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70次課程委員會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6月 26日(星期一)上午 9時 
地點：森林館二樓研討室 
主席：郭主任幸榮 
出席：陳信雄  羅漢強  王立志  蔡明哲  盧道杰  丁宗蘇 

張惠婷 
列席：林法勤 
出國：王亞男 
出差：王松永 
請假：胡弘道 
 
壹、確認第 69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95 年 4月 24日)並報告執行情形： 

一、王教授亞男等 3人原開授本系學士班選修兼通識課程「森林生物多樣

性概論(1)」及「森林生物多樣性概論(2)」增加授課人案。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已將王教授亞男、袁教授孝維、丁助理教授宗蘇、鹿助理

教授兒陽排入 95學年度第 1學期本課程之授課人。 
二、本系資源保育組選擇必修課程「植物分類學及實習一(605 36130)」、「植
物分類學及實習二(605 36140)」課程替代案。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已提送課程異動單至教務處。 

三、本系 95學年度休假研究教授必修課程安排案。 
決議： 

1.胡教授弘道所開授之課程部分： 
(1)「育林學及實習上」、「育林學及實習下」：必要時開 3班，
其開課方式由系辦公室洽詢郭教授幸榮與王教授亞男依

據學校規定排定。 
(2)「森林土壤學及實驗」、「森林保護學」、「林木菌根」停開

1 年。 
2.張教授上鎮所開授之課程部分： 

(1)「林產學及實習上」、「林產學及實習下」：張教授上鎮所

負責之課程部分由張助理教授惠婷代為講授。 
(2)「木材保存」：張教授上鎮休假研究期間由張助理教授惠

婷單獨授課。 
(3)「木材化學及實驗」、「木材塗裝及實習」：原則上停開 1

年，若有舊制學生因為修習此課程而無法畢業時，另行研

議。 
執行情形： 

1.胡教授弘道所開授之「育林學及實習上」及「育林學及實習

下」班次已由郭教授幸榮代為開授，另胡教授休假研究期間

已改為 95學年度第 1學期，因此胡教授於 95學年度第 2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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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恢復開授之課程於洽詢胡教授之意見後另案處理。(經洽詢
胡教授弘道之意見，胡教授同意在95學年度第2學期開授「森
林土壤學及實驗」、「森林保護學」、「林木菌根」等 3門課程)

2.其餘依決議辦理。 
四、本系「測量學及實習一」及「測量學及實習二」課程安排事宜案。 
決議：請系主任洽詢土木系及生工系同意本系學生修課。 
執行情形：經查閱生工系課程，「測量學及實習」排在星期一下午，與

「林產學及實習」衝堂，土木系「測量學一」及「測量實

習」則分 2學期上課，二者皆非所宜。經洽詢邱助理教授

祈榮，已答應開授本課程 1 年，但暫停開授「統計學」1
年。 

五、配合本校英文授課規劃案。 
決議：「森林生物」學群課程之規劃案由袁教授孝維協調規劃，「生物

材料」學群課程之規劃案由張教授上鎮協調規劃，本年 6月底
以前完成，提課程委員會討論。 

執行情形：本案執行中。 
六、本系新制學士班及碩士班「專題討論」上課方式規劃案。 
決議：下次會議再討論。 
執行情形：已於本次會議提案討論。 

七、本系新制「林場實習」外，是否在大一、大二時上課前先行安排本校

實驗林或其他適宜地點進行野外見習課程案。 
決議： 

1.原則上併入大一必修「林業概論」課程內容實施，每學期至

少安排一次野外實習課程，所需經費視課程規劃情形再議。 
2.請盧助理教授道杰、丁助理教授宗蘇、鹿助理教授兒陽、曲

助理教授芳華、張助理教授惠婷、林助理教授法勤組成小組，

由丁助理教授宗蘇召集，規劃野外實習課程之內容及實施方

式，提下次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丁助理教授宗蘇已完成課程規劃，並於本次會議提案討論。 

八、本系學生修習本系新制二學群以上課程是否得申請延畢案。 
決議： 

1.本系入學並無分學群招生，畢業證書亦無登載學生所選修之
學群，本校相關延畢規定不適用。 

2.將本決議副知本系學生會。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並已副知本系學生會。 

 
貳、報告事項： 
一、本系大學部三年級必修課程「林政學(605 40800)」原規劃由李教授國

忠及鄭教授欽龍各開授 1學期，因李教授國忠將於 96年 2月 1日退休，
本課程爰自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由鄭教授欽龍於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各開 1班次。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為本系 95學年度休假研究教授必修課程安排一案，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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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 95 學年度休假研究教授原有胡教授弘道及張教授上鎮二

人，因胡教授弘道於 95學年度之休假研究期間從 1學年改為

1 學期(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爰於第 70 次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過補提羅教授漢強休假研究 1學期(95學年度第 2學期)。 

二、羅教授漢強於第 2學期開授之必修課程有 3 年級資源保育與管

理學群(新制)必修「保育生物學(605 49520)」，3 年級森林生

物學群(新制)選擇必修「樹木形態學及實驗(605 24600)」，資
源保育組 (舊制 )4 年級選擇必修「樹輪與環境改變 (605 
49660)」。 

三、以上課程擬於 95學年第 2學期停開 1次。 

決 議：「保育生物學(605 49520)」提前在 95學年度第 1學期開課，並於
選課系統之備註欄中註明此開課動態。 

 
案由二：為本系「林業概論」規劃野外見習課程一案，提請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本系第 69次課程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丁助理教授所規劃之課程內容如附件一。 

決 議： 
一、「林業概論」之野外見習課程原則上每學期實施 2次，一次在
烏來實施，以當天來回為原則，另一次在實驗林所轄之地點實

施，以二天一夜為原則。 
二、本規劃案在 95學年度第 1學期開始實施，請「林業概論」之

負責教師在開學前提出授課內容，並在第一次上課時將課程內

容發送學生了解，另有關本系及實驗林所需之配合人員及相關

事項亦請一併提出。 
 
案由三：為本系與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草案)一

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依據本系第 233次系務會議決議辦理。 
二、本系與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草案)及
相關考資料如附件二。 

決 議： 
一、原草案之第八點移列為第九點，原草案之第九點移列為第八點。 
二、修正後之第九點請參考本校地理環境資源學系協議書之內容修

改，其餘內容照案通過，修正後之協議書草案如附件二。 
三、修正後之協議書草案提系務會議討論。 

 
案由四：為本系新制學士班及碩士班「專題討論」上課方式規劃一案，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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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一、本系將於 96 學年度開始實施新制學士班「專題討論」課程，

目前碩士班之專題討論之上課方式，係由各教師在 4個學群所
開授之班次中自行選擇所要參加之班次。 

二、未來學士班之專題討論應如何辦理，以及學士班、碩士班「專

題討論」課程之上課方式、上課時間，已於本系第 69 次課程
委員會中提案討論，並經決議於本次會議再討論。 

決 議： 
一、大學部及碩士班之「專題討論」課程原則上於星期三第 3、4

節上課，依領域專長各開一班，共 8班。 
二、各班次由一名該領域教師擔任主授課教師並負責課程之安排及

執行，各班之授課時數全歸各主授課教師所有，其他教師採自

行選擇所要參加之班次出席指導學生，不排入共同授課人。 
三、大學部及碩士班之「專題討論」課程是否採併班上課方式進行，

由各領域專長之主授課教師協調。 
四、建議 96 學年度大學部及碩士班「專題討論」各領域主授課教

師如下： 
1.森林生物領域：鹿助理教授兒陽、曲助理教授芳華。 
2.森林環境領域：陳教授明杰、王副教授立志。 
3.生物材料領域：張助理教授惠婷、林助理教授法勤。 
4.資源保育與管理領域：待協商。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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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林業概論  野外實習  教學規劃案 

 
授課對象：林業概論所有修課學生(約 90%為森林系大一學生) 
正課時間：星期三 56節 
授課教師：張惠婷、林法勤老師 
 
教學目的： 
(1) 配合林業概論正課教授內容，使學生能實際觀察森林及林業實際現況，促

進對教學內容之了解。 
(2) 使學生能於大一便能至林場進行初步體驗，以回應學生所提出將林場實習

提前實施之建議。 
(3) 使大一學生能儘早了解林學及林業之內容，認識森林系未來從事方向，增

加學生對森林系之認識與向心力。 
 
實施時間： 
林業概論上下學期各開一班，每班約 42人。建議上下學期各進行一次三天三夜

戶外教學。建議時間為週末連續假日，日期於選課前即予公佈。地點為台大實

驗林。星期四或星期五傍晚搭車，三日後返回。 
 
教學內容： 
林業概論內容包羅萬象、內容不一，建議野外實習教學內容包含森林系四大教

學領域，使學生能均衡了解森林與林業之主要範疇。目前建議包含下列可能之

教學內容，實際教學內容視不同領域之配合教師後確定。 
熱帶植物認識(下坪植物園)、中海拔闊葉林內之動植物(鳳凰山)、高海拔針葉林

內之動植物(塔塔加)、台灣特有生物保育（集集特生中心）、台灣育林現況與展

望 (溪頭營林區)、木材處理與加工(水里木材工廠)、木構造建築（鳳凰茶園）、

社區林業與生態旅遊 (東埔部落)、水土保持及集水區經營管理（神木溪）。 
 
住宿地點： 
視實際授課內容而定，原則上住宿地點與其他實習課程地點錯開。可能之住宿

地點為溪頭鳳凰山天文台、溪頭學生宿舍、鳳凰茶園自然教學中心、和社自然

教育中心、水里實驗工廠，或塔塔加東埔山莊。 
 
配合教師： 
需要不同領域教師 3-5名支援授課。擬請系上教師或實驗林研究人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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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求： 
住宿費：塔塔加東埔山莊部分擬請學生自行負擔，其餘地點擬請台大實驗林全

額補助。 
交通費：遊覽車每天約 15000 - 25000元。擬請系上補助全額或半額費用。 
膳食費：每人每天約 180元。擬請學生自行負擔。 
保險費：每人每天約 20元。擬請學生自行負擔。 
老師及助教之交通、膳雜費用：擬請系上全額補助或由老師自行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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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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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 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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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校際選課實

施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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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議書自九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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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環境政策研究所 

系主任： 系主任：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年   六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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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環境政策研究所  課程綱要 
中文科目名稱社區林業 

英文科目名稱 Community Forestry 

科 目 代 碼  班  別 3 
修 別選修 學分數 3 時  數 3 
一、 課程目標： 
Community forestry has been called a global social movement as those involved 
attempt to create a new approach to resource management. Although this movement 
shares some common objectives (such as ecological stewardship and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individual community forestry organization is developed in 
response to unique social and ecological challenges. This course will explore some of 
the factors that have led to community forestry as a global movement, along with 
related themes such as civic environmentalism, civic science,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Models of community forestry will also be explored in Taiwan and 
Canada. 

二、 資源需求評估：（師資專長之聘任，儀器設備的配合……等 
師資待聘（英文授課） 
三、 先修課程： 
無 
四、課程綱要：（說明內容主要範疇）請分點分項具體敘述 
1.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forest policy process 
2. The impact of civil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3. New directions in forest managemen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 
4. Emerging issues in forest management 
5. Community forestry as a global movement: community instability and resource 
degradation 
6. Historical antecedents of community forestry: civic environmentalism and civic 
science 
7. Models of community forestry in Canada and beyond 
8.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place-base ecosystem management 
五、教學要求進行方式之建議： 
本課程以講授與討論為主要進行方式 
六、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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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83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  
87.4.17 8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 

1.08.22教育部台(91)高(2)字第 91126521號函准備查 
91.11.18  91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本辦法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並參酌本校實際情況訂定之。 
二、本校實施校際選課，以各大學及獨立學院所開授課程為範圍，並以合作互

惠交換選課為原則。  
三、本校各系所辦理校際選課，應擬具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草案，另附外校系

所概況，經系所會議通過，報院轉行政會議核准後實施。  
四、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之內容應具備左列事項： 

(一)相互合作接受校際選課之科目或課程範圍。 
(二)相互合作接受校際選課之學生人數。 
(三)合作協議書有效期間。  

五、本校學生向外校校際選課以該學期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限，並應於本校選

課開始至加退選課程截止日期內辦理。碩、博士班學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

分總數以不超過肄業系所規定之最低應修畢業學分數三分之一為原則。學

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數以不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

之一為原則。  
六、校際選課學生應依左列規定填具校際選課之選課單辦理選課手續： 

(一)本校學生校際選課選課單四聯，由教務處製訂供學生填用，經該系所

簽章核可後，由學生持向接受選課外校辦理登記選課手續；其中兩聯

繳送外校有關系所與教務處承辦單位登記存查，另兩聯經外校有關系

所及教務處承辦單位簽章認可後，應由學生持返本校分別繳送肄業系

所及教務處承辦單位各一聯登記核計成績。  
(二)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單應由原校發給，至少三聯，並經原校系所及教務

處承辦單位核可簽章後，由學生持向本校接受選課之系所先行登記蓋

章並至出納組繳交學分費後，送教務處承辦單位核定蓋章，辦理選課

手續；其中兩聯應繳送本校接受選課系所及教務處承辦單位各一聯登

記查考成績，另一聯(或兩聯)交由學生持送原校肄業系所或教務處承
辦單位登記存查。  

(三)校際選課學生如未按照本校規定完成選課登記手續者，其成績不予承

認。  
七、本校接受外校學生校際選課，其授課、考試以及成績計算均比照本校學生

相同之規定辦理，其成績則應分別登記，並於學期期終考試結束後由各系

所將校際選課學生成績單併同試卷送交教務處承辦單位整理登記分送校際

選課學生原肄業學校查考。  
八、非依本辦法之規定，本校學生不得向外校申請校際選課，各系所亦不得接

受外校學生向本校申請校際選課。  
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本校學則等有關法規規定處理。  
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10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 

 
94/03/03系務會議通過 
第 2393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所）與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

所為充分利用雙方師資、圖書和儀器設備，以提高教學水準，促進學術合

作交流，特依「國立臺灣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和「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訂定本協議書。 
二、交換選課的對象以雙方研究生為限，互相修習的科目以雙方碩士班及博士

班所開設之選修課程為範圍。但研究生至對方選課須為該學期該科目其肄

業學校並未開設，雙方得設定各科目修課人數之上限，並以開課學校之研

究生優先選課。 
三、研究生選修對方課程，須經該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同意，以及雙方系所主任

及開課教師認同。 
四、學生選修對方所開課程之學分總數，不得超過己方系所規定之最低應修畢

業學分數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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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校際選課之研究生應遵照上述雙方學校所頒選課實施辦法辦理選課事

宜，並遵守相關規定事項。 
七、每學期結束後，接受選課之學校應將跨校選課學生之成績送回該生原肄業

學校。 
八、本協議書自九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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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滿前若協議雙方中

之一方以書面方式提出終止協議，於該學期結束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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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協議單位：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系主任：                            所長  ：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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