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10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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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及 2 次系務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會議紀錄 

    確認 

一、第 1 次系務會議：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擬更改 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幼教系四

乙李婕寧同學之學

期成績案。 

照案通過。 已於 105年 9月 5日

送教務處註冊組更正 

。 

提案二 推薦 105 學年度系

務發展諮詢委員案 

。 

推薦台北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李育

明教授。 

已函送委員聘書。 

提案三 有關本系大學個人

申請是否參加【逕

予錄取】試辦案。 

不參加。 已將決議結果轉知教

務處註冊組。 

提案四 擬調整原於週六舉

辦畢業專題與實習

發表時間案。 

一、畢業專題及職場實 

    習皆以競賽方式評 

    選口頭發表；其餘 

    以海報形式發表， 

    評選方式另訂之。 

二、擬於每學年第 2學 

    期第 3週星期六舉 

    辦畢業專題及職場 

    實習發表，大一至 

    大四學生全部參加 

    。 

三、指導教授配合事項： 

  (一)向學生宣導學習 

請指導教授、各班導

師及班代轉知決議結

果。 



      護照重要性。 

  (二)105學年度大四 

      學生須於第 1學 

期 12月 20日前 

繳交職場實習發 

表報告書及第 2 

      學期開學第 1週 

2月 17日前繳交 

畢業專題發表報 

告書；106學年 

      度(含)以後職場 

實習及畢業專題 

發表報告書皆於 

第 1學期 12月 20 

      日前繳交，故指

導教授須將課程

調整內容與學生

說明清楚。 

  二、第 2 次系務會議：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有關本系 106 學年

度學士班各招生管

道名額比率。 

106學年度獲准併校後 

，各招生管道名額比率 

：考試分發佔 25%、繁星

推薦佔 25%及個人申請

佔 50%。 

已送教務處註冊組憑

辦。 

提案二 有關本系 106 學年

度學士班各招生管

道簡章校系分則

案。 

修改後通過。 已送教務處註冊組憑

辦。 

提案三 有關本系 106 學年

度日間碩班推甄招

生簡章內容案。 

照案通過。 已送教務處註冊組憑

辦。 

提案四 有關 106 學年度本

系身心障礙學生招

修改後通過。 已送教務處註冊組憑

辦。 



生名額及篩選規則

案 

。 

提案五 有關訂定本系「畢

業專題」及「職場

實習」課程成果發

表與評選實施辦法 

案。 

修改後通過，如附件一, 

P1。 

 

依決議項辦理。 

陸、討論事項： 

  一、請大一至大四班代轉知同學，欲申請專業職業證照奬勵補助者請於 105 

      年 10月 31日前提出。 

  二、請大三班代轉知同學，務必於 105年 10月 31日前完成畢業專題或職 

      場實習課程指導教授申請，並將申請表交至班代統一收齊送回系辦。 

  三、請大四班代轉知實習同學務必於 105年 10月 31日前繳交實習考核表 

      、簽到表、日誌及時數證明書並提供實習照片。 

  四、本學期欲申請升等教師請於 105年 10月 15日前檢附申請書及相關附 

      件資料送系辦彙辦。 

  五、有關 106年度評鑑相關資料如附件二,P2-14，本系評鑑小組委員名單如 

      下： 

  六、有關 105年 9月 5日(星期一)本校第 10509次行政會議部分議程資料  

      如附件三,P15-27。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觀光旅遊學分學程及文化行政學分學程是否修改應修學 

          分數至少為 15學分或維持不變？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依本校 105年 7月 11日第 5次教務會議建議，並提本系 105 

          年 9月 20日第 1次系課發會討論後決議如下: 

        (一)觀光旅遊學分學程：本學程六門課程皆改為 3學分，共計 18學 

項目 評鑑小組委員 

項目一：教育目標 陳鸞鳳(召集人)、江天健 

項目二：課程與教師 曾慈慧(召集人)、趙芝良 

項目三：教師專業表現 闕雅文(召集人)、榮芳杰 

項目四：學生學習資源與成效 丁志堅(召集人)、張瑋琦 

項目五：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 黃書偉(召集人)、倪進誠、劉貴傑 



                              分。 

           1、106學年度入學新生為修滿十五學分者，得依規定申請核發證 

              明。 

           2、105學年度(含)前入學學生則依原規定：修滿十學分者，得依 

              規定申請核發證明。 

        (二)文化行政學分學程： 

           1、106學年度入學新生為修滿十五學分者，得依規定申請核發證 

              明。 

           2、105學年度(含)前入學學生則依原規定：修滿十二學分者，得 

              依規定申請核發證明。 

      二、檢附第 5次教務會議紀錄如附件四,P28-29；觀光旅遊學分學程設 

          置辦法及計畫書如附件五,P30-40；文化行政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 

          計畫書如附件六,P41-51。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發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闕雅文老師 

案由：有關修改環文碩班「環境資源分析專論」課程概述，請討論。 

說明： 

      一、擬依據環境資源分析之學術領域發展，與時俱進而修訂環境資源 

      分析專論之課程概述。 

  二、本案業經 105年 9月 20日第 1次系課發會決議通過。 

  三、檢附課程概述如附件七,P52。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發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陳鸞鳳主任 

案由：規劃合併後本系 30學分專長課程，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5年 9月 22日併校各系專長 30學分規劃會議，說明如下: 

    (一)學系專長加註方式： 

        1、畢業證書除了學院學系名稱外，會加註學系專長(1+1)；(或 

           1+0.5+0.5)；(或 1.5+0.5) 

        2、0.5專長只限音樂系、藝設系可規劃，故 0.5專長並非目前 

           各學系的學分學程，清大有 0.5專長的考核辦法，通過考核 

           後的 0.5專長，清大會公布。 



        3、師資培育學系可以有 1.5的規劃。 

    (二)各系 30學分的專長名稱就是系名，所開的課程必須符合本系的 

        核心精神。 

    (三)各系原有課程規畫不需變更，但系上學生若未修畢本系的必選 

        修專業課程，畢業證書只會註記學院名稱，不註記學系名稱。 

    (四)各系學生須修畢該系專長 30學分後，方可承認並加註他系的第 

        二專長。 

    (五)除須修畢本學院本系專長課程外，可自由選修全校其他六個學 

        院的專長課程，作為第二專長。 

    (六)各學院的學士班學生，學生必須修到 2個專長才能畢業。<(1個 

        本系，1個他系)；(1+1；或 1+0.5+0.5；或 1.5+0.5)> 

    (七)以上為 106學年度併校招生適用。。 

      二、檢附 105學年度課程表及 30學分專長課程科目表如附件八,P53-59 

          。 

    決議：修改後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學期田野躍進辦理之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討論本案舉辦日期、參與課程及負責教師等事項。 

    決議： 

      一、舉辦日期：106年 1月 9至 12日  

      二、參與課程：文化資源導論、環境資源分析概論、舊建築再利用規劃 

                    與經營、地圖學、景觀建築概論、島嶼研究、族群關係、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分析。 

      三、負責教師： 

          (一)召集人：趙芝良老師。 

          (二)協助教師：榮芳杰老師。 

          

  提案五                                          提案人：榮芳杰老師 

    案由：有關本系是否設立「環境教育研究中心」，請討論。 

    說明：  

      一、本中心依原「本校系（所）、院級中心設立與管理辦法」第三條規 

          定試行運作至 105年 12月將屆滿二年，擬依新訂「本校各類中心 

          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申請設立。 

      二、本中心設立目標為服膺政府推動「環境教育」之政策，以及當前 

          的國際趨勢，並且擴大本系在環境與文化資源領域教學與管理實 



          務的推動工作，期望藉由環境教育研究中心的設置，未來可以整 

          合本系發展方向，培養學生專業職能，並且拓展跨領域的產學合  

          作機會。 

      三、檢附中心營運計畫書如附件九,P60-68。 

    擬辦：通過後，送本校學術發展委員會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有關 1052學期教師及各年級開課科目案，請討論。 

    說明：檢附教師及各年級開課資料如附件十,P69-81。 

    決議：修改後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