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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08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 

會議議程 

時間：109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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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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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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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假）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有關本校 109 學年度學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返臺就學銜接專案

計畫，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 109 年 5 月 26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辦理，教育

部為協助境外就學之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境外臺生）於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疫情期間返臺學習銜接辦理專案計畫，該計畫招生對象：於本專案計

畫公告前（109 年 5 月 7 日）前，境外臺生就讀學校所在的境外地區（含大

陸、香港、港澳地區及其他國家），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經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為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為第三級警示者(附件 1，頁

7-9)。。 

二、 招生及考試方式：由各校以單獨招生方式辦理，得採筆試、面試、書面審

查、術科或實作等方式辦理，銜接進入是當年級就讀。 

三、 招生學系所班別：日間學士班、日間碩士及博士班，招生系所以各校現有

院、所、系及學位學程為限，且不包含師資培育及醫學等政府人力控管系

所。 

四、 景觀學系招生名額：學士班外加名額 4 名 、碩士班外加名額 1 名(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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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 

五、 招收年級：學士班一年級、二年級及碩士班一年級。 

六、 檢附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議程及附件資料各 1 份(另附

紙本附件請傳閱)。 

決定：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 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自我評鑑回應委員暨自我改善情形結果，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研究發展處 109 年 2 月 15 日通知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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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頁 11-12) 。 

二、 檢附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結果表及自我評鑑回應委員暨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

各 1 份(附件 4-5，頁 13-21)。 

決議： 

 

提案二 

案由：本系擬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景觀學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及資

格審查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系為延攬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依「國立

嘉義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十條規定(附件 6，頁 22-28)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景觀學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

要點」。 

二、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景觀學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要

點草案 1 份(附件 7，頁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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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提案三 

案由：本系「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設計指導費收支管理要點」第五點修正，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9 年 5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設計指導費收支管理要點修正協調

會辦理(附件 8，頁 37-38)，本系擬修正「設計指導費收支管理要點」第五點，

修正內容如下： 

(一) 「(含延畢生、輔系生)」修正為「(含雙主修生、輔系生)及延修生」 

(二) 刪除「具備清寒資格或條件之學生(低收入戶者優先)，得檢附相關證明

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向本系提出申請，經系務會議審核後，每年級以 3

名為原則，酌收設計指導費 1,000 元」之減免規定。 

二、檢附「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設計指導費收支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

後條文各 1 份(附件 9-10，頁 39-40)。 

決議：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系 109 學年度「景觀設計(V)(VI)」師生分組及進度追蹤，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系《景觀設計(V)(VI)實施要點》辦理(附件 11，頁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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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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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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檢附師生分組相關文件(附件 12，頁 46)。 

決議： 

 

提案五 

案由：有關 109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推選作業，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09 年 5 月 18 日通知辦理，為辦理 109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推選作業，惠請本系推薦校教師評審委員候選名單(附件 13，頁 47-49)。 

二、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另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不同系所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

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 5 年內於各學院認可之國內、外著

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 2 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

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 1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 2場次（含）

以上之教授代表 2 人組成之…』。 

三、 為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應達總數三分之一規定，人事室通知農學院 109 學年

度推選 1 名男性校教評委員男性候補委員 1 名。 

四、 依據前述規定本系於 6 月 30 日（星期二）前，須將校教評會委員候選人五

年內（104.08～迄今）論文著作目錄及名單，彙整後 e-mail 至農學院，以便

召開院務會議推選。 

決議： 

 

提案六 

案由：有關 109學年度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推選作業，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09 年 5 月 18 日通知辦理，為辦理 109學年度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推選作業，惠請本系推薦院教師評審委員候選名單(附件 13，頁 47-49)。 

二、 依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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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規定：『…由院務會議就本院符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中推選產生，

每系至少產生委員一人為原則，至多二人。』  

第三點規定：『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由各系推舉系內具教授資格者(人數不  

限)，但候選人須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

熱心，且近五年內於本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

書一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二場次（含）以上之教授代表。』  

三、 （一）107學年度院教評會委員為： 

林翰謙院長當然委員 

莊愷瑋教授、蔡智賢教授、廖宇賡教授、蘇文清教授、周仲光教

授、黃光亮教授、黃文理教授、周榮吉教授等 8人 

（二）108學年度院教評會委員為： 

林翰謙院長當然委員 

侯新龍教授、李堂察教授、林金樹教授、李安勝教授、曾再光教

授、莊慧文教授、郭章信教授、黃光亮教授。  

（三）109學年度教授休假名單： 

李安勝教授（109.1）。 

四、 依據前述規定本系於 6 月 30 日（星期二）前，須將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五

年內（104.08～迄今）論文著作目錄及名單，彙整後 e-mail 至農學院，以便

召開院務會議推選。 

決議： 

 

提案七 

案由：本系 109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09 年 5 月 20 日 email 通知辦理，農學院各系 109 學年度教評委

員及候補委員名單惠請於 7 月 30 日（星期四）前電子檔送達院辦，以便農

學院於 8 月 4 日統一簽陳校長核可(附件 13，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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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委員五至

七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一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系務會議就本系符合資格之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其中教授需

佔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若教授所佔不足三分之二人數時，則自本校

相關學術領域相近教授中於系務會議提名票選後，經系務會議通過，送請

院長轉請校長核聘(附件 14，頁 50-52)。 

三、 本系 108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主任江彥政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與黃光亮教授、黃文理教授、沈榮壽教授、莊愷瑋教授、林翰謙教授、

陳美智副教授等，共 7 位委員組成，另推薦郭章信教授擔任候補委員。 

決議：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