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第 62次課程委員會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94 年 2月 24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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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弘道  王亞男  鄭欽龍  陳明杰  王立志  蔡明哲 

柯淳涵 
列 席：羅漢強 
請 假：陳永寬  張上鎮  關秉宗  袁孝維 
出 差：邱祈榮 
 
壹、確認第 61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錄(94 年 1月 12日)： 

一、本系教師擔任導師或論文指導之時數計入基本授課時數案。 
決議：通過。 

二、袁副教授孝維變更「野生動物棲地」學分數案。 
決議：通過，課程名稱修正為「野生動物棲地學」。 

三、本系「電算機在林學上應用」課程內容修訂並變更授課教員案。 
決議：請邱助理教授依據委員之意見修正課程大綱後提系務會議報告。 

四、本所碩士班甄試及在職專班取消分組招生後，原林產組必修課程是否予

以取消案。 
決議： 

1.全所學生需修滿 625 M課程 6學分之規定仍然適用。 
2.原林產組林產物理領域或林產化學領域之修業規定仍然繼續

適用於生物材料領域教師研究室之學生，包含 93學年度及 94
學年度入學甄試生、以生物材料專長(筆試)入學學生、在職專
班生。 

3.原林產組森林工程領域之修業規定適用至 92 學年度入學學生

為止。 
4.請於本系 95 學年度各類碩士班招生簡章中註明生物材料領域

之修課規定。 
五、本系共同必修「森林生態學及實習」課程規劃案。 
決議： 

1.課程之授課時間增加期末考 1週，總授課時間修正為 18週。 
2.有關課程之實習部分請再詳細規劃。 
3.各單元主題內容銜接之問題請再協調。 
4.請編寫本課程之講義或指定教科書。 
5.本課程實施一年後再檢討。 

六、本系新課程實施，原舊制課程之替代案。 
決議： 

1.「育林學及實習」、「應用育林學一及實習」、「應用育林學二及

實習」、「育林學原理」」、「森林經營學及實習」、「林產學及實

習」及「工廠實習乙」等科目不另定替代科目，若有學生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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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學期修課而無法畢業時，原則上由原授課教師於次學年度

加開課程一次，其中，「應用育林學一及實習」及「應用育林

學二及實習」由王教授亞男加開，「育林學原理」由郭教授幸

榮加開，「工廠實習乙」由張助理教授惠婷加開。「育林學及實

習」、「森林經營學及實習」、「林產學及實習」由原授課教師協

商開課方式。 
2.「林業經濟學」由「森林資源經濟學」替代，其餘替代課程照

案通過，另「森林資源經營與規劃」繼續由「森林經營學及實

習」替代。 
3.育林組學生若修習替代課程「有機化學(3 學分)」及「有機化
學實驗(1學分)」時，其選擇必修學分應增加 2學分。 

4.修正後之替代課程表如附件四。(附件略) 
七、制定本系教學目標案。 
決議： 

1.請系辦公室依據各委員之意見修正教學目標。 
2.請鄭委員欽龍提供修正之版本供系辦公室修正時參考。 
3.若系辦公室彙整之版本與鄭委員欽龍所提供之版本差異過

大，則兩案一同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八、本系是否另行設計課程教學意見調查問卷案。 
決議： 

1.本系仍採用教務處之版本，不另訂定。 
2.請本系各教師提供建議案，由系辦公室彙整後提供校方參考，

必要時提送教務會議或校務會議。。 
九、本系系名更改並取消招生分組後，輔系學分數及科目採計案。 
決議：輔系之總學分數仍維持 20學分，學分數及科目認定方式如下： 

1.必修 2學分：林業概論(2學分)。 
2.選擇必修 18 學分(學生須於下列科目中修滿 18 學分)：育林學

及實習上(3學分)、育林學及實習下(3學分)、林產學及實習上

(3學分)、林產學及實習下(3學分)、森林經營學及實習上(3學
分)、森林經營學及實習下(3 學分)、樹木學及實習(3 學分)、
森林生態學及實習(3學分)、林政學(3學分)。 

3.全年之課程需上、下皆修方得採計。 
十、建議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之「專題討論」課程之開課方式改為由本系教

師各開一個班次案。 
決議：併上(60)次課程委員會決議五提下次會議討論。 

 
貳、討論事項： 
案由一：王教授亞男新開本系選修兼通識課程「森林生物多樣性體驗(2)」

一案，請討論。 
提案人：王教授亞男 
說 明： 

1.王教授亞男擬自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新開本系大學部三、四年

級選修「森林生物多樣性體驗(2)」(新課程)，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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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課程擬列入本系選修兼本校共同領域之通識課程(G1234*)。 
決 議：課程內容請依委員之意見修正後通過。(附件之資料為已修正後之

內容)。 
 
案由二：王教授亞男擬變更本系選修課程「森林生物多樣性體驗(1)」為本

系選修兼通識課程一案，請討論。 
提案人：王教授亞男 
說 明： 

1.王教授亞男擬自 93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新開本系大學部三、四年

級選修「森林生物多樣性體驗(1)」在案。 
2.本課程擬自本學期起，列入本系選修兼本校共同領域之通識課程

(G1234*)，課程申請表如附件二。 
決 議：課程內容請依委員之意見修正後通過。(附件之資料為已修正後之

內容)。 
 
案由三：為將本系大學部選擇必修課程最低修課人數更改同本校必修課程最

低修課人數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陳委員明杰(附件三) 
連署人：關委員秉宗、王委員立志、蔡委員明哲 
說 明： 

1.依據本校修課最低人數限制方案，D字頭不限人數(最低為 2人)，
M 字頭不得低於 2 人，U 字頭及數字頭不得低於 5 人，但必修
課(含單選及複選必修)及專題研究除外。 

2.本系因自系名更改並取消分組後，學生修課彈性增加，前經第 54
次課程委員會及第 209次系務會議決議，將選擇必修課程之修課
最低人數限制為 5人以上並經教務長核定在案，自 93學年度開

始實施。 
3.因本系所開授之課程眾多，課程間經常發生衝堂，造成補修或尚
未修課學生學生選課困難，為考量即將畢業學生權益，擬請將本

系選擇必修課程之修課最低人數限制比照本校修課最低人數限

制方案(必修 1人)辦理。 
決 議：依據教務處之規定辦理，並自 93學年度第 2學期開始實施。 
 
案由四：為制定本系教學目標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依據本系第 61次課程委員會決議辦理，規劃草案如附件四。 
決 議：將鄭教授欽龍所建議之內容納為教學目標之背景說明，並將原提案

及鄭教授之建議內容作文字修正。 
 
案由五：配合本校擴大招收外籍生，籌劃開授英語課程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1.依據生農學院第 61次主管會議報告事項辦理(附件五)。 
2.本校為辦理擴大招收外籍生，請各所配合增加開授以英語授課學

程數量之可行性，並請於 3月 15日前提送本校國際學術交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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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決 議：建請生農學院統一規劃以英語授課之學程。 
 

參、臨時動議： 
案 由：為本系學生提前畢業學生修習林場實習課程一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系主任 
說 明： 

1.本系必林場實習課程，目前皆由學生完成實習課程後，於次學期

選課評分之方式辦理。 
2.依據本校學則第五十三條規定，學生得提前一學期或一學年畢

業，惟學生若要提前一學年畢業，將因林場實習三及四之評分學

期而無法順利提前畢業。 
3.有關提前一學年畢業學生在林場實習課程之處理原則，請討論。 

決 議：為提前畢業而需提前修習林場實習之個案，應符合本校提前畢業之

標準，並由系主任審查通過後方得提前修習林場實習。 
 
肆、散會：下午 2時。 
 
 

 4



附件一 
 
森林生物多樣性體驗(2)  
EXPERIENCE OF FOREST BIO-DIVERSITY (2) 
 
課號：605 39420 
 
 
授課老師：王亞男教授 
 
本課程係以本校三、四年級學生為授課對象，為全校性、選修、通識課程。

學程為半年，第二學期開一班, 為一學分課程，係利用學期中實施，利用週末假

日(週五晚出發至台大實驗林，含週六、日)，採集中上課方式，不排定課表。選

修者需考量是否影響其他課程的上課時間。因考量台大實驗林的車輛與設備，學

生總額上限訂為 120名，每梯次至多 40名，分三週辦理。課程規劃以台大實驗

林陳有蘭溪沿線的森林生物多樣性資源為主，讓同學了解並體驗該地區的生物多

樣性資源。本課程若實施成效良好，未來將進一步開放外校同學選修。  
課程使用教材係使用台大實驗林相關推廣手冊與摺頁，並搭配講義進行。 

 
課程屬性：全校性、選修、通識課程(G1234＊) 
 
森林生物多樣性體驗(2) 
 
壹、學分數: 1學分  
 
貳、課程目標  

 
讓台大非森林系的學生了解陳有蘭溪沿線森林生物多樣性資源，藉著野外現

場觀察與體驗，了解森林生物之多樣性及彼此間的關係，以期了解森林生態系及

永續利用的觀念。 
 
參、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或活動內容 

星期五  

1730-2130 車程(台北-和社)，車上影片欣賞： 

台大實驗林(和社與對高岳)簡介與生態影片等 

 夜宿和社 

星期六  

0600-0720 賞鳥、森林浴 

0800-1200 神木溪保護林(動、植物認識) 

1200-1400 玉山國家公園(國家公園與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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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塔塔加長期生態試驗地與樹冠層觀測(造林、林型介紹) 

1600-1730 鹿林神木、夫妻樹(高山森林生物多樣性及其與森林健康功能之關係) 

1800-2200 觀星與夜行性昆蟲與爬蟲類觀察 

 夜宿東埔山莊 

星期日  

0800-1200 沙里仙溪沿線動植物認識 

1300-1700 內茅埔與水里營林區、特有生物保育中心參訪 
 
肆、課程簡介:  
 
一、課程綱要 
 
1. 課程綱要與進度 

 
台大實驗林及和社教育中心簡介(2hr) 介紹和社鄰近地區的地理與人文資料 
國家公園概論(2hr) 以玉山國家公園為例，介紹台灣的國家公園 
鳥類生態(2hr) 介紹和社地區的鳥類資源及如何賞鳥 
高山地區生物多樣性(8hr) 介紹本區常見的動、植物與昆蟲 
塔塔加長期生態研究概況(2hr) 以塔塔加為例，介紹國內長期生態研究概況  
神木溪保護林(2hr) 介紹神木溪保護林的生物多樣性資源 
沙里仙保安林(2hr) 介紹沙里仙安林的生物多樣性資源 
巨木與老樹研究與保護(2hr) 介紹老樹與巨木對人類與環境的意義與學術價值

參訪活動 本區重要地點的參訪實習 
 

二、成績評分方式 
 
1. 課堂表現     20% 
2. 體驗課程報告 80%  
 
伍、參考書籍  
 
一、書籍類 

 
書        名 作者 出版年份

夜訪溪頭尋蛙行 楊懿如 1994 
苔蘚植物研究手冊 賴明洲 1995 
溪頭覓芳蹤—多彩多姿的植物世界 鄭元春 1996 
台大實驗林與鹿谷鄉—與森林同生共榮—溪頭自然之旅 黃英塗、紀美燕 1997 
臺大實驗林溪頭、和社苗圃簡介 劉啟福編 1998 
溪頭逍遙遊 葉永廉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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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頭蕨類植物解說手冊 牟善傑、許再文 1998 
山幽谷靜滌塵囂—森林浴的奧妙 育樂組 1998 
臺大實驗林和社森林教育中心簡介 育樂組 1998 
臺大實驗林概況(中文版) 企劃組 2000 
你認識我嗎？--螢火蟲 王亞男 2001 
神木溪保護林 王亞男 2001 
下坪熱植物園自然解說手冊      王亞男 2003 
溪頭森林遊樂區自然解說手冊     王亞男  2003 
溪頭竹類標本園 王亞男 2003 
霧靄煙嵐—溪頭 台大實驗林      2004 
邀您同來探索植物園之奧祕 劉啟福 2004 
玉山的動物 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的花草 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的蝴蝶 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觀石 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的星空 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賞雲 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回首 玉山國家公園  
鬱鬱蒼蒼 玉山國家公園  
游目騁懷 玉山國家公園  
道法自然 玉山國家公園  
永遠白山 玉山國家公園  
綠色本命山 玉山國家公園  
布農音樂 玉山國家公園  
 
二、期刊類.  
 
台大實驗林研究報告 
 
三、網站類 
 
台大實驗林網站    http://www.exfo.ntu.edu.tw/
玉山國家公園網站  http://www.ysnp.gov.tw/
 
陸、學生所能獲得的效果.  
 
1. 深植學生森林與自然保育觀念。 
2. 了解台大實驗林的設立歷史、規劃與生態系經營的概念。 
3. 能合理適宜地利用台大實驗林的自然資源。 
4. 瞭解台大實驗林周遭相關的人文、地理、產業等資訊，不僅自己想用台大實

驗林的一切，也讓後代子孫享用，使這些自然的瑰寶能永續地經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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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瞭解台大實驗林未來的發展趨勢。  
 
柒、王亞男教授 2003 年發表之著作  
 
1. 黃鈺婷、王亞男、王裕文。2003。台灣五葉松之 RAPD遺傳變異與族群

分化。中華林學季刊 36(3):247-256。 
2. 吳宗賢、王亞男。2003。不同氮源濃度對毛柿體胚發生及後期發育之影

響。中華林學季刊 36(2):139-148。 
3. 廖述惠、王亞男。2003。樟樹與台灣櫸於林下栽植二氧化碳固定效益之

研究。中華林學季刊 35(4):361-373。 
4. 洪儷文、王亞男。2003。樟樹不同冠層位置之光合作用淨生產力。中華

林學季刊 36(1):27-38。 
5. 吳宗賢、王亞男。2003。台灣三角楓癒合組織誘導及細胞懸浮培養。中
華林學季刊 36(1):39-50。 

6. 杜大治、王亞男、蕭英倫。2003。孟宗竹在不同冠層二氧化碳固定效益

之研究。台大實驗林研究報告 17(3)185-192。 
7. 莊俊逸、袁孝維、王亞男。2003。塔塔加地區土壤動物之初步研究。台
大實驗林研究報告。審查中。17(4):239-245。 

8. 王亞男、蕭文偉、林瑞進、沈介文、李金玲、黃淑玲。2004。長喙穀菌
對六種針葉樹苗及杉木致病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農學院實驗林研究報告。

18(1):9-12。 
9. 詹明勳、王亞男、葉永廉。2004。台灣中部塔塔加地區台灣雲杉樹輪特

徵值推估生育地過去 245 年溫度與降雨量趨勢之研究。中華林學季刊。37(4)
已接受。 

10. 詹明勳、王亞男、王松永。2004。Soft X-ray影像分析法應用於天然林台

灣櫸、樟樹及烏心石樹輪寬度及密度分析之研究。中華林學季刊。37(4)已接
受。 

11. 陳建璋、邱祈榮、王亞男、梁治文。2004。應用地理資訊系技術於造林

地之管理-以台大實驗林溪頭營林區為例。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

驗林研究報告。18(2):51-64。 
12. 莊俊逸、王亞男、王明光、吳星輝。2004。塔塔加地區鐵杉、玉山箭竹
及草原表土之化學性質比較。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林研究報

告。 18(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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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森林生物多樣性體驗(1)  
 
課號：605 39410 
 
授課老師：王亞男教授 
 
本課程係以本校三、四年級學生為授課對象，為全校性選修及通識課程。學

程為半年，上學期開一班, 為一學分課程，係利用學期開學前一週或學期中間或

學期期末考結束後實施，利用週末及前一日(週週五晚出發至台大實驗林，含週

六、日)，採集中上課方式，不排定課表。選修者需考量是否影響其他課程的上

課時間。因考量車輛與教學設備，學生名額上限訂為 120名，分為三班上課，每
班至多 40名。課程規劃及實際野外體驗以竹山與鹿谷鳳凰村一帶的的生物多樣

性資源為主，以知性的觀點讓選修的同學了解森林的生物多樣性。本課程若實施

成效良好，將進一步開放外校同學選修。  
課程使用教材係使用台大實驗林相關推廣手冊與摺頁，並搭配講義進行。 

 
課程屬性：全校性、選修、通識課程(G1234＊) 
 
森林生物多樣性體驗(1) 
  
壹、學分數: 1學分  
 
貳、課程目標  

 
讓台大的學生了解竹山及鹿谷鳳凰地區的森林生物多樣性資源，藉著野外現

場觀察與體驗，了解森林生物之多樣性及彼此間的關係，以期了解森林生態系及

永續利用的觀念。 
 
 
參、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或活動內容 
星期五  
1400-1700 車程(台北-溪頭) 
1800-1900 溪頭的造林、林型、生物多樣性及其與森林之關係 
1900-2000 溪頭的鳥類 
2200- 參觀天文台、觀星 
 夜宿溪頭 
星期六  
0600-0630 晨間活動、觀賞日出 
0630-0830 鳳凰山天然林、量水堰、巨石、神木(下坡健行 5.7公里) 
1000-1200 土石流與天然災害及認識地質(大學坑) 
1300-1500 大學池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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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700 神木、草坪區、樹冠層廊道、銀杏林、營林區 
1800-2000 認識蛙類、尋蛙 
2000-2030 前往臺大實驗林鳳凰茶園 
2030-2200 夜行性昆蟲觀察 
 夜宿臺大實驗林鳳凰茶園 
星期日  
0630-0800 茶園風光 
0800-1000 蕨類植物導覽 
1000-1200 哺乳類動物 
1300-1500 下坪熱帶植物園體驗(植生) 
 
 
肆、課程簡介:  
 
一、課程綱要 
 
2. 課程綱要與進度 

 
台大實驗林及溪頭簡介(1hr) 介紹台大實驗所在的地理與人文資料 
溪頭地質(2hr) 以溪頭地區的地質為例，印證台灣的地質 
天文觀測(4hr) 介紹當季的星座、星象與天文學概論 
溪頭的動物(4hr) 介紹溪頭地區常見的動物 
溪頭的植物(4hr) 介紹溪頭地區常見的植物與植物辨識方法 
溪頭的昆蟲(4hr) 介紹溪頭地區常見的昆蟲 
集水區經營(2hr) 介紹森林涵養水源的功能與集水區概念 
生態工法(2hr) 介紹生態工法的概念、材料與方法 
森林與保健(2hr) 介紹森林浴、森林美學與人體保健的關係 
溪頭的鳥類(2hr) 介紹溪頭的常見的鳥類與賞鳥技巧 
天文觀測(3hr) 介紹當季星空與主要星象 
下坪植物園(3hr) 介紹竹山下坪植物園之動、植物 

 
二、成績評分方式 
 
3. 課堂表現 20% 
4. 體驗課程報告 80%  
 
伍、參考書藉  
 
一、書籍類(以下皆為台大實驗林出版) 
 

書        名 作者 出版年份

夜訪溪頭尋蛙行 楊懿如 1994 
苔蘚植物研究手冊 賴明洲 1995 
溪頭覓芳蹤—多彩多姿的植物世界 鄭元春 1996 
台大實驗林與鹿谷鄉—與森林同生共榮—溪頭自然之旅 黃英塗、紀美燕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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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實驗林溪頭、和社苗圃簡介 劉啟福編 1998 
溪頭逍遙遊 葉永廉編 1998 
溪頭蕨類植物解說手冊 牟善傑、許再文 1998 
山幽谷靜滌塵囂—森林浴的奧妙 育樂組 1998 
臺大實驗林和社森林教育中心簡介 育樂組 1998 
臺大實驗林概況(中文版) 企劃組 2000 
你認識我嗎？--螢火蟲 王亞男 2001 
神木溪保護林 王亞男 2001 
下坪熱植物園自然解說手冊 王亞男 2003 
溪頭森林遊樂區自然解說手冊 王亞男 2003 
溪頭竹類標本園 王亞男 2003 
霧靄煙嵐—溪頭 台大實驗林      2004 
邀您同來探索植物園之奧祕 劉啟福 2004 
 
二.期刊類.  
 
台大實驗林研究報告 
 
三、網站類 
 
台大實驗林網站    http://www.exfo.ntu.edu.tw/
 
陸、學生所能獲得的效果.  
 
6. 深植學生森林與自然保育觀念。 
7. 了解台大實驗林的設立歷史、規劃與生態系經營的概念。 
8. 能合理適宜地利用台大實驗林的自然資源。 
9. 瞭解台大實驗林周遭相關的人文、地理、產業等資訊，不僅自己想用台大實

驗林的一切，也讓後代子孫享用，使這些自然的瑰寶能永續地經營下去。 
10. 瞭解台大實驗林未來的發展趨勢。  
 
柒、王亞男教授 2003 年發表之著作  
 
13. 黃鈺婷、王亞男、王裕文。2003。台灣五葉松之 RAPD遺傳變異與族群

分化。中華林學季刊 36(3):247-256。 
14. 吳宗賢、王亞男。2003。不同氮源濃度對毛柿體胚發生及後期發育之影

響。中華林學季刊 36(2):139-148。 
15. 廖述惠、王亞男。2003。樟樹與台灣櫸於林下栽植二氧化碳固定效益之

研究。中華林學季刊 35(4):361-373。 
16. 洪儷文、王亞男。2003。樟樹不同冠層位置之光合作用淨生產力。中華

林學季刊 36(1):27-38。 
17. 吳宗賢、王亞男。2003。台灣三角楓癒合組織誘導及細胞懸浮培養。中
華林學季刊 36(1):39-50。 

18. 杜大治、王亞男、蕭英倫。2003。孟宗竹在不同冠層二氧化碳固定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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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台大實驗林研究報告 17(3)185-192。 
19. 莊俊逸、袁孝維、王亞男。2003。塔塔加地區土壤動物之初步研究。台
大實驗林研究報告。審查中。17(4):239-245。 

20. 王亞男、蕭文偉、林瑞進、沈介文、李金玲、黃淑玲。2004。長喙穀菌
對六種針葉樹苗及杉木致病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農學院實驗林研究報告。

18(1):9-12。 
21. 詹明勳、王亞男、葉永廉。2004。台灣中部塔塔加地區台灣雲杉樹輪特

徵值推估生育地過去 245 年溫度與降雨量趨勢之研究。中華林學季刊。37(4)
已接受。 

22. 詹明勳、王亞男、王松永。2004。Soft X-ray影像分析法應用於天然林台

灣櫸、樟樹及烏心石樹輪寬度及密度分析之研究。中華林學季刊。37(4)已接
受。 

23. 陳建璋、邱祈榮、王亞男、梁治文。2004。應用地理資訊系技術於造林

地之管理-以台大實驗林溪頭營林區為例。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

驗林研究報告。18(2):51-64。 
24. 莊俊逸、王亞男、王明光、吳星輝。2004。塔塔加地區鐵杉、玉山箭竹
及草原表土之化學性質比較。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林研究報

告。 18(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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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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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教學目標 

  本系為配合國內需求及世界未來趨勢，以培育優秀森林經營、保育及永續利

用人才為教學目標，力求教學研究與實務並重，除了擬訂基礎必修科目以教授每

位學生皆具有關育林、森林環境管理暨資源保育、林產物永續利用之專業知識與

執行業務之能力外，並在三、四年級及研究所修習進階課程，依課程內容分為森

林生物、森林環境、生物材料、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四學群，供學生依其興趣選

擇一（或以上）學群，就其中部分課程予以修習。各學群課程內容如下： 

一、森林生物學群 

  本學群課程涵蓋森林植物生理、遺傳、生態及生物技術之理論與應用，森林

多樣性維護，森林建造與復育，環境綠化，森林生態系組成與功能等。 

二、森林環境學群 

  本學群課程涵蓋森林區域之大氣現象、水文、土壤、岩石、森林植群、動物

等生物與非生物環境因子特性，以及全球變遷、人類活動對森林環境因子的影

響，建置空間資訊供支援環境規劃與監測，以理論與實務並重。 

三、生物材料科學學群 

  本學群課程內容主要講授生物材料與森林特產物之性質，再生性及可回收性

之木質材料在綠建築之開發與應用，具保健功效或環境保護功能之高附加價值的

森林特產物之永續利用等為主。 

四、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學群 

  本學群課程內容主要講授森林生物資源保育和管理，以理論與實務並重，建

立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系統，提昇森林資源管理知識品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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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教 學 目 標 說 明 
鄭欽龍 2005/2/23 

沿革 
本系自 1947 年成立以來，一直以培育我國所需之優秀林學及林業人才為目

標。本系大學部自 1967 年起分育林、資源管理、森林工業及森林資源保育四組

招生，致力於森林學內各專門領域人才之養成。在 2003 年重新修訂課程申請改

名及取消分組之前，本系四組的教學目標依序為：(1)以教育學生認識森林之功

能，配合環境條件及社會需求，建造及保育森林，且利用共生菌及生物科技改善

森林之品質與生產力為目標；(2)培養森林資源與環境綜合經營與規劃人才，以

應國家整體環境建設並服務社會，訓練並培養理論研究人才，以建立林業發展系

統，提升國內林業知識為目標；(3)配合森林系未來發展方向之木質材料科學、

生質能源、家具工廠管理、家具設計製造、木材化學加工利用、森林工程及環境

科學、防砂工程及防災科技等之教學研究，使學生具有理論基礎，以為學術研究

之基礎及具有實用科技之訓練為目標；(4)培育學生專精森林之生物資源和環境

資源之保育理論與實務為目標。（註一） 
 

新方向 
近年來國內外大學教育著重整合，培養專業全才。然而，本系過去分組教學，

課程設計未能涵蓋森林學教育的全貌，而且分組過多造成課程零散化，以致學生

學習效果不完整，亦不符現在大學教育注重科系整合之趨勢。有鑑於此，本系近

年來經過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多次討論，透過課程調整，完成取消分組並更

改系名，期使使本系之教學目標能配合未來社會所需。（註二） 
本系新的課程設計以培養學生成為森林環境及資源學的專業全才為其教學

目標。大學部課程以加重森林學專業訓練及加強森林學領域整合兩項為設計之主

軸。在加重森林學專業上，首先全系必修課程包括：育林學、林產學、森林經營

學，並由原來的一學期延長為一學年，以及森林生態學、樹木學和林政學，以上

六科目也是林業類科國家考試的專業科目。其他專業必修課程為：林業概論、林

場實習及專題討論，以及基礎科學課程如：微積分和統計學。以上課程提供養成

森林學專業所必須的基礎知識，占總畢業學分數的 36.7％。 
在加強森林學領域整合方面，學生可依據個人的學習興趣和修課規劃，配合

森林環境、森林資源保育及管理、森林生物及生物材料等四個教學領域的必修和

選擇必修課程，選擇其中之一領域完成畢業所需學分，此部分占總畢業學分數的

29％左右（詳表一）。然而，領域整合的課程設計表現在各領域有許多共通的必

修和選擇必修課程（詳表二）。此一設計的教學目標在於培養學生成為貫通森林

學領域的全才，並避免專業分流過早過細，課程零散，以致學習不完整。 
本系課程設計以森林環境及資源的整體性、跨領域整合、教學與研究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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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學生多元選擇與自由發展為特色。本系整體教學目標，誠如前述，在於培養

我國所需之林學及林業全才。 
表一  本系各教學領域畢業分數 

  
森林生物 

學群 

森林環境 

學群 

生物材料 

學群 

資源保育 

管理學群 

佔總學分(%)

共同必修 30 30 30 30 23.4% 

全系必修 47 47 47 47 36.7% 

學群必修 14 27 30 19 10.9—23.4% 

學群選擇必修 24 12 9 18 7.0—18.8% 

（學群必修、

選必小計） 

 

(38) 

 

(39) 

 

(39) 

 

(37) 

 

(28.9—30.4％)

選修 13 12 12 14 9.4—10.9% 

總學分數 128 128 128 128 100% 

（資料來源：整理自本系網頁課程資訊） 
 
表二  本系各教學領域共通之必修(不含全系必修)及選擇必修學分數 

 森林生物 森林環境 生物材料 
森林環境 37 學分   

生物材料 8 學分 12 學分  

資源保育與管理 80 學分 78 學分 8 學分 

（資料來源：同上） 
 
 
 
（註一）四組教學目標抄錄自前次（1999 年）本系評鑑資料。這些教學目標幾

乎集合了本系教師所開的課程及專長領域，學生能否在四年之內接受專業養成教

育，達成以上目標，不無疑問。從後來本系取消分組可見，此分組教學目標難以

達成，因而放棄。 
（註二）摘自森林系更名及取消分組說明，此為本系更名時呈報學校及教育部之

說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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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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