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 11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農學院會議室(國際交流學園地下一樓) 

主席：沈榮壽院長 紀錄：呂美娟 

出（列）席人員： 

黃國青委員、蔡易成委員(請假)、李蒼郎委員(請假)、謝婉婷委員、莊愷瑋主任(請假)、

徐善德主任、林金樹主任、蘇文清主任、陳世宜主任、王文德主任、江彥政主任、 

蔡文錫主任、侯金日主任、黃健瑞執行長、曾碩文執行長(請假) 

 

壹、主席報告：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會議，尤其是遠道的校外委員。 

 

貳、宣讀本院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由：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二年級新增開設選修課程「無人機技術

在育林作業及森林保護之應用 (3 學分 3 學時)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辦理。 

  二、本系碩士班因課程需要，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二新增開設選修課程「無

人機技術在育林作業及森林保護之應用「(Application of UAV Technology 

in Silviculture and Forest Protection)」3 學分 3 學時，由林金樹老師授課，

請同意新增本課程於本系 110、11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於 111 年 2 月

14 日經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三、「無人機技術在育林作業及森林保護之應用」課程教學大綱，如附件 P.1~P.4。 

決議：請條列概述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並刪除「全學期於第 9週及第 18週進行

期中及期末報告」，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由：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三年級新增開設選修課程「世界林業經營

與發展專題研究與報告 (1 學分 2 學時) 」 並新增於 109 及 110 學年度必

選修科目冊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 

  二、本系學士班因課程需要，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三年級新增開設選修

課程「世界林業經營與發展專題研究與報告(Studies and Reports on Global 

Forest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1 學分 2 學時，由廖宇賡、黃名媛、

劉建男老師授課，本課程並新增於本系 109 及 110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

於 111 年 2 月 14 日經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審查通過。 

  三、「世界林業經營與發展專題研究與報告」課程教學大綱，如附件 P.5~P.8。 

決議：請補參考書目後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三                                   

提案單位：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由：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四年級新增開設選修課程「森林環境與資

源實習 (1 學分 3 學時) 」列為 108 入學年度「森林環境與資源參觀實習」

替代科目並新增 108 及 109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條及第十九條：「各系所之必修課

程及學分數，與前學年度相較如有修正，請於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後列出替代課程對照表，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存查。」，如附件

P.9~P.12。又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十條：「校訂科目表所列必修

科目，因科目表修訂而停開或改為選修或更改名稱及學分時，需補修或重

修者，可免補修或重修，得以性質相近之科目或新訂名稱之科目代替，但

其畢業總學分數不得減少。」，如附件 P.13~P.15。 

  二、本系 108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學士班一年級必修課程「森林環境與資源

參觀實習」(1 學分 3 學時)，已自 109 學年度之必選修科目冊中刪除，為

使適用本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學生得順利畢業，擬於 111 學

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四年級新增開設選修課程「森林環境與資源實習」(1

學分 3 學時)，為「森林環境與資源參觀實習」(1 學分 3 小時)替代科目，

並新增於 108 及 109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於 111 年 2 月 14 日經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三、「森林環境與資源實習」課程教學大綱，如附件 P.16~P.18。 

決議：審議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案由：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新開「生殖學原理與繁殖運用(3 學分 3 學

時)」、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實驗動物育種(2 學分 2 學時)」選修課程

並新增於 109、110、111 入學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 

  二、「生殖學原理與繁殖運用(3 學分 3 學時)」、「實驗動物育種(2 學分 2 學時)」

未列在 109、110、111 學年度入學必選修科目冊大三課程，提送新開課程

申請，於 111 年 3 月 16 日經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委

員會議審查通過。 

  三、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 3 年級新開選修課程「生殖學原理與繁殖運用

(3 學分 3 學時)」，課程教學大綱，如附件 P.19~P.21；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大學部 3 年級新開選修課程「實驗動物育種(2 學分 2 學時)」，課程教學大

綱，如附件 P.22~P.24。 

決議：「生殖學原理與繁植運用(3 學分 3 學時)」修正為「動物生殖原理與運用

(3學分 3學時)」，餘照案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五 

提案單位：景觀學系 

案由：本系大學部「110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必修「植栽設計(II) (3 學分 3 學

時) 」改為選修 3 學分 6 學時並移至「景觀設計學程」修訂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略以「必選修科目冊訂定後

之變更，必修科目需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再送校

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由系所(學位學程)上網公告周知，並提教

務會議報告。」，如附件 P.9~P.12。 

二、本系「植栽設計(I)」及「植栽設計(II)」屬景觀核心學程，考量每位學生志

趣及職涯規劃不同，擬將必修植栽設計(II) (3 學分 3 學時)修改為選修(3 學

分 6 學時)，並移至景觀設計學程，以利學生靈活選課。 

三、本提案於 110 年 12 月 22 日簽准依程序提送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

議如附件 P.25~P.26。並於 111 年 1 月 5 日經本系 11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

員會審議通過。 

四、本系修正後 110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 P.27~P.35 、植栽設

計(II)教學大綱，如附件 P.36~P.38。 

決議：審議通過，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景觀學系 

案由：本系陳美智副教授申請「跨領域共授」計畫大學部「農村特質系統思考

(3學分 3學時)」課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10年 11月 2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P.39。 

二、本案於 111年 3月 2日經本系 110 學年度第 4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農村特質系統思考(3學分 3學時)」 教學大綱，如附件 P.40~P.46。 

決議：審議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七 

提案單位：動物科學系 

案由：訂定「動物科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及「動物科學系輔系實施要點」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11年 3月 10日通知輔系及雙主修採甄選制者，依本校輔系及

雙主修辦法(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國立嘉義大學學士

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訂定輔系及雙主修實施要點辦理，如附件 P.47。 

二、本案於 111年 3月 23日經本系 110 學年度第 6次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動物科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如附件 P.48~P.49；「動物科學系輔系實施

要點」如附件 P.50~P.51。 

決議： 

一、雙主修必修習共計學分 53 學分修正為共計 50 學分，餘照案通過。 

二、輔系實施要點審議通過。 

三、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景觀學系 

案由：訂定「景觀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及「景觀學系輔系實施要點」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務處 111 年 3 月 10 日通知輔系及雙主修採甄選制者，依本校輔系及

雙主修辦法(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國立嘉義大學學士

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訂定輔系及雙主修實施要點辦理，如附件 P.47。 

二、本案於 111年 3月 2日經本系 110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景觀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如附件 P.52~P.53；「景觀學系輔系實施要點」

如附件 P.54~P.55。 

決議： 

一、雙主修必修習學分修正為共計 50 學分，餘照案通過。 

二、輔系必修習學分修正為共計 30 學分，餘照案通過。 

三、送教務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https://www.ncyu.edu.tw/files/law2/academic/%E8%BC%94%E7%B3%BB%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BE%8C%E5%85%A8%E6%A2%9D%E6%96%87%E5%85%AC%E5%91%8A%E7%89%88.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aw2/academic/%E9%9B%99%E4%B8%BB%E4%BF%AE%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BE%8C%E5%85%A8%E6%A2%9D%E6%96%87%E5%85%AC%E5%91%8A%E7%89%88.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aw2/academic/%E9%9B%99%E4%B8%BB%E4%BF%AE%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BE%8C%E5%85%A8%E6%A2%9D%E6%96%87%E5%85%AC%E5%91%8A%E7%89%88.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aw2/academic/%E8%BC%94%E7%B3%BB%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BE%8C%E5%85%A8%E6%A2%9D%E6%96%87%E5%85%AC%E5%91%8A%E7%89%88.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aw2/academic/%E9%9B%99%E4%B8%BB%E4%BF%AE%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BE%8C%E5%85%A8%E6%A2%9D%E6%96%87%E5%85%AC%E5%91%8A%E7%89%88.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aw2/academic/%E9%9B%99%E4%B8%BB%E4%BF%AE%E8%BE%A6%E6%B3%95%E4%BF%AE%E6%AD%A3%E5%BE%8C%E5%85%A8%E6%A2%9D%E6%96%87%E5%85%AC%E5%91%8A%E7%89%8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