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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 

暨 107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景觀學系 203 會議室 

主持人：江主任彥政                                    記錄：蔡安妮  

出(列席人員)：陳本源委員(請假)、余政達委員、張高雯委員、黃柔嫚委員、周

士雄委員(請假)、歐聖榮委員(校外代表) (請假)、陳建州委員(業

界代表) (請假)、曾碩文老師、陳美智老師、王柏青老師、張如

蘋委員(校友代表) 、龍怡安會長、李彥賢(碩一班代)、尤仕承

同學(碩二班代) 

 

壹、主席致詞 

一、本系 107 學年度招生情形，大學部錄取新生報到率為 100%。近年來自然組

報名人數略增，社會組報名人數略減，未來將持續追蹤本系學生來源(組別)

與學習情形，俾利日後招生策略之擬定。 

二、107 學年度大學部申請入學口試，招生組問卷調查結果，一般反應本系網頁

資訊較不足、實作課程較少、環境整潔有待加強。 

三、本學期系務會議將預訂在週三召開，估計平均每月召開 1 次，請各位老師將

時段空下來。 

四、有關本系辦理演講之調查，請老師至 google 表單填報。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本系 108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校系分則

調查表，提請報告。 

說明： 

擬： 

奉核後將會議紀錄 mail各與會人員，並依

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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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 107 年 9 月 4 日招生委員會通知辦理，各系於 9 月 12 日前完成分則內容

後送交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附件 1，頁 7)。 

二、本系「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校系分則調查表回復如附件

2(頁 26)。 

三、檢附來文通知與相關附件、本系回復調查表各 1 份。 

決定：108 學年度招生分則之相關規定有大幅修正，先暫依本系填覆內容(如附件)

實施，日後再加以檢討改進，餘洽悉。 

 

報告事項二 

案由：本系 108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分則，提請報告。 

說明：有關本系 108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分則如附件(附件 3，頁 44)，

請各位師長核閱。 

決定：有關黃柔嫚老師建議於指定考試採計科目加入「物理」一科，請得另提案

討論，餘洽悉。 

 

報告事項三 

案由：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高等教育深耕計劃-頂石課程結案報告書，提請報

告。 

說明： 

一、依農學院 7 月 19 日 email 通知，本校「頂石課程補助要點」第 6 點規定略以：

「教師開設頂石課程，需於課程結束後填具結案報告書(含課程實施影片剪

輯十分鐘)，於系課程會議報告後並於 10 月 1 日前提送院課程委員會報告」。 

二、檢附 106 學年度本系高等教育深耕計劃-頂石課程結案報告書 1 份(請傳閱)。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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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系設計課程教學意見調查表問卷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7 年 5 月 14 日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周士雄老師所提臨時動

議之決議辦理，有關本系設計課程教學意見調查表之問卷內容，請各位教師

集思廣益，提供卓見。 

二、檢附張高雯老師草擬之設計課程教學意見調查表 1 份(附件 4，頁 46)。  

決議： 

一、同學如有相關建議，請提供卓見並交張高雯老師彙整修正後通過。 

二、設計課程教學意見調查表問卷對象以修習大一、大二、大三設計課程的同學

為主，預計於第 16 週(12 月 31 日至 1 月 4 日期間)實施。 

三、本調查以網路填報方式進行，請同學至 google 表單填寫，評量結果由系辦留

存。 

 

提案二 

案由：教師升等論文發表於各級期刊之 short communication 與 note 之位階計分

標準，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7 年 8 月 27 日農學院通知及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決議(附件 5，頁 48) ,請各系提供教師升等論文發表於各級期刊之 short 

communication 與 note 之位階計分標準。 

二、相關建議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前送院辦彙整，俾便院教評會召開會議討論。 

決議：Short communication 與 note 之位階計分標準，第 1 級以 10 分計分。 

 

提案三 

案由：本系107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教學助理(TA)需求調查及研究生助學金申請，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 107 學年度專業課程需教學助理協助之教師請提出需求，並經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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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二、請碩一班代轉知全班同學填報研究生助學金申請表，經核章後交系辦彙整。 

三、依本系「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第五條，領取助學金之研究生，需義務參

與系內之教學、研究或行政服務，服務時數與助學金金額無對價關係(附件6，

頁 49)。 

決議：經會議討論後，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助理(TA)需求及配置結果如

下：基本設計、圖學、電腦繪圖、基礎藝術設計、景觀設計(V)、植栽設

計(I)各配置 1 名 TA，景觀設計(III)配置 2 名 TA，共計 8 名 TA(附件 7，

頁 53)。 

 

提案四 

提案人：莊曜瑋、吳政穎 

案由：本系必修課程「景觀設計(V)」先修科目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系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之必選修科目冊規定(附件 8，頁 54)，「景

觀設計(V)」之先修科目包括「植栽設計(I)」。 

二、本系大四同學莊曜瑋、吳政穎因未能於 106 學年度前通過「植栽設計(I)」之

修習，故無法於本學期(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修習「景觀設計(V)」並於四年

內畢業。 

三、建議刪除本系必選修科目冊「景觀設計(V)」之先修科目「植栽設計(I)」，

使選修課更具有彈性，以利學生於四年內修完本系所規定之必修課程順利畢

業。 

決議：維持原規定不修正，並將會議決議通知同學。 

 

提案伍 

案由：本系 107 學年度課程結構及必修課程外審，本系準備作業事項及後續分工

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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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落實各學系課程定期檢討評估機制，以提升課程品質，增進學生基本

核心能力及共通職能，擬自 107 學年度起定期辦理課程結構外審事宜。藉由

課程外審及運用 UCAN 檢視核心能力連結實務、產業需要，有效運用 UCAN

連結教學。 

二、配合本校教務處辦理 107 學年度各系所課程結構外審相關作業(附件 9，頁

56)，各系應於 10 月 14 日前將課程結構外審之相關資料送外審委員審查。

本系現階段完成部分，詳如課程結構審查佐證資料(附件 11，螢幕簡報)。 

三、另有關本案必修課程外審部分，必修課程審查需準備的各項佐證資料，請老

師們共同協助完成部分： 

  1. 教學內容大綱。 

    2. 嘉義大學輔助教學平台線上教學網頁或其他課程教材網頁或自編教材。 

    3. 教學評量及意見。 

    4. 與國內外標竿(或參考)學系(所)(標竿對象：東海大學景觀學系)課程內容大

綱相異一覽表。 

    5. 其他授課老師補充佐證資料(建議依照審查項目摘要補充或提供下列佐證

資料)，例如(1)課綱設計說明(2)自編教材(3)個人網頁(4)作業報告。 

四、擬於 9 月 26 日(三)中午 12 時召開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共同進行審查。 

五、檢附本系 106 學年度大學部及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供參(附件 10，頁 73)。 

決議：請張高雯老師負責必修課程審查資料彙整，並請各位老師於 9 月 27 日(四)

前將相關資料交付張高雯老師及陳美智老師彙整。 

 

肆、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人：黃柔嫚老師 

案由：有關黃柔嫚老師申請業師協同教學，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規定申請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產學共構雙師課程計畫，須先經系課程規

劃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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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黃老師申請相關資料 1 份(請傳閱)。 

決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下午 2 時 5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