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系友表現 
 

一一一一、、、、畢業畢業畢業畢業系友之系友之系友之系友之就業表現就業表現就業表現就業表現 

學部自民國 71學年度創系招生以來，至 74學年度始有首屆畢業生產生。
到 98學年度（2010年 7月）為止，則總計有 25屆的大學部畢業生，約 1,187
人。本系碩士班於民國 80學年度首度招生、81學年度產生第一屆碩士班畢業
生。到 98學年度（2010年 7月）為止，則共計有 18屆碩士班畢業生，約 221
人。96學年度起成立「碩士在職專班」，提供社會人士回流進修之教育機會。
目前本系碩專班學生已招收四屆共 43人，主要來自政府機構和民間企業。畢
業系友現職中包含有景觀建築師、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大學與高等學校之教

師、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等，各方面的表現與成就都非常優異，尤其在景觀界
相關領域中嶄露頭角，擔綱公司之高級主管或學界之系所主管等領導地位。在

政府單位和學術界之職位上亦有傑出的表現；另外在景觀師認證和國家高考方

面，本系畢業生之表現也獲得高度評價；更有系友擔任公會、學會等相關專業

社團之幹部。 

（1）高級主管職位 

部分系友在景觀相關職場之表擔任景觀公司負責人、總經理、主持

人等高階職位；在政府機構和財團法人單位則有擔任國立台灣文學館展

示教育組組長、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研究員、交通部觀光局技士、台

南市政府建設處、內政部營建署、和台發院都市暨景觀研究所所長等政

府機構單位；在學術界在各個系所擔任系主任、教授、助理教授等職位，

另外在其他相關職場的系友也同樣有傑出的表現。 

（2）景觀師認證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已辦理過三次資深景觀師（檢覆通過）、以及後

續的三次景觀師（考試認證）等之類同於建築師或技師執照的專業認證。

根據該會至 2008年 12月為止所公佈之名單來看，目前獲得「資深景觀
師」之認證者，全國總共有 137人，其中東海景觀畢業系友 54人，約佔
40％。接著，後來經由考試而獲得「景觀師」認證者，全國共有 63人，
其中東海畢業系友 13人，佔 20％。以上述二種途徑人數合倂來推算，目
前全國獲有景觀師認證者總計 200人，其中 1/3為本系所畢業系友。 



 

  

（3）國家高考 

民國 95年，開始在國家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首次出現「景觀科」
之人員招考。由於是第一年辦理，首屆景觀公務人員只錄取 4 名，而本
系所系友則包辦了榜首、及前面第二、三名。同時，另外也有其他三位

系友則考取 95 年度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都市計畫技術科（詳下
表）。 

民國 95年國家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景觀科和都市計畫技術科系友錄取名單 

科別 景觀科 都市計畫技術科 

屆別 排名 錄取名單 屆別 排名 錄取名單 

6（碩） 1 杜文郁 9 3 林秀慧 

8 2 何立智 18 4 劉雅宜 

11 3 高立新 9 12 陳昭仁 

民國 96年、97年等連續兩年的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景觀科」，
本系所系友再傳捷報，上榜人數約佔每屆錄取人數之四成，96 年度景觀
科高考全國錄取 17名，本系所系友則共有 8名上榜；97年度景觀科高考
全國錄取 11名，本系所系友則共有 4名錄取。（詳下表）。 

民國 96、97年系友參加國家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景觀科錄取名單 

民國 96年 

屆別 排名 錄取名單 屆別 排名 錄取名單 

9 3 朱瓊芬 13（碩） 8 張照宏 

14 4 游蘭英 15 10 葉文龍 

9 6 林秀慧 9 12 金志佳 

9 7 王學志 10（碩） 17 張筱雲 

民國 97年 

屆別 排名 錄取名單 屆別 排名 錄取名單 

7 2 王培如 10 5 王玲鈴 

7 4 賴宣愷 17 11 陳銀蓁 

 



 

 
 

97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高考三等考試景觀科，東海大學景
觀學系系友包辦榜首與第二名。在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

考試景觀科方面，全國錄取 4 名，本系系友共有 2 位錄取，包辦榜首與
第三名。97 年度景觀科高考三、四等考試，本系所系友則居榜首。錄取

率高達 5成。（詳下表）。  

民國 97年系友參加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景觀科錄取名單  

考試科別 錄取分發區 排名 錄取名單 屆別 

三等考試 

景觀科 
台灣省中區 

1 姜禮恩 19 

2 劉政達 9 

四等考試 

景觀科 
台北市 

1 詹育齊 
15 

10（碩） 

3 洪旭鋆 17 

由此可知，在目前全國景觀學校，包括有 13所大學、29個系所之熱

烈競爭中，東海景觀系之畢業系友，在專業上的表現成績斐然，獲得高

度評價，為全國大專院校景觀科系之龍頭。 

畢業系友除在職場表現優良外，對母校的向心力亦高，對後續學弟

妹之關心及指導也不遺其力。他們除了協助系上改善課程與教學之外，

也相當活躍於國內景觀專業社會團體，推動相關公共事務之進行。在民

國 97年 11月間，成立了內政部正式立案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東海大

學景觀學系同學會」，並於 98年 1月 12 日獲內政部准予立案函，除了

與本系所作互動之外，更是擔綱學界與業界之重要交流平台。 

（4）擔任公會、學會等相關專業社團之理監事 

在產官學界各領域表現傑出的系友們，踴躍參加專業之相關社團並

被選為理監事，包括有中華民國景觀學會、中華民國造園學會、台中市

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中華綠建築暨景觀環境學會、中華民國戶外遊

憩學會以及中華民國東海大學景觀系同學會等六大社團…等。足見其個

人成就係受人肯定的。參與社團不僅可貢獻己力、服務社會，並可提升

景觀專業界對社會之影響力。 



 

  

二二二二、、、、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系友與系所系友與系所系友與系所系友與系所之之之之互動情形互動情形互動情形互動情形 

系友和母校之互動及參與，可從 1.擔任專兼任教職、2.演講與評圖、3.

參與教育評鑑與課程規劃、4.系友回娘家、5.景觀家族制度、6.提供學生實習

機會等六方面來說明如下： 

1. 專兼任教職 

（1）專任教職 

本系所專任教師共有10人，30％為系友，其中黃章展、黃宜瑜蔡淑

美等系友擔任副教授以及助理教授。  

（2）兼任教職 

本系所之研究所和大學部，所有兼任師資，大約有三十多人。其中

本系系友約佔五至六成，部份是支援研究所課程，絕大部分則是支援

大學部課程，發揮其景觀專長於教學上。 

2. 演講與評圖 

系友常受邀回母校演講，與學弟妹分享生活成長與工作經驗談，而演

講主題相當多樣化，包括景觀的夢想與執著、留學工作經驗分享與生涯規

劃等不同系友之經驗分享。這些演講內容相當豐富多元，且使本系師生受

益良多。其演講之日期、講者、主題等細節，請詳下表。 

    96-98學年本系邀請系友演講一覽表 

編號 屆別 姓名 時間 地點 題目 學經歷 

1 8 何立智 
2007.6.6（三）  

上午 9：00 

地下 

評圖室 

景觀人國家考試經驗

分享 

台大園藝研究所博士班 

何立智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工程司 

89年專技高考建築師及格 

95年公務人員高考景觀科及格 

2 3 林秦立 
2007.11.29（四） 

上午 9:00 

地下 

評圖室 

利用相關電腦軟體整

合設計圖面 

紐約州立大學景觀建築系碩士 

基泰企業股份公司景觀顧問 

Steve Woo Architect & 

Associate,Inc. 景觀建築師 

麗景景觀工程公司景觀部經理 

中興工程顧問社景觀建築師 

太乙工程顧問公司專案經理 



 

 
 

3 6 黃祺峰 
2008.5.5（一） 

下午 7：00 

地下 

評圖室 
夢想與執著 

黃苑景觀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主

持人、青境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資深專案經理 

4 14 高百慶 
2008.5.8（四）  

下午 3：00 

地下 

評圖室 

美國 SWA Group景觀

設計 

公司簡介  

美國留學工作經驗分

享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景觀

建築碩士 

美國 Olin Partnership、The Fitch 

Studio、SWA Group工作 

5 8 何立智 
2008.5.29（四） 

下午 1：30 

地下 

評圖室 
景觀人的生涯規劃 

台大園藝研究所博士班 

何立智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工程司、 

89年專技高考建築師及格 

95年公務人員高考景觀科及格 

6 9 朱瓊芬 
2008.11.6（四） 

下午 1:30 

地下 

評圖室 
公職生涯之心情故事 

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碩士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處科員 

7 4 黃毅斌 
2008.11.13（四） 

上午 10:10 

地下 

評圖室 

小型景觀公司創業與

經營之甘苦談 

府城景觀事業公司/總經理 

成功大學 EMBA 碩士班學生 

8 6 鄧 浩 
2008.11.28（五） 

上午 10:00 

地下 

評圖室 

遇見泰戈爾的園丁—

我的景觀執業歷程 

行遠國際工程公司總經理 

英國倫敦大學 景觀設計碩士 

9 5 曾宥榕 
2008.12.17（三） 

下午 4:30 

地下 

評圖室 
景觀設計在綠建築之

運用 
米葉景觀公司負責人 

10 18 劉慧敏 
2009.2.19（四） 

下午 1：30 

地下 

評圖室 

談如何發掘自己的興

趣以及留美經驗 

美國喬治亞州沙凡那藝術設計

學院藝術碩士 

11 9 朱瓊芬 
2009.5.12（二） 

上午 10：00 

農學院 

AG121 

專案管理在景觀行政

上的應用 

東海大學景觀研究所碩士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處/科員 

 

在評圖方面，本系學部設計課程常會不定期邀請畢業系友返系擔任期

末設計總評之評審老師。學長姐們精湛的見解、與學弟妹分享景觀業界或

學術界的工作經驗，不但可加強學生對景觀設計概念與景觀實務訓練方面

之不足，同時也形成一種學長姐幫忙把關之特色與風氣。95~97學年度的景

觀設計及畢業設計，均有許多在業界工作的系友回來擔任評圖老師。 



 

  

 

 

 

 

     系友擔任設計總評評審老師評圖情形照片 

另外在97年度畢業總評，東海大學景觀學系同學會特別設立「系友獎」

獎項，針對大四表現優異之學生，提供分別為新台幣5,000元兩名及新台幣

3,000元兩名之獎金以茲鼓勵。 

3. 參與教育評鑑與課程規劃 

本系所辦理系所自評、或課程委員會開重要課程規劃之會議時，必定

邀請系友參加，提供寶貴意見。在參與課程規劃方面，也邀請畢業系友根據

自我經驗提出寶貴意見，建議課程設計宜與景觀實務多結合，以免學生畢業

後無法適應，同時考量景觀專業在產官學等實務面需求，並強調景觀系規劃

領域之強項特色。 

4. 系友回娘家 

系友是系上最寶貴的資產，為凝聚系友情誼和力量，本系常配合校慶

日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以促進系友間的經驗與訊息交流，永續經營

系友資源。下圖為2009年10月底，本系配合學校慶活動舉辦「系友回娘家」

之盛況寫照。 



 

 
 

 

   

   

圖 5-3-3  

 

 

 

 

 

 

                     2009年系友回娘家活動情形 

5. 景觀家族制度 

本系大學部成立至今已招收有29屆學生。早期時大學部系學會為了連

綿東海景觀之特質與傳承、並凝聚前後屆同學的感情，創立了「景觀家族」

制度。這個兼顧縱向與橫向等發展的人際網絡（networking），至今仍一直

傳承延續。這個制度傳承，是由系學會之幹部自行負責規劃及分配的。在

橫向方面，他們將每個年級分成約30個左右的小組，每小組1~2人。而每個

小家族，則是由大一至大四之同一編號的小組所共同組成者。每一屆新生

入學時，會被安排在特定的小家族內。在此家族制內，學長姐會負責照顧

學弟妹之生活適應、及引領課業學習；而學長姐需要支援時，學弟妹也立

即趕來幫忙。因此，即使畢業後出社會工作，這份學生時代凝聚的情誼，

仍然使大家團結一致。 

6. 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本系所之大學部「校外實習」課，歷年來學生所申請之實習單位，遍

及全國北中南東各地區，總計約有120多個，其中有40%~60%是畢業系友所

開設的景觀工程顧問公司、或是系友在該單位內現任高級主管職位者。在



 

  

學生實習中，畢業系友除了認真帶領學弟妹、及教導相關實務經驗之外，

同時也配合系上需求，確切觀察和評估學弟妹之實習表現，並提供寶貴建

議，提供課程改進之參考，並使學生更具有正確的工作倫理與態度，且提

前準備其將來工作所需。 

7. 社團法人東海大學景觀系同學會之成立 

 

 

 

 

 

2008年東海大學景觀學系同學會成立大會 

本案東海大學景觀系同學會於民國97年11月1日下午1:30pm召開成立

大會，會中討論組織章程，並選舉理監事。本同學會之組織架構，內部共

分五個工作小組，計有：聯絡、秘書、學術、財務、活動等，以負責會務

之運作和推動重要任務如下： 

a.推動會員景觀專業能力之成長，以及景觀相關事業之發展，並增進會員

之情感交流。 

b.協助母校景觀學系系務發展，並協助畢業生就業。 

c.舉辦景觀相關之研討活動，促進產、官、學界之交流。 

d.協助景觀界推動景觀專業相關證照之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