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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          下學期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108學年大學部課程表 
大一                                                 108.12.2 

課程名稱 必/選 學分數 授課教師 

中文(共必修) 必 2-2 中文系 

英文(共必修) 必 3-3 外文系 

體育 必 0-0 體育室 

軍訓護理 必 0-0 軍訓室 

基本設計 必 3-3 黃宜瑜、伊志宗、唐真真、曾宥榕、歐雙磐 

景觀植物學 必 3-3 張集豪 

圖學及透視學 必 2-2 上學期:黃彥博、劉慧敏；下學期:劉慧敏、黃彥博 

景觀學概論 必 2-0 胡一可 

景觀史 必 2-0 蘇孟宗 

景觀資訊教育 選 0-2 楊浚昇 

生態學 必 0-3 賴慶昌 

測量學(109) 選 0-3 魏朝政 

合計          17-18（35）【系開課12-13=25】 

 註一：基本設計上學期不及格不得續修下學期。 

大二 

課程名稱 必/選 學分數 授課教師 

英文(共必修) 必 2-2 外文系 

體育 必 0-0 體育室 

景觀設計（一） 必 4-0 何立智、陳昭志、柯秀鳳、蔡炎奇、蘇孟宗、徐玉姈 

植栽設計 必 2-2 鄒君瑋、章錦瑜、賴柍錤              

植栽設計實作 選 1-1 鄒君瑋                             深碗型課程 

營建材料及方法 必 3-3 陳建名 

景觀工程 必 3-3 陳晉琪 

社區總體營造 選 3-0 伊志宗（108上停開） 

基地分析 選 2-0 鄒君瑋 

數位景觀及模擬(一) 選 3-0 何立智 

景觀設計（二） 必 0-4 何立智、陳昭志、柯秀鳳、蔡炎奇、蘇孟宗、徐玉姈 

設計思考與國際景觀趨勢 選 0-3 黃宜瑜 

社區景觀總體營造 選 0-3 伊志宗                          與通識課程雙掛 

數位景觀及模擬(二) 選 0-3 吳佩玲、黃銘璋、楊浚昇 

合計          20-24（44）【系開課18-22=40】 

註二：通識必修課程七領域必修人文、自然、社會及邏輯思維與運算四領域各一門課，至少修習

14學分，含基礎課程14學分，共必修28學分。 

註三：基本設計擋修景觀設計（一），景觀設計（一）擋修景觀設計（二）。 

註四:景觀植物學與植栽設計可並修，未修景觀植物學不得修習植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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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                                                

課程名稱 必/選 學分數 授課教師 

景觀設計（三） 必 4-0 吳佩玲、陳建名、鍾德頌、林秦立、簡宏達 

景觀規劃理論 必 3-0 李麗雪 

地理資訊系統 選 3-0 原友蘭、鍾明光           

數位景觀及模擬(三) 選 3-0 吳佩玲、李哲維 

遊憩統計學 選 3-0 李維貞 

景觀設計（四） 必 0-4 吳佩玲、陳建名、鍾德頌、林秦立、簡宏達 

景觀設計五（上） 必 0-3 黃章展、曹正、鄒君瑋、原友蘭、林笑天 

景觀資源調查分析 必 0-3 原友蘭、曹正                        

景觀資源調查分析實作 選 0-2 原友蘭、吳佳融                      深碗型課程 

土地使用計劃 選 0-3 韓乾 

中國傳統園林 選 0-2 趙迪                      

合計         16-17（33） 

註五：景觀設計（二）擋修景觀設計（三）；景觀設計（三）擋修景觀設計（四）及景觀設計（五）

上。 

 

 

大四 

課程名稱 必/選 學分數 授課教師 

景觀設計五(下)  必 3-0 黃章展、曹正、鄒君瑋、原友蘭、林笑天 

景觀設計（六） 必 3-3 景觀教師（註七） 

環境影響評估(108) 選 3-0 108上停開 

施工估價 選 3-0 李吳博澄 

校外實習 必 2-0 黃宜瑜 

景觀相關法規 必 0-3 姚靜婉 

景觀專業實務 必 0-2 呂宇弘            

合計          11-8（19）  

註六：景觀設計（四）、景觀設計（五）上擋修景觀設計（六）；景觀設計（五）上擋修景觀設

計（五）下；景觀設計（六）上學期不及格不得續修下學期。 

註七：陳建名、李麗雪、黃章展、原友蘭、何立智、黃宜瑜、吳佩玲、鄒君瑋、伊志宗、蘇孟宗、 

      曾宥榕、柯秀鳳、唐真真、鍾德頌、簡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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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景觀學系108學年碩士班課程表 

碩一                                                  

課程名稱 必/選 學分數 授課教師 

專題討論(一) 必 1-0 
黃宜瑜、李麗雪、黃章展、原友蘭、何立智、陳

建名、吳佩玲、鄒君瑋 

專題討論(二) 必 0-1 
黃宜瑜、李麗雪、黃章展、原友蘭、何立智、陳

建名、吳佩玲、鄒君瑋 

景觀建築理論 必 3-0 黃章展、林榮川 

高等景觀規劃設計及實習(一) 選 4-0 吳佩玲、李麗雪、陳建名 

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 選 3-0 原友蘭 

都市設計            （奇數年） 選 2-0 何立智 

社區營造            （偶數年） 選 2-0 鄒君瑋、連振佑 

環境大數據分析 選 0-3 何立智、邱仁成   與創藝學院課程及碩專班併班上課 

視覺景觀資源評估 選 0-3 林宗賢、何立智 

綠色基盤與低衝擊開發（偶數年） 選 0-3 吳佩玲                    與碩專班併班上課 

高等景觀規劃設計及實習(二) 選 0-4 黃宜瑜、廖賢波、沈同生、莊士瑩 

合計        13-13（26）  

碩二 

課程名稱 必/選 學分數 授課教師 

專題討論(三)         必 1-0 
黃宜瑜、李麗雪、黃章展、原友蘭、何立智、

陳建名、吳佩玲、鄒君瑋 

專題討論(四)  必 0-1 
黃宜瑜、李麗雪、黃章展、原友蘭、何立智、

陳建名、吳佩玲、鄒君瑋 

多變量分析         選 3-0 黃宜瑜 

永續景觀理論與實務 選 3-0 侯錦雄 

文化景觀理論與實務 選 0-3 黃章展、侯錦雄          與碩專班併班上課 

療癒景觀          （偶數年） 選 0-2 黃章展                  與碩專班併班上課 

生態復育理論與工程 選 0-3 李麗雪、趙迪            與碩專班併班上課 

專案管理          （奇數年） 選 0-2 林榮川 

論文或專題設計 必 (6)-(6) 全體碩班教師 

合計        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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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108 學年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 

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年級 任課老師 

專題討論(一) 2-0 碩專一 全體碩班教師 

專題討論(二) 0-2 碩專一 全體碩班教師 

專題討論(三) 2-0 碩專二 全體碩班教師 

專題討論(四) 0-2 碩專二 全體碩班教師 

碩士論文 （6）-（6） 碩專二 全體碩班教師 

小計 

計
4-4（8） 

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數 授課年級 任課老師 備註 

研究方法               3-0 碩專一 原友蘭 108 上停開 

高等植栽設計理論與實務 3-0 碩專一 章錦瑜  

智慧景觀              3-0 碩專一 
何立智 

邱仁成 
與碩士班併班上課 

創意城市與文化景觀     3-0 碩專二 陳建名  

高等景觀規劃設計及實務 0-3 碩專一 鍾温凊  

景觀工程與營建管理     0-3 碩專一 鄒君瑋  

景觀議題趨勢分析       0-3 碩專二 原友蘭  

生態景觀環境營造       0-3 碩專一 李麗雪 108 下停開 

數位媒材應用於景觀規劃設計(奇數年)   0-3 碩專一 吳佩玲  

小計 9-9（18） 

備註：1.「碩士論文」課程當學期提碩士學位考試者須修習。 

2.專題討論(一)  研究方向與文獻回顧 

專題討論(二)  研究計畫書(前言、文獻回顧、研究設計、預期成果) 

專題討論(三)  研究設計與數據分析 

專題討論(四)  研究論文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