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第七屆 景觀師專業認證培訓課程簡章 

 

景觀專業在近數十年的成熟發展後，專業認證除了美國早有 ASLA 的制

度，日本近來亦有 RLA 制度，鄰近的中國景觀專業養成亦積極奮進，不僅將景

觀科系羅列十大科系之一，且已開放景觀師證照。反觀國內景觀法及景觀專業

證照推展仍有變數，因應國際接軌與專業制度化，應審慎思考景觀專業認證之

議題。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以下簡稱本會）基於前述考量，乃積極整合景觀專業

界資源及建立資料庫；推動專業認證計畫，短期內將可為初具工作經驗者建立

專業標章及努力目標，且有助於未來景觀師國家考試辦理，其成效可影響公部

門高考或景觀師考試方向，亦將廣及私部門專業人員的聘任指標條件。 

本會策劃之專業認證方案，以優先服務本會會員及景觀界為主。基於與本

會會員資格接軌及業界人資需求之考量，條件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個人會

員，相關工作經驗 5 年以上（含），且目前持續景觀專業工作者，並經認證考

試通過，即頒予「景觀師」認證證書。 

景觀專業培訓課程則無條件限制，凡對景觀有興趣之大眾皆可報名參與，

經過 36 個小時的講習，及頒予「景觀師專業培訓課程」參與證書。 

就課程別原則比照高考初擬之六個科別（包括景觀學概論、景觀法規、

景觀規劃、景觀設計與實務、景觀工程、景觀植物與生態設計）設定，但課程

內容則扣合到專業核心的需求，同時依據實際案例的檢視及共同討論，以提供

專業加値培訓。 

在景觀專業界各自努力多年之後，我們有機會一齊來拼組台灣的景觀專業

圖像及參與永續未來的經營。透過這個過程，業界工作者可檢視自己多年來的

實務經驗、互相交換對專業工作內容之意見。現在本會推動專業認證，希望能

為景觀專業的傳承，建置一個動態實踐過程中可操作、可調整的專業永續經營

機制。 

在未來長期的專業認證方針，亦將尋求與國外景觀專業團體採行交換認

證，以共同取得國際執業資格。啟動的第一步，熱誠歡迎您報名參加中華民國

景觀學會「景觀師」認證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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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授課內容 

 景觀師培訓課程內容概要 (實際內容以授課老師講義為主) 

【景觀學概論】(3h/一單元課程)                

單元一/景觀學概論 

․甚麼是「景觀」? (景觀的概念、景觀的內涵) 

․甚麼是「景觀專業」? (景觀專業的內涵、景觀專業執業之範疇與屬性、

景觀專業的倫理與價值觀點) 

․景觀專業發展歷史與前瞻(造園階段、景觀建築階段、當前的專業發展

與前瞻) 

        

【景觀法規】(3h/一單元課程)              

單元二/ 景觀相關法規 

․景觀法(草案)、以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建築法及政

府採購法為主要課程內容。 

․其他相關法案依序為：國土法(草案)、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製造

業法、發展觀光條例、森林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水利法、環評法、建築技術規則、水土保持法、農業發展條例、農村再

生條例、文化創意產業條例、政府組織再造。 

․現有相關法令應用及應對 

 

【景觀規劃】(6h/二單元課程)             

單元三/景觀規劃方法與操作 

 ․景觀規劃的發展歷程(何謂「規劃」? 何謂「景觀規劃」? 景觀規劃發

展歷程) 

 ․景觀規劃的類型(依規劃需求與目的而分的類型、依位階層級而分的類

型等) 

 ․景觀規劃的方法(總體理性規劃、參與式規劃等) 

 ․景觀規劃的操作案例 

 

單元四/敷地計畫 

․特殊主題敷地計畫(主題敷地計畫之調查、分析與配置) 

․不同主題園區或地域之案例介紹(環境藝術、歷史空間與聚落、觀光遊樂

園、自然景觀、社區營造及民眾參與等案例) 

․觀光遊憩規劃(規劃方法與觀光遊憩計畫內容/供給與需求分析/景觀資

源評估分析/遊憩區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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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計與實務】(9h/三單元課程)          

單元五/ 都市設計理論與實務 

․建築都市地景景觀的發展趨勢 

․都市發展與都市設計審議案例 

․都市設計與環境生態 

․(案例解析...) 

單元六/ 都市開放空間設計 

․都市休憩空間之活動需求與行為理論 

․都市開放空間設計實務與案例解析 

․都市主題性景觀設計案例解析 

․(案例解析...) 

單元七/ 非都市地區景觀改造設計 

․鄉村地區景觀資源開發利用與社區營造 

․親自然體驗規劃設計 

(水域：埤塘、圳路、河溪、湖域、海域；水岸：高灘地、渡口、碼頭、

沙灘、潮間帶) 

․親自然體驗規劃設計 

(山域：親山步道、眺景休憩區、度假區、露營區；山麓：田園體驗區、

農家聚落體驗、農村環境創意設計) 

․(案例解析...) 

 

【景觀工程】(9小時/二單元課程)     

單元八/基本工法與材料 

․景觀構造系統與結構力學概念： 

結構系統概念、構造類型特性、混合系統 

․ 景觀工程施工與管理： 

施工機具與方法、施工管理與時程管理、品質管制 

․ 景觀工程材料運用： 

木構造、磚石構造、混凝土及鋼筋混凝土構造、鋼構造、盲溝收邊、透

水鋪面 

單元九/水資源工程  

  ․整地與排水、水資源的運用、排水系統處理、水運基盤 

․區域保水規劃： 

區域防洪與都市防災、洪峰控制概念與延時 

․基地保水設計： 

水資源收集與涵養、透水鋪面、滯洪、保水設計 

․水資源利用設計： 

綠能轉換利用、中水利用、回收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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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植物與生態設計】(6h/二單元課程)       

單元十/ 景觀植物與環境 

․景觀植物(植物生長與環境/基本原理/景觀植物栽培、管理基本知識

/常用觀賞植物認識與應用) 

․景觀生態、植物及綠化設計運用、實務案例運用 

單元十一/ 景觀生態設計 

․景觀生態學 

․永續設計 

․植栽設計(植栽設計實務) 

․生態水池、濕地、水岸植物運用 

 

貳、 報名資格 

 景觀專業培訓課程:  

凡對景觀有興趣之大眾皆可報名參與。(名額優先保留給會員) 

參、 開課班別 

一、 本年度開課地點分為台北班、台中班、高雄班三場，各班授

課時間請詳見附件一。 

 台北班：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輔仁大學藝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所。因位於校園內請提早到場)  

 台中班：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中國文

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 

 高雄班：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175 號 31 樓(高雄市三洋

維士比集團教育基金會)  

二、各班次如人數未滿 25 人即不開班，將會以電子信件通知並全

額退費。台北、高雄班僅招收 45 人、台中班僅招收 34 人，滿

額不再增收。 

肆、 費用 

專業認證培訓課程費用為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含報名費及講義費 

(團體會員公司員工報名可享 9 折，三名以上(含)可享 8 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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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步驟： 

(一) 填寫線上報名表：http://ppt.cc/RnWkd 

(二) 將課程款項匯入學會帳戶 

(三) 匯款單影本傳真或電子信件寄至學會附件二 

(四) 收到【報名成功】電子郵件通知，即完成報名。如兩日

內未收到回覆，敬請來電確認。 

二、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止。 

三、 繳款資訊：第一銀行民生分行/銀行代號「007」/ 帳號

「145-10-062722」/戶名：中華民國景觀學會。(請註明匯款

人姓名) 

陸、 其他相關規定及說明 

一、 課程結訓證書頒發：研習期滿，缺席時數未達 6 小時（二單

元）以上者，由本會頒發給「景觀師專業認證培訓課程」結

訓證書。 

二、 課程退費規定：開課前三日退訓者退回總費用八成；受訓未

逾全期三分之一退回總費用五成；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不

予退費。 

三、 景觀師專業認證考試(專業認證考試簡章另行公告)： 

1.本年度預計於 104 年 11 月 21 日舉行考試，將於 10 月公告

考試簡章，詳細資訊請密切注意學會網站公告。 

2.景觀師專業認證考試資格:須為本會個人會員，並從事專任

景觀工作達五年（含）以上，且目前持續為景觀專業工作者。

若為非會員欲報考景觀師認證考試，敬請提前於 9 月提出申

請個人會員 附件三。 

3.後續參加認證檢覈考試者，經檢覈考試通過，由本會頒予

「景觀師」中英文對照資格證書。 

柒、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聯絡人:温筑婷 小姐 

電話:02-2718-8096/傳真號碼:02-2718-8670 

地址:中華民國景觀學會(10574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14號 3樓) 

E-mail :landscape.org@gmail.com 網站：http://www.landscape.org.tw 

http://ppt.cc/RnWkd
mailto:landscape.org@gmail.com
http://www.landscap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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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時間一覽表 

 台北班 (共六週，計三十六小時) 

 

 

 

 

日期 
單元 上課時間 課程單元 

授課講

師 台北 

9/5 

(六) 

景觀學概論 

(3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一景觀專業實務 郭瓊瑩 

景觀法規 

(3小時) 

PM 

01:30~04:30 
單元二景觀相關法規 林笑天 

9/12 

(六) 

景觀規劃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三景觀規劃方法與操作 劉柏宏 

PM 

01:30~04:30 
單元四敷地計畫 古禮淳 

9/19 

(六) 

景觀設計與實務 

(3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七非都市地區景觀改造設計 李嘉智 

景觀工程 

(3小時) 

PM 

01:30~04:30 
單元八基本工法與材料 楊東霖 

9/26(六) (北部、中部、南部)中秋節連假暫停一周 

10/03 

(六) 

景觀設計與實務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五都市設計理論與實務 張哲銘 

PM 

01:30~04:30 
單元六都市開放空間設計 潘一如 

10/10(六) (北部、中部、南部)國慶連假暫停一周 

10/17 

(六) 

景觀工程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九水資源工程 林鑑澄 

PM 

01:30~04:30 

10/24 

(六) 

景觀植物與生態設計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十景觀植物與環境 許榮輝 

PM 

01:30~04:30 
單元十一景觀生態設計 郭中端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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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班(共六週，計三十六小時) 

 

 

 

 

 

 

日期 
單元 上課時間 課程單元 

授課講

師 台中 

9/5 

(六) 

景觀設計與實務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五都市設計理論與實務 張哲銘 

PM 

01:30~04:30 
單元六都市開放空間設計 潘一如 

9/12 

(六) 

景觀設計與實務 

(3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七非都市地區景觀改造設計 李嘉智 

景觀法規 

(3小時) 

PM 

01:30~04:30 
單元二景觀相關法規 林笑天 

9/19 

(六) 

景觀規劃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三景觀規劃方法與操作 劉柏宏 

PM 

01:30~04:30 
單元四敷地計畫 古禮淳 

9/26(六) (北部、中部、南部)中秋節連假暫停一周 

10/10(六) (北部、中部、南部)國慶連假暫停一周 

10/17 

(六) 

景觀學概論 

(3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一景觀專業實務 王光宇 

景觀工程 

(3小時) 

PM 

01:30~04:30 
單元八基本工法與材料 楊東霖 

10/24 

(六) 

景觀工程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九水資源工程 林鑑澄 

PM 

01:30~04:30 

10/31 

(六) 

景觀植物與生態設計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十景觀植物與環境 許榮輝 

PM 

01:30~04:30 
單元十一景觀生態設計 郭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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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班(共六週，計三十六小時) 

 

日期 
單元 上課時間 課程單元 

授課講

師 高雄 

9/12 

(六) 

景觀設計與實務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五都市設計理論與實務 張哲銘 

PM 

01:30~04:30 
單元六都市開放空間設計 潘一如 

9/19 

(六) 

景觀法規 

(3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二景觀相關法規 林笑天 

景觀學概論 

(3小時) 

PM 

01:30~04:30 
單元一景觀專業實務 郭瓊瑩 

9/26(六) (北部、中部、南部)中秋節連假暫停一周 

10/03 

(六) 

景觀植物與生態設計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十景觀植物與環境 許榮輝 

PM 

01:30~04:30 
單元十一景觀生態設計 郭中端 

10/10(六) (北部、中部、南部)國慶連假暫停一周 

10/17 

(六) 

景觀規劃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三景觀規劃方法與操作 劉柏宏 

PM 

01:30~04:30 
單元四敷地計畫 古禮淳 

10/24 

(六) 

景觀設計與實務 

(3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七非都市地區景觀改造設計 李嘉智 

景觀工程 

(3小時) 

PM 

01:30~04:30 
單元八基本工法與材料 楊東霖 

10/31 

(六) 

景觀工程 

(6小時) 

AM 

09:00~12:00 
單元九水資源工程 林鑑澄 

PM 

01:3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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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回傳單 
 繳費方式：匯款或轉帳至本學會 

戶名：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第一銀行民生分行/銀行代號「007」/ 帳號「145-10-062722」 

 繳費後，務必請黏貼繳費憑證並填寫繳費證明後，以傳真：

(02)-2718-8670 或 email：landscape.org@gmail.com 方式回傳通知本

學會，以利確認繳費無誤！ 

姓名：  聯絡電話： 

繳費項目： □景觀師專業培訓課程(新台幣壹萬貳千元整) 

(團體會員員工優惠價: □9 折□8 折 3 人以上) 

(團體會員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金額： 總計新台幣 

（中文大寫）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備註： 

※收據將於開課後發送 

※如有其他收據抬頭需求，請填寫於此欄！ 

 

 
 

 

繳費憑證黏貼處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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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申請類別（請打ˇ）□個人會員 □學生會員 □贊助會員 

入會之申請請繳交「入會申請表」及「相關附件」（詳入會資格審查欄）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    年    月    日 

通 

訊 

處 

郵遞區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手機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學 

歷 

學校 系（科）別 畢業時間 學位 

      年   月  

      年   月  

 

經 

歷 

服務單位 職務 工作內容 起止年月 

   年  月起   年  月止 

   年  月起   年  月止 

    

現職    年  月起   年  月止 

入 

會 

資 

格 

審 

查 

入會之申請請附下列相關文件（請勾選欲申請入會之資格類別） 

□個人會員（大學景觀或造園系所畢業）：請附畢業證書影本 

□個人會員（相關科系畢業並從事專任景觀工作達五年或七年以上者）            

：請附畢業證書影本、工作證明及景觀專業之作品集或著作 

（景觀專業作品請註明案名、位置及於專案中主要參與工作之說明） 

□ 大學相關學系畢業者需五年之專任景觀工作經驗 

□ 專科、高職相關科畢業者需七年之專任景觀工作經驗 

□學生會員（正就讀大學景觀、造園系所或相關科系之在校學生） 

：請附學生證影本 

□贊助會員：（申請個人會員者若目前資格不符,願改申 

請為贊助會員者亦請同時勾此欄） 

申請人： （簽章） 
介紹人（會員）： （簽章） 

介紹人（會員）：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 

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其他          簽章           

會員

類別 
 

會員證

號碼 
 

註（一）個人及贊助會員－入會費 500元,常年會費 2,000元。                               
        學生會員－入會費 300元,常年會費 800元 

      （二）請先將本申請表與相關申請資料寄到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辦公室，並來電作確認。  
    電話：02-2718-8096／傳真：02-2718-8670 ／E-mail：landscape.org@gmail.com 

     地址：10574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14號 3樓 
     入會申請需經理監事會議同意通過，通過後將再個別通知，再將入會費匯款至學會帳戶。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