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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74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6 年 8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3時 
地點：森林館二樓研討室 
主席：羅主任漢強 
出席：王亞男  應紹舜  鄭欽龍  陳明杰  袁孝維  邱祈榮 

蔡明哲  柯淳涵  鹿兒陽  曲芳華  林法勤 
 
壹、確認第 73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96 年 6月 11日)並報告執行情形： 
一、因應本校通識課程改制，調整本系學生修習通識課程領域案。 
決議：依共同教育委員會決議辦理。 
執行情形：本系學生應修習之通識課程領域業經共同教育委員會核定為

「文學與藝術」、「歷史思維」、「世界文明」、「哲學與道德思

考」、「公民意識與社會分析」等五領域，如附件一。 
二、白助理教授創文新開學士班「林場實習一」(森林生物)課程部分案。 
決議：授課大綱內容予以精簡，授課時數為演講 2小時，於實習前一晚

先行講課，實習 3小時，以現場實習為主。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 

三、盧助理教授道杰新開學士班「自然保護區管理實習」及碩士班「自然保

護區的議題與研究」課程案。 
決議： 

1.「自然保護區管理實習」依教務處規定辦理。 
2.「自然保護區的議題與研究」通過。 
3.前開二門課程依本系課程申請規定，補提申請表。 

執行情形： 
1.盧助理教授道杰業已補提申請表(參見本系第 73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錄)。 

2.已將前開二門課程之新開課程申請報告書送教務處登錄。 
四、林助理教授法勤所開學士班「家具學上」及「家具學下」課程調整為「木

質家具產業概論」及「木質家具工程學」案。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已將前開二門課程之新開課程申請報告書送教務處登錄，並

將必修課程異動單送教務處辦理。 
五、鹿助理教授兒陽及曲助理教授芳華新開學士班必修「育林學及實習上」

及「育林學及實習下」課程案。 
決議：文字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排入 96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表。 

六、臨時動議一：調整資源保育及管理學群經濟學必修學分數案。 
決議：請資源保育及管理領域教師研擬配套措施後，提下次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本案刻正研議中。 

七、臨時動議二：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學程「農業群-森林

科」科目及學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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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林助理教授法勤、丁助理教授宗蘇、邱助理教授祈榮規劃，由

林助理教授法勤統籌，於教務處截止日期前完成，且給各委員參

閱。 
執行情形：林助理教授法勤刻正研議中。 

 
貳、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本系 96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異動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本校課程開授及異動處理要點規定(如附件二)，學生初選
開始後，若需加、停開課程或更改上課時間，請另提報。 

二、截至 96 年 8月 13日止，本系 96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異動情

形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案由二：為本系課程異動處理原則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本校課程開授及異動處理要點規定(如附件二)，學生初選
開始後，若需加、停開課程或更改上課時間，請另提報。 

二、有關本系未來課程異動之處理原則，敬請討論。 
決 議：採會簽方式辦理。 
 
案由三：為本系舊制學生必修及選擇必修課程處理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孫世鐸同學報告書辦理，如附件四。 
二、本系舊制學生「育林學及實習」、「林產學及實習」、「森林

經營學及實習」、「應用育林學二及實習」課程替代一案，前

經本系第 71次課程委員會決議，替代方案如下： 
1.「育林學及實習(605 10100)」：「育林學及實習上(605 20021)」

+「育林學及實習下(605 20022)」，上、下學期皆修習方得
替代，多出之 3學分得採計為選修學分。 

2.「林產學及實習(605 30800)」：「林產學及實習上(605 20031)」
+「林產學及實習下(605 20032)」，上、下學期皆修習方得
替代，多出之 3學分得採計為選修學分。 

3.「森林經營學及實習(605 30700)」：「森林經營學及實習上

(605 30041)」+「森林經營學及實習下(605 30042)」，上、
下學期皆修習方得替代，多出之 3學分得採計為選修學分。 

4.「應用育林學一及實習(605 20210)」或「應用育林學二及實

習(605 20210)」：「育林學及實習上(605 20021)」+「育林

學及實習下(605 20022)」，上、下學期皆修習方得替代，多
出之 3學分得採計為選修學分。若二科皆未修之學生，亦得

以「育林學及實習上(605 20021)」+「育林學及實習下(605 
20022)」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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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學生報告反映，擬請本系將前開科目替代後，多出之 3學分
改列為本系選擇必修學分，是否同意，請討論。 

決 議： 
一、維持本系第 71次課程委員會決議。 
二、孫世鐸同學之申請案礙難同意。 

 
案由四：為本系新制課程之必修及選擇必修學分數處理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 94學年度以後入學學生必修及選擇必修學分數如下： 
 森林生物 森林環境 生物材料 資源保育與管理

共同必修 30 30 30 30 
全系必修 47 47 47 47 
學群必修 14 27 27 19 
學群選擇必修 24 12 12 18 
選修 13 12 12 14 
合計 128 128 128 128 

二、各學群之必修及選擇必修學分數是否設立一致性之規定，敬請

討論。 
決 議： 

一、建議各學群之學群必修及選擇必修學分總數採均衡方式辦理。 
二、由系辦公室彙整現行各學群必修及選擇必修課程近 3 年來開課

情形，以作為各學群課程修訂之參考。 
三、由 96 學年度大學部各學群專題討論之負責教師召集各領域相

關教師就決議一之原則，研商未來該領域必修及選擇必修課程

科目及學分數，並於 8月底前提出規劃草案。 
 

肆、臨時動議： 
案 由：為調整本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人數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邱祈榮、鹿兒陽 
說 明：本系課程委員會目前由系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 12位，合計共 13位

委員組成，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建議酌減委員人數。 
決 議：建議本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 8位，合計共 9位委

員組成，並修正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本案提系務會議討論。 
 
伍、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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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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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臺灣大學課程開授及異動處理要點 
 

95 年 12月 29日 95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所稱「課程」係指本校各系(所)每學期開授之課程；「課程異動」係

指行事曆規定學生初選開始後，因故需加、停開或變動上課時間者。  

二、為建立課程開授及異動處理制度，各系(所)應成立「系(所)課程委員會」，負
責下列事項： 

(一)規劃系(所)必、選修課程。 

(二)編排系(所)學期課程及審議新開課程。 

(三)其他與系(所)課程或教學有關事項。 

三、各學院亦應設立「院課程委員會」，負責： 

(一)規劃、協調與審查學院及所屬學系(所)開設之各類課程。 

(二)協調共同課程與通識課程事宜。 

(三)其他與課程或教學有關事項之協調、整合、改進。 

四、「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由各院、系(所)自行訂定之，並送教務會議備查。  

五、課程之開授須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及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始得排入課表。 

六、課程之異動除因修課人數不足依第七點規定辦理外，其餘須經系(所)課程委
員會及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並於行事曆規定上課開始日前送教務處備查公告

之。 

七、課程修課最低人數限制，按系(所)課程編號第 4碼規定如下： 

(一)D字頭博士班課程至少需 1人選修。 

(二)M字頭碩士班課程至少需 2人選修，但選課學生若僅有博士班學生 1人
亦可開課。 

(三)U字頭及數字頭不得低於 5人，但 U字頭選課學生若僅有博士班學生 1
人或碩士班學生 2人亦可開課。 

各單位所開課程不符最低修課人數限制者，應予停開，但必修課(含單選及
複選必修)、專題研究以及其他因情況特殊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及院課程委員
會通過後報經教務長同意者，免受最低人數限制。 

八、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照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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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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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