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7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系務會議 

主    席：彭主任  宗仁 記錄：鄒采蘋 

出席人員：鄒裕民、曾國珍、賴鴻裕、陳鴻基、曾國珍、吳正宗、黃政華、 

沈佛亭 

列席人員：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張凱(研究生代表) 、黃韋智(系學會代表) 

請    假：申 雍(休假研究)、林耀東(因公出國)、劉雨庭(出差)、譚鎮中、張家銘 

議程
一、主席報告：本次會議因公無法出席系務會議者有 3 人，依議事規則不需列入應

到人數，因此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為 10 人。目前出席 8 人已達過半之法定開會

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二、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通過。 

三、工作報告 

系辦公室： 

1. 107 學年度農資學院各項委員會名單已公告，且已列於系網頁。

2. 農資院新聘教師委員會 8 月 7 日通過本系推薦新聘教師莊○○博士審查，已通

知莊準備外審相關資料。然而，莊博士於 8 月 16 日回覆系辦之詢問 (已轉知各

位老師)，謂其有博士後合約在身，可能無法如本系當初徵才廣告所述，應徵者

如獲聘任須於 2019 年 2 月 1 日就職的要求。此案後續之處理，將於系教評會討

論。3. 大一新生將於 9 月 1 日（星期六）報到，該日 13:10～14:30 將舉辦新生座談茶會，

請大一導師黃政華老師、張家銘老師、陳鴻基老師務必出席。

4. 系友會轉知將於 11 月 3 日舉辦年度聯誼活動，敬邀各位系友攜眷參加。

5. 圖書及溫室：

  (1) 溫室：C 區地基改良工程進度已由校方處理中。 

  (2) 系圖書籍清查進度：圖書清查 1985 本。 

6. 財務報告。

研究生代表：無。 

系學會：系學會將於 10/19~10/21 於惠蓀林場舉辦迎新宿營，歡迎老師踴躍參加。 

(以下各小組報告於議案一、二確認各組名單後，由系主任先行代為報告簡要事項) 

系務發展小組：第三階段系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名單已確認，將盡快進行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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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小組：擬於 9 月初開會審查學生假期實習報告、關國際研討會認定問題等。 

公共事務小組： 

1.非常感謝黃政華老師協助地下室整理，未來請公共事務小組協助規劃使用管理辦

法。 

2.請公共事務小組協助調查各室空間負責人調查。 

3.未來請公共事務小組協助規劃系網頁及海報機資訊更新。 

大型儀器管理小組：有關擬以系設備儀器執行對外服務分析事宜，目前已有部分教

師回覆願意開放儀器，若還有老師願意提供開放儀器，請再與劉雨庭老師聯絡。

大型儀器管理小組預計八月底九月初召集開放儀器的老師，討論收費標準及收費

方法。 

系安全官：無。 

國際事務小組：無。 

系級招生委員會：107 學年度本系入學新生學士班共計 52 名、碩士班 13 名(另有外

籍生 1 名)、博士班學生 1 名(另有外籍生 3 名)。另有轉學生 3 名。 

系教評會：委員名單已確認，擬盡快召開會議審查新聘教師、教師升等及改聘案。 

系課程委員會：依據 7 月 10 日系課程會議結論辦理後續事宜。 

三、議案討論 

(一)、選舉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及系課程委員會委員。(系辦公室) 

說明： 

1. 本系系教評會：

(1) 成員為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其餘六位委員由全系副教授

以上教師中推選，但教授之委員名額不得少於全體委員名額之三分之二以

上，且人數至少五人。 

(2) 推選系教評委員資格：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者，且

最近五年於農資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含發明專利、新品種育成、

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或最近五年曾主持

三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 

(3) 本系符合資格之老師有：彭宗仁、林耀東、張家銘、鄒裕民、賴鴻裕、黃

政華、沈佛亭。 

(4) 目前系上符合可擔任系教評委員資格的教授僅 4 人，因此已事先請系主任

徵詢與本系領域較接近的外系王苑春、鍾文鑫、謝平城 3 位教授同意，列

入本屆系教評委員候選人名單，以順利進行系教評會相關業務。 

2. 系課程委員會：

本會由系主任、選任委員及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代表各一名組成。系主任為

召集人，選任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五至七人擔任，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擬辦：委員名單結果確認後即刻生效，擬於 8 月底前召開系教評會議，審議新

聘、升等及改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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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系教評委員：彭宗仁（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鄒裕民、張家銘、

林耀東、鍾文鑫 (植病系)、賴鴻裕、沈佛亭。 

候補名單依序為：黃政華、謝平城 (水保系)、王苑春 (食安所)。 

2.系課程委員：彭宗仁（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譚鎮中、吳正宗、

鄒裕民、賴鴻裕、沈佛亭、黃政華、劉雨庭。 

3.嗣後於每年 6 月系務會完成下學年度系教評會及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之推舉。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 請推舉 107 學年度各小組委員。(系辦公室) 

說明： 

1. 請推選系務發展小組、學生輔導小組、公共事務小組、大型儀器管理小組、

國際事務小組、系級招生工作委員會委員、溫網室管理委員會。

2. 各小組成員規劃如附件 1。

擬辦：名單確認後即刻生效，併同會議紀錄寄送本系教師。 

決議：確認名單如附錄 1，嗣後於每年 6 月系務會完成下學年度各小組成員之推

舉。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三)、 系所評鑑相關事宜商議。(系辦公室) 

說明： 

1. 系所自我評鑑項目及效標之評鑑問題及說明資料、自我評鑑作業時程表如附

件 2、3。

2. 教務處請各教學單位先進行下列項目：

(1)持續落實自我改善。

(2)設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各受評單位教師五人以上組成，單位主管擔

任召集人，辦理該單位自我評鑑規劃、執行與追蹤改進事宜。 

(3)建立蒐集資料的管道與方式。 

(4)分析及應用資料。 

(5)宣導並參與評鑑研習活動。 

擬辦：評鑑工作小組名單確認後依評鑑項目及效標進行自我評鑑作業。 

決議：通過評鑑工作小組名單如附錄 2，近期將召開第 1 次工作協調會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本系參與校院百年慶活動規劃。(系辦公室) 

說明： 

1. 依 2018 年 8 月 15 日農資院 107 學年度行政主管座談會院長指示辦理。

2. 2019 為建校(院)100 週年，院請各系規劃相關活動。

擬辦：請系務發展小組協助辦理。 

決議：通過由系務發展小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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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系學會申請迎新宿營補助案。(系辦公室) 

說明：迎新宿營擬於 10 月 19 日~21 日舉行，擬向系上申請補助遊覽車一部，企

劃書及估價單如附件 4。 

擬辦：通過後，辦理請購與核銷。 

決議：同意補助遊覽車一部來回 16000 元。 

(六)、 107 學年度校外參訪申請。(賴鴻裕老師、鄒裕民老師、劉雨庭老師) 

說明：賴鴻裕老師提出申請表如附件 5，依據本系校外教學參訪實施辦法，需先

學生輔導小組審查後送系務會議備查，由於學生輔導小組及系務會議開會

時間無法配合，擬請同意由系務會議審查及核定補助金額。 

擬辦：通過後由管理費補助。 

決議：保險費由系管理費支應，車資請鄒裕民老師詢問土調中心是否有支援上限。 

執行情形：取消辦理。 

(七)、 審查 107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指導教授名單案。(系辦公室) 

說明： 

1. 依新生「研究志趣調查」統計如附件 6。

2. 自 99 學年度招收新生算起，每位教師每二年收碩士班新生至多 4 人。

擬辦： 

1.通過後將指導教授名單及通知單送註冊組登錄。

2.課務組將依註冊組登錄資料作為授課鐘點核減依據。

決議：通過附錄 3。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八)、 本系外籍研究生選擇論文研究領域案。(系辦公室) 

說明： 

1. 本系接獲國際處詢問，本系外籍研究生有學習適應的投訴。

2. 外籍研究生離鄉背井來本校求學各有其相關自我期許及壓力。如果外籍研究

生充分了解本系各教師學術專業及其實驗環境後，再選擇其論文指導教授，

應可使外籍研究生能儘早進入研究狀況，完成論文學成歸國，達到本校招收

國際學生目的的雙贏結果。

擬辦：請學生輔導小組擬定協助外籍研究生選擇論文研究領域及指導教授的辦

法。 

決議：通過由學生輔導小組擬定相關辦法。 

執行情形：107.9.14 學生輔導小組討論處理原則。 

(九)、 研究生申請選修大學部課程計入畢業學分案。(系辦公室)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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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訂定辦理：研究生因課業需要，除本系所基本應修學

分外，得經授課教師同意後，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該課程如需計入畢業學

分，須經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但以六學分為限。

2. 本次申請件共計 2 件。

姓名 指導教授 申請科目(學分) 

阮○○ 楊秋忠 土壤生物技術(3) 

江○○ 楊秋忠 策略行銷與管理(3) 

擬辦：通過後於學生選課後送註冊組辦理。 

決議：同意阮○○申請土壤生物技術列入畢業學分，不同意江○○申請策略行銷

與管理列入畢業學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 「研究生獎助學金」與「研究生室分配」相關事宜。(系辦公室) 

說明： 

1. 107 學年度上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表如附件 7，請確認。

2. 研究生室於 8/13~8/15 開放新生登記，登記表如附件 8，請確認。(106.8.17

系務會議已解除博士班學生必須登記於 2 樓研究生室之規定)

擬辦： 

1.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表如經系務會議通過，擬於 8/23 至 8/30 開放獎學金申

請及工作登記，並授權系辦公室調配人力，以本系實習課程為優先。

2. 因 9 月不開系務會議，獎助學金發放名單擬請由學生輔導小組確認後，授權

系辦進行後續教學助理聘任及獎助學金撥付事宜。

3. 研究生室登記表依研究生室使用管理辦法由學生輔導小組協調審核後於 8 月

31 日前訂之。

決議： 

1. 通過研究生獎助學生申請表修正如附錄 4，其中為因應現階段地下室整理，

地下室管理負責人改為黃政華老師。本案將於 8/23 至 8/30 開放獎學金申請

及工作登記，並授權系辦公室調配人力，以本系實習課程為優先。

2. 獎助學金發放名單擬請由學生輔導小組確認後，授權系辦進行後續教學助理

聘任及獎助學金撥付事宜。

3. 研究生室登記表之審查依規由學生輔導小組辦理。為達時效，小組召集人黃

政華老師提議將本次審查案列於本次系務會議之臨時動議逕于討論議決，鄒

裕民老師及賴鴻裕老師附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一)、 請討論系辦一般生活助學金工讀生甄選原則。(系辦公室) 

說明：本系配有每月 6000 元一般生活助學金，申請條件如附件 9。為使甄選過程

公開透明化，請討論甄選原則。(9 月份即須開始報支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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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1. 於 8 月底前完成聘任，9 月開始報支工讀金。 

2. 嗣後本生活助學金人選將由學生輔導小組負責辦理推薦作業。 

決議： 

1. 因時間緊促，9 月先薦選施愷哲同學。 

2. 後續月份人選請學生輔導小組盡快完成推薦作業。 

3. 依例，相關工讀生之工作項目由系辦徐小姐督導考核。請受薦選之同學須即

刻向徐小姐報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二)、 107 學年度通識深耕課程推薦案。(系辦公室) 

說明： 

1. 本系目前有「環境科學」、「土壤健康及氣候變遷」2 門課程。 

2. 擬刪除「環境科學」：目前為本系必修課程，本系學生不可能會將該課程申

請採計為通識學分，若他系學生因為該課程為深耕課程而修習，可能會因

為座位空間有限而影響本系學生權益。 

3. 擬新增「環境污染化學」，屬環境科學學群。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委員會。 

決議：同意通過新增「環境污染化學」及刪除「環境科學」。 

執行情形：送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十三)、 107 學年度農資學院高教深耕計畫本系參與課程「農業廢棄物資源利用」      

授課教師推薦案。(系辦公室) 

說明： 

1. 在 107 學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農資學院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計

劃」之循環經濟(廢棄物利用)學分學程中有列入本系之「農業廢棄物資源利

用」課程，支援經費約 19,000 元 (業務費)。 

2. 本年度課程追認由黃政華老師擔任授課老師，必要時請相關老師能予以支

援。 

擬辦：確認黃政華老師為「農業廢棄物資源利用」課程授課老師。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四)、 新聘教師研究室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依 107 年 6 月 25 日系務會議決議： 

1. 植物營養領域：實驗室為 4A04(原王銀波老師實驗室) 

2. 微生物領域：實驗室為 4D04(原趙震慶老師實驗室) 

3. (其他) 領域：實驗室為 3A08(原施養信老師實驗室) 

4. 新聘教師研究室須再進一步協調，被提出考慮之處所有退休教師室 (王敏

昭、謝學武)，3A05 研究生室 (配合 3A08 實驗室)等。下次系務會議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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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教師之研究室及實驗室位置。 

擬辦：若系務會議無法確認新聘教師之個人研究室及實驗室，為免讓新聘教師尷

尬，後續新聘教師行政作業將停止。 

決議： 

1. 本次新聘教師候選人屬植物營養領域，因此實驗室為 4A04。然新聘教師之

個人研究室空間，請植物營養領域相關老師儘快確認。 

2. 餘依前次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臨時動議 

(一)、 審查 107 年度研究生室分配表。(黃政華、鄒裕民、賴鴻裕)  

說明：107 學年度研究生室登記表如附件 8，依本次系務會議議案(十)之決議 3 辦

理。 

擬辦：審查通過後由系辦公告請研究生向系辦領取鑰匙。 

決議： 

1. 通過研究生室登記表如附錄 5。 

2. 如各指導教授對研究生室分配有修正建議，請與同區域老師協調後告知系

辦。 

3. 請學生輔導小組研議修正研究生室使用管理辦法。 

執行情形：學生輔導小組於 107.9.14 會議研議修改辦法，並提送 10 月系務會議

審議。 

五、散會：下午 3 時 3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