 

六、 目前本系新聘教師進度報告如下： 

組別 
專任/
專案 專長 

起聘 
日期 進  度 

丙組 專任 免疫 111.8.1 111.6.28校教評，張麗萍正 1、劉欣瑜備 1。 

乙組 專任 動物生理學 111.2.1 公告至 2022年 7月 31 日止，目前未有遞件者。 

甲組 專任 群落（群聚或 111.2.1 共 11位報名，遴選委員會推薦 4名，經全系投票通



群集）生態學 過 2名，遴選委員會提出重新投票，詳案由一。 

乙組 專案 動物生理學 111.2.1 共 2名報名，遴選委員會推薦 1名送此次系務會議討

論，詳案由二。 

七、 劉思謙老師將於 111年 6月 30日屆齡退休，服務教職 40餘年，將一生黃金

歲月奉獻給本系，受到師生們愛載，於本會議中歡送劉思謙老師。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議本系 111 學年度下學期「群落（群聚或群集）生態學」專長新聘專任教

師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甲組新聘遴選委員會會議記錄如附件一，討論是否同意依照慣例由該

組召集人先向各位老師說明推薦人選的學經歷與研究專長背景介紹後，再重新

進行【新聘教師同意權】之投票，通過本系二分之一以上教師同意，再進入

【演講階段】。另新聘案試教環節，甲組已邀請系上講座教授 Dr. Peter Leith 

Chesson 到場聆聽，並針對候選人表現給予建議。 

二、 流程： 

(一) 投票決定是否同意甲組新聘遴選委員提出之重新進行【新聘教師同意

權】之投票，如通過本系二分之一以上教師同意，進入步驟二，如沒

通過，維持上次投票結果。 

(二) 經甲組召集人說明推薦人選的學經歷與研究專長背景介紹後，再重新

進行【新聘教師同意權】之投票，如通過本系二分之一以上教師同

意，進入步驟三。 

(三) 調查 Dr. Peter Leith Chesson 及甲組委員合適時間，邀請通過本系二分

之一以上教師同意之候選人進行【演講】。 

(四) 甲組遴選委員開會決定【候選人推薦排序】送系教評會。 

(五) 系教評會投票決定送外審名單。 

(六) 如推薦二位送外審，由系教評委員依據外審成績及評論，投票決定正

取及備取，送院教評會，院教評會通過後再送校教評會。 

 

 



決  議： 

一、 本案經與會老師投票結果為同意甲組遴選委員申覆案，通過全系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同意 14票，不同意 10票)。 

二、 投票方式經與會老師投票決定(同意 23票)：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

系務會議經線上投票，通過本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候選人(共 2位)維

持原決議。本次投票僅針對「未通過」本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之候選人

(共 9人)進行投票，投票時間為系務會議當下延長至 111年 6月 30日 16:00

止，由主任及甲組召集人進行開票作業，投票結果如附件二。 

案由二：審議本系 111 學年度下學期【動物生理學】相關專長新聘【一般型專案】教

師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林赫教授擬借調至科技部駐澳大利亞代表處二年(111.2.1-113.2.1)，為維持

課程延續性，本系擬聘任一般型專案教師一名，本系業已簽准在案

(1112000005 號函)。目前本系擬聘任公告起聘期為 112.2.1 一年一聘，目前

僅能聘任 1 年。 

二、 依據以下新聞，一年一聘之專案教師，合約到期要求其不續聘之合法性及

離退之慰助金支應問題，目前校方尚無對應方式。礙於專案聘入後本系須

承擔相關風險，須由全系教師共同決定聘任與否，人事室告知一般型專案

教師可申請教師證，提送教育部為「編制外專任教師」，保險為勞保，人事

室告知本案如不繼續辦理新聘案，無須辦理其他行政程序。 

三、 教育部公告「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變革包

括將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人員本薪、授課時數、升等、假差比照學校編制

內專任教師規定。聘期則由學校制定，但每次最長「不可超過 2 年」。若專

案教師未再聘，學校則需依照年資給予慰助金，每滿一年發給 2 分之 1 個

月平均薪酬，最高發給六個月。實施原則於今年 8 月 1 日生效。 

四、 新聞： 

(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948474?fbclid=IwAR2dVpNakm

9ehQg1TV1dbxqTbSEqk_bnnq4h984Nu0amEylUUqMoshI8Uxg 

(二)https://www.google.com/amp/s/news.ltn.com.tw/amp/news/life/breakingnews/39

21698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948474?fbclid=IwAR2dVpNakm9ehQg1TV1dbxqTbSEqk_bnnq4h984Nu0amEylUUqMoshI8Uxg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948474?fbclid=IwAR2dVpNakm9ehQg1TV1dbxqTbSEqk_bnnq4h984Nu0amEylUUqMoshI8Uxg
https://www.google.com/amp/s/news.ltn.com.tw/amp/news/life/breakingnews/3921698
https://www.google.com/amp/s/news.ltn.com.tw/amp/news/life/breakingnews/3921698


(三)https://udn.com/news/story/6885/6335791 

決  議：礙於目前專案型教師之爭議，本系「一般型專案教師」新聘案是否繼續辦

理，經投票結果為取消一般型專案教師聘任作業(21票同意取消，3票不同意取消)。 

案由三：有關 111 學年度導師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四條導師產生方

式(二)導師人選由系主任提出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產生，檢附 111 學年度導

師名單如下： 

 

二、 因何瓊紋老師擔任研究所甲組召集人/導師、鄭旭辰老師擔任研究所丙組

召集人/導師，大學部四年級導師改由曾妤馨老師、施習德老師擔任；因許秋容

老師轉聘至生科院在職專班，大學部二年級導師改由黃皓瑄老師擔任。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 111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專題討論」授課群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九十二年四月八日第三次教學及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由全系老

師依姓名筆劃依次(由少至多)排列輪流擔任授課教師，111 學年度為第二十

輪。 

二、 大學部專題討論授課教師：林玉儒、林振祥、陳全木、黃皓瑄、黃盟元、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6335791


曾妤馨。課程召集人由排序第一位的老師擔任【林玉儒老師】。 

三、 研究所專題討論授課教師： 

年級 課程 授課老師 

碩一 專題討論(一、二)A 
何瓊紋(召集人)、林幸助、施習德、許秋容(111

下休假)、鄭任鈞、莊銘豐、新聘老師(111下) 
博一 專題討論(三)A 

博二 專題討論(四)A 

碩一 專題討論(一、二)B 
王隆祺(召集人)、葛其梅(111 上休假)、劉英明、

顏宏真、李宗翰、簡麗鳳、新聘老師(111 下) 
博一 專題討論(三)B 

博二 專題討論(四)B 

碩一 專題討論(一、二)C 鄭旭辰(召集人)、賴美津、黃介辰、洪慧芝、

蘇鴻麟、李龍緣、蔡佩倩、侯明宏、劉俊宏、 

新聘老師 

博一 專題討論(三)C 

博二 專題討論(四)C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系網頁改版更新，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宣傳、服務與網路小組會議決議，網頁風格暫定以

本校園藝學系、農資學院、後醫學系之網頁為設計模板。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若有網頁更新之建議，請提供給系辦公室彙整。 

案由六：有關碩士班研究生擬申請 111 學年度逕修讀博士學位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系碩士班一年級學生-簡伯諺；學號 7110052204 提出逕修讀博士學位，並

由劉英明老師繼續指導，申請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審議「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檢附草案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修訂大學部申請入學書審資料項目，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多元表現本系原匡列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N.多元表現綜整心



得】，擬於 112 學年度大學部申請入學書審資料項目中再加入 J.競賽表現。 

決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略 

肆、散會 

  



 



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甲組新聘遴選委員會

會議記錄 

時間：111年 5月 25日 

議題： 

案由一：是否同意針對 110-2-5系務會議第一案之結論提出申覆。 

說  明： 

一、 「群落生態學」專長新聘教師一案，經過一次延長徵才後，好不容易獲得 11位專家遞件。經

遴選委員於 111年 5 月 17日開會後推薦四人，進行後續演講。可惜在 110-2-5系務會議(通訊

會議)中，僅「許嘉軒」與「丘明智」兩人獲得本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教師同意。 

二、 本次徵才公告內容為：「群落生態學」專長，須開設生態學、群落生態學及普通生物學等相關

課程，並配合全英語授課。以海洋無脊椎動物為研究對象者佳。「郭兆揚」與「張峰勳」兩位

獲推薦，但在系務會議上未能過半之候選人，皆具美、澳名校之博士學歷，並以海洋無脊椎動

物做為研究材料(一位珊瑚與棘皮動物; 一位浮游動物)，均符合本次優先徵才之條件。在書面

審查階段，兩人學經歷表現均獲遴選委員認可，卻未能獲得進一步了解與認識的機會，實屬遺

憾。 

三、 本次新聘案試教環節，我們已邀請系上講座教授 Dr. Peter Leith Chesson 到場聆聽，並針對

候選人表現給予建議。候選人需以英文試教"Species coexistence and niche theory"這個章

節，此章節是 Dr. Chesson 的專業領域，透過其幫助，我們更能公正評價候選人對於群落生態

學的了解與其英文教學能力。如此難得的機會，應讓所有推薦人選參與。 

四、 礙於疫情關係，系務會議以線上投票行使新聘教師同意權，可能導致系上老師未能充份了解候

選人教學及研發之表現，也導致半數推薦名單無法進入演講審查(教學及研究)即被淘汰。盼系

上老師同意重新召開系務會議，並依照慣例由該組召集人先向各位老師說明推薦人選的學經歷

與研究專長背景介紹後，再進行同意票的行使。 

決議：全數委員同意對此案提出申覆。 

 



 

 

  



附件二 

 

編號 姓名 票數通過 

1 許嘉軒【推薦】 110-2-5系務會議已通

過本系 1/2教師同意 

2 李承錄 0 

3 郭兆揚【推薦】 16  (通過) 

4 許嘉合 5 

5 丘明智【推薦】 110-2-5系務會議已通

過本系 1/2教師同意 

6 黃俊嘉 0 

7 YASWANTH KUTHATI 1 

8 張峰勲【推薦】 22  (通過) 

9 孫敬閔 2 

10 王達勉 0 

11 Serdar Dinç 0 

備註：本次具投票權人數共 28 名【不含休假研究顏宏真老師(人在國外)及借調林赫老師(人在國

外)】，過半數以上票數為 14 票。 

 



 

 

附件三 



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111 年 6 月 29 日第六次系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訂定。 

第二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修業滿六學期，歷年成績名次在該班排名前二

分之一（含），及有具體研究成果者。 

二、碩士班學生於當年 7月修業滿一年之研究生，成績優異及有具體研究成果

者。 

第三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須檢具以下表件： 

一、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表乙份。  

二、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乙份。  

三、指導教授及本系助理教授以上二人之推薦書共三份。 

四、研究相關資料。 

如通過審查，碩一研究生須於當年 7月補件「全學年度歷年成績單」。 

第四條 當年度本系如有逕修讀博士學位員額，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

依校方規定時間辦理，碩士班研究生逕讀博士學位申請由系辦公室每年三月進

行公告。 

第五條 經本系各學術分組召集人召開審查會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准逕修讀博士學

位。審查委員如須迴避，請另行指派審查委員。 

第六條 外籍生逕修讀博士學位員額為外加員額，不受本系員額限制。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照國立中興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