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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09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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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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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劭鈞委員（學

生代表）、朱莉亞委員(碩二班代)、李昕恬委員(碩一代表) 

壹、 主席致詞 

一、 本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招生，總報名人數為 6 人。請各位教師轉知考生備

審資料須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四)下午 5 時前繳交完畢。 

二、 近年本系五年一貫研究生休(退)學人數漸增，請本系教師多多輔導學生，鼓勵

學生繼續修讀。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由：本系大學部四年級實作組「系館平台延伸造園乙級練習場設置計畫」，提

請報告。 

說明： 

一、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的景觀設計系所逐漸重視學生的景觀實務發展，陸續增

設景觀實務課程及提升實務組招生比重。本系將於系館旁空間設置乙級練

習場，提供學生考取造園乙、丙級證照操作練習。 

二、 緣起概述與基地位置： 

(一) 緣起： 

本系無造園練習場之設置，目前大三設計分流課程與未來系上實務課程皆

需使用造園練習場，使用練習場部分仍需向園藝學系進行場地續借。 

(二) 目標： 

透過畢業設計之課程，於景觀系館旁平台進行延伸設計，比照乙級場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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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規劃一造園練習場之設置。 

(三) 造園練習場基地位置： 

嘉義大學蘭潭校區景觀學系大樓平台旁之空地場域。 

三、 由大學部四年級實作組學生進行簡報說明(檔案另附)。 

決定： 

一、 王柏青老師表示，本案造園乙級練習場設置基地位於本系系館西北側一閒置

空地，此基地鄰近臺灣特有種淡水蟹-臺灣南海溪蟹棲息地，現今數量已稀少

罕見。建議本案另擇他處設置，避免破壞原有生態環境。 

二、 請實作組指導老師與學生再行討論，另擇本校其它閒置空間設置練習場。 

 

報告事項二 

案由：有關本系 109 年度經費收支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本系 109 年度經費截至目前止固定資產(資本門)共支出 24 萬 8160 元，餘 0

元，動支 100 % 

二、教學研究訓輔成本(經常門) 共支出 51 萬 2590 元，餘 8 萬 2697 元，動支

82.55%。 

三、檢附本年度經費收支明細(附件 1，頁 7-14)。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案由：有關 109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職涯歷程系統相關資料維護，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09 年 12 月 07 日 email 通知辦理，請各系所屬教師於 110 年 2 月

26 日前完成 109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維護教師職涯歷程系統相關資料。(附

件 2，頁 15-17)。 

二、 操作方式：進入本校首頁-「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課程相關作業」

-「教學意見調查作業」-「教學意見調查區間統計值」-選擇評量區間「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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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期末評量」-「性評值」。 

決定： 洽悉。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標準訂定，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務處 109 年 11 月 23 日通知辦理，請各系於 109 年 12月 31日(星期

四)前訂定「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標準(請至網址塡覆並回傳會議紀錄影

本至註冊與課務組)，並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將該標準公告並轉知

所屬教師及研究生知悉(附件 3、4，頁 18-19)。 

二、 本校圖書館已購置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目前系統帳號由教師或

學生自行向圖書館申請。 

三、 「國立嘉義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書」、「國立嘉義大學碩、博士學位

考試結果通知書」新增注意事項，該申請書及通知書本系業已上網公告(附

件 5、6，頁 20-21)。 

四、 檢附各校系訂定論文相似度標準表 1 份(附件 7，頁 22)及相關資料(檔案另

附)供參。。 

決議：  

一、 經會議討論，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申請碩、博士學位考試前，需使用本校購置

之論文比對系統進行比對，論文原創性報告之相似度指數不得高於 25% (須

≦ 25%)，並檢附本校系統對比報告。 

二、 本案通過後，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並公告本學系教師與研究生知悉。 

 

提案二 

案由：本系「碩士生修業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務處 109 年 11 月 23 日通知辦理，請各系於 109 年 12月 31日(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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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訂定「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標準，並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附

件 3，頁 18)。 

二、 依上揭訂定標準修正本系「碩士生修業要點」，會後該要點公告轉知所屬

教師及研究生知悉。 

三、 檢附本系「碩士生修業要點」1份供參(附件 8-10，頁 23-42)。 

決議： 

一、 依本會議提案一決議，修正本系「碩士生修業要點」(105-109學年度起入學

之碩士生)。(附件 8-10，頁 23-42) 

二、 本要點修正內容如下： 

(一) 第五點、學位論文口試 (一)申請學位論文口試 3.提送相關資料新增：(7)

論文初稿需使用本校購置之論文比對系統進行比對，並檢附對比報告。 

(二) 第七點、畢業離校新增「1.論文需使用本校購置之論文比對系統進行比

對，論文原創性報告之相似度指數不得高於 25%。」其餘目次變更。 

 

提案三 

案由：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務處 109 年 11 月 23 日通知辦理，依本校研究生考試辦法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略以:符合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四款學位考

試委員資格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務會議定之；請據此召開系(所)務會議

訂定標準，並請於訂定完成後檢附會議紀錄公告師生知悉(附件 3，頁 18)。 

二、 檢附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要點各 1 份供

參。(附件 11、12，頁 43-44)。 

決議：  

一、 本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要點」第二點第一、二款依本校研究生考試辦

法修正如下：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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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

員。 

二、 本要點修正後，公告本系教師與研究生知悉。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系課程教學助理(TA)擔任期限延長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系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報告事項七決定辦理。本系近年碩士

班一年級學生人數過少，無法滿足系上課程教學助理(TA)需求，待下次系

務會議提請討論，是否延長教學助理擔任期限，納入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附件 13，頁 45-46)。 

二、 檢附本系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 1 份供參(附件 14，頁 47-48)。 

決議： 

一、 本系課程教學助理(TA)擔任期限至二年，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一、二

年級學生皆須擔任教學助理。 

二、 碩士班一、二年級學生如有特殊情況無法擔任，則提請系務會議報告周知。 

三、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無法擔任教學助理(TA)研究生：黃丞佑、陳良淳、劉妍

均。 

 

提案五 

案由：有關本系 109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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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需教學助理協助之專業課程初步配置如下(附件

15，頁 49)： 

(一) 大三-景觀設計(IV)：朱莉亞 

(二) 大四-景觀設計(VI)：謝旻臻 

(三) 圖學(II)、圖學實習(II)：陳勁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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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碩一班代轉知全班同學填報研究生助學金申請表(附件 16，頁 5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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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頁 50-51)。 

決議： 

一、 陳佩君老師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景觀實務」與「景觀實務實習」需教

學助理 1 名。 

二、 本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助理(TA)需求及配置結果如下： 

(一) 大三-景觀設計(IV)：朱莉亞 

(二) 大四-景觀設計(VI)：謝旻臻 

(三) 圖學(II)、圖學實習(II)：陳勁佑 

(四) 電腦規劃設計應用： 柯柔安 

(五) 景觀實務、景觀實務實習：顏宏憲 

共計 5 位教學助理(TA) (附件 15，頁 49)。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