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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 105學年度第 3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月 4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農藝系二樓會議室 

主席：黃光亮院長 （徐善德副院長代）                   記錄：呂美娟 

出（列）席人員： 

黃國青委員、陳耀松委員（請假）、周欽俊委員（請假）、呂適仲委員（請

假）、莊愷瑋主任（侯金日老師代）、洪進雄主任、何坤益主任、李安勝主

任、吳建平主任（潘建齊組員代）、吳希天主任、陳本源主任、郭章信主任、

李堂察主任（洪進雄主任代）、蔡文錫執行長、周蘭嗣執行長 

 

壹、主席致詞：院長執行計畫期末報告，未能趕回開會，故由我代為主持。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案由:本學位學程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擬新開課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顏永福老師擬新開「溫室和植物工廠栽培特論」2 學分選修課程，教學

大綱如附件 p.1~p.4。 

二、林高塚老師擬新開「肉品研究特論」3 學分選修課程，教學大綱 p.5~p.11。 

三、李安勝老師擬新開「設計研究」2 學分選修課程，教學大綱如附件

p.12~p.14。 

四、上述新開課程經本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決議： 

一、審議通過。 

二、請將本案新開課程，列入 10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案由:本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擬新開課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張文興老師擬新開「分子疫苗實務與應用」2學分選修課程，教學大綱

如附件 p.15~p.16。 

二、李晏忠老師擬新開「蛋白質藥物與生產」2學分選修課程，教學大綱

p.17~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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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一正老師擬新開「生物材料學」2學分選修課程，教學大綱如附件

p.21~p.23、「統計分類學與多變量分析」2學分選修課程，教學大綱

如附件 p.24~p.26、「R語言生物資訊分析法」2學分選修課程，教學

大綱如附件 p.27~p.28。 

 四、上述新開課程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決議： 

一、審議通過。 

二、請將本案新開課程，列入 10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提案三 

提案單位：景觀學系      

案由:本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擬新開課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曾碩文老師與江彥政老師，擬新開碩一「景觀見習」，選修課，3 小時

3 學分，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審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二、「景觀見習」教學大綱如附件 p.29~p.30。 

決議： 

一、審議通過。 

二、請將本案新開課程，列入 10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案由：本系 103 學年度、104 學年度及 105 學年度大學部必修課程異動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系課程模組化 103-105 學年度之大四專業必修課程「專題討論

（I）」擬更改為「植物科學組專題討論（I）」及「動物科學組專題

討論（I）」；「專題討論（II）」擬更改為「植物科學組專題討論（II）」

及「動物科學組專題討論（II）」。 

二、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決議： 

一、同意異動。 

二、請依行政程序簽核並提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園藝學系  

案由：本系 102~104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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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 102~104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專業必修科目「園產品

加工學 2學分、園產品加工學實習 1學分」，由第三學年第 2學期修正

為第四學年第 1學期。 

二、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決議：同意異動並請依行政程序簽核。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園藝學系  

案由：本系 104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農場管理組公費生必選修科目冊異動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系 104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農場管理組公費生必選修科目冊專業必修

科目「專題討論(II) 1 學分」，由第四學年第 1 學期修正為第四學年

第 2學期 

二、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決議：同意異動，並請依行政程序簽核。 

 

 

提案七 

提案單位：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案由：本學位學程 105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異動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學位學程 105學年度新生適用必選修科目冊，第四學年專業必修科

目「專題討論(II) 」1學分原排定於第 1學期，調整至第 2學期。 

二、原排定大三第 1 學期選修課「食品加工與實習」2 小時 2 學分，改為

「食品安全」仍為 2小時 2學分。   

三、經本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決議：  

一、同意異動，並請依行政程序簽核。 

二、新開課程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院 106學年度核心能力與上層核心能力之關連性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05年 10月 28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P.31。 

       二、本院 106學年度核心能力與上層核心能力之關連性草案如附件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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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審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本院各學系、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

程暨農場管理學位學程 

案由：本院各學系及學位學程 10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教育目標、核心能

力、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職涯進路圖或畢業生就業途徑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05年 10月 28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P.31。 

  二、各系（含學位學程）10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核心能力關聯性、課

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職涯進路圖及畢業生就業途徑等，皆經該系

（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三、農藝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等資料如附件 P.33~P.58。 

四、園藝學系大學部、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等資

料如附件 P.59~P.82。 

五、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6 學年度必選

修科目冊等資料如附件 P.83~P.102。 

    六、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大學部、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106 學年度必選修

科目冊等資料如附件 P.103~P.127。 

    七、動物科學系大學部、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等

資料如附件 P.128~P.150。 

八、生物農業科技學系大學部、碩士班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等資料如

附件 P.151~P.169。 

九、景觀學系大學部、碩士班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等資料如附件

P.170~P.188。 

十、植物醫學系大學部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等資料如附件

P.189~P.197。 

  十一、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等資料如附件

P.198~P.209。 

十二、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等資料如附件

P.210~P.216。 

十三、農場管理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等資料如附件

P.217~P.226。 

   決議： 

一、農藝學系、園藝學系、動物科學系、植物醫學系等 4學系請修正「大

學部學生需修畢校通識教育課程、所屬學系之基礎學程、核心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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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學程及自由選修，且畢業總學分達 128 學分以上，始得畢

業。」。 

二、園藝學系請補學生職涯進路圖、植物醫學系請補修課流程圖。 

          三、生物農業科技學系大學部本系合計應修 83 學分，專業選修學程需修

讀本系 41學分以上及自由選修 15學分，修正後通過。 

          四、植物醫學系本系合計應修 83學分，專業選修 34學分以上、每學程至

少修讀 17學分及自由選修 15學分，修正後通過。 

          五、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分組 E木質材料與設計組、修課流程圖請依學

校格式修正後通過。   

          六、景觀學系大學部本系合計應修 83學分、自由選修 15學分、基礎課程

22學分及核心課程 13學分等異動，請再召開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

議，皆符合學校規定，則通通過備查。   

     七、各系修正後之 10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輸入院課程委員通過日期（含

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職涯進路圖或畢業生就業途徑），紙本經

主管用印後於 1月 13日中午前送達院辦。  

 

參、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園藝學系 
案由：本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大學部一年級園藝學原理 2學分，原開課老師為江一蘆（0.5時）、

李亭頤（0.5時）、李堂察（0.5時）、詹國靖（0.5時）共同開課，修正

為江一蘆（0.5時）、李堂察（1時）、詹國靖（0.5時）共同開課。 

二、大學部四年級園藝經營 2學分，原開課老師為江一蘆（0.5時）、李亭

頤（0.5時）、李堂察（0.5時）、詹國靖（0.5時）共同開課，修正為

江一蘆（1時）、李堂察（0.5時）、詹國靖（0.5時）共同開課。 

  三、大學部一年級基礎景觀施作 3學分，開課老師為李亭頤老師。 

  四、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電子檔。 

決議：「園藝學原理」、「園藝經營」及「基礎景觀施作」等 3門課於園藝學系

必選修科目冊內皆已編入，調整授課教師依規定不用經院課程規劃委

員會審議。  

 

散  會：下午 2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