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10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9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30分 

地點：線上會議(https://reurl.cc/83j2Nd) 

主持人：江主任彥政                                       紀錄：黃嘉韻 

出席人員：陳本源委員、曾碩文委員(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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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宜溱

委員(學生代表)、朱莉亞委員(碩二班代)(請假)、李昕恬委員(碩一代

表)(請假) 

壹、 主席致詞 

一、 因受疫情影響，如有未能及時返校之學生，可實施彈性教學措施，如以同

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協助其修讀課程。並請留意學生及僑生們的課程銜

接。 

二、 暑假期間本系研究生室已重新安排座位並清理環境完畢。 

三、 陳佩君助理教授借調至植醫系自 110年 8月 1日回歸至本系一案，於 110年

9月 2日已簽准。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一 

案由：本系屋頂防水工程施工完畢，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本系系館頂樓防水層嚴重漏水區域已於今年 8 月底補強完畢，檢附施工照

片(附件 1，頁 7-10)。 

二、 本系系館頂樓防水層重整工程已於 110 年 7 月 29 日簽准(附件 2，頁 11-

12)，如本年度分配之經費預算有餘，宜調整支應，或將評估 111 年整修工

程之優先順序。 

決定：洽悉。 



 

報告二 

案由：本系系館冷氣全面保養完畢，提請報告。 

說明：本系系館冷氣已於 110 年 9 月 2 日全面保養完畢，如有使用問題請隨時提

出。 

決定：洽悉。 

報告三 

案由：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因應疫情相關修業方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10 年 8 月 26 日公告(https://reurl.cc/mvdKG7)，本校 110 學

年度第 1 學期訂於 110 年 9 月 24 日開學，原則朝向室內 80 人以下實體上

課方式規劃，未來將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最新規定修正調整。 

二、 依教務處 110 年 8 月 26 日公告(https://reurl.cc/mvdKG7)，因防疫無法

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方案，以下列出重要事項供參，完整公告請上網查詢。 

1. 開學選課：放寬選課機制，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選課不受每學期最

低應修學分數限制。 

2. 修課方式：教師在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教師得對受疫情影響而

無法到校之學生實施彈性措施，如以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協助其修

讀課程。 

3. 考試成績：本校視疫情發展，針對個案得以補考，其補考成績得按實際

成績計算。 

4. 學生請假： 

(1) 學生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以及雖無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但配合實

施 14 天在家休息暫停「到校上課」者，可檢附相關證明申請防疫假。 

(2) 本假別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不受缺課扣考、勒令休(退)學規定限制。 

5. 畢業資格：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已修滿畢業學分但尚有必修科目未

修畢者，經系所同意得以相關科目辦理抵免(修)。 

決定：洽悉。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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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系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略以(附件 3，頁 13-14)，助學金申請者於每

學期開學二週內向系提出申請，提送本系系務會議決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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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助理協助之專業課程配置如下(附件 4，頁 15)： 

1. 大三-景觀設計(III)：朱莉亞  

2. 大四-景觀設計(V)：謝旻臻 

3. 圖學(I)、圖學實習(I)：陳勁佑 

4. 電腦繪圖：劉妍均 

決議：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助理協助之專業課程配置如下，學生之助學金申請

表於 110年 9月 24日前繳回至系辦。 

一、 大四景觀設計(V)-陳美智老師：李昕恬 

二、 大三景觀設計(III)-張高雯老師：朱莉亞、顏敏瑄 

三、 大二植栽設計(I)-江彥政老師：梁廷安 

四、 大二電腦繪圖-張高雯老師：于季亘 

五、 大一基本設計(I)-陳佩君老師：吳亭臻 

六、 大一景觀植物學與實習-陳佩君老師：劉馨荷 

七、 大一圖學(I)、圖學實習(I)-胡嘉容老師：陳勁佑 

八、 大一服務學習-王柏青老師：劉妍均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99664740081693/user/100000352172351/?__cft__%5b0%5d=AZWrExNoETQ1nSjsv-aJhlyyBnbBHJY7FrxLbnJ03cUTmwdB73fpnCKI06gRrGytwovAzt__-MeJ8iCtULQM2fhRO6aT67Dr1qi84JICLd2UYhoHWTWkzEU9pTTcAwwGlobEzv5kXzOjeAGEJuUTuxYe&__tn__=-%5dK-R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10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之學系種子教師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通知 110 年 9月 2日來信(附件 5，頁 16-17)，確認 110學年度大

學招生專業化之學系種子教師名單，並於 110年 9月 11日前回傳。 

二、 本系 109學年度種子教師名單為：學系主任江彥政教授、種子教師(順位 1)

周士雄副教授、種子教師(順位 2)張高雯副教授、學系系辦黃嘉韻技佐職

務代理人(附件 6，頁 18)。 

決議：本系 110學年度種子教師名單為：學系主任江彥政教授、種子教師(順位 1)

周士雄副教授、種子教師(順位 2)張高雯副教授、學系系辦黃嘉韻技佐職

務代理人。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9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各系所自我改善及執

行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通知(附件 9，頁 28-30)，本系 109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

品質保證認可各系所(班制)自我改善及執行情形，經系所會議審議通過後，

將會議紀錄、自我改善及執行情形表及協助事項說明表電子檔於 110 年 10 月

15日(五)前回傳院辦。 

二、 本系待改善及建議事項匯整後共分為三大項： 

1. 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2. 教師與教學

3. 學生與學習

三、 檢附本系自我改善及執行情形表及協助事項說明表(附件 10-11，頁 31-46) 。 

決議：依本系待改善及建議事項，請負責相關項目的老師填寫自我改善計畫及執

行情形表，並於 110年 10月 1日(五)前回傳系辦彙整；彙整完畢後寄送E-  

mail予全體老師確認無誤並繳交院辦。 



 

一、 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江彥政主任統整。 

二、 教師與教學：陳美智老師統整；王柏青老師、張高雯老師協助。 

三、 學生與學習(在學生)：曾碩文老師統整；周士雄老師、余政達老師、黃柔

嫚老師協助。 

四、 學生與學習(在學生)：陳佩君老師統整；陳本源老師協助。 

 

提案五 

案由：本系 110學年度轉學生之學分抵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10 年 9月 7 日通知(附件 12，頁 47)，因各學系對於學生素質有

一定的要求，請依抵免學分辦法(規定)從嚴審核。 

二、 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略以(附件 13，頁 48-51)，學士班轉系生可

抵免學分總數由各學系自行規範，惟轉入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數不

得減少。在原系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經轉入後非該系所修之科目，得

經學系核可後，列為外系選修學分計算。另學士班轉學生抵免學分之科目

以在大學或專科學校已修且成績及格者為限，但五專畢業生以四、五年級

修習者為原則。 

三、 本系 110 學年度轉大二學生共 5 位，轉大三學生共 4 位；檢附其抵免科目

學分審核表及成績單(附件 14，頁 52-87)。 

決議：修改之處如附件 14(頁 52-87)，其他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中午 12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