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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系之沿革 

本系旨在培育景观专业人才，运用其专业知识有效地使用及维护各项资源，以创造适

合人类居住之高质量生活环境为职志。在授课方式上除景观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外，更强

调Studio的景观专业实务训练，从小尺度的景观设计到大尺度的景观规划，循序渐进，以

小班制教学，重视学生个别差异，因材施教。创系至今近卅余载，毕业系友除在台湾执景

观业界之牛耳，更遍及欧、美、亚洲，为当今华人世界景观专业教育最富盛名的标竿系

所。 

鉴于台湾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与环境之间的冲击亦日益增加，导致环境资源

过度开发，相关环境污染及自然与文化资源保护等问题随之而起，为因应社会整体对环境

设计规划、景观保育及复育等专业人才之迫切需求；东海大学乃于民国70年成立园景学

系，并于民国78年更名为景观学系，以培养景观专业人才。民国80年成立景观学研究所，

致力培养具国际水平之景观专业人才；民国95年成立景观学系硕士在职专班，景观专业终

生学习教育，期能协助国内景观业界提升景观相关理论之研究、规划设计、经营管理及决

策水平之素质。 

首任系主任曹正教授于民国70年接掌景观学系，致力系务推展，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学

课程及严谨的教学制度，且于其任内筹款建造景观系馆；民国81年侯锦雄教授接掌系务，

注重训练学生之景观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建立景观专业的自信心及独立研究的能力，在

曹、侯两位前主任精心擘划下，为东海景观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钟温凊教授民国84年担

任系主任，则着重本系教学与研究软硬件之改善，如设置多媒体广播教学计算机教室、扩

充系图、成立景观学系硕士学分班及景观学系发展基金专款等，使本系持续维持国内景观

学术界的领导地位。民国90年侯锦雄教授领导本系，以朝向具国际景观学系水平之目标迈

进；除积极延揽国内外学者专家，以充实师资并丰富教学内容，亦极力促成国际性学术交

流，致力于培养具国际观的专业人才。民国93年由赖明洲教授接任系主任，除积极推动系

务，检讨课程，改善教学质量外，同时积极参与本校教育部教学卓越计划。侯锦雄教授民

国97年再担任系主任，除着重将教学、课程以景观理论配合时代趋势议题（创意城市、生

态设计、永续经营、友善社会...等），落实专题研讨及实务实习，亦加强将教师专长朝向

景观理论建立及景观管理信息化两大领域，配合景观学术发展潮流，以训练学生具有国际

观景观专业管理、研发能量及领导才能。 

在程校长的大力推动下，原设于农学院下的本系，96学年度起与「建筑系」、「工设

系」、「美术系」、「音乐系」整合共同成立『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未来努力筹设院

博士班，以共享教学及设备资源。此一改革，将使本系教学及研究绩效更上一层楼，另为

强化景观学系大学部与研究所的教学，以及系所教师们的研究，民国96年成立「东海大学

景 观 学 系 环 境 及 景 观模拟实验室」（ Environmental and Landscape Simulation 

Laboratory），以提升数字教学质量。特别是计算机绘图和仿真方面（Computer graphics 

and simulation），视觉景观仿真及环境仿真在景观专业领域内之重要性除突显本系特色

外，亦可配合「创意设计及艺术学院」的成立，以提供对其他相关系所在教学及研究上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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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非常迫切需要创意的景观师，而本系高等景观教育的目标与架构，将充实未

来景观实务、理论研究、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方针，以迈入一个由大尺度环境所

构成的新纪元。因此，本系以提升国内景观研究与教育之质量为职志，为国家社会培育高

等景观专业人才，使得景观师具有更高层的景观设计与研究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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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本系之特色 

一、校园伦理与环境特色 

东海大学有着广阔且景观优美之校园，为景观学生学习景观最佳借镜、体验与实

习场地；分组及生活教学  更是本系之特色。 

二、学院特色 

本系原隶属于农学院，于96学年度起与建筑系、工设系、美术系、音乐系整合共

同成立「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并未来努力筹设院博士班，具特殊人文气息及自由

学风，更是培养景观创意人才的好环境。 

三、空间设备特色 

本系独立系馆具多样化之空间与教室，系馆教室均设空调设备。学生乐于课后留

在系馆，与老师或同学们讨论课业、完成作业与赶图等，朝夕生活相处，建立师生浓

厚情感。  

本系另设有专人管理之系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居全国大专院校景观相关系所

之冠。「环境及景观模拟实验室」，进行景观相关仿真研究，提升数字教学质量，充

实学生新科技景观技能。 

四、教学与内容特色 

本系设计课程(包括景观设计（一）~（六）、图学与透视学、基本设计、植栽设

计、毕业设计等)除兼顾小尺度、中尺度到大尺度，自单元设计至整体考虑，采循序

渐进方式外，亦积极训练学生跟上时代的潮流，推动景观设计与规划数字化，且每一

位授课老师更是乐于课程中对学生付出更多的时间与心力，细心指导。 

「环境规划课程」为创系以来长久维持的传统，教学务求理论能落实，除课堂理

论讲授，本系更着重实务操作；并以參与式教学方式，进行田野教学实地观察，定期

举办户外教学活动，例如「景观植物学」课程，每周户外植物实务讲授、「植栽设

计」课程，除教室内图面设计外，则于本系温室及中庭进行实际操作，包括各主题花

园之植栽配置、植栽组合效果展示、植物维护管理等。 

五、师资、研究特色 

本系之专任老师均具景观学历及相关专业，以分组教学方式，使每位学生均能获

得老师个别化的指导教学。 

本系研究重点则依教师专长朝向景观理论建立及景观管理信息化两大领域，配合

景观学术发展潮流，如生态景观及永续建筑，以结合绿建筑由内部空间延伸至户外空

间的生态规划与设计，彰显学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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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本系之师资 

本系现有专任师资10位，其中副教授以上者4位，助理教授3位，讲师3位，具博士学

位者7位。兼任师资共有33位，其中助理教授以上者10位。本系师资分别具有美国、英国

及日本等不同国家背景，综合各种不同的理念、教育背景与方法原理，各个学识经验丰富

并具有多年的景观工作与学术研究教学经验，并密切配合目前本系之教学及研究所需。 

各教师之专长、教授课程及详细资料如下(以98学年度为例)： 

一、专任师资 

姓名 职称 学历 专长 开课名称 

黄章展 系主任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休闲研究博士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休闲研究硕士 

东海大学景观学系

学士 

 

观光资源规划与经营管理 

景观规划与管理 

游客行为研究与游客管理研

究方法 

观光游憩统计 

#高等景观设计及实习 

#景设或专题各论研讨 

#景观个案研究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一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二 

#论文或专题设计 

#研究方法  

*景观设计(五) 

侯锦雄 教授 

台湾大学园艺学博士 

台湾大学园艺研究

所造园组硕士 

中兴大学园艺学系

学士 

景观规划设计 

环境行为研究 

#高等景观设计及实习 

#景设或专题各论研讨 

#景观个案研究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一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二 

#论文或专题设计 

*景观设计（六） 

 钟温凊 教授 

美国密执安州立大

学公园及观光游憩

资源博士 

台湾大学园艺研究

所造园组硕士 

国立中兴大学园艺

学士 

城乡景观规划 

多变量分析 

景观规划决策理论 

计算机统计 

游憩市场调查分析 

游憩资源规划设计 

经营管理 

#景设或专题各论研讨 

#景观个案研究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一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二 

#论文或专题设计 

#高等游憩调查分析 

#景观规划决策理论 

*景观设计(五) 

*景观设计(六) 

章锦瑜 副教授 

中兴大学植物学博士 

台湾大学园艺研究

所造园组硕士 

台湾大学园艺系学士 

景观植物 

景观设计 

植栽设计 

生态调查 

#景设或专题各论研讨 

#景观个案研究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一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二 

#论文或专题设计 

#植栽设计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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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学历 专长 开课名称 

*植栽设计 

*景观设计(三)(四) 

*景观设计(六) 

黄宜瑜 
助理 

教授 

美国康乃尔大学都

市计划暨区域规划

学博士 

美国宾夕法尼亚景

观建筑系硕士 

东海大学景观学系

学士 

环境与景观建筑规划设计 

休闲游憩市场调查分析 

美学游憩效益 

都市经济 

环境经济学 

休闲游憩经济 

计量分析 

#高等景观规划及实习 

#景设或专题各论研讨 

#景观个案研究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一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二 

#论文或专题设计 

#景观风格设计 

#多变量分析 

*环境经济学  

*景观设计(三)(四) 

吴佩玲 
助理 

教授 

交通大学建筑研究

所博士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景观建筑硕士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建筑硕士 

辅仁大学景观设计

系学士 

景观建筑与室内设计 

数字设计教育 

数字空间仿真 

#高等景观规划及实习 

#景设或专题各论研讨 

#景观个案研究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一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二 

#论文或专题设计 

#仿生理论与设计 

#数字媒材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 

*景观设计(六) 

*数字景观及仿真(一） 

*数字景观及仿真（三） 

蔡淑美 
助理 
教授 

中兴大学园艺造园

所博士 

中兴大学园艺造园

所硕士 

东海大学景观学系

学士 

景观规划设计实务 
乡村景观规划理论 
生态工程 

#高等景观设计及实习 

#景设或专题各论研讨 

#景观个案研究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一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二 

#论文或专题设计 

#创意城市与文化景观 

*景观专业实务 
*乡村景观学  
*生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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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学历 专长 开课名称 

李瑞琼 讲师 

美国密西根大学景

观博士候选人、国

立成功大学建筑研

究所博士班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景观硕士 

台大园艺系学士 

景观规划及设计 

景观史 

景观教育 

环境解说 

生态栖地复育 

营建工程 

*景观设计(一)(二) 

*景观设计(六) 

*景观学概论 

*营建材料及方法 

*校外实习 

*基地分析 

 

何郁如 讲师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

莱分校都市及区域

计划硕士 

政治大学地政学系

学士 

环境规划 

景观法规研究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社经环

境影响评估 

*景观设计(五) 

*景观设计(六) 

*景观相关法规 

*景观规划理论 

伊志宗 讲师 

台湾大学土木工程

工学硕士 

中原大学建筑学系

学士 

设计方法 

小区总体营造 

自然生态教育 

营建管理 

计算机3D仿真 

*基本设计 

*景观工程 

*结构理论（一）（二） 

*景观设计(六) 

注： # 研究所课程   * 大学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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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兼任师资 

编号 姓名 职称 最高学历 专长 担任课程 

1 曹  正 教  授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环境学

哲学博士   
景观规划设计 *景观设计(五) 

2 韩  干 教  授 
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资源

发展博士 

土地经济学、土地使用计划、

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方法 
*土地使用计划 

3 周文豪 教  授 东海大学生物研究所博士 
生态学、自然史的研究与两爬

动物的分类与生态、博物馆学 
*生态学  

5 刘儒渊 副教授 台湾大学森林博士 游憩生态、生态环境冲突 #游憩生态学 

6 林宗贤 副教授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游憩、

公园暨观光管理博士 

地理空间统计分析、观光旅游

行为与决策模式、景观游憩观

光规划 

#景观地理分析 

#高等景观设计及实习 

7 简伃贞 副教授 
美国康乃尔大学景观建筑

硕士 
景观设计、景观规划 *基本设计 

8 林鉴澄 

助理教授级

专业技术 

人员 

国立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

系博士班 

环境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建

筑及室内设计 

*设计数学 

#景观工程与营建管理 

#高等景观设计及实习 

9 黄志成 
助  理 

教  授 
中兴大学森林学博士 景观生态学、地理信息系统 *遥测学与空照判读 

10 李君如 
助  理 

教  授 

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

乡研究所博士 

研究方法、政策分析与计划评

估、观光资源规划、旅游市场

分析都市及区域规划、环境规

划、小区发展 

#商业景观与创意营销 

11 唐真真 讲  师 

成功大学建筑工学硕

士、中兴大学园艺农学

硕士 

景观设计、构造及施工 *基本设计 

12 林希娟 讲  师 成功大学建筑硕士 
基本设计、建筑设计、建筑表

现图 
*基本设计 

13 李逢时 讲  师 东海大学建筑硕士 建筑设计、地景设计 
*基本设计 

*景观设计(三)(四) 

14 谢美珍 讲  师 
美国麻州州立大学景观建

筑硕士 
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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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职称 最高学历 专长 担任课程 

15 胡田田 讲  师 
宾夕法尼亚大学观建筑

暨区域规划硕士 
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一)(二) 

16 陈昭志 讲  师 东海大学景观硕士 
景观设计、植栽设计、景观工

程资材运用 
*景观设计(一)(二) 

17 尤俊雄 讲  师 东海大学景观硕士 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一)(二) 

18 陈金谷 讲  师 
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环境

设计研究所硕士 
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一)(二) 

19 林秦立 讲  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景观

硕士 
景观设计、空间设计 *景观设计(三)(四) 

20 黄祺峯 讲  师 
加拿大桂尔夫大学景观

建筑硕士 
景观设计、空间设计 *景观设计(三)(四) 

21 陈建名 讲  师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景观硕士 
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三)(四) 

22 钟德颂 讲  师 
美国哈佛大学景观建筑

硕士 
设计理论、图学表现法 *景观设计(三)(四) 

23 陈春贵 讲  师 台湾大学土木硕士 都市计划、土地开发、游憩规划 *景观设计(六) 

24 冯国鑫 讲 师 
纽泽西州立理工学院环境

工程硕士 
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工程 *环境影响评估 

25 魏朝政 讲  师 
逢甲大学建筑暨都市计划

硕士 

环境规划、景观建筑设计、工

程合约及管理、景观建筑工程

施工、景观资源调查评估 

*测量学  

26 王光宇 讲  师 美国奥立冈大学硕士 
景观史、景观设计及设计理

论、环境美学 

*景观史 

*环境资源调查与分析 

27 吴树陆 讲  师 
美国麻省大学景观建筑

硕士 
景观设计 *图学及透视学 

28 陈怡如 讲  师 英国雪菲尔大学硕士 景观设计 *图学及透视学 

29 邹君玮 讲  师 东海大学景观硕士 
景观设计、植栽设计、环境游

憩规划、景观工程 
*植栽设计 

30 张集豪 讲  师 东海大学景观硕士 景观设计 *景观植物学 

31 康佑成 讲  师 东海大学景观学士 计算机信息、景观设计 *信息教育  

32 周鹤树 讲  师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

观建筑所硕士 
景观规划设计、地理信息系统 

*数字景观及仿真（二） 

*地理信息系统 

注： # 硕士班、硕士在职专班课程课程   * 大学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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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系之教学与课程 

一、教学方向 

景观系的宗旨本在培育专业的景观师，运用其专业知识有效地运用及维护各项资

源，并以创造适于人类居住的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为职志。近年来，由于科技的突飞猛

进与环境问题的层出不穷，景观师所涉猎的相关知识日益庞杂，由环境规划、生态保

育、公园绿地与开放空间设计、庭园设计、游憩区规划开发设计、居住区与都市设

计、生态工法、生态保育…等。正因为景观专业内涵的多样化、景观专业知识的范围

日益扩张，更使景观系的课程必须多样化与复杂化。以四年短暂的时间，如何将景观

专业知识有系统有组织地传授给同学是本系课程安排上的一大考验。因而在授课方式

上，除强调景观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外，并加以实习课程的实务训练，尽可能地小班

制教学，重视学生个别差异因材施教，希望经由此种方式，以期同学能在坚厚的景观

理论基础上，建立个别发展的特色。    

本系课程的规划在低年级重视基础知识的扎根，同时培养同学对景观专业范畴与

责任的认知。在高年级更加强景观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外，并尽量辅以实务训练，使

同学能实例演练，培养己身之专业规划或设计能力。景观系课程规划的主要内涵，大

致分为下列五大系列： 

（一）景观学基本理论系列 

    此系列之课程旨在建立同学的基础学识，以奠定日后发展景观专业知识之基

石，及对景观专业的认知及提升自我之能力。 

（二）景观设计与植物材料应用系列 

    引领同学自基本的绘图方法入门，认识基本的设计要素，设计理论等，进而

设计细项的景观设施，继之更大尺度的基地设计。 

（三）景观工程及计算机应用系列： 

此系列的课程着重于培养同学对景观材料的认识及转化景观设计图于实质环

境的必要工程技术，使用计算机辅助景观设计的能力。 

（四）环境规划及经营管理系列 

此系列的课程设计以景观规划理论为基础，调查分析环境资源的特性，解析

社会因素的运作系统，在不同尺度、不同规模与不同复杂度之环境规划案例中，

结合理论，实务操作，透过模拟规划的过程整合所学理论，并了解其政治运作、

法规限制、经济效率、甚至景观伦理关系价值的判断。  

 (五) 永续景观系列 

配合国家永续发展策略的需要，将导入更新课程诸如永续发展、永续景观、

生态规划与生态设计、生态旅游、生态工程、永续生活设计、生态城乡与建筑

等。这是因应政府施政的需要，配合景观学术发展的趋势与潮流，重新整合的永

续景观核心课程。藉此，同学除日常课程中蓄积己身景观能力外，不妨就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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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系列课程，深入专研课程内涵及在专业上之应用，好好把握大学期间多方面的

收消化各种课程学识，为日后研究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以期未来能几跻身于景

观专业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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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年级课程（以99学年度为例） 
  大一                                                      

课  程  名  称 必/选 学分数 授 课 教 师 

国文(共必修)   必 2-2 中文系 
英文(共必修)   必    3-3 外文系 
历史(共必修)   必 2-0 历史系 
信息教育(共必修)   必 0-3 康佑成 
体育   必   0-0 体育室 
军训护理   必   0-0 军训室 
设计数学   必   3-0 林鉴澄 
基本设计   必   3-3 伊志宗、唐真真、林希娟、简伃贞 
景观植物学   必   3-3 张集豪 
图学及透视学   必   2-2 吴树陆、陈怡如 
景观学概论   必   2-0 李瑞琼(创艺学院学程课)  
景观史   必   2-0 王光宇(创艺学院学程课) 
生态学   必   0-3 周文豪 
测量学   选     0-3 魏朝政 

合计 22-22（44）【系开课15-14】 

   注一：基本设计上学期不及格不得续修下学期。 

大二 

课  程  名  称 必/选 学分数 授 课 教 师 

公民文化(共必修)   必 0-2 通识中心 
体育   必   0-0 体育室 
景观设计（一）   必   4-0 李瑞琼、谢美珍、胡田田、陈昭志 

尤俊雄、陈金谷 
植栽设计   必   3-3 章锦瑜、邹君玮(创艺学院学程课) 
营建材料及方法   必   2-2 李瑞琼 
景观工程   必   2-2 伊志宗 
环境经济学   必   2-0 黄宜瑜 
乡村景观学   选   2-0 蔡淑美 
基地分析   选   3-0 李瑞琼 
数字景观及仿真(一)   选   3-0 钟德颂 
景观设计（二）   必   0-4 李瑞琼、谢美珍、胡田田、陈昭志 

尤俊雄、陈金谷 
结构理论(一)   必   0-2 伊志宗 
游憩统计学   必   0-3 黄章展 
数字景观及仿真(二)   选   0-3 周鹤树 

合计 21-21（42）【系开课21-19】 

   注二：通识课程(共必修)须大二始可修，毕业最少需11学分（86入学新生始）。故共必修有28学分。 
   注三：基本设计挡修景观设计（一），景观设计（一）挡修景观设计（二）。 
   注四：景观植物学与植栽设计可并修，未修景观植物学不得修习植栽设计；植栽设计上学期不及

格不得续修下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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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                                                        

课  程  名  称 必/选 学分数 授 课 教 师 

景观设计（三）   必   4-0 章锦瑜、黄宜瑜、吴佩玲、林秦立、黄祺峯 
陈建名、李逢时 

景观规划理论   必   3-0 何郁如 
结构理论(二)   必   2-0 伊志宗 
景观设计（四）   必   0-4 章锦瑜、黄宜瑜、吴佩玲、林秦立、黄祺峯 

陈建名 
景观设计五（上）   必   0-3 何郁如、钟温凊、黄章展、曹正 
土地使用计划   必   0-3 韩干 
遥测学与空照判读   选 3-0 黄志成 
地理信息系统   选   3-0 周鹤树 
数字景观及仿真(三)   选   3-0 吴佩玲 
环境资源调查分析   选   0-3 王光宇 

合计 18-13（31） 

注五：景观设计（二）挡修景观设计（三）；景观设计（三）挡修景观设计（四）及景观设计（五）上。 
注六：结构理论（一）挡修结构理论（二）。 

 
 
 
大四 

课  程  名  称 必/选 学分数 授 课 教 师 

景观设计五(下)   必   3-0 何郁如、钟温凊、黄章展、曹正 
景观设计（六）   必   3-3 系主任等(注八) 
环境影响评估   必   3-0 冯国鑫 
校外实习   必   2-0 吴佩玲 
生态工程   选 3-0 蔡淑美 
景观专业实务   必   0-2 蔡淑美 
景观相关法规 必 0-3 何郁如 
景观设施承载量   选 0-3 蔡淑美 
景观设计五(下)   必   3-0 何郁如、钟温凊、黄章展、曹正 

合计 14-14（28） 

注七：景观设计（四）、景观设计（五）上挡修景观设计（六）；景观设计（五）上挡修 
景观设计（五）下；景观设计（六）上学期不及格不得续修下学期。 

注八：授课教师：侯锦雄、钟温凊、章锦瑜、黄章展、黄宜瑜、吴佩玲、蔡淑美、李瑞琼、何郁如 
伊志宗、陈春贵、谢美珍、唐真真、吴树陆、林秦立、尤俊雄、简伃贞、邹君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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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一                                                         

课  程  名  称 必/选 学分数 授课教师 

高等景观规划及实习   必 4-0 侯锦雄、黄章展、蔡淑美 
高等景观设计及实习   必 0-4 吴佩玲、侯锦雄、林鉴澄 
景设或专题各论研讨   选 3-0 侯锦雄、钟温凊、章锦瑜、黄章展 

黄宜瑜、吴佩玲、蔡淑美 

＊景观规划决策理论（99）   选 3-0 钟温凊 
＊高等游憩调查分析（100）   选 (3)-0 钟温凊 

☆仿生理论与设计（100）   选 (3)-0 吴佩玲（studio 4堂课） 
游憩生态学   选 3-0 刘儒渊 
景观个案研究   选 0-3 侯锦雄、钟温凊、章锦瑜、黄章展 

黄宜瑜、吴佩玲、蔡淑美 

游憩规划与设计   选 0-2 钟温凊 
★设计与体验经济（100）   选 0-(3) 黄宜瑜 
景观地理空间分析   选 0-3 林宗贤 
◎城乡景观与小区营造（99）  选 0-3 蔡淑美 
◎质性研究（100）   选 0-(3) 李君如 

99学年小计 13-15（28） 

100学年小计 16-18（34） 

＊此课程为来年开课。（99）表99学年度 
 

硕二 

课  程  名  称 必/选 学分数 授 课 教 师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一   必   2-0 侯锦雄、钟温凊、章锦瑜、黄章展 
黄宜瑜、吴佩玲 

论文及专题设计研讨二   必   0-2 侯锦雄、钟温凊、章锦瑜、黄章展 
黄宜瑜、吴佩玲 

多变量分析   选 3-0 黄宜瑜 
研究方法   选   3-0 黄章展 
环境行为与景观管理   选   0-3 黄章展 
景观趋势分析   选   0-2 蔡淑美 
★植栽设计理论（99）   选   0-3 章锦瑜 
☆景观风格设计（99）   选 3-0 黄宜瑜（studio 4堂课） 
论文或专题设计   必 (6)-(6) 侯锦雄、钟温凊、章锦瑜、黄章展 

黄宜瑜、吴佩玲 
               99学年小计    11-10（21） 

              100学年小计    8-7（15） 

＊ 来年开课课程，（99）表99学年度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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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系未来发展方向 

 

一、配合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推动成立「院博士班」，开拓更精辟深博之景观学领域之研

究，建构国内第一所完整景观教育的教学单位。 

二、继续推动本系空间改善计划，提升同学学习空间的质量；持续发展本系特有的景观专

业图书馆设备，并成为全国景观产官学界最大的景观信息数据库与学习核心的智库。 

三、联合景观业界、系友、相关科系成立教师学术与实务交流的平台，强化现有景观核心

能力之主轴课程内容及其他协同课程的联系，弹性因应产官学界的需求，，让同学增

加与业界互动的机会，培养出同学的景观核心能力。 

四、推动学生多利用本校之海外结盟学校，争取海外进修机会、交换学生或跨校课程、双

联学位等，加强国际交流以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本系亦朝向接受美国景观学系评鉴

委员会(LAAB)之评鉴为目标努力，使本系的教学能与国际接轨。 

五、鼓励教师依专长带领学生专研景观专业领域的研究，及参与政府公共建设、社会服

务，藉此养成学生的工作伦理与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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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本系仪器、设备、图书规划 

本系设有一景观专业图书室，图书室为达学术资源交流之目的，采开架制度，对外开

放借阅，同时，馆藏书籍已完成数字化建文件，可提供读者网络查询，简化借阅流程。目

前搜集国内外有关景观设计、建筑设计、施工营建、植物材料、环境规划、环境生态绿

化、游憩统计、经营管理等相关书籍，并有视听数据、全省航照图、都市计划图、土壤图

以及经建图等，馆藏量相当丰富，居全国大专院校景观相关系所之冠，并成为景观产官学

界最大的景观信息数据库与学习核心的智库。提供本系师生、系友及其他人士一个最周全

完善的教学研究与参考服务的好地方。 

目前设有专人负责管理维护，本系采购之图书每学期依循师生们的建议，并经系主

任、图书委员的同意，针对系上课程架构、教学目标、师生教学研究用所需，采购景观专

业的中、外文书籍、图籍以及录像带、VCD等设备资源。另外，每学期主动向各个公家机

关单位索取有关景观方面的规划及研究类参考图书，增加系图书室的藏书资源，以达到学

术交流的目的。本系目前经费虽然有限，但在采购时仍多面向的采购图书、期刊，因此在

景观专业图书的质与量方面皆能配合师生教学所需。师生若在系图书室借阅不到图书数据

的话，亦可利用系上计算机网络查询总图书馆性质相近的景观专业书籍、图籍与期刊等的

藏书状况与借阅情形，因此系图书室与校总图书馆之间相互支持情况良好。 

一、现有专业图书 

     目前图书室各项设备与专业书籍、图籍、视听等资料如下： 

  （一）专业书籍 

      1.一般书籍：约有14,000册。 

      2.期刊杂志：约有120类期刊，约3,700余册。 

   （二）图籍资料 

      1.全省航照图（1/5000）：约有3,800张。 

      2.灾区彩色地形及地图（1/50000）：24张。 

  3.航照图数位图像文件（1/5000）：约有350张。 

  4.航照图数字扫描文件（1/5000）：约有3,800张。 

      5.全省经建图（1/25000）：约有261张。 

      6.全省土壤图：约有256张。 

7.全国都市计划图303幅。 

8.航空照片立体相片对40组。 

9.台北市、台中市、鱼池乡、清水地区彩色正射图像文件（1/2500）：445张。 

   （三）视听资料 

     1.VHS录像带：约有83片。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網站：http://www.la.thu.edu.tw 

 

 16

    2.VCD光盘片：约有290片。 

 

    （四）图书室办公设备 

复印机、护贝机、环装机、裁纸机、电动打孔机、胶装机、A3彩色电射打印机

及A3扫描仪等各1台；计算机七部、A4扫描仪2台。 

由上述数据显示，本系书、图籍数据与视听数据库相当丰富，师生们借阅书籍、图籍

的情况亦相当踊跃。图书室内并有各项资源设备，如复印机、计算机、打印机等供师生查

询书籍与打印、影印相关数据。本系图书室除了每年增购最新的景观专业书籍、最新版航

照图、经建图、土壤图外，为方便读者在线查询，让图书手续多元化，并针对这些宝贵数

据库的管理规划、设计出一套完善且符合读者与管理者需求的图书管理系统软件。读者除

了在系上直接查询图书外，并可在家利用计算机网络进入本系图书管理系统内查询到图书

借阅状况与预约、续借图书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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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仪器设备 

（一）本系设备 

空  间 仪 器 设 备 

多媒体 
计算机教室 

1.P4桌面计算机+19吋 LCD 16套 
2.多媒体教学系统 1套  
3.NEC 单枪投影机 

数字景观 
模拟实验室 

硬设备 
1.INTEL XEON 3.2G双 CPU服务器 
2.磁盘阵列储存设备(6颗 250G SATA硬盘) 
3.INTEL XEON3.2G 双 CPU绘图工作站 
软件设备 
1.ArcView GIS 9.2 地理信息系统教育版 25人版(含

Spatial Analyst与 3D Analyst模块) 
2.PROMPT SERVER影像仓储系统软体 
3.数字大地影像一批(台北市、台中市、鱼池乡、清水地

区 1/2500共 445幅)全省航照图扫瞄数位文件 

研究生  
计算机研究室 

硬设备类 
1.HP XEON 3.2G双CPU机柜服务器 
2.磁盘阵列储存设备(6颗250G SATA硬盘) 
3.HP XW6200 XEON3.2G 双CPU绘图工作站 
4.P4桌面计算机+19吋LCD 8套 
5.PⅢ双CPU服务器 2部 
6.笔记本电脑 12部 
7. 42吋绘图机 
8.A3黑白激光打印机 
9.A4彩色激光打印机 
10.A3扫瞄器 2部 
11.A4彩色扫瞄器 3部 
12.Nikon底片扫瞄器 
13.KAISER翻拍架 
14.DVD激光视盘刻录机 
15.VCD激光视盘刻录机 
软件类 
1.(最新版)Adobe Design Premium 教育版 14套 
2.(最新版)Adobe Master 教育版 2套 
3.(最新版)AutoDesk AutoCad 教育版 31套 
4.(最新版) AutoDesk 3D-MAX 教育版 16套 
5. (最新版)SKETCH UP 25人版 
6.Quest3D教育版 5套 
7.Piranesi 教育 5人版 
8.ArcView GIS 8.2 地理信息系统教育版 
9.ArcView 3D Analyst 8.2 三维分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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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rcView Spatial Analyst 8.2空间分析模块 
11.ArcView Geostatistical Analyst 8.2地理统计模块 
12.SPSS v10.0 BASE 统计软件中文教育版 10套 
13.SPSS v10.0 Regression Model统计软件模块 4套 
14.SPSS v10.0 Advanced Model统计软件模块 4套 
15.AutoDesk AutoCad 2000教育版 20套 
16.Corel Draw教育版 3套 
17. ATLAS.ti质性分析软件 
18. LISREL线性结构分析软件 
19.Adobe Photoshop 5.0 中文教育版 20套 
20.EaglePoint Landcadd 2001 教育版 16套 
21.EON Studio 虚拟现实软体 2套 
22.空间魔法师专业版  

仪器室 

影像多媒体类 
1.数字摄影机 6部 
2.数字相机 8部 
3.GPS数字相机 1部 
4.单眼数字相机 2台 
5.DVD数位激光视盘机 
6.NIKON FM2 传统相机 
7.无线扩音机 2部 
8.数字录音笔 3支 
投影设备类 
1.单枪投影机 10部 
2.幻灯机 7部 
3.简报提示机 3部 
4.强光投影机 3部 
5.实物投影机 4部 
测量仪器类 
1.经纬仪 7部 
2.水平仪 6部 
3.平板仪 6部  
4.求积仪 2部 
5.土壤酸度计 
6.光波测距仪 
7.雷射测距仪 
8.LEICA电子全测站 
9.手持式GPS8部 
10.PDA+GPS-2组 
11.GARMIN卫星定位仪 
12.疲劳值测定器 
13.音量测定器 
14.照度计 
15.土壤硬度计 
16.高温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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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热影像摄影机Fluke Tir1 
18.负离子测试器 

暗房 

1.黑白放大机 
2.大型翻拍架 
3.底片冲洗设备 
4.冰箱 1台 

制图室 

1.绘图桌 83张 
2.个人置物图柜 269座（每人一座） 
3.大型评图墙 2座 
4.户外评图平台 
5.户外评图花廊 
6.吊挂式单枪(大一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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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系所之空间规划 

本系空间除具独立系馆外另及部分分布于农学大楼三层楼，现有使用空间规划情

况如下： 

一、现有使用空间规划情况 

  （一）本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间2048.55平方公尺。 

  （二）单位学生面积约为6.91平方公尺。 

  （三）单位教师面积约为204.86平方公尺。 

  （四）景观学系系馆及座落于农学大楼三层楼。 

 
※本系现有使用空间 

名称 间数 名称 间数 

主任室 1 教师研究室 10 

系办公室 1 计算机室 1 

系会议室 1 仪器室 1 

地下评图室 1 系图书室 1 

大一、二图室 1 温室花园 1座 

大三、四图室 1 研讨室 3 

研究生室 2 储藏室 1 

户外教学平台 1式 户外评图花廊 1式 

综合教室 1   

 

二、未来空间规划 

本系于96学年度成立之硕士在职专班，因其上课时段与硕士班不同，故现阶

段足以提供在职专班课程教学及研究之用，但为因应系上长远发展之考虑，目前

正积极向校方争取更多新空间，初步将规划为制图室以提升大学部之学习质量。

另外，本系将整合原研讨室与教师研究室为一个大型研讨空间，提供可弹性使用

之教学研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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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社会服务方面 

本系86学年度第一次办理景观学系硕士学分班，至目前为止已有9年，在课程方面，

每学期开设2门课共6学分供学员修习，在师资方面，除以本系硕士班师资为主轴授课，更

延览国内具景观相关教学及实务经验之硕士班教师协助开设课程，而学员修习学分后，经

考核通过，即可获得学分证书，而修得24学分而可获得结业证书，至93学年度为止，本系

学分班学员人数累积百人以上，相对的也为本系累积了充分的校外资源，故与社会、业界

的互动相当良好。 

今台湾社会富足发展，国人对生活质量及人居生活环境的要求日益提升，本系亦一直

致力于藉由景观教育与提升国民环境质量的观念。另外，本系更积极推动社会服务，如利

用现有的师资及设备创办景观学系硕士在职专班、举办学术研讨会、参与各政府机关单位

之计划评审，结合社会及学术界力量，争取景观师及景观公务员高考的设置以保障专业权

益，并积极参与国际景观学术交流，将台湾的景观界推向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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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毕业生就业市场及潜力分析 

至目前为止，景观学系大学部有25届、硕士班已有18届之毕业生（共约千余人），现

职其中包含有景观建筑师、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大学与高等学校之教师、政府机关工作人

员…等，各方面的表现与成就都非常优异，一般均获得雇主良好的评价与满意度。未来职

场出路远景甚佳。配合学校就友联络室筹办毕业生就业辅导研习，提供学生就业信息。同

时各大景观公司及工程顾问公司经常于毕业前夕会邮寄或传真征才启事至本系提供就业机

会，且系上老师亦会介绍相关的工作机会。毕业系友的就业情况均相当优越，工作表现亦

获得各界好评，尤其在景观界相关领域中崭露头角，担纲公司之高级主管或学界之系所主

管等领导地位。系友们也都以毕业自东海大学景观系为荣。 

依据中华民国景观学会2007年公布资料，在最近一、二年内，该会所办理之第一次全

国性景观师考试及前后二次的资深景观师检覆等认证制度推动之中，全国通过授证者至目

前为止共计有154人，其中有1/3为东海景观系毕业系友。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公务人员考试僧多粥少，但景观系依然以亮眼的表现，大放异

彩！自民国95年开始，国家公务人员高考三级考试首次出现「景观科」人员招考。景观系

系友连续3年成绩斐然，深受肯定。95年公务人员高考三级景观类科，共有4个名额出缺，

系友即囊括了前3名，录取比例之高，令人赞叹；96年高考景观类科招考，共有17个名

额，本系再度领先全国各大专校院，一口气考上8人，在前12名中系友则占有7位。 

97年公务人员高普考发榜，系友在竞争激烈的考场中再次交出亮丽的成绩单。今年高

考景观类科共有11个名额，系友即获录取4人。另外，在97年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

考试三等考试景观科中，全国只录取2名，系友即囊括一、二名。此外，在特种考试地方

政府公务人员考试四等考试景观科中，全国只录取4名，本系即获录取2人，录取率过半

数。目前国内约有13所公私立大学、29个景观相关学系之竞争激烈中，本系在公职人员景

观类科的考试录取人数比例相当高，耀眼的成绩为全国大专校院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