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 101 學年度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農藝學系二樓會議室
主席：劉院長景平

記錄：呂美娟

出（列）席人員：黃國青副局長（請假）、簡維佐理事長（請假）、曾燈槐副
總經理、黃文理主任、徐善德主任、何坤益主任、蘇文清主
任、趙清賢主任、陳秋麟主任（羅登源老師代）、莊慧文主
任（王文德老師代）
、沈榮壽主任（江彥政老師代）
、莊愷瑋
特助、陳文生同學
壹、主席致詞：略
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院各學系暨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案
由：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規劃審議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教務處通知辦理，通知及本校課程規劃及課程架構注意事項如
附件 P1~P3。
二、農藝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
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4~P30。
三、園藝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
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31~P59。
四、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
過，會議紀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60~P90。
五、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
過，會議紀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91~P116。
六、動物科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過，會議
紀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117~P145。
七、獸醫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
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146~P178。
八、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過，
會議紀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179~P197。
九、景觀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錄、
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198~P209。
十、植物醫學系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
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210~P222。
十一、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學程課程委員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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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會議紀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223~P234。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 由：98 學年度~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部分課程增修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教務處 101.9.25 通知辦理。
二、大學部因課程需要（一）於 100 及 101 學年度請新增大二「應用育林
學(II)」選修課由李明仁老師授課(二) 99 學年度新增大三「自然資
源經濟學」選修課由黃名媛老師授課。 (三) 98 學年新增大四「校外
林業實務技術實習」選修課。
三、碩士班因課程需要於 100 及 101 學年新增碩二「菌根技術專題研究(II)」
選修課由林瑞進老師授課。
四、本案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錄如附件 P60~P62。
決 議：照案通過，准予核備。
提案三：
提案單位：獸醫學系
案 由： 97 學年度~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部分課程增修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大學部（一）98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獸醫臨床血液學」改於第五
學年第 1 學期授課、「獸醫臨床血液生化學」改於第五學年第 2 學期
授課。
（二）99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第四學年第 1 學期增列選修課「小
動物內分泌學」
，第 2 學期增列選修課「獸醫傳染病學」
。
（三）99 學
年度及 100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中將「獸醫法規與倫理」應為第四學
年第 2 學期授課，誤植為第五學年授課。
（四）99 學年度~101 學年度
必選修科目冊中「小動物超因波診斷學」改為第四學年第 2 學期授
課。
（五）99 學年度~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增列選修課「獸醫產業
與職場論壇」於第四學年第 2 學期。
（六）100 學年度及 101 學年度
必選修科目冊第二學年選修課「營養疾病學」改為第 2 學期、「實驗
動物學」改為第 1 學期。第三學年選修課「實驗動物疾病學」為第 2
學期、
「動物毒物學」為第 1 學期。
（七）100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第
二學年第 2 學期新增「中獸醫學概論」選修（九）101 學年度必選修
科目冊第二學年第 1 學期新增「中獸醫學概論」選修、第 2 學期新增
「中獸醫學應用」選修（十）刪除 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中第四學
年選修課「獸醫臨床生化學」。
二、碩士班（一）修正 97 學年度~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中選修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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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診斷病理學」英文名稱為「Advanced Diagnostic Pathology」
。
三、碩士在職專班修正 100 學年度~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中選修課「高
等診斷病理學」英文名稱為「Advanced Diagnostic Pathology」
。
四、修訂 101 學年度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說明中四（二）校外實習或專題
製作之科目為（一）課程架構：專業課程分為五大領域：1.高等動物
基礎醫學 2.高等大動物臨床醫學 3.高等小動物臨床醫學 4.高等水
生動物醫學 5.高等家畜禽臨床醫學。（二）校外實習或專題製作之科
目：每一學期皆有安排專題討論課程，並有畢業論文之製作及口試。
五、本案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錄如附件 P146~P148。
決 議：
一、照案通過，准予核備。
二、同樣課程更動於不同學期授課，請獸醫學系繕簽會教務處。
提案四
提案單位：景觀學系
案
由：98 學年~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增修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因課程屬性及學生需求，擬於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增列「地理資訊
系統」（大三下學期 2 學分選修）課程，並將該科目納入 98-101 學
年度必選修科目冊中，以符合開、排課作業之程序規定。
二、本案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錄如附件 P198~P200。
決
議：修正為 99 學年~101 學年度後通過准予核備。
提案五
提案單位：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
由：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碩士班新開英文授課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廖宇賡老師擬於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與本系趙偉村老師、林瑞進老
師、黃名媛老師，生物資源學系方引平老師、劉以誠老師及植物醫
學系蕭文鳳老師合開「台灣的森林資源與保育」(Introductory Forest
Resources and Conservation in Taiwan)全英文課程選修課。業經系程
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錄如附件 P60~P62。
二、課程之教師英文授課申請表及授課大綱如附件 P235~P239。
決
議：修正後通過，送課務組辦理。
提案六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案
由：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碩士班新開英文授課案，提請討論。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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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一、莊慧文老師擬新開「植物分子生物學特論」（special topics on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陳鵬文老師擬新開「生物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of Biology）
、李互暉老師擬新開「基因與發育」(Gen and
Development)。
二、上述 3 門課皆為碩一 2 學分之全英文課程選修課，業經系程課程規劃
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錄如附件 P240~P241。
三、莊慧文老師英文授課申請表及授課大綱如附件 P242~P244、陳鵬文老
師英文授課申請表及授課大綱如附件 P245~P247、李互暉老師英文授
課申請表及授課大綱如附件 P248~P252。
議：修正後通過，送課務組辦理。

參、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 由：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課程新增案，提請討論。
說 明：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碩士班新開「台灣的森林資源與保育」
(Introductory Forest Resources and Conservation in Taiwan)全英文課
程選修課。
決 議：照案通過，准予核備。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案 由：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課程新增案，提請討論。
說 明：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碩士班新開「高等植物分子生物學」（Advanced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
「生物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of
Biology）
、「基因與發育」(Gen and Development) 全英文課程選修
課。
決 議：照案通過，准予核備。
提案三
提案單位：植物醫學系
案 由：101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部分課程調整案，提請討論。
說 明：
「真菌學」原訂於第三學年第 2 學期選修課，改為第一學年第 2 學
期選修課。
決 議：照案通過，准予核備。
散

會：下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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