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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07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 

暨 107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景觀學系 203 會議室 

主持人：江主任彥政                                     記錄：楊惟迪 

出(列席人員)：陳本源委員、余政達委員、張高雯委員、黃柔嫚委員、周士雄委

員、歐聖榮委員(校外學者專家)(請假)、陳建州委員(產業界代

表)、曾碩文老師、陳美智老師(請假)、王柏青老師、張如蘋委

員(校友代表) 、龍怡安會長、李彥賢同學(碩一班代)、尤仕承

同學(碩二班代) 

 

壹、主席致詞 

特別感謝課程規劃委員業界代表陳建州先生出席本次會議。 

貳、江主任彥政簡報本系「課程結構」、「必修課程」及審查情形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9 月 4 日 e-mail 通知辦理，各系針對課程結構外審意見

回覆後於 12 月 28 日前送交院辦彙整。(附件 1，頁 6-7) 

二、本系課程結構外審，送請外審委員私立朝陽科技大學歐聖榮院長審查後，審

查意見如附件 2 (頁 8-9)。 

三、檢附本系課程結構外審資料(請傳閱)、歐聖榮委員外審意見(附件 2，頁 8-9)

及課程結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附件 3，頁 10-11)各 1 份。 

決議： 

一、請陳建州委員針對課程結構外審意見提供卓見後，再由本系回覆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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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課程結構審查結果，另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並一併修正本系 108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地圖。 

三、系主任需於每學期系主任時間宣導當學期課程內容供學生參考。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必修課程外審意見回覆，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9 月 4 日 e-mail 通知辦理，各系針對必修課程外審意見

回覆後於 12 月 28 日前送交院辦彙整。(附件 1，頁 6-7) 

二、本系必修課程之外審，送請外審委員私立朝陽科技大學歐聖榮院長審查後，

審查意見如附件 4(頁 12-13)  

三、檢附必修課程外審資料 (請傳閱)、歐聖榮委員外審意見(附件 4，頁 12-13)

及必修課程外審意見回覆說明表(附件 5，頁 14-15)各 1 份。 

決議： 

一、請陳建州委員針對必修課程外審意見提供卓見後，再由本系必修課程之授課

教師回覆相關意見。 

二、針對必修課程審查結果，另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並一併修正本系 108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地圖。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務處通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作業時程，第一階段業於 11

月 9 日結束，第二階段開課作業為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22 日止。(附件 6，頁

16) 

二、本案爰依本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暫定排課。 

三、檢附本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及碩士班開課時間表、班級課程表、專

兼任教師授課時間表各 1 份(附件 7，頁 17-41)。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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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開設「景觀植物學與實習」及「觀賞樹木」課程，由 107 學年度 2 學期擬

新聘之專案助理教授陳佩君老師授課，另擬由陳老師教授「基本設計(II)」

及「植栽設計(II)」，與本系其他教師共同授課。 

二、其餘課程調整如下： 

(一)曾碩文老師授課之「社區計畫」課程紹課時間更改為周二 8~9 節。 

(二)江彥政老師增開碩士班「建成環境與健康」課程。 

(三)由王柏青老師教授碩士班「演化心理與環境偏好」及大學部「景觀材料與估

價」，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暫不開課。 

(四)張高雯老師增開碩士班「景觀空間資訊與分析發展」課程。 

 

提案四 

案由：本系系友會成立籌備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系友會實際運作多年，惟尚未正式立案，107 學年度適逢本系第 10 屆畢

業生，有關本系系友會是否立案，提請討論。 

二、秘書室校友聯絡組業於 10 月 30 日簽請鈞長同意，各系所(含學位學程)系友

會會址得設於各系辦公室。(附件 8，頁 42) 

決議： 

一、請曾碩文老師籌辦成立系友會，並請其他老師協助相關事宜。 

二、本系系友會暫不立案，待系友會組織運作常態化，另擇期討論立案事宜。 

 

提案五 

案由：有關「學系調查問卷」內容填寫，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為落實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委請大考中心實行「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

輔助系統計畫」，為建立該系統之校系、學群、學類等相關資訊，供高中生

生涯輔導與課程諮詢所需，請各學系填報「學系調查問卷」，俾利上述系統

之建置。 

二、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 11 月 15 日來文通知 (附件 9，頁 43) ，本系學系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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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填報進度尚未完成，須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填報。 

三、檢附陳美智老師填報「學系調查問卷」1 份(附件 10，頁 44-56)，請各位教師

提供卓見。 

決議： 

一、依陳美智老師所填報之「學系調查問卷」修正如下： 

(一)刪除第 5 點專業選修之「景觀專題學程」，其項下課程依據 108 學年度必選

修科目冊修正。 

(二)有關第 7 點本系畢業生普遍從事的工作類別，選定「建築與工程相關職類」、

「藝術、設計、娛樂、運動、媒體相關職類」、「營造與鑽探相關職類」。 

(三)刪除第 8 點之「環境規劃師」。 

(四)請曾碩文老師協助填寫第 9 點、龍怡安會長協助填寫第 10 點及第 12 點、張

如蘋委員協助填寫第 11 點。 

二、由系辦彙整後上網填報。 

 

提案六 

案由：有關農學院各系所通識課程之支援，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院辦 11 月 14 日 e-mail 通知，原支援星期五 AB 節(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

領域)老師，因故無法支援，期本學系支援。 

二、檢附 107 學年度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表(附件 11，頁 57-58)及通識課程支

援表(附件 12，頁 59-63)各 1 份。 

決議：擬由新聘之專案助理教授陳佩君老師支援授課。 

 

提案七 

案由：本系擬辦理「全系設計交流及期末成果發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促進系上各年級設計課之交流，增進學長姐情誼及老師間的討論，擬於本

學期期末辦理「全系設計交流及期末成果發表」。 

二、請各年級擇優選出 2~4 組(位)同學參加口頭成果報告，另選出 4~6 組(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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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參加海報成果發表。 

決議： 

一、本系自 107 學年度起，每學期各辦一次「全系設計交流及期末成果發表」，

第 1 學期由大學部四個年級全部同學共同參與，第 2 學期因大四準備畢業展

覽，故由大一至大三同學參與。 

二、籌辦老師： 

(一)107 學年度：大三設計課授課教師。 

(二)108 學年度：大一設計課授課教師。 

(三)109 學年度：大二設計課授課教師。 

三、由系經費支應活動茶點及便當費用。 

 

肆、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人：曾碩文老師 

案由：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之「大師演講」，低年級學生學習成效不佳，提

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本學期已辦理多場「大師演講」，參與對象為全系師生。 

二、因演講主題為景觀專業經驗及議題，需一定專業訓練後得以理解，致低年級

學生學習成效不佳。 

決議：未來除運用周會時間以全系師生為對象辦理「大師演講」外，另針對各年

級學生各安排一場演講，並得於設計課時間進行。 

 

伍、散會：下午 2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