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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08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03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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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本源委員、曾碩文委員、余政達委員、陳美智委員、周士雄委員、

王柏青委員、張高雯委員、黃柔嫚委員、陳佩君委員、歐聖榮委員（校

外學者專家）(請假)、陳建州委員（產業界代表）(請假)、張如蘋委

員（畢業校友）、徐欣妤委員（學生代表）、劉和勳委員(碩二班代)

（請假）、朱莉亞委員(碩一班代)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有關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09 年 2 月 19 日訂定之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教育部 108 年 11 月 19 日訂定之「校園

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辦理。(附件 1，頁 7-10) 

二、 停課原則 

(一)、有 1 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師生所修/授

課程均停課。 

(二)、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診病例，該校(區)停

課。 

(三)、停課期程以 14 天為原則，得視需要延長。 

(四)、停課通知由學生事務處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中心。 

三、 補課原則：學校遇停課情形，得縮減上課週數，採 1 學分 18 小時彈性修課，

於週間或線上課程等補課方式辦理，惟仍應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 

四、 復課原則：與確定病例接觸之教師或學生，居家隔離期滿，確認無症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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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隔離後，相關課程復課；或經通報教育主管機關後，全校復課。 

五、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決定：  

一、 若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各年級授課方式如下 

1. 大學部一年級：設計總評時，不要求模型製作。 

2. 大學部二年級：設計總評時，不要求模型製作，圖面表現需完整表達設

計理念及構想。 

3. 大學部三年級：設計總評時，採用 3D 模型、圖面及口頭視訊報告為主。 

4. 其餘課程由各授課老師預先規劃因應停課之授課方式。 

 

報告事項二 

案由：有關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相關事宜，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教務處招生組 109 年 3 月 19 日 email 通知辦理，請各系於 3 月 26 日前回

傳審查委員及工作人員調查表至教務處招生組。(附件 2-3，頁 11-12) 

二、 依本系108學年度第4次系務會議提案二決議，推薦周士雄老師(種子老師)、

陳本源老師、曾碩文老師及張高雯老師為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審

查委員。(附件 4，頁 13-14) 

三、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日程表： 

(一)、大學甄選入選第一階段結果公告：3 月 31 日。 

(二)、報名參加第二階段甄試考生上傳備審資料：4 月 9 日下午 9 時止。 

(三) 、各學系書審委員上線審閱考生備審資料：4 月 14 日下午至 20 日止。 

(四)、第二階段甄試日：4 月 20 日(一)。 

(附件 5，頁 15-19) 

決定： 洽悉。 

 

 

報告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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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相關事宜，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教務處教學發展組 109 年 1 月 31 日通知辦理，請各教學單位依時程辦理

教師評鑑作業。(附件 6，頁 20) 

二、 各教學單位針對「接受評鑑」、「申請延後評鑑」及「申請免接受評鑑」

三類教師予以造冊，由系辦負責填寫相關表單。(附件 7，頁 21-23) 

三、 依本系 109 年 3 月 11 日 email 通知，108 學年度應評鑑之教師，請繳交(一)

教師評鑑申請表(二)評鑑總評分表(三)教師評鑑綜合評分表(由教師職涯歷

程檔案系統匯出)(四)其他附件及佐證資料，前揭資料請於 3 月 31 前繳交紙

本至系辦，俾利本系辦理後續評鑑事宜。(附件 8、9，頁 24-26) 

決定： 經會議討論，本系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應評鑑之教師，需繳交資料(一)

教師評鑑申請表(二)評鑑總評分表(三)教師評鑑綜合評分表(由教師職涯歷程檔案

系統匯出) (四)申請終身(一次)免研究評鑑佐證資料，以上四份紙本資料，其餘職

涯歷程檔案之附件，各應評鑑之教師自行上傳至系統，評鑑當日由線上方式審閱

附件資料。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推薦名單，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務處教學發展組及農學院 109 年 3 月 11 日 email 通知辦理，請依國立嘉

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組成系所教師評鑑委員會辦理 108 學年度系所教師評

鑑事宜。(附件 10，頁 27-28) 

二、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規定，本校各學院、系(所)及中

心，應於評鑑當學年度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委員會，負責該院、系(所)及

中心內教師之評鑑工作。 

系(所)及中心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系(所)及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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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餘委員由系(所)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

提報系(所)務及中心會議通過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附件 11，頁 29-32) 

檢附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推薦名單。(附件另附) 

三、 本系108學年度第2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成功大學建築系林子平教授、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吳振發教授、本校黃光亮副校長、本校農學院林翰謙院長

共 4 位委員，與本系江彥政主任(當然委員)，組成本系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

委員會。 

決議： 照案通過，會後由本系聘任之。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8 學年度農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教學發展組及農學院 109 年 3 月 11 日 email 通知辦理，請依國立嘉

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系所推薦一名委員擔任農學院教師評鑑委員。(附件

10，頁 27-28) 

二、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規定，本校各學院、系(所)及中

心，應於評鑑當學年度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委員會，負責該院、系(所)及

中心內教師之評鑑工作。 

院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各系(所)及中心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 

(三)、其餘委員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院務會

議通過後聘任之。(附件 11，頁 29-32) 

決議：經會議討論，本系推薦江彥政教授擔任 108 學年度農學院教師評鑑委員。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9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級轉系申請審查案，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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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教務處民雄教務組 109 年 3 月 20 日紙本通知辦理，請學系審查申請轉入

學生錄取資格，於 4 月 20 日前將表單送至民雄教務組。(附件 12，頁 33-34) 

二、 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系一年級羅俊閎學生，申請 109 學年度大學部轉入本

系二年級修讀。(附件 13、14，頁 35-38) 

決議：經會議審查，同意人文藝術學院中國文學系一年級羅俊閎學生，申請 109

學年度大學部轉入本系二年級修讀。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系 109 年度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內部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作業，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研究發展處 109 年 02 月 15 日通知辦理，請各受訪單位依照通知辦理系所

品質保證內部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附件 15，頁 39-40) 

二、 各受訪單位將於 3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期間邀請委員進行品質保證內部自我

評鑑實地訪評作業，檢附自我評鑑書面審查意見表、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結果

及佐證資料卷宗書背脊格式供參，於實地訪視後，各受訪單位應撰寫自我評

鑑回應委員暨自我改善情形結果報告，並送學院召開會議討論。(附件 16，

頁 41-59) 

決議： 

一、 本系預計於 5 月 7 日(四)辦理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作業，各位老師依前置作

業表分配(如紙本附件)，協助訪評前事前準備工作。 

二、 本系預計於 4 月 22 日(三)及 4 月 29 日(三)班會時間辦理系館大掃除，請

各位年級導師協助分派及監督各班打掃事宜。 

三、 請系辦工作人員於 4 月 22 日(三)前，調查本系所有掃除用具並購買用具不

足的數量。 

肆、 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