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5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初稿申復意見表 

申復單位：國立金門大學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目標、核心

能力與課程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該系核心課程分為「城

鄉規劃設計與治理」及「景

觀規劃設計與管理」雙主

軸，惟與該系教育目標之

關聯性較弱(第 1頁，待改

善事項第 2點)。 

1. 謝謝委員的建議。 

2. 按委員檢核後認為：「該系目前開設都市計畫與

景觀核心課程，惟 studio 設計課程較偏重城鄉與景

觀規劃設計，較缺乏都市計畫方面的操作」，檢核

結果為「部分改善」。 

2. 關於本系 Studio 設計課程中都市計畫方面的操

作，主要安排於三年級「都市與景觀設計(五)」及

「都市與景觀設計(六)」的課程中(見附件 1-1)。大

四的「都市與景觀設計(七)」及「都市與景觀設計

(八)」，為畢業設計形式的個人或小組的 Studio操

作，由同學與指導老師討論後選定題目，也有一些

同學選定都市計畫的題目來操作(見附件 1-2)。 

3. 三年級「都市與景觀設計(五)」及「都市與景觀

設計(六)」的課程主題每年或有不同，但訓練之核

心內容，皆包括都市計畫過程中的法令與政策、相

關計畫分析、環境調查分析、目標體系研擬、課題

與對策分析、發展定位、方案發展與評估、計畫書

圖製作、財務分析、營運管理計畫等系列都市規劃

附件 1-1：與都市計畫訓

練直接相關的 Studio 課

程，包括：104學年度大

三「都市與景觀設計(六)」

授課大綱（第一屆）；105

學年度大三「都市與景觀

設計(五)」授課大綱（第

二屆）；106學年度大三「都

市與景觀設計(五)」授課

大綱（第三屆）。107學年

度大三「都市與景觀設計

(五)」教學大綱（第四

屆）。需特別說明的是，本

系 105學年度大三「都市

與景觀設計(六)及 106學

年度大三「都市與景觀設

計(六)課程安排，因為配

合行政院國發會的全國規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的操作。 

4. 大三都市與景觀設計 Studio 的課程大綱請參見

附件 1-1，此課程各年度的操作內容中皆有納入都

市計劃操作的練習。雖然 106學年度的「都市與景

觀設計(五)」係以金門國家公園內的一般管制區和

遊憩區為計畫範圍，此操作乃依循內政部營建署國

家（自然）公園計畫規劃作業手冊之國家公園細部

計畫通盤檢討的規劃作業程序，以及國家公園計畫

書圖製作要點規定而進行，也有助於訓練學生擬定

與變更法定細部計畫之能力。 

5.承上所述，本系 studio 設計課程除城鄉與景觀規

劃設計的訓練之外，亦非常重視都市計畫方面的法

定計畫研擬及相關都市規劃實務操作內容的訓練。 

6. 由於本系 Studio 課程的訓練係強調都市計畫知

識與景觀規劃設計之結合，本系前兩屆的畢業生中

對都市計劃有興趣的同學，皆已找到合適的工作，

也有畢業同學在台灣及大陸的都市計畫研究所就

讀。 

劃系所聯合規劃設計工作

坊活動，以「2050未來城

鄉發展的規劃」為題，進

行金門、台南、澎湖等地

區的城市發展規劃，雖然

此也為廣義的都市規劃操

作，但由於不屬於法定都

市計畫操作的範疇，故在

這裡並未列入。 

 

附件 1-2： 105學年度第

一屆大四畢業專題題目

（含學生、指導老師、題

目標題）； 106學年度第

二屆大四畢業專題題目

（含學生、指導老師、題

目標題）。 

目標、核心

能力與課程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系課程規劃重點雖強

調「未來島嶼生態環境及

文化產業的區域規劃與景

觀整備」，然教育目標及核

心能力未能彰顯島嶼生態

特色，其教育目標、核心

1. 謝謝委員的意見。 

2. 本系課程規劃及學生專業能力的培養皆相當重

視島嶼生態、生態城鄉及景觀生態方面的教育與專

業訓練，相關課程內容係結合國際趨勢及金門島嶼

環境特性，希望解此提升課程與訓練的在地性及創

新性。目前與島嶼生態直接相關的課程包括：島嶼

附件 1-3：島嶼生態相關課

程的授課大綱(包括：島嶼

研究專題、永續都市、景

觀生態學及生態工程學等

課程的授課大綱)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能力及課程規劃之連結有

待加強，且教育目標及核

心能力之創新性略顯不足

(第 1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研究專題、永續都市、景觀生態學及生態工程學等

課程(見附件 1-3)，至於其他課程例如四畢業設計

(都市與景觀設計七、八)、大二都市與景觀設計三、

四 Studio 課程(見附件 1-2)及社區營造課程，也都

有探討一些島嶼生態議題的探討。  

2.島嶼專題課程強調永續生態社區、微氣候因應設

計、緊湊城鎮發展、韌性城市(社區)等理念的導

入，並以金門島嶼地區為實際操作地區，嘗試結合

理論介紹與在地實踐，應屬具創新性及在地實踐性

的作法(見附件 1-4)。 

3. 永續都市課程除了基本的永續城市發展及永續

性規劃設計理念的介紹之外，也以主題導向的方

式，介紹生態城市、生態社區、水岸城市、海綿城

市、歷史保存與城市發展等理念及規劃設計案例，

課程內容對於金門島嶼的永續發展具有實用性及

創新性。 

4.景觀生態學課程根據本系專業學識需求及島嶼生

態環境、永續生態等課程規劃重點，強調增加學生

核心能力三“運用創意資訊科技增進綠色環境的

規劃設計技能＂的比例，在課程大綱與實際操作

上，運用 Landsat衛星影像與 ArcGIS 分析介面於金

門島嶼的環境分析，以充分貫徹與達成教學目標，

使課程更具知識與技術之創新性及環境和議題之

獨特性，並達成本校、本系的教育目標與加強學生

附件 1-4：島嶼專題授課成

果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核心能力的目標與要求。 

5.生態工程學課程則根據本系課程規劃重點及目

標，以及金門島嶼環境的特性，介紹河海岸丶濕

地、坡地、農田、社區、道路、城鎮等不同類型的

生態環境，以及其相對應適合的生態工程最新觀念

與創新技術，並以金門生態環境為習題和作業的操

作實例，以期能與本系的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

的目標緊密的配合。 

6. 本系的大四畢業設計 Studio課程的操作，也有

多位同學以金門島嶼環境規劃設計、島嶼建設或島

嶼空間發展為題，進行相關的實例探討。 

7.本校資源有限，以上課程安排，就彰顯島嶼生態

特色及課程內容的實用性與創新性而言，應已達到

預期的目標。 

教師、教學

與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4.授課教師對於學生教學

評量的意見，未有相關回

應或改善紀錄。(第 4頁，

待改善事項第 1點) 

1. 謝謝委員的意見，此部分本系有做到，可能是評

鑑時訪視行程安排過於緊湊與時間簡短，未能讓本

系充分的說明。 

2. 本系對於學生教學意見的回應與改善，皆依照學

校要求的程序辦理(見附件 2-1)，並充分反映在課程

規劃及老師的授課內容調整，也有列入相關的會議

紀錄。 

3. 本系皆相當重視學生的教學評量意見，以便能提

供符合學生需求，並能達到預定教育目標的課程規

劃與授課內容。 

附件 2-1：國立金門大學教

學評量實施要點 

 

附件 2-2 ：102-107 學年度

都市計畫與景觀系教師教

學評量 

 

附件 2-3：本系課程委員會

及系務會議討論有關學生

學習評量之回應措施的會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4. 本系 102-107學年度的教學評量，除 102學年度

第二學期平均分數為 3.86之外，其餘各學期均超過

4.0，且分數逐年提升，顯示本系教師教學受本系學

生肯定。(見附件 2-2) 

5. 學生評量意見在課程委員會會議及系務會議中

有所討論，各老師也參考學生的意見，適當地檢討

其授課方式與內容。也有外聘委員針對本系的課程

安排及學生反應，提供改善的建議(見附件 2-3)。 

6.依據國立金門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要點第六條第二

項規定(見附件 2-1)：期末教學意見評量統計分析結

果，全校調查結果居於評點 3.0以下課程之教師，

應由教學單位主管充分討論並尋求具體改善方

法，必要時得敦請優良教學教師提供教學諮詢或調

整開授課程，以協助其改進。本系由創系至今

(102-107 學年)尚未有老師授課評量的評點低於 3.0

分數(見附件 2-2)。因此尚未有相關專門會議特別討

論教學評量不適任教師之問題。 

7..綜上所述，本系教師教學態度及內容普遍受到學

生認同，學生教學評量的意見亦並無重大的調整意

見及改善建議，再者，學生評量除提供系上各位老

師參考改進外，本系也會在相關會議如系務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中邀請學生參加，協助解決學生

在教學評量上所提意見(見附件 2-3)，如開設課程問

題、必選修問題、實習制度與執行方式等(見附件

議紀錄。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2-3)，並請參加會議同學將相關資訊帶回各班宣達。 

8.本系為金大新成立之學系，對於學生於各種場合

所提的建議及正式教學評量的意見，均甚為重視，

也參考學生的需求，進行課程規劃與實習制度的調

整，並會在相關會議就學生建議事項進行討論，且

會邀請學生參與或會後向學生說明。 

研究、服務

與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系都市計畫與景觀領

域研究及服務的成效，尚

屬有限。(第 6頁，待改善

事項第 3點) 

1.感謝委員寶貴的建議。 

2.委員提到本系研究及服務的成效尚屬有限，並宜

整合系上師資，研提跨領域研究計畫，茲說明如下。 

3.本校地處偏遠，本系又是新系，學校及本系的資

源皆相對有限，但本系仍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平

均每年執行四-五件產學計畫，平均每年產學計畫

金額超過 150萬元，且每年皆有執行科技部的專題

研究計畫及大學生參與科技部計畫，教師們並有不

錯的研究論文產出。而系上多位老師也擔任校內及

相關政府單位的諮詢委員或計畫審議委員，提供與

本系專業領域相關的公共諮詢服務。對國立金門大

學而言，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能有這樣的產出與

服務表現，在研究與服務部分應可算是優等生了，

可見老師們的辛苦與努力。 

4.本系的教師有不同的專業背景與經驗，故本系近

年來一直積極以教師組成跨領域團隊的方式，合作

進行政府部門的跨領域計畫提案及產學計畫，例如

本系吳綱立老師、洪瑛鈞老師、郭幸福合作執行：

附件 2-4：相關產學計畫。 

 

附件 2-5：科技部跨域治理

整合型計畫提案。 

 

附件 2-6：金大教育部深根

計畫中本系教師團隊研提

的跨領域計畫。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金門地區停車供需調查」委託辦理計畫，將手機

APP 的資訊技術應用於交通規劃與交通需求評

估、吳綱立老師、陳秉立老師、郭幸福老師合作執

行「2018 未來城鄉發展規劃」委託辦理計畫(見附

件 2-4)；106年度吳綱立老師、周鶴樹老師、洪瑛

鈞老師合作執行「田埔水庫大陸引水管道通過路線

的植栽調查計畫」，計畫中引入 GIS、RS 及 3D數

位微地形建置技術，並與植栽調查評估結合，107

年度，本系教師以組成團隊方式積極進行跨領域計

畫提案，包括科技部的跨域治理及人文社會發展計

畫之子計畫：「金門閩南傳統聚落文化傳承與環境

活化再生公私協力社區跨域治理機制之建構」(此

為競爭型計畫，整合型計畫為代表金門縣的提案，

初審有經科技部審查通過，可惜複審沒過(見附件

2-5)。此外，本系也積極研提與執行本校教育部深

耕計畫中具跨領域研究性質的子計畫，例如：金大

深根計畫發展特色大學部分的子計畫：「全球化趨

勢下金門島嶼地區低碳生態社區規劃與評估模式

與關鍵技術之研究」及子計畫「AI及智慧空間決策

支援系統整合應用於城鄉規劃、社區規劃及建築計

畫之研究」(見附件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