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10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中午 11 時 00 分 

地點：景觀學系 203 會議室、Teams 線上(https://reurl.cc/yr38zl) 

主持人：江主任彥政                                       紀錄：黃嘉韻 

出(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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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宜

溱委員(學生代表)、陳玟穎(學生代表)、李昕恬委員(碩二班代)、魏尹

婷委員(碩一班代) 

 

壹、 主席致詞 

一、 恭喜陳美智老師本校 110學年度教師教學特優獎暨教學肯定獎。 

二、 王柏青老師預計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請產假至本(111)年 12 月中旬，請

假期間班導師職務由江彥政系主任先暫代。 

三、 由王柏青老師所負責之「溪蟹環境教育」主題之公共藝術裝置校區多處據

點，本系系館為據點之一，預計兩週內完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一 

案由：本系111年度部門經費固定資產（資本門）經費運用，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主計室111年6月14日通知辦理(附件1，頁7)，依111年經費預算分配

會議決議，為提升固定資產執行率，各單位資本門動支率(累計請購數/各

單位資本門可支用數)，6月底不得低於50%，未達者將收回落後差額10%，

作為校統籌使用。 

二、 本系111年度固定資產（資本門）經費預算數229,750元，餘額85,398元，

動支率62.83%，支出如下：(附件2，頁8) 

(一) 101教室電腦主機(含螢幕)1組及205教室螢幕1組，共計20,024元。 

(二) 206教室及404教室投影機汰舊換新，共計53,000元。 



 
 

(三) 103教室及404圖室冷氣汰舊換新，共計71,328元。 

決定：洽悉。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三 

案由：本系擬於111學年度第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1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第十之一條規定辦理(如附件9，頁17-53)，

為維持教學品質及豐富課程內容，本系擬於111學年度第2學期新聘具有景

觀學（景觀植物、植栽設計及景觀實務等）相關領域專長之專任助理教授

(含）以上教師1名。 

二、 檢附本系111學年度第2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事(稿)供參(如附件10，頁54-

55)。 

決議：修正如下(詳附件)，餘照案通過。 

一、 修正誤植，SSCL更為SSCI。 

二、 專長條件2新增EMI全英語能力說明。 

三、 專長條件4新增觀賞樹木課程。 

 

提案四 

案由：本系111學年度各委員會及各業務承辦老師，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10學年度各委員會及各項業務負責老師如下。 

(一) 110學年度各年級班級導師名單如下：大一導師王柏青老師；大二導

師陳佩君老師；大三導師曾碩文老師；大四導師陳美智老師。 

(二) 敦請陳本源老師擔任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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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景觀學系畢業生就業輔導老師。 

(四) 敦請陳美智老師擔任110學年度畢業專題統籌老師。 

(五) 敦請曾碩文老師擔任110學年度景觀學系系學會指導老師。 

(六) 敦請陳佩君老師擔任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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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景觀學系電腦教室管理老師。 



 
 

(八) 本系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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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圖儀設備委員會，由張高雯老師、王柏青老師、黃柔嫚

老師、周士雄老師、陳美智老師擔任委員。 

(十) 本系110學年度學生輔導委員會，由各年級班導師擔任委員。 

二、 檢附各業務及委員會職責說明1份(附件11，頁56)。 

決議：111學年度各委員會及各項業務負責老師如下。 

一、 111 學年度各年級班級導師名單如下：大一導師周士雄老師；大二導師王

柏青老師；大三導師陳佩君老師；大四導師曾碩文老師。 

二、 敦請陳本源老師擔任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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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景觀學系畢業生就業輔導老師。 

四、 敦請曾碩文老師擔任 111學年度畢業專題統籌老師。 

五、 敦請陳佩君老師擔任 111學年度景觀學系系學會指導老師。 

六、 敦請王柏青老師擔任 111學年景觀學系電腦教室管理老師。 

七、 敦請陳佩君老師擔任 111學年度景觀學系圖書採購承辦委員。 

八、 本系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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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圖儀設備委員會，由張高雯老師、王柏青老師、黃柔嫚老

師、周士雄老師、陳美智老師擔任委員。 

十、 本系 111學年度學生輔導委員會，由各年級班導師擔任委員。 

 

提案五 

案由：本系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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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頁57)。 

二、 本系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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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推選余政達、曾碩文、陳美智、陳本源、周士雄等5位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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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推選系學會會長詹宜溱同學，畢業校友推選洪婉榕校友，共10人組成。 

決議：本系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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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推選張高雯、黃柔嫚、陳本源、周士雄、曾碩文等5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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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玟穎同學，畢業校友推選洪婉榕校友，共10人

組成。 

 

提案六 

案由：本系111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推薦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11 年 5 月 30 日來信辦理，農學院各系 111 學年度教評委員及

候補委員名單惠請於 7 月 27 日(星期三)前電子檔送達院辦，以便院辦於

8月 4日統一簽陳校長核可(附件 13，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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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2)。 

三、 本系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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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侯新龍教授、徐善德教授、沈榮壽教授、黃文理教授、郭章信教授、

陳美智副教授等，共 7位委員組成，另推薦莊愷瑋教授擔任候補委員。 

決議：本系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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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沈榮壽教授、徐善德教授、郭章信教授、廖宇賡教授、莊慧文教授

及陳美智副教授等，共 7位委員組成，另推薦莊愷瑋教授擔任候補委員 

 

 



 
 

提案七 

案由：有關111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選作業，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11 年 5 月 30 日來信辦理，為辦理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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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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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人事室通知本院 111學年

度應推選 1名女性校教評委員、女性候補委員 2-4位。 

四、 依據前述規定本系於 7 月 20 日(三)前，須將校教評會委員候選人五年內

內(106.08～迄今)論文著作目錄及名單，彙整後 e-mail 農學院，以便召

開院務會議推選。 

決議：本系目前尚無女性教授，故本學年度無推薦人選。 

 

提案八 

案由：111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補助院系辦理招生提升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就學人

數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 111 年 5 月 11 日來信辦理(附件 15，頁 63-64)，每學院、每學

系於每年度須至少辦理一場次招生活動，並提交成果檢據核銷。 

二、 為避免造成弱勢學生標籤化，辦理時可與一般招生活動結合宣傳，並於介

紹內容強調本校扶弱助學相關措施(附件 16，頁 65)，以利提升經濟與文

化不利學生就讀意願。 

三、 因活動補助經費有限，敬請各學院、系所承辦人於 9月 2日(五)前填寫活

動規劃申請表(附件 17，頁 66)並回傳學務處，以利優先補助。招生宣傳



 
 

活動請於 10月 31日前辦理完成，並於兩週內回傳活動宣傳高中職學校、

參與大學體驗營學生填寫之回饋單(附件 18，頁 67-68)及活動成果報告書

(附件 19，頁 69-70)。 

決議：本系 111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弱勢學生招生計畫由陳美智老師及陳佩君

老師負責辦理，由系辦調查本系學生畢業高中分布後通知負責老師。 

 

肆、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周士雄老師 

說明：建議圖室於寒暑假期間可列入系辦管制，如欲使用皆須向系辦借鑰匙，以

免能源浪費。 

決議：照案通過，並公告周知。 

伍、 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