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月 3日（週二）中午 12時 

貳、地點：514之 1教室  

參、主席：陳鸞鳳主任                      記錄：朱靜脩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宣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會議紀錄確 

    認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擬申請大三上學期

「舊建築再利用規

劃與經營」課程納

入本系專業服務學

習科目並採計時數

6小時案。 

照案通過。 1、經詢教務處告知本 

   案無法溯至 105學 

   年度第 1學期實施 

   。 

2、校本部無專業服務 

   學習課程。   

提案二 擬新增本系社專班

「文化資產教育專

論」3學分 3小時選

修課程案。 

照案通過。 提送 105年 12月 27日

第 2次院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議。 

提案三 擬新增本系社專班

「生態旅遊和環境

公益創新專題」3

學分 3小時選修課

程案。 

照案通過。 提送 105年 12月 27日

第 2次院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議。 

提案四 有關 106 學年度環

文系碩士班考試入

學招生簡章內容

案。 

照案通過。 已送註冊組憑辦。 

提案五 有關 106 學年度社

區與社會學習領域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簡章內容案。 

照案通過。 已送註冊組憑辦。 

提案六 有關本校光復校區 一、原南大校區本系使 已送保管組憑辦。 



新建教學大樓，本

系空間需求規劃

案。 

    用空間面積：補列 

    學生研究室維持 

    117.5平方米。 

二、增列新空間名稱及 

    面積： 

  (一)增列環境教育研 

      究中心 40平方米 

      。 

  (二)旅遊與健康休閒 

      樂齡學習室改為 

      旅遊與休閒教育 

      實驗室；環境管 

      理、實驗經濟與 

      環境教育實驗室 

      (3E實驗室)改為 

      環境管理、實驗 

      經濟與教育實驗 

      室(3E實驗室)； 

      學習性景觀空間 

      遊憩規劃室改為 

      學習型地景與實 

      驗教育實驗室。       

  (三)實境教育實驗室 

      等 11間實驗室或 

      研究室各列 60平 

      方米；屋頂環境 

      教育實驗室列 

      400平方米。 
三、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七 有關本系 106學年

度各班(學士班、環

文碩班及社專班)

課程規劃案。 

會後請教師們思考本系

發展方向及規劃各班課

程，再提下次會議討論 

。 

1、本案於 105年 11月 

   22日至 105年 12 

   月 13日共計召開 4 

   次課程規劃討論會 

   議。 

2、本案業經 105年 1 

   2月 20日 105學年 



   度第 1學期第 3次 

   系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通過。 

陸、報告事項： 

  一、依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104年 8月 4日第 1次系務會議決議：本系風險 

      管理風險值四以下自主管理之業務項目於每季(3、6、9、12月)填寫內 

      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後，送系主任檢核，並於每學期期末提系務會議 

      報告，檢附 105年 7-9月自行檢查表如附件一,P1-21；105年 10-12月 

      自行檢查表如附件二,P22-43。 

  二、本學期期末成績輸送時間為 106年 1月 9日（週一）至 1月 22日（週 

      日），教師資訊系統為 24小時開放，請於系統開放期間上網輸送成績。 

  三、有關 105年 12月 19日教務協調會議資料如附件三,P44-48。 

  四、主計室通知：有關 105年度核銷案請於 106年 1月 5日送至主計室，逾 

      期則無法再辦理，另請將無用之請購單號自行刪除。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 106學年度學士班必修與選修課程、第一與第二專長學 

          程課程、輔系與雙主修課程規劃及必修課程固定時段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年 12月 20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課程發 

          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學士班必修與選修課程及大綱如附件四,P49-242。 

      三、第一與第二專長學程課程如附件五,P243-244。 

      四、輔系課程依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四條規定：修讀輔系學生， 

          除應修滿主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應加修輔系規定之專 

          業(門)必修科目至少二十學分。第 3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建 

          議：修讀本系為輔系之學生須加修系專門必修科目至少二十學分 

          分，其中基礎必修科目至少選修九學分，修讀輔系資料如附件六,P 

          245-246。 

      五、雙主修課程依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四條規定：修讀雙主修 

          學生，除應修滿主學系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學系全 

          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第 3次系課程發展委員會會 

          議建議：修讀本系為雙主修之學生須修滿系專門必修科目學分， 

          共計五十四學分。修讀雙主修資料如附件六,P245-246。 



      六、必修課程固定時段資料如附件七,P247-255。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 106學年度碩士班必修與選修課程規劃案，請討論。    
    說明：碩士班必修與選修課程及大綱如附件八,P256-351。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系 106學年度社專班必修與選修課程規劃案，請討論。    
    說明：社專班必修與選修課程及大綱如附件九,P352-424。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闕雅文老師 

案由：106學年度擬申請設置「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學分學程」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原則設置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氣候變遷之下的永續發展與環境問題是人類社會所面 

      臨之刻不容緩的議題，環境管理是指人類社會面對生態環境之間  

      相互作用的影響評估管理。產業界與政府相關部門對於永續發展 

      及環境管理領域人才需求漸增，特規劃本學分學程，提供學生自 

      由選修，藉以培育維繫永續發展之環境管理人才，提升學生就業 

      競爭力並有助國家朝向永續發展邁進。 

      三、檢附本學程規劃書如附件十,P425-427。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倪進誠老師 

案由：106學年度擬申請設置「觀光旅遊學分學程」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原則設置觀光旅遊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學程課程的規劃企圖強化下列四個方向，包括(1)觀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80%81%E7%8E%AF%E5%A2%83


          旅遊的實務、(2)環境知識的理解、(3)思考組織的能力、(4)語言 

解說的技巧，以達學生專業能力的養成，亦藉此可訓練學生執行 

能力、國際化能力與創新能力等的發展。具體而言，學生可報考 

華語、外語領隊與導遊等國家證照，做為未來步入社會的基石。 

      三、檢附本學程規劃書如附件十一,P428-429。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人：榮芳杰老師 

    案由：關於推選下一屆環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提請討論。 

    說明：有關於榮芳杰老師擔任環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一職任期即將屆滿 

         ，接下來環境教育將會是本系未來更名後的重要特色領域，亟需 

         能將環境教育理念結合課程教學的同仁擔綱此一工作。因此提請 

         諸位老師推選下一屆的中心主任人選。 

    決議：推選闕雅文老師擔任環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提案七 

    案由：票選 105學年度本系招生事務委員代表 1名，請討論。 
    決議： 

      一、投票結果：倪進誠老師(5票)、丁志堅老師(3票)、趙芝良老師 

                    (2票)、江天健老師(1票)  

      二、倪進誠老師為 105學年度本系招生事務委員代表。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闕雅文老師 

    案由：因應本系李文政教授已於 104年 2月 1日退休及劉貴傑教授將於 

          106年 2月 1日退休，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提案本系應新聘師資， 

          廣招優秀教師，以培育國家發展所需人才。 

    決議：照案通過，並於下次會議討論擬聘師資專長領域。 

 

  提案二                                          提案人：陳鸞鳳主任 

    案由：有關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畢業專題及職場實習發表日期，是否調整 

          ？請討論。 

    說明： 

      一、畢業專題及職場實習發表日期依 105年 8月 30日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決議：每學年第 2學期第 3週星期六舉辦。 



      二、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週星期六為 106年 3月 4日，適逢 106年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領隊人員、導遊人員考試。  

    決議：調整為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週星期六(106年 3月 11日)舉辦 

          畢業專題及職場實習發表。 
玖、散會：1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