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6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107 年 3 月系務會議 

主    席：彭主任  宗仁                                    記錄：鄒采蘋 

出列席人員：楊秋忠  申 雍  鄒裕民  張家銘  林耀東  賴鴻裕  黃政華   

沈佛亭  陳鴻基 曾國珍  吳正宗  劉雨庭  學生代表(王騰慶、

黃維昭、李紀賢)  系辦公室(徐秋美、鄒采蘋、洪振芳) 

請      假：譚鎮中  學生代表張凱 

議程 

一、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 

  

二、工作報告 

系辦公室： 

1. 依 106 年 10 月 27 日系務會議決議，推薦奈良耕太為台中市模範生，江俞

緹為應屆優秀畢業生，推薦許睛翎參與金鑰獎選拔。 

2.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學習落後學生補救教學-學習輔導小老師(Tutor)

申請，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107 年 5 月 25 日止，請導師或授課教師評估學

習落後學生情形後視學生需求提出申請。 

3. 農環大樓之中央空調，目前管委會及院辦公室是朝不再使用中央空調的方

向規劃，也請各位同仁先有心理準備。 

4. 系圖報告： 

(1)溫室問題: a. A 區屋頂採光不足 b.溫室試驗床位不足 c.是否修改溫室管

理辦法。 

(2)系圖書籍清查: 至目前為止，本系圖書清冊比對總圖提供之總計紀錄

2338 本，缺 58 本，重複編碼錯誤 7 本，下階段將比對現有書籍缺書。 

(3)系圖影印機老舊，請老師加值影印卡時預作影印機可能報廢考量。未來

圖書室可能只設事務機，只提供簡單少數量的影印服務。 

5. 財務報告。 

 

系務發展小組： 

1. 3 月 6 日下午防檢局植防組陳宏伯組長與本校植物醫學相關六個重點系所

(植病、昆蟲、農藝、園藝、土環、植醫學程)進行座談，本系由黃政華副

教授代表出席，內容報告如下： 

(1)植物醫師法草案預計 108 年 10 月送立法院，若通過後之植物醫師專門

考試預計考 5-6 科，皆為選擇題，農學院及修過某些特定科目之非農學

院學生皆可考。 

(2)黃政華副教授已提出土壤肥料相關之生理障礙(非生物因子病因)的重要

http://cdtl.nchu.edu.tw/shownews.php?newsno=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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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呈述給陳宏伯組長，他認同作物健康管理之重要性，未來規劃植物

學程學生實習訓練和國家考試時將考慮此部分。 

(3)本校是否設置植物醫學學程大學部之議題，詹富智主任說今年農資學院

應會再討論，屆時植病、昆蟲、土環、農藝及園藝各系將需盤點哪些大

學部課程可納為植醫學程大學部之修習課程。 

2. 本院之植物教學醫院將於 4 月 10 日開幕，楊秋忠院士將任首任院長。 

 

學生輔導小組：本組於 3 月 15 日召開會議，審議有關學生假期實習案、實習課

程抵免案、研究生申請修習大學部課程並計入畢業學分案、研究生獎助學金分

配案、及擬定「佳和農化企業有限公司急難救助獎助學金及優秀學生獎學金申

請辦法」，會議記錄如附件 1，相關議案列入本次會議議案(三)、(四)。 

公共事務小組：系主任交議 2 件事，報告如下： 

1. 系上擬購置海報機，有關評估效益及後續維護，建議可以提案開放大家討

論。 

2. 系學會將於 5 月辦理土環週，學生已向多位老師請益，也請各位老師予以

必要協助。 

大型儀器管理小組：無。 

系安全官：無。 

國際事務小組： 

1. 3/4 林耀東老師負責 USU Professor Paul Johnson 接機事宜，招待台中一日

遊並洽談雙聯學位事宜。 

2. 3/7 邀請 USU Professor Astrid Jacobson 在本系研究所專題討論時間進行專

題演講。 

3. 本系劉雨庭老師、黃政華老師、林耀東老師於 3/7 上午在本系與 USU 座

談會中均有意與 USU 進行後續研究合作。 

4. USU 這次來本校，希望未來雙方可以互訪、上課、簽訂雙聯學位合約。 

5. 申副院長補充：院希望鼓勵年輕老師多與 USU 進行研究合作；雙聯學位

的部分，對方有希望將農藝、園藝、水保可以一起納入雙聯學位合約中，

目前已經將修訂草約寄給對方，等待對方回覆。 

6. 系主任補充：有關外籍學者授課事宜，請國際事務小組規劃，建立一個合

規、合理、合情的外籍授課學者的接待制度。 

系級招生委員會： 

1. 本系 107 學年度轉學招生考試二年級招生預計招收 3 名，三年級招生預計

招收 2 名，因本次參與台綜大聯招，閱卷老師須至成大閱卷（由招生組支

付交通費）。 

2. 本系 107 學年度大學部繁星入學錄取 7 名。個人申請入學預計錄取 19 人，

4 月 10 日起進行將線上書審，4 月 21 日舉行面試，另有興翼招生入學管

道預計錄取 2 名。 

系教評會：擬於 4 月中下旬召開系教評會議，審查本系專、兼任教師續聘案；

如有教授副教授擬提出休假研究申請，請先通知系辦以利安排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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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課程委員會：有關 107 學年度專題討論排課提案列入議案(二)。 

研究生代表：無。 

系學會：今年的土環週主題是謎土知返，取迷途知返的諧音，我們希望可以問

與答的方式，引導民眾瞭解土壤與生活的連結，讓他們明白土壤對於農業及環

境保護的重要性。那我們舉辦在小禮堂，共有五天的展期(5/7~5/11)。週展形式

和往年一樣分成展版、展售以及手作部分，除了導覽民眾之外也提供些食物跟

現場手工 DIY 吸引大家過來參觀。 

 

三、議案討論 

(一)、 本系轉學招生考試之考試科目及各科權重修訂案。(系級招生委員會) 

說明：1.依 107 年 2 月 23 日系務會議決議辦理，經詢問暑假轉學招生考試是

否可由本系自行單獨招生或採書審招生，招生組回覆暑假轉學為台

綜大四校聯招，不可以再單獨招生，且招生考試須為筆試，筆試科目

以 4 科為上限。 

2.擬依原建議將暑假轉學考試之筆試科目由 4 科簡化成 2 科，二年級

之科目為英文及普通化學，權重各為 1，同分比序為普通化學、英文；

三年級之科目為土壤學及普通化學，權重各為 1，同分比序為土壤學、

普通化學。 

3.如本案通過，則於 108 學年度起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 請確認 107 學年度「專題討論」任課教師名單。(系課程委員會) 

說明：1.附件 2 為 106 學年度「專題討論」課程教師名單及實際負責教師名

單，請討論及確認 107 學年度名單。 

2.確認後請授權系辦排課時，將實際有帶課教師調整至優先成班之組

別。 

決議：修訂如附錄 1，並授權系辦排課時，將實際有帶課教師調整至優先成

班之組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三)、 修訂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施行要點。(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依學生輔導小組 3 月 15 日會議決議：為鼓勵學生擔任實習助教，擬

增加教學助理基數至 3(目前為 2)，提高教學助理獎助學金。建議修

訂如附件 3。 

決議：同意修訂如附錄 2。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請討論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佳和農化企業有限公司急難救助獎

助學金及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學生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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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學生輔導小組 3 月 15 日會議草擬辦法如附件 4。 

決議：請黃政華老師與佳和農化企業有限公司確認有關評選細節後再次提案。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分配本年度設備費案。(系辦公室) 

說明：1.本年度分配預算為 1,294,000 元，107.1.17 支出飲水機 2 台(3.4 樓 CD

區入口/106.12 月即已洽廠商先行安裝)支出 56,000 元，部門設備預

算刪減約 9.25%計 96,000 元。目前餘額 1,142,000元。 

2.保留系上教學及公共設備 15萬元後，總計可分配餘額 992,000元。 

決議：分配給系上 14 位老師，每位老師分配設備費 6 萬 5 仟元，餘 232,000

元，保留系上教學及公共設備購置。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 本系溫室 A 區溫室屋頂浪板及遮蔭網破損，請討論修復事宜。(黃政華老

師、賴鴻裕老師) 

說明：1.本系溫室 A 區供學生實習課、研究生及教職員進行試驗研究，目前

系上至少有三位老師之研究生正在使用 A 區溫室，惟 A 區溫室之屋

頂浪板老舊破損，導致植物徒長及雨天漏水，且遮蔭網已損壞，影響

試驗研究之進行。 

2.維修估價單會議中補上。 

決議：1.由於原溫室管理辦法年代久遠，依據原管理辦法精神，由各領域推派

代表及系主任組成委員會，以修訂原管理辦法及接續討論相關事宜。 

2.推派代表為彭宗仁(系主任召集人)、張家銘(環境資源與資訊)、鄒裕

民(環境化學與污染防治)、賴鴻裕(土壤肥力與植物營養)、沈佛亭

(環境微生物與生態)。 

3.在管理辦法未完成修訂前，請各位老師自行協調使用空間；相關必

要維護費用，也請使用老師自行協調處理。 

4.本案修繕事宜，請提案老師協調自行處理。 

執行情形：1.溫室管理辦法修訂案於 4 月 19 日開會討論。 

2.其餘依決議辦理。 

四、散會：下午 2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