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課程委員會 
第 108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4 月 16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壹、確認本委員會第 107 次會議記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時間：102 年 12 月 26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案由一：為盧副教授○○新開課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盧副教授○○ 
說 明： 

一、依據盧副教授○○課程申請書辦理。 
二、盧副教授為配合本系規劃「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所

定之「核心科目」，擬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新開學士班及

碩士班選修「環境倫理」，課程大綱如附件 1【註：附件略】。 
決 議： 

一、授課對象及年級修正為學士班 3、4 年級及研究所碩、博士班。 
二、請增列非原住民族、非農業、經濟、產業等與環境相關之議題。 
三、請盧副教授於參酌與會委員意見修正課程內容後通過。(註：

附件 1【註：附件略】為修正後之課程大綱) 
執行情形：已將本課程排入本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表。 
 
案由二：為余助理教授○○新開課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余助理教授○○ 
說 明： 

一、依據余助理教授○○課程申請書辦理。 
二、余助理教授為配合本系規劃「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所定之「核心科目」，擬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新開學士班

及碩士班選修「環境教育」，課程大綱如附件 2【註：附件略】。 
決 議： 

一、授課對象及年級修正為學士班 3、4 年級及研究所碩、博士班。 
二、請余助理教授於參酌與會委員意見修正課程內容後通過。(註：

附件 2【註：附件略】為修正後之課程大綱) 
執行情形：已將本課程排入本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表。 

 
案由三：為本系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簽署學生交流協議後，

相關課程採認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本系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簽署學生交流協議前

經本系第 289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目前辦理協議簽署相關作

業中。 
二、為因應前開協議簽署後相關課程之採認，爰整理哥倫比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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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學院課程表如附件 3【註：附件略】。 
三、另本系學生若奉准參加該學院之訪問課程，亦擬請一併同意採

計為本系學分。 
四、本校學生出國修課學分採計要點如附件 4【註：附件略】。 

決 議： 
一、本系學生依據本校規定，由本校、院、系所薦送之雙聯學位、

交換學生、訪問學生及短期進修所修習之學分，得申請採計為

本系必修(含全系必修、學群必修及學群選擇必修)及選修。 
二、學生申請採計學分之流程如下： 

1. 學生於出國前，需提送修課計畫及擬修習課程之課程大綱

送課程委員會備查。 

2. 學生於出國前，所申請之科目擬申請採計為本系必修課程

學分，須提出所修課程之課程大綱，送請該課程之授課教

師審核，並經課程委員會備查後方得抵免為本系必修課程

學分。 

3. 學生於出國修課期間若擬修改修課計畫，須隨時提送變更

後之修課計畫及擬修習課程之課程大綱送課程委員會備

查。 

4. 學生於返國後，需依本校學生出國修課學分採計要點規

定，於規定期限內提出修課紀錄及成績文件，申請學分採

計。 

三、學生由本系薦送至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交換、訪

問或短期研習，其學分採計依決議二之規定辦理。 
四、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課程表請改為英文版本。

(註：附件 3【註：附件略】為修正後之英文版本)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貳、報告事項： 

一、本系碩士班「森林水文特論」課程因修課人數不足，前經簽會本委員會

各委員同意，繼續開授。 
二、配合本系 103 學年度課程調整，其中「普通物理學丙上」、「普通物理

學丙下」、「普通物理學實驗上」、「普通物理學實驗下」授課時間調

整，業經簽請物理系同意在案。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本校新開設「新生講座」課程是否採計為本系畢業學分一案，提

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本校 103 年 3 月 10 日校共教字第 1030015231 號函(附件 1)
辦理。 

二、「新生講座」課程選課注意事項如附件 2，「新生講座」課程

大綱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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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同意採計「新生講座」課程為本系畢業學分。 
 
案由二：為本系學生通過基礎學科認證科目，是否同意採計學分一案，提請

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本校 103 年 3 月 18 日校教字第 1030015524 號函(附件 4)辦
理。 

二、查本校學士班學生基礎學科免修施行要點(附件 5)規定，本校

學生通過基礎學科認證，得直接取得學分。 
三、本校目前可採計之認證科目計有英文、微積分、普通物理學、

普通化學、經濟學原理與實習、普通生物學等 6 科，各科認證

採計之標準如附件 6。 
四、本案是否同意參照各開課學系所訂定之標準，作為辦理本系學

生通過基礎學科認證之依據，或本系另訂更高之標準，請討論。 
決 議：同意依各開課學系所訂定之標準辦理認證。 

 
案由三：為梁助理教授○○新開課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梁助理教授偉立 
說 明： 

一、依據梁助理教授○○課程申請書辦理。 
二、梁助理教授為配合本系新課程規劃，擬自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起新開學士班森林環境學群選擇必修「土砂災害概論」，課程

大綱如附件 7。 
決 議：請依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大綱內容後通過(註：附件 7 為修正後之課

程大綱)。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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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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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生專題課程」/「新生講座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v 「新生專題課程」學生修課資格及須知 
 

1. 修課資格：本課程限本校大一新生選修。每位新生一學期僅能修習一個班

次，第二學期開設之班次以未曾修習過本課程的新生為優先。 
2. 上課形式：本課程為專題討論課 (seminar)，採小班教學，每班以25人為原

則。 
3. 課程內容：課程主題不限，由授課教師自行規劃有興趣之議題作為專題討

論的主題，但修課不須具備任何先備知識或修習任何先修課程。 
4. 學分數：本課程為2學分之選修課程，該學分是否納入畢業學分由各學系自

行決定。 
5. 評分方式：學期成績以通過 (Pass) /不通過 (No Pass) 表示之，評分依據著

重於課堂參與、書面或口頭報告。 
6. 上課時間：上課時段為週一至週五晚間18:30~20:10為原則 (中間不休息)，

每週上課一次。 
7. 上課地點：本校男一舍、女五舍及大一女舍之學習中心 (不限男舍或女舍，

男、女生均可選修) 或校園內其他適當之空間，希望營造一個輕鬆、舒適、

溫暖的學習環境，形成一個有歸屬感的學習團體。 
 
 
v 「新生講座課程」學生修課資格及須知 
 

1. 選課方式：選課初選階段，限大一新生選課，且「新生講座」與「新生專

題」課程僅能擇一，並須排除第1學期已上過「新生專題」課程學生。開學

後加退選期間，採第3種加選方式，不限定身分。 
2. 上課形式：本課程採大班教學，安排多位教師講授不同主題內容。 
3. 學分數：本課程為2學分之選修課程，該學分是否納入畢業學分由各學系自

行決定。 
4. 評分方式：學期成績以通過 (Pass) /不通過 (No Pass)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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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新生講座 
Freshman Forum  

開課學期 102-2  

授課對象 共同教育中心  共同教育中心   

授課教師 郭鴻基  

課號 GenEdu1003  

課程識別碼 H02 10110  

班次   

學分 2  

全/半年 半年  

必/選修 選修  

上課時間 星期四 ABC  

上課地點 博雅 101  

備註 

主題:基本能力與認識時代本課程將全程錄影並置於臺大開放式

課程網站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限學士班一年級 
總人數上限：390 人  

Ceiba 課程網頁 http://ceiba.ntu.edu.tw/1022GenEdu1003_ff  

核心能力關聯 本課程尚未建立核心能力關連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利,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不得非法影印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大一新生所規劃之基本能力養成課程，目的為培養本

校學生具備自由社會公民的基本能力，類似古希臘人公民社會

自由人所必備的技藝與思想，著重必先有恰當的工具學習能力

才能成為完整的人。課程規劃一系列主題講座，由本校教師組

成授課團隊，帶領新生探索未來自由社會的公民能力，例如分

析批判整合能力、溝通表達協調能力、數位資訊能力、國際工

作能力等。  

課程目標 

著重培養學生的下列能力：  
(1) 分析批判整合能力，（能分析批判方能整合，能整合才能做

事）  
(2) 溝通表達協調能力，（合情理的表達與溝通方有協調能力，

協調才有團隊力量）  
(3) 數位資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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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工作能力。（國際工作能力，不僅是外語能力，還包含

對歷史、文化的透視，對當代國際規則運作、科學技術、財經

動態等理解。）  

課程要求 

1. 評量方式以通過 (Pass)/不通過 (No Pass) 表示之。  
2. 依出席率、課堂筆記、課堂參與、作業作為評量依據。  
3. 每週點名，缺課 3 次(含)以上者，成績評定為不通過。  
其他相關規定將於開學第 1 週說明。  

Office Hours   

參考書目 由各週次授課教師提供  

指定閱讀 由各週次授課教師提供  

評量方式 
(僅供參考) 

    

 

課程進度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 1 週 2/20  
新生講座課程介紹 (郭鴻基老師等全體教師) (以下各週

合授教師與課程主題已確定，但各週次上課順序將再微

調)  

第 2 週 2/27  
認識大學教育 (張文亮老師)： 為什麼要受高等教育？在

大學如何學習？如何過有意義的大學生活?  

第 3 週 3/06  

分析批判與整合的方法 (簡旭伸老師)：著重於從本體

論、認識論、以及方法論的架構中，介紹不同社會科學研

究典範（例如科學實證主義、結構主義、人文主義、批判

實在論等）如何討論 “真實”，以及對應發問角度與研究

設計。  

第 4 週 3/13  

認識時代 (簡旭伸老師)：從過去三十年全球貧民與窮國

的角度，思索過去以歐美為主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視

野侷限，以及介紹青年如何從己身出發參與全球脫貧的解

決方案。  

第 5 週 3/20  
時間管理 (石美倫老師)：介紹時間管理的策略一如何善

用時間以達學習的最大效益? 幫助新生在學習、社團、工

作、社交活動的緊湊生活中，有效善用時間資源。   

第 6 週 3/27  
溝通表達能力 (葉丙成老師)：如何善用數位資訊科技呈

現學習成果如何運用 PPT 進行口頭報告  

第 7 週 4/03  溫書假  

第 8 週 4/10  
溝通表達能力 (葉丙成老師)：如何達成有效的傾聽、表

達與溝通  

第 9 週 4/17  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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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週 4/24  閱讀寫作能力 (李維晏老師)： 批判性閱讀之養成  

第 11 週 5/01  閱讀寫作能力 (蘇以文老師)： 解讀語言  

第 12 週 5/08  閱讀寫作能力 (蘇以文老師)： 語言之表達  

第 13 週 5/15  
科學方法與寫作思考 (郭鴻基老師)：簡介科學研究方法

以及寫作思考的方法。  

第 14 週 5/22  數位資訊能力 (康仕仲老師)：數位時代的資訊素養一  

第 15 週 5/29  數位資訊能力 (康仕仲老師)：數位時代的資訊素養二  

第 16 週 6/05  
認識全球化時代 (謝尚賢老師)：如何準備好自己，迎向

世界。  

第 17 週 6/12  (郭鴻基老師)  

第 18 週 6/19  期末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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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新生講座 
Freshman Forum  

開課學期 102-2  

授課對象 共同教育中心   

授課教師 陳聰富  

課號 GenEdu1003  

課程識別碼 H02 10110  

班次 02  

學分 2  

全/半年 半年  

必/選修 選修  

上課時間 星期一 ABC  

上課地點 普 102  

備註 

主題:自我探索與生涯規劃本課程將全程錄影並置於臺大開放式

課程網站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限學士班一年級 
總人數上限：180 人  

Ceiba 課程網頁 http://ceiba.ntu.edu.tw/1022GenEdu1003_02  

核心能力關聯 本課程尚未建立核心能力關連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利,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不得非法影印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為協助學生於畢業後銜接至社會時，能思考選擇其

適才適性的生涯發展，內容包括自我探索、個人成長、領導人

才培育、職場態度、就業準備等，以協助學生尋求自我認同，

知己（了解自我）與知彼（瞭解外在環境），建立信心，進而找

到人生的目標和方向。  
課程規劃一系列主題講座，邀請本校教師及校外專家學者組成

授課團隊，帶領同學探索未來探索自我、培養職場基本能力，

有良好的適應與發展。  
  

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能夠理解自我、探索自我、培養自我的各項能力、建

立對職場基本的了解與合宜的態度與行為，進而做好自己的人

生目標管理。  

課程要求 
1.初選限學士班一年級學生選修。  
2.選課初選階段分發方式，採新生專題課程與新生講座課程二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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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式，並排除第 1 學期已修過新生專題課程學生)；加退選階

段則開放選修。  
 
評分方式以通過(Pass)/不通過(No Pass)表示之。  
依出席率、課堂筆記、作業作為評量依據。  
 
本課程將錄製為臺大開放式課程  

Office Hours   

參考書目 (請各週次講者提供)  

指定閱讀 (請各週次講者提供)  

評量方式 
(僅供參考) 

    

 

課程進度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 1 週 2/17  引言(陳聰富老師)  

第 2 週 2/24  
生涯探索與規劃(王玉珍老師)：生涯探索與規劃的概念及

方法  

第 3 週 3/03  
成長歷程與生涯抉擇(林麗純老師)：探討家庭及外在環境

對生涯抉擇的影響  

第 4 週 3/10  
興趣與能力，價值與需要探索(許惠淳老師)：探討興趣、

能力、價值、需要如何形成，及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

影響生涯的發展  

第 5 週 3/17  
自我特質了解與優勢確認(許亞儒老師)：瞭解個人有哪些

特質以及找出優勢何在  

第 6 週 3/24  
提昇自我強度，與壓力共舞(黃健老師)：瞭解自己的壓力

語言及源由，及如何提升自我強度去面對及因應壓力  

第 7 週 3/31  
邁向目的之旅(王秀槐老師)：大學生的生涯現象與時代問

題探討  

第 8 週 4/07  
夢想的拼貼與職涯探索(王秀槐老師)：如何找到夢想，夢

想與職涯的相遇及連結  

第 9 週 4/14  期中考  

第 10 週 4/21  
職場法律觀念 1(蔡正廷老師)：介紹職場法律基本知識，

例如勞資合約、基本權益保障  

第 11 週 4/28  
成功者的習慣(李勝隆老師)：介紹成功者須具備哪些習慣

與態度  

第 12 週 5/05  職場禮儀(謝佳勳老師)：協助同學了解舉止合宜重要性  

第 13 週 5/12  職場穿搭技巧(謝佳勳老師)：協助同學了解個人形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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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第 14 週 5/19  產業趨勢分析(林修葳老師)：初步產業的概況介紹  

第 15 週 5/26  
職場法律觀念 2(蔡正廷老師)：介紹職場法律基本知識，

例如勞資合約、基本權益保障  

第 16 週 6/02  端午節  

第 17 週 6/09  
企業管理與人生管理(郭瑞祥老師)：介紹管理基本概念與

如何學習管理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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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課程申請表 

 
課程中文名稱： 
土砂災害概論 

課程識別碼：605 25900 
課程編號：Forest 2028 

課程英文名稱：Introduction to Sediment Disaster 
課程申請狀況：新課程 
課程屬性：森林環境學群選擇必修 
學分數：2 每週演講時數：2 每週實驗(實習)時數：0 
授課對象：■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修習年級： 大二上學期    一、二年級    一、二年級 
先修科目：無 併修科目：無 

課程內容綱要 
課程概述 
位於環太平洋地區的國家，每年因為豪雨而產生的土砂災害屢見不鮮，導致莫

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因此在探討土砂防治或是集水區復育之前，需要瞭解土砂

災害的類型以及發生機制。本課程藉由世界上所發生的土砂災害事例，介紹沖

蝕、崩壞、流動等土砂災害類型，以及其發生過程與機制，並分析目前災害防

治的對策，最後評估未來可能發生的氣候‧氣象變動下，森林對土砂災害發生

的影響以及其對策。 
課程目標 
本課程透過講授使學生能具體瞭解下列各項之外，並透過討論使學生思考森林

在土砂災害發生上的正負面功能及界限。 
(1) 土砂災害發生的類型及機制 
(2) 土砂災害調查法 
(3) 氣候‧氣象變遷下土砂災害評估 
關鍵字：淺層崩壞、深層崩壞、土石流、地滑、堰塞湖、邊坡穩定 
課程要求：  
晤談時間(Office Hours)：另訂 
指定閱讀(教科書)：本課程無指定教科書 
參考書目 
1. Sidle, R. C. and H. Ochiai, 2006, Landslides : processes, prediction, and land 

use.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2. 小橋澄治(編), 1993, 山地保全学. 文永堂. 
3. 陳信雄, 1995, 崩塌地調查與分析. 渤海堂.  
評量方式 
1.  期中考              20% 
2.  隨堂討論與書面報告  40% 
3.  口頭報告            40%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 1 週  序論：土砂災害背景、種類及誘發因子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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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週  淺層崩壞 (Shallow slope failure) 
第 3 週  深層崩壞(Deep slope failure) 
第 4 週  地滑 (Landslide) 
第 5 週  土石流 (Debris flow) 
第 6 週  堰塞湖 (Landslide dam) 
第 7 週  風倒木與漂流木 (Wind-fallen trees and driftwood) 
第 8 週  山洪 (Flash flood) 
第 9 週  期中考 (Midterm exam) 
第10週  土砂災害防治與分析(Sedim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nalysis) 
第 11週  土砂災害危險區地圖 (Sediment hazard map) 
第12週  邊坡穩定分析 (Slope stability) 
第13週  時間與空間預警系統 (Temporal-spatial warning System) 
第14週  水土保持工程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第15週  植生工程 (vegetation engineering) 
第16週  氣候變遷對土砂災害發生的影響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sediment disaster) 
第17週  森林在防災上的功能與限制 (Effects and limitations of 

forest on sediment disaster) 
第18週  期末口頭報告 (Final oral presentation) 

授課教師：梁偉立 助理教授 
授課教師近五年著作： 
1. 詹孟浚，梁偉立*. 2014. 以坡地土壤厚度及垂直結構探討淺層崩塌潛勢區

位，中華水土保持學報（已接受） 
2. Wei-Li Liang*, Feng-Xu Hung, Meng-Chun Chan, and Tsung-Hsuan Lu. 2014. 

Spatial structure of surface soil water content in a natural forested headwater 
catchment with a subtropical monsoon climate. Journal of Hydrology, 
(Accepted) 

3. Wei-Li Liang*, and Taro Uchida. 2014. Effects of topography and soil depth on 
saturated-zone dynamics in steep hillslopes explored us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Richards’ equation. Journal of Hydrology, 510: 124-136.  

4. Shih-Chun Kao, Tomonori Kume*, Hikaru Komatsu, and Wei-Li Liang. 2013.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rainfall characteristics in mountainous and 
lowland areas in Taiwan. Hydrological Processes, 27(18): 2651-2658.  

5. 梁偉立*，歐宛妮，詹孟浚，呂宗烜，洪鳳栩. 2013. 新造林及混農林坡地水

文地質敏感區域之調查，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研究報告

（已接受）。 
6. Wei-Li Liang*, Ken’ichirou Kosugi, and Takahisa Mizuyama. 2011. Soil water 

dynamics around a tree on a hillslope with or without rainwater supplied by 
stemflow.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47, W02541.  

7. 梁偉立*，小杉賢一朗，水山高久. 2010. 樹幹流に起因する飽和帯の形成が

斜面安定に与える影響，砂防学会誌， Vol.63 ， No.1 ， p. 22-30. 
8. Wei-Li Liang*, Ken’ichirou Kosugi, Takahisa Mizuyama, and Yoshiiku 

Musashi. 2010. Field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experiment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rees on slope stability. In: S.-C. Chen (Editor), INTERPRAEVENT 
2010.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INTERPRAEVENT, pp. 47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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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ei-Li Liang*, Ken ’ ichirou Kosugi, and Takahisa Mizuyama. 2009. 
Characteristics of stemflow for tall stewartia (Stewartia monadelpha) growing 
on a hillslope. Journal of Hydrology, 378(1-2): 168-178.  

10. Wei-Li Liang*, Ken’ichirou Kosugi, and Takahisa Mizuyama. 2009.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effect of stemflow on soil water dynamics 
around a tree on a hillslope. Journal of Hydrology, 366(1-4): 62-75.  

備註：無 
課程委員會審查日期 
103 年 4 月 16 日課程委員會第 108 次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