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102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規劃委
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園藝學系小視聽教室
三、主持人：洪代理主任進雄

記錄：莊畫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報告：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追認 102 學年度課程地圖「職涯與修課」對應，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課務組通知，於 102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 102 學年
度課程地圖的「職涯與修課」與大專校院就業職能(UCAN)
平台結合，進行對應修訂，並於下學期召開課程規劃委員
會追認。
二、 流程如下︰
1. 召開系課程委員會，以 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為準，
依各系所教育目標及畢業生流向調查，規劃出系所畢業生
職涯路徑，並在 UCAN 平台 66 項就業路徑名稱中，勾選
出與之相符者。
2. 選擇就業路徑後，找出學系課程規劃中與之相關的科
目。(或者是每一科目與那些就業路徑有關)
3. 依會議討論結果於校務行政系統相關欄位中完成維護。
三、 本案已於 102 年 7 月 30 日之 101 學年度第十一次系務會議
決議「選定就業路徑名稱有自然資源保育、食品生產與加
工、植物研究發展與應用、農業經營、環境保護與衛生、
休閒遊憩管理、旅遊管理、一般管理、行銷管理、建築規
劃設計、營造及維護、工程及技術、生技研發、視覺藝術
等項目與必選修科目冊進行課程對應，並於下學期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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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委員會追認」。
四、 對應結果如附件一（頁 1~62）。
決議：部分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九（頁 112~144）。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班級課表暨教師授課表，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教務處 102.11.19、進修推廣部 102.11.22 通知辦理（請參閱
電子檔）。
二、 本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班課表如附件二（頁 63~72）。
三、 本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授課表如附件三（頁 73~82）
。
決議：部分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十（頁 145~164）。
提案三
案由：規劃本系碩士班、大學部、進修推廣部 103 學年度課程標準必
選修科目之架構及課程地圖，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2.11.19 教務處和農學院通知辦理，於 12 月 20 日前
開會審查後送農學院（請參閱電子檔）
。
二、檢附本系 103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標準必選修科目架構草案（附
件四，頁 83~87）
；103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標準必選修科目架
構草案（附件五，頁 88~94）
；103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課程標
準必選修科目架構草案（附件六，頁 95~101）；103 學年度
課程地圖草案(附件七，頁 1~62、頁 102~108)，請 參閱。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附件八，頁
109~111）。
決議：部份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十一（頁 16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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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 由：99 學年度~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部分課程增修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辦理。
二、因課程安排，需要新增下列選修課程：
（一）於 101 及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碩一「高等蔬菜採種
Advanced Seed Production of Vegetable」
，碩二「高等蔬
菜育種學 Advanced Vegetable Breeding、植物種原收集
及利用 Plant Germplasm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選修
課。
(二) 99-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進修學士班大四「造園設計
Landscape Design」選修課。
(三)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學士班大三「蘭花種苗科技
Seedling Technology of Orchids」選修課。
(四) 根據「102 年度上半年大專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
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建議本系增加下列課程：「細胞
學、植物分類」
，另宜重視「食用蕈菇類、設施園藝生產
及有機蔬果等課程」。因此本系未來可增加「細胞學
Cytology 」、「 有 機 蔬 果 生 產 Organic Vegetable
Production」。
決議：同意增加課程，（一）於 101 及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
增 碩 一 「 高 等 蔬 菜 育 種 學 Advanced Vegetable
Breeding 」， 碩 二 「 高 等 蔬 菜 採 種 Advanced Seed
Production of Vegetable、植物種原收集及利用 Plant
Germplasm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選修課。 (二)
99-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進修學士班大四「造園設計
Landscape Design」選修課。(三)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
增學士班大三「蘭花種苗科技 Seedling Technology of
Orchids」選修課。
（四）增加「細胞學 Cytology」、「有
機蔬果生產 Organic Fruit and Vegetable Production」
、
「園
藝療法 Horticultural Therapy」、「都市農業 Metropolis
Agriculture」、
「設施農業 Protective Agriculture」、
「生態
旅遊 Ecotourism」等於 103 學年度大學部之必選修科目
冊。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4 時 0 分。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