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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08學年度第 8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4月 29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景觀學系 203會議室 

主持人：江主任彥政                                     紀錄：陳香瑜 

出席人員：曾碩文委員、余政達委員、陳美智委員、王柏青委員、周士雄委員(請

假)、歐聖榮委員（校外學者專家）(請假)、陳建州委員（產業界代表）

(請假)、張如蘋委員（畢業校友）、徐欣妤委員（林鈺庭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陳本源老師、張高雯老師、黃柔嫚老師、陳佩君老師 

壹、 主席致詞 

一、 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通知，防疫期間各系每堂課程學生採固定座位方式

修課，並請授課老師登記學生座位表於每堂課程結束後繳回系辦，俾利系

辦彙整座位表繳交至教務處，請各位老師務必配合學校防疫工作。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有關本系 108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學分誤植修正，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本系 108學年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景觀基礎學程」學分要求： 

科目共 20學分，學生應修滿達 22學分，完成本學程。誤植學生應修滿學分

數，擬修正為 20學分。 

二、 畢業學分要求： 

(一) 校通識教育課程 30學分：詳見教務處通識教育組修課規定及必選修科目

表。 

(二) 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major)由以下課程、學程組成： 

合計應修 83學分 

◎農學院共同必修(2學分) 

◎景觀基礎學程(22學分)，擬修正為(2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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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核心學程(13學分) 

◎專業選修學程：(須修讀本系課程 48學分以上，且至少擇 1學程修畢)   

。實務型：景觀規劃學程(至少修讀 16學分)   

。實務型：景觀設計學程(至少修讀 16學分)   

。實務型：永續景觀與工程學程(至少修讀 16學分) 

(三) 自由選修(本系或外系課程皆可)：15學分 

(四) 依據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六條：不同學程中相同課程或等同課程，經學

系同意者，可同時認列滿足不同學程要求，惟畢業學分總計只能計算一

次。 

三、 檢附本系 108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 1份(附件 4，頁 10-12)。 

決定：洽悉。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 109學年度「景觀設計(V)(VI)」師生分組及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系《景觀設計(V)(VI)實施要點》辦理(附件 8，頁 17-21)： 

（一）學生於授課教師名單公告後，必頇自備作品集書面資料與老師洽談，並

由大三班代負責完成填列「畢業專題師生分組志願名單」彙整表，繳交

統籌教師。 

（二）為維持本系畢業專題之教學品質，避免任一位老師過量的教學負擔，每

一位老師最多指導二組學生(或四名)為原則。 

（三）統籌教師於學生完成「畢業專題師生分組志願名單」彙整表後，得邀集

授課教師，擇期召開「畢業專題師生分組確認會議」，授課教師可依照

學生繳交之「畢業專題師生分組志願名單」順序，表示主動選擇或放棄

指導之權利；學生未完成確認之組別，得由所有授課教師共同協調產生，

完成分組名單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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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109學年度王柏青老師不擔任大學部四年級「景觀設計(V)(VI)」之指導教師。 

二、請大學部三年級學生於今日班會時間討論出畢業設計組別總數，並請陳本源

導師另將討論結果轉知本系所有老師周知。 

三、請三年級導師協助督促同學於 108年 5月 15日前完成填列「109學年度畢業

專題師生分組志願名單」彙整表，並擇期召開「109 學年度畢業專題師生分

組確認會議」。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 109學年度大學部四年級校外實習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系《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附件 9，頁 22-

28)： 

(一) 實習時數：校外實習於在學期間寒、暑假進行，實習時數採累計制，總

時數不得低於 200小時。 

(二) 實習單位： 

1. 系上媒合：三年級下學期期末考前，由系公告實習機構與名額，由學

生填寫志願經核可後，方得與廠商聯繫，洽談實習內容、時程等事

宜。 

2. 自行洽尋： 

 民間規劃設計公司：含建築師事務所、工程顧問公司、空間設計公

司、景觀規劃公司、建設公司、苗圃、造園公司等。 

 政府部門：內政部營建署及國家公園管理處、交通部觀光局及風景特

定區管理處、交通部國工局、高工局、各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或都市

發展局、工務局、建設局、文化局、公園管理處等。 

 相關行業與研究發展機構：景觀施工、景觀設施產品開發、景觀材料

貿易、休閒育樂開發與保育、環境教育研究發展等機構。 

 校外學術研究單位 

A.研究助理：協助景觀領域老師進行野外調查、收集資料等相關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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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協助相關研究單位進行野外調查、資源調查、資料收集、紀錄等相

關工作。 

3. 其他：上述未提及之工作類型，需由本系排定之授課教師負責審核。 

(三) 實習報告： 

1. 實習期間，學生需每週填寫週報表，記錄實習工作內容及工作時數，

作為評量之依據。 

2. 四年級上學期，學生必須於期初開學兩週內繳交實習報告，由本系排

定之授課教師負責成績複審。 

(四) 考核： 

1. 學生實習期滿後，需將「校外實習評分表」交由實習單位主管填寫，

並請主管自行將該表寄回本系。校外實習成績評分表由學生實習期間

直屬主管或單位主管予以考核，並加蓋公司印信。 

2. 學生實習成果之週報表、實習報告、校外實習評分表及學生配合事

項，皆納入實習負責老師考核學生實習之評分，佔校外實習總成績

70％；另學生於暑期實習結束，返校後擇期進行校外實習成果簡報，

或張貼海報說明之，佔總成績 30％。 

決議： 

一、 請大學部三年級陳本源導師協助宣導三年級學生校外實習資訊，若學生自

行洽詢不成，由班導師協助媒合其他實習工作。 

二、 本系系網頁已公告實習法規、實習申請表、實習週報表、家長同意書…等

相關實習表單，請班導師協助宣導同學周知。 

三、 學生暑假實習期間本系需進行實習訪視，請班導師提供學生實習單位清單

並安排本系老師協助辦理訪視工作。 

四、 學生實習工作類型是否採納為本系「校外實習」課程時數，須符合「國立嘉

義大學景觀學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規範，並由排定之授課教師負責審核

通過，方得承認實習時數。 

五、 學生於暑假實習結束，返校後開學第一週需進行全班校外實習成果報告，

請班導師協助宣導同學周知並統籌辦理。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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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本系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開課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作業時程，第一階段業於 4 月 9 日結束，第

二階段開課作業為 4月 13日至 4月 23日止。 

二、 爰依 108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暫定排課。 

三、 檢附大學部及碩士班班級課表、專兼任教師授課表(附件 10-13，頁 29-63)。 

決議： 

一、 大學部四年級「生態工程」課程取消開課。 

二、 新增開設大學部三年級「休閒遊憩導論」課程。 

三、 大學部二年級「電腦繪圖」課程原排定時間為每周四 7至 9節，調整為每周

一 7至 9節授課，且不開放外系修課。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系 106至 108學年度必選修課程相同課程名稱抵修申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09年 4月 17日通知辦理，請開課系所依通知辦理相同課程名稱

之課程是否同意學生辦理抵修申請 (附件 14，頁 64) 。 

二、 本校學生畢業資格審查將進行全面電腦化作業，目前學生申請抵修學分為

紙本審核，為減少學生抵修申請流程，並納入學生畢業資格審查全面電腦

化系統內，以提升行政效率，減低人工作業之疏漏，請電算中心於教務系

統建置系所認抵課程及學分檔維護程式。 

三、 有關學生申請課程抵修時，各學系相同課程名稱，電算中心依 108 學年度

必選修科目冊提供各系相同課程名稱而不同課號之名單，請開課系所送系

所課程規劃委員會或系務會議討論。 

四、 各系所同意認抵學分之名單核章後，本學期請於 109年 5月 25日(第 13週)

前送至教務處各系所承辦人備查。 

五、 檢附本系課程名稱相同之必(選)課程表 1份(附件 15，頁 65)。 

決議： 

一、 同意認抵學分課程(永久課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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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3D00020水土保持 

(二) 33D00087生態工程 

(三) 33D00083地理資訊系統 

(四) 33D00021景觀設計元素 

(五) 33D00082農業概論 

(六) 33D00052環境影響評估 

(七) 33D00070觀賞樹木 

二、 不同意認抵學分課程(永久課號)如下： 

(一) 33D00084校外實習 

(二) 33D00036景觀生態學 

(三) 33D00027電腦繪圖 

 

提案五 

提案人：黃柔嫚老師 

案由：有關 109學年度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擬合併 2門課程為 1門課程，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1.因考量現有研究所學生人數較少與畢業選修學分數僅 20 學分，為避免因

開課數多而導致選修人數不足之開課規定並減少學生修課壓力，因此擬於

109 學年度整合 2 門各 3 學分之環境領域進階課程「高等景觀與微氣候」、

「高等水資源學」為 1門 4學分「高等氣候與水環境研究」新開課程，並由

原課程兩位老師共同授課。 

二、 為避免長時間上課造成之學習疲勞與提高課程學習效果，上課方式採每周上

課 2次，每次 2小時共 4小時，並由 2位授課教師個別針對分論之專題環境

(氣候或水環境)進行基礎理論與應用課程之授課，在期中報告與期末報告階

段採取 2位老師合併共同上課之方式進行綜合性之專題研究報告或討論，以

使學生對於現今氣候環境變遷之兩大議題：氣候與水環境習得系統且綜合性

之知識，並能應用在實質環境調適改善上，改善學生過往環境科學先備知識

與基礎素養不足之問題，最終使其習得具備因應未來世界環境挑戰之素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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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三、 依「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點：新增選修課程需經

系所、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附件 17，頁 67-70)。 

四、 檢附「高等氣候與水環境研究」課程大綱 1份及 109學年度碩士班必選修科

目冊 1份(附件 18，頁 71-75)。 

決議：請授課老師加強敘述合併開課之緣由並檢附課程大綱，修正後照案通過，

相關開課資料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