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72次課程委員會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6 年 3月 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林館二樓研討室 
主席：郭主任幸榮 
出席：王松永  羅漢強  陳明杰  袁孝維  邱祈榮  盧道杰 

鹿兒陽  曲芳華  林法勤  張惠婷 
列席：王亞男  鄭欽龍 
請假：陳信雄  丁宗蘇 
 
壹、確認第 71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95 年 11月 23日)並報告執行情形： 

一、邱助理教授祈榮新開及停開課程案(本系原由陳教授永寬所開授之「森
林地理資訊系統(625 U1190)」課程係為森林環境學群及資源保育與管理

學群之選擇必修課程，擬由邱助理教授祈榮接續開授，原邱助理教授所

開授之「電算機在林學上應用(605 34900)」擬停開。)。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森林地理資訊系統(625 U1190)」已排入 95學年度第 2學期

課表。 
二、曲助理教授芳華新開課程案。 
決議：「遺傳學」照案通過，「林木改良學及實驗」依與會委員意見修正

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提必修課程異動表送教務處審核。 

三、本系舊制資源管理組大四必修及新制森林環境學群選擇必修「環境經營

規劃學」課程開授或替代案。 
決議：請邱助理教授祈榮於 95學年度第 2學期開授 1學期。 
執行情形：已排入 95學年度第 2學期課表。 

四、本系舊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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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替代案。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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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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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習上(605 20021)」+「育林學及實習下(605 20022)」替代。 
執行情形：已提必修課程異動表送教務處審核。 

五、新制「育林學及實習上(3學分)」及「育林學及實習下(3學分)」授課教
師退休後，新授課教師規劃案。 
決議：請鹿助理教授兒陽及曲助理教授芳華於 96 學年度起共同開授 1

班，並請依申請開課程序將課程大綱送課程委員會審議。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 

六、本系籌劃開授英語課程案。 
決議：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及 Forest Ecosystem of Taiwan二門課

規劃為第 1 階段課程，請授課老師於 96 學年度開課，Forest 
Biodiversity of Taiwan 、 Human-dimension on Forestry and 
Conservation、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Wood Architectures 
and Artifacts及Marine Biology and Ecosystem of Taiwan規劃為第
2階段課程。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 
 
貳、報告事項： 
一、本系 95學年度第 2學期課程異動情形如下(截至 96 年 3月 2日止)： 

1.王教授松永：學士班「木材物理學及實驗」更改授課時間。 
2.羅教授漢強：加開博士班「專題討論」。 
3.關教授秉宗：碩士班「森林生態模擬與分析」更改授課教室。 
4.袁教授孝維：加開碩士班「野生動物棲地學」。 
5.林副教授文亮：學士班「森林管理決策」更改授課時間及教室。 
6.王副教授立志：學士班「樹木學二及實習」更改授課教室。 
7.盧助理教授道杰：學士班及碩士班「自然保護區管理」更改授課教室。 
8.丁助理教授宗蘇：加開碩士班「物種多樣性特論」，「科學論文寫作

與發表」更改授課教室。 
二、本校通識課程實施辦法業經 95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

過(如附件一)，其中，96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習
18 學分之通識課程始能畢業，並將原先「人文學」、「社會科學」、「物

質科學」及「生命科學」四領域之通識課程細分為「文學與藝術」、「歷

史思維」、「世界文明」、「哲學與道德思考」(此四類原屬於「人文學」

領域)、「公民意識與社會分析」(同「社會科學」領域)、「量化分析與數

學素養」、「物質科學」(此二類原屬於「物質科學」領域)、「生命科學」
(同「生命科學」領域)八大領域，學生所修習之通識學分應包括至少五

大領域之課程，各學院學生應修習之通識課程領域由各學院指定。本系

為能增加學生修習通識課程之彈性，於生農學院調查時，建議本系學生

得於學校所定之八大領域中自行修滿任五大領域課程 18 學分即可符合
規定。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本系林場實習課程增加白助理教授創文為共同授課人一案，請討

論。 
提案人：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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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白助理教授創文之兼任教師提聘案業經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並自

96 年 2月 1日起聘。 
決 議： 

1.白助理教授創文自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於第 1 學期列入「林

場實習二(森林環境)」之共同授課人，於第 2學期列入「林場實

習一(森林生物)」之共同授課人。 
2.白助理教授自 96學年度起擔任前述二個林場實習課程之副領隊。 
3.請白助理教授提出其擔任「林場實習一(森林生物)」及「林場實

習二(森林環境)」授課人部份之課程大綱。 
 
案由二：為本學年度(95學年度)資源管理組(舊制)畢業學生必修課程「林業

經濟學」課程處理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1.本系 94 年 10月 31日所召開之第 66次課程委員會原決議 94學
年度畢業之資源管理組(舊制)學生，其必修課程「林業經濟學(605 
49600，3 學分)」得以經濟系「環境經濟學二(323 U1030，3 學
分)」、農經系「農業資源經濟學(607 41000，3學分)」、本系「應
用林業經濟學(625 U1090，3學分)」、或本系「林業經濟分析(625 
U1160，3學分)」等課程擇一替代，本課程異動案亦經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 
2.查前開替代案所適用之學生未能於 94學年度畢業(如附件二)，惟
原替代案僅限 94 學年度畢業學生方能適用，原擬請同意展延此

課程替代案一年，適用於 95 學年度畢業之資源管理組(舊制)學
生。 

決 議：此課程替代案適用於 92學年度(含)以前入學之學生。 
 
案由三：為確認本系新制生物材料領域學群必修及學群選擇必修課程學分一

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1.本系新制生物材料領域學群必修及學群選擇必修課程學分數原

訂為學群必修 30學分，學群選擇必修 9學分，合計共 39學分。 
2.生物材料領域學群必修課程原列有「木構造建築設計一(605 

35810，3 學分)」，因授課教師申請開授選擇必修課程「木質構
造建築設計與施工一(625 U1710，3學分)」並取消原「木構造建
築設計一」課程，於課程異動時未同時更動該領域之學群必修及

學群選擇必修課程學分數，造成學校與本系相關課程資訊中之學

分數不相符合。 
3.因取消學群必修「木構造建築設計一(605 35810，3學分)」後，
該學群必修學分數需從 30學分減為 27學分，在考量總必修學分

數不變之原則，原減列之 3學分移列為學群選擇必修學分，因此

學群選擇必修學分數需從 9學分增加為 12學分，二者合計仍為
39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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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生物材料領域學群必修課程自 30學分減為 27學分，選擇必修自 9
學分增加為 12學分。 

 
案由四：為本系 95學年度畢業學生林場實習課程處理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1.本系林場實習課程自 95 學年度起實施新課程，並為配合新課程

規劃，本學年度(95學年度)僅開授林場實習一。 
2.本系 95學年度畢業學生原應於 94學年度參加「林場實習一」及

「林場實習二」，惟學生因個人因素未能參加(如附件三)，雖學
生已於今年參加「林場實習一」課程，惟「林場實習二」尚未完

成，應如何處理本年度畢業學生之林場實習課程，請討論。 
決 議：請羅教授漢強於本學期(95學年度第 2學期)加開「林場實習二」課

程，本課程僅限 92學年度(含)以前入學且將於 95學年度畢業而尚

未修習「林場實習二」之學生選課。 
 
案由五：為本系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跨校選課一案，提請討

論。 
提案人：袁孝維 
連署人：邱祈榮、蔡明哲 
說 明：如附件四之提案內容。 
決 議：請袁教授孝維參酌本校相關規定修正草案內容後提系務會議討論。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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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臺灣大學通識課程實施辦法 
 

8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9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共教會）為

增加學生知識廣度並拓展其視野，以期能兼備人文與科學素養，特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第四款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章  通識課程之領域與開授 
 
第二條  通識課程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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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分析與數學素養」、

「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八大領域。 
第三條  通識課程由共教會依據第一條之精神開授或認可。 
第四條  通識課程之開授，依下列方式擇一為之： 

一、邀請開授：經共教會課程諮詢委員會討論通過後，由共教會主動邀

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開授，並副知相關院、系。 
二、申請開授：本校教師自行申請，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及共教

會審議通過後開授。 
共教會開會應視需要邀請學生代表列席，提供具體意見。 

第五條  本校各系(所)或學程之專業課程，其符合通識課程精神者，得經系(所)、
院課程委員會及共教會之審議，認可為通識課程。 

第六條  通識課程每門課以一學期二學分為原則。但有下列情形者，不在此限： 
一、包含討論、演習、實習或實驗課者。 
二、專業課程經認可為通識課程者。 
前項第一款課程之學分不得超過三學分，第二款課程之學分數採計，由

共教會核定。 
第七條  每門通識課程最多以歸屬於兩個領域為限。 

申請開授之通識課程領域歸屬，由申請人指定，經共教會審議決定之，

共教會得變更其歸屬。 
邀請開授或經認可之通識課程領域歸屬，由開課教師指定後，送交共教

會核備之。 
第八條  通識課程開授、認可與領域歸屬之相關程序、資格、審查標準等事項，

由共教會另訂之。 
 
第三章  學生之修習義務與方式 
 
第九條  九十六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本校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習十八學分

之通識課程，始能畢業。 
前項之通識學分應包括至少五大領域之課程。課程如兼跨兩個領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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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選擇計入其中任一領域。 
第十條  各學院應指定或授權各學系指定各該院系學生應修習之通識課程領

域。指定領域應以人文與科學互選為原則，並送共教會核備之。 
第十一條 經認可為通識課程之專業課程，如與學生就讀學系之必修課程相同

者，不得採計為通識學分。 
第十二條 九十五學年度（含）以前入學之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學生，依各該入

學年度有效之規定，決定其共同必修科目與通識課程之修習義務。 
第十三條 本辦法八大領域之課程，依下列規定，視為修正前本辦法各領域之課

程： 
一、「文學與藝術」、「歷史思維」、「世界文明」、「哲學與道德思

考」：「人文學」。 
二、「公民意識與社會分析」：「社會科學」。 
三、「物質科學」、「量化分析與數學素養」：「物質科學」。 
四、「生命科學」：「生命科學」。 

第十四條 「歷史思維」、「世界文明」領域部分課程得充抵本辦法修正前共同

必修科「歷史」課程；「公民意識與社會分析」領域部分課程得充抵本

辦法修正前共同必修科「本國憲法」或「公民教育」課程。 
可充抵之課程由共教會核定後，另行公告之。 

第十五條 通識課程之學分數列入學生最低畢業學分數計算。但超修或不可採計

之通識課程學分數，是否採計為選修學分，由學生所屬學系認定之。 
 
第四章   附則 
 
第十六條  本辦法經共教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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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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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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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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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所 95學年度課程 

95-1 
625 D0010  博士論文 12 半 必修     

625 D0030  專題討論 1 半 必修  
博士班必修,請選所屬指

導教授之班次 

625 M0010  碩士論文 6 半 必修     

625 M0020  專題討論 1 半 必修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

班次。 

625 M0120  專題研究 1 半 必修  

限碩士班二年級學生修

習，請選所屬指導教授之

班次 

625 M1120  育林學特論 2 半  選修 王亞男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1130  森林影響學 3 半  選修 王亞男
與陳明杰合開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1220  林業經營經濟學 3 半  選修 鄭欽龍 總人數限制：50 人  

625 M1310  林產工程學特論 2 半  必修 王松永

主修生物材料物理領域

學生必修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2320  木質環境學 3 半  必修 王松永

主修生物材料物理領域

學生必修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2390  日文文獻選讀水土保持 3 半  選修 陳信雄

限碩士班以上 且  限本

系所學生(含輔系、雙修

生) 

總人數限制：15 人  

625 M2430  生態學理論與應用 3 半  選修 丁宗蘇 總人數限制：40 人  

625 M2440  木質纖維資源利用特論 3 半  選修 張惠婷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3320  森林水文研究法 2 半  必修 陳信雄

限碩士班以上 且  限本

系所學生(含輔系、雙修

生) 

總人數限制：15 人  

625 M3340  森林環境監測 3 半  選修 王立志
*實習時間及地點另訂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3350  高等樹木學一 2 半  選修 應紹舜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3390  木質文化資產保存特論 3 半  選修 蔡明哲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3420  社區保育特論 3 半  選修 盧道杰 總人數限制：15 人  

625 U1090  應用林業經濟學 3 半  選修 李國忠
星期六 234 節上課 

總人數限制：5 人  

625 U1450  森林生態系的經營 3 半  選修 金恆鑣 總人數限制：80 人  

625 U1470  育林試驗計量方法專論 3 半  選修 關秉宗 總人數限制：20 人  

625 U1530  森林多資源調查 3 半  選修 邱祈榮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U1550  地景生態與規劃 3 半  選修 李國忠 總人數限制：20 人  

625 U1580 
 社區取向的保育論述與

方法
3 半  選修 盧道杰

先修科目：生態相關課

程 

總人數限制：15 人  

625 U1620  林木分子遺傳學 3 半  選修 曲芳華 總人數限制：20 人  

625 U1640 
 環境變遷對林木生理之

影響
3 半  選修 鹿兒陽

總人數限制：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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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D00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10&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D0030&class=01&dpt_code=6250&ser_no=14511&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00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473&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0020&class=01&dpt_code=6250&ser_no=14474&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0120&class=64&dpt_code=6250&ser_no=14498&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12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39&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4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13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0&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4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22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1&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4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3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2&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0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232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3&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0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239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4&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0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243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5&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0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244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6&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3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332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7&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0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334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48&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2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339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50&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7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342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51&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1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45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53&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47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54&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3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53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55&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6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55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910&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1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58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911&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58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911&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62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56&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64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912&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64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912&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1


625 U1710 
 木質構造建築設計與施

工一
3 半  選修 王松永

與林法勤、蔡明哲合開

總人數限制：40 人  

 
95-2 
625 D0010  博士論文 12 半 必修     

625 D0030  專題討論 1 半 必修  
博士班必修,請選所屬指

導教授之班次 

625 M0010  碩士論文 6 半 必修     

625 M0020  專題討論 1 半 必修  
請選指導教授所指定之

班次。 

625 M0120  專題研究 1 半 必修  

限碩士班二年級學生修

習，請選所屬指導教授之

班次 

625 M1150  森林生態模擬與分析 3 半 選修 關秉宗   

625 M1230  森林經理研究法 2 半 選修 鄭欽龍 總人數限制：10 人  

625 M1250  遙測多變值統計分析 3 半 選修 鄭祈全

學生需具有基本遙測學

或基本統計學的背景 

總人數限制：10 人  

625 M1370  高等木材物理 3 半 選修 王松永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1540  科學論文寫作與發表 3 半 選修 丁宗蘇 總人數限制：10 人  

625 M1550  森林食植行為 3 半 選修 鹿兒陽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2120  林木分子遺傳學特論 2 半 選修 曲芳華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2350  森林水文統計分析 3 半 選修 陳明杰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M2370  崩塌地調查與分析 3 半 選修 陳信雄

限本系所學生(含輔系、雙

修生) 

總人數限制：10 人  

625 M3410  木質材料燃燒學 3 半 選修 柯淳涵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U1500  河溪生態與保育 3 半 選修 王立志

*實習時間地點另訂 

限碩士班以上 

總人數限制：10 人  

625 U1600  自然保護區管理 3 半 選修 盧道杰 總人數限制：15 人  

625 U1610  社區保育的議題與個案 3 半 選修 盧道杰 總人數限制：15 人  

625 U1630  林木逆境反應 3 半 選修 鹿兒陽 總人數限制：30 人  

625 U1730  生物複合材料學 3 半 選修 林法勤 總人數限制：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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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7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922&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7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922&semester=95-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0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D00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10&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D0030&class=01&dpt_code=6250&ser_no=14511&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00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473&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0020&class=01&dpt_code=6250&ser_no=14474&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0120&class=64&dpt_code=6250&ser_no=14498&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15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499&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3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23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0&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4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25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1&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43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37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2&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05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54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3&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0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155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4&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212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5&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235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6&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4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237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7&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0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M34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4508&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8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500&class=02&dpt_code=6250&ser_no=14509&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4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60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876&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61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877&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59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63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872&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1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5%20U1730&class=&dpt_code=6250&ser_no=13890&semester=95-2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teacher.php?op=s2&td=60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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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國立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

 
一、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與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

所，為促進學術合作交流，便利研究生選習雙方開設之科目，特

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廿六條、「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

法」及「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訂定本協議書。 
二、相互選課之對象係以兩系所研究生為限，校際選修之科目以研究

所碩士班以上可選修科目為準，以學生肄業學校系所連續二年內

未開設或從未開設之科目為範圍，雙方並得設定各科目修課人數

上限，開課系所之研究生得優先選課。 
三、研究生選修他校科目，需經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同意，以及雙方

系所主任與開課教師認同，始得選修該科目。 
四、研究生選修他校課程以每學期選修不超過二科為原則；其跨校選

課之學分總數，不得超過肄業系所規定之最低應修畢業總學分數

三分之一。 
五、雙方學系所各自依據所屬學校規定決定是否承認己方學生至對方

學系所修課成績及格所獲得之學分。 
六、每學期結束，接受選課之學校，應將跨校選課學生成績送交該生

原肄業學校。 
七、互選科目之細則，依開課學校之校際選課實施辦法施行。 
八、本協議書自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起生效，期限五年；除任何一

方於期滿前表示不續約外，將自動續約五年；再續約時亦同。期

滿若協議雙方之任何一方以書面方式提出終止協議之提案，則本

協議書自次學期起失效。 
九、本協議書由雙方各自報校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雙方

協議修訂之，並報校核定。 
 
 
協議單位：國立臺灣大學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協議單位：國立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系主任： 所長：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六 年   月   日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