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 103 學年度第 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1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農藝學系二樓會議室 

主席：周院長世認                                記錄：呂美娟 

出（列）席人員：黃國青委員（請假）、陳耀松委員（請假）、周欽俊委員、

羅永強委員、莊愷瑋主任（黃文理教授代）、洪進雄主任、

何坤益主任、蘇文清主任（潘靜茹專案人員代）、陳國隆主

任、陳秋麟主任（羅欣嵐技士代）、莊慧文主任、陳本源主

任、詹昆衛特助（請假）、王執行長文德 

 

壹、主席致詞：略 

 

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院各學系、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暨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 

案    由：本院 104 學年度各學系及學位學程必選修科目冊、課程架構圖、修

課流程圖、職涯進路圖及課程模組化規劃審議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教部函、教務處通知、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及 104

學年度課程架構注意事項如附件 P1~P5。 

二、各學系除必修「基礎學程」和「核心學程」另設立課程分流學程。 

     三、農藝學系 

（一）大學部課程設立「作物產業學程、作物科技學程、作物環境

學程」，畢業前最少應修一個完整學程之專業選修學分方能畢

業。 

（二）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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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P32。 

     四、園藝學系 

(一）碩士班課程地圖增加「高級蔬菜育種學」、「高級蔬菜採種學」、

「園藝植物種源收集及利用」等課程。 

（二）大學部地圖增加「校外專業實習」、「有機蔬果栽培」、「都市農

業」課程。 

 
1



（三）修正四門課程的英文名稱：園景電腦繪圖 Digital Drawing for 

Landscape、造園材料與施工 Landscape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園景構造物配置  Placement of Garden 

Structures、高等景觀研究法 Advanced Research Methods in 

Landscape。 

（四）大學部課程設立「園藝科學學程、環境園藝學程、園藝產業學

程」。 

（五）大學部、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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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3~P67。 

     五、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一）大學部課程設立「森林學學程、森林生物學程、森林經營學程」。 

（二）校外業界實習之課程名稱為林業實務技術實習，終端課程

(Capstone course)其課程名稱為學士論文(Ⅰ)、學士論文

(Ⅱ)。 
（三）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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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8~P101。 

     六、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一）大學部課程設立「木質資源學程、設計與製造實務學程」。 

(二) 大學部、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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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2~P130。 

     七、動物科學系 

（一）大學部課程設立「動物生產學程、動物應用學程」。 

（二）大學部、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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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31~P154。 

八、獸醫學系 

（一）大學部課程設立「獸醫學術學程、獸醫臨床學程（一）、獸醫

臨床學程（二）」。 

（二）獸醫學系大學部、碩士班、臨床獸醫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4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系課程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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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 P155~P200。 

九、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一）大學部課程設立「作物生物技術學程、動物生物技術學程、生

技產業學程」。 

（二）大學部、碩士班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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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01~P220。 

十、景觀學系 

（一）大學部課程設立「景觀規劃、景觀設計、永續景觀與工程、景

觀專題」等 4 個學程，每一學程各為 16 學分，並規定本系學

生，須於 4 個學程中選讀 3個。 

（二）修正景觀學概論、系統動態學概論、休閒遊憩導論、景觀風水

導論、結構概論、環境工程概論等 6門課程英文名如下景觀學

概論(Introduction to Landscape Architecture)、系統動態

學概論(Introduction to System Dynamics)、休閒遊憩導論

(Introduction to Leisure and Recreation)、景觀風水導論

(Introduction to Landscape Feng-Shui)、結構概論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e)、環境工程概論(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三）大學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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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P235。 

十一、植物醫學系 

（一）大學部課程設立「植物病害管理學程、有害生物管理學程、農

業藥劑合理化應用學程」。 

（二）大學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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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P247。 

十二、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104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經學程課程委員審

議通過，會議紀錄、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等如附件P248~P259。 

十三、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 104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及課程架構圖

等如附件 P260~P266。 

決  議： 

一、農藝系、動科系、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修正後通過。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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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  由：103 學年度第 2學期新開課程及追認相對應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案，

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因課程安排，新增大三擬申請新開選修「樹藝學」3 學分 3 小時。 

    二、本案已經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會議紀錄 

如附件 P68~P7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獸醫學系 

案  由：獸醫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自 103 學年度起，畢業條件改以論文及技術實務專

題報告併列方式進行，惟採技術實務專題報告者除必須選修「高等基

礎獸醫學」及「高等臨床獸醫學」外，另須選修「高等臨床獸醫生理

及生化學」、「高等獸醫組織及病理學」、「高等分子生物學」、「高

等獸醫免疫學」、「科學論文報告寫作」、「高等實驗動物醫學」、

「高等獸醫微生物學」、「高等獸醫診斷技術」及「高等生物技術」

其中至少 6 門科目。 

二、本系碩專班二年級學生（102 學年度入學者）畢業條件修改為「以論

文或技術實務專題報告擇一方式進行」，惟採技術實務專題報告者必

須選修另行選修「高等臨床獸醫生理及生化學」、「高等獸醫組織及

病理學」、「高等分子生物學」、「高等獸醫免疫學」、「科學論文

報告寫作」、「高等實驗動物醫學」、「高等獸醫微生物學」、「高

等獸醫診斷技術」及「高等生物技術」其中至少 6 門科目。 

三、本案已經獸醫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會議紀錄如附件

P155~P160。 

決  議：自 104 學年度入學生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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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獸醫學系 

案  由：獸醫學系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新增選修課程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因應未來擬向香港提出學歷認證，自103學年度第2學期開始授課，並

增列於100、101、102、103學年度必選修科目表。 

（一）大學部大一擬新增選修科目「胚胎學」（2小時，2學分）。 

（二）大四新增選修科目「小動物物理治療學」（2小時，2學分）。 

二、碩士在職專班 102 學年度必選修科目冊，增列「高等臨床獸醫生理及

生化學」、「高等獸醫組織及病理學」、「高等獸醫免疫學」、「科

學論文報告寫作」、「高等實驗動物醫學」、「高等獸醫微生物學」

及「高等獸醫診斷技術」等 7 門選修課程（皆各為 2 小時，2 學分）。 

三、經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修正，P155~P15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案  由：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課程，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因課程安排需要新增博一下列選修課程：「猪隻呼吸道疾病學特論」、

「猪隻消化道疾病學特論」及「花卉學特論」等 3 門課各 2 小時 2 學

分選修課。 

二、本案已經博班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會議紀錄如附件

P248~P249。 

決  議：照案通過。 

 

   參、臨時動議：無 

 

散  會： 下午 12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