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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07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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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楊惟迪 

出(列席人員)：陳本源老師、余政達老師、張高雯老師、黃柔嫚老師、周士雄老

師(請假)、曾碩文老師、陳美智老師、王柏青老師、陳佩君老師、

李彥賢同學(碩一班代)、吳金治同學(碩二班代) 

 

壹、主席致詞 

一、大二學生將於 6 月 22 日（星期六）前往東海大學進行八校聯評。 

二、7 月 25 日至 31 日，江主任與高雯老師將會帶隊至北京清華大學進行學術交

流，並參訪世界園藝博覽會。 

三、今日下午 2 點於 103 教室參加系上小畢典，為畢業學生撥穗，邀請系上老師

共同參與。 

四、請各位師長推動宣傳本系學碩一貫申請，並協助學生撰寫研究計畫等申請文

件。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有關本系 108 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及各項業務負責老師，提請報告。 

說明：107 學年度各委員會及各項業務負責老師如下： 

一、107 學年度各年級班級導師名單如下：大一導師陳美智老師；大二導師陳本

源老師；大三導師周士雄老師；大四導師黃柔嫚老師。 

二、陳本源老師擔任 107 學年度景觀學系學生獎學金承辦老師。 

三、曾碩文老師擔任 107 學年度景觀學系畢業生就業輔導老師。 

四、黃柔嫚老師擔任 107 學年度畢業專題統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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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士雄老師擔任 107 學年度景觀學系系學會指導老師。 

六、周士雄老師擔任 107 學年度景觀學系圖書採購承辦委員。 

七、王柏青老師擔任 107 學年景觀學系電腦教室管理老師。 

八、本系 107 學年度學術委員會、空間規劃委員會、學生升學暨就業輔導委員會，

由系主任江彥政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由全系專任教師擔任委員。 

九、本系 107 學年度圖儀設備委員會，由陳美智老師、余政達老師、張高雯老師、

黃柔嫚老師、周士雄老師擔任委員。 

十、本系 107 學年度學生輔導委員會，由各年級班導師擔任委員。 

決定： 

一、108 學年度各年級班級導師名單如下：大一導師曾碩文老師；大二導師陳美

智老師；大三導師陳本源老師；大四導師周士雄老師。 

二、敦請陳本源老師擔任 108 學年度景觀學系學生獎學金承辦老師。 

三、敦請曾碩文老師擔任 108 學年度景觀學系畢業生就業輔導老師。 

四、敦請周士雄老師擔任 108 學年度畢業專題統籌老師。 

五、敦請陳本源老師擔任 108 學年度景觀學系系學會指導老師。 

六、敦請陳佩君老師擔任 108 學年度景觀學系圖書採購承辦委員。 

七、敦請王柏青老師擔任 108 學年景觀學系電腦教室管理老師。 

八、本系 108 學年度學術委員會、空間規劃委員會、學生升學暨就業輔導委員會，

由系主任江彥政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由全系專任教師擔任委員。 

九、本系 108 學年度圖儀設備委員會，由陳美智老師、余政達老師、王柏青老師、

曾碩文老師、周士雄老師擔任委員。 

十、本系 108 學年度學生輔導委員會，由各年級班導師擔任委員。 

 

報告事項二 

案由：有關農學院暨各系行政管理費支應本院身心障礙臨時工之工資案，提請報

告。 

說明：  

一、依政府規定各機關需聘用 3％身心障礙人員，學校依加保人數分配，農學院



3 

 

勞保需聘 4.5％身心障礙人員。 

二、各單位勞保除技工、工友、兼任教師及工讀生外，尚有協助各系教師執行計

畫的助理。 

三、以農學院未聘足身心障礙人員所繳納之就業代金，聘用 1 名具身心障礙臨時

工，協助本院蒐集彙整資料及建置中英文網頁核可簽。 

四、由院辦支付 10 萬元，餘額依各系勞保人數比例均分。 

五、各系 106 年行政管理費金額及 107 年 1-6 月勞保平均人數，如附件 1(附件 1，

頁 6)。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08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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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頁 7-9)。 

二、本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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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宇賡教授、林翰謙教授、陳美

智副教授等，共 7 位委員組成，另推薦教授擔任候補委員。 

決議：本系 108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主任江彥政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推選黃光亮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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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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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系 108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第三點，本會置委員十人，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並為召集人，另由系務會議推選教師五人，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

畢業校友及學生代表各一人為委員組成之(附件 3，頁 10)。 

二、本系 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由系主任江彥政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本系教師推選陳本源、余政達、黃柔嫚、張高雯、周士雄等 5 位教師，

校外學者專家委員推選朝陽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歐聖榮院長，產業界代表推選

元創地景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建州先生，學生代表推選系學會會長龍怡安

同學，畢業校友推選張如蘋校友，共 10 人組成。 

決議：本系 108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由 10 位委員組成，援例由系主任江彥政

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本系教師推選陳美智、余政達、曾碩文、王柏青、

周士雄等 5 位教師擔任委員，校外學者專家推選私立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

都市設計系歐聖榮教授擔任委員，產業界代表推選元創地景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建州先生擔任委員，學生代表推選系學會會長徐欣妤同學擔任委

員，畢業校友推選張如蘋校友擔任委員。 

 

提案三 

案由：本系「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修正為「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

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08 年 6 月 10 日 email 通知辦理(附件 4，頁 11)。 

二、因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修習學、碩士一貫學程辦法」名稱、部分條文及

申請書修正，修正對照表、修正後條文及申請書詳如附件(附件 5，頁 12-15)。 

三、本案係依據本校修正後「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辦法」，修正本系

「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 

四、檢附本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辦法」修正對照表(附件 6，頁 16-17)、修正後

條文及申請書(稿)(附件 7，頁 18-19)各 1 份。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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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有關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教師，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嘉大人字第 1089001814 號函(附件 8，頁 20-21)，本校專任（案）

教師遴聘時程提前，教師徵聘啟事公告至少一個月。 

二、系級教評會應於四月底前、十月底前，完成公開甄選及評審並報院。 

三、檢附新聘教師作業時程表(附件 9，頁 22)、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徵聘教師啟

事(附件 10，頁 23)及 108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附件 11，頁 24-36)。 

決議：擬聘任 1 名專案助理教授，徵聘啟事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有關本校 109 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系所評鑑)案進度，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系 107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決議辦理，於 6 月 19 日召開第 1 次系所

評鑑小組會議。 

二、本次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認可年度為 106-108 學年度。 

三、依 6 月 4 日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到校諮詢說明會，行政主動支援原則，

各行政單位於 6月 10日提供之校庫表册資料範圍如附件(附件 13，頁 57-64)，

系辦已將資料上傳 google 雲端硬碟。 

四、檢附各單位本校作業時程表(附件 14，頁 65-68)項目三：學生與學習 3-1 至 3-

3 大綱修正(附件 15，頁 69-70) 

決議： 

一、由主任整理報告格式提供各位師長，以利報告書彙整。 

二、謹訂於 9 月 5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召開下次系所評鑑會議，預計完成

度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報告，資料更新至 108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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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案由：有關本系大四畢業專題畢業總成績考核及獎勵，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系《景觀設計(V)(VI)實施要點》第 5 點第 2 項：「由系主任主持「畢業

專題畢業總成績考核會議」……評比成績項目以本畢業專題課程修課學生在

當年度第二學期的最後一次總評成績，選擇前 10 名(組)學生錄取為獎勵組提

名組別；接續再進行第二次獎勵名次正式評比。最後，選擇優等三名及佳作

二名給予獎狀以茲鼓勵……。」(附件 1，頁 2-6) 

二、檢附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專題課程進度表(附件 2，頁 7-10)及本學期成

績統籌結果(附件 3，頁 11)供參。 

決議： 

一、依最後兩次成績作為成績評比標準。 

二、由系辦製作獎狀並頒予學生。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下午 2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