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6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107 年 2 月系務會議 
主    席：彭主任  宗仁                                    記錄：鄒采蘋 
出列席人員：彭宗仁  鄒裕民  張家銘  陳鴻基 吳正宗  林耀東  黃政華   

沈佛亭  學生代表(王騰慶、張凱、李紀賢)  系辦公室(徐秋美、 
鄒采蘋、洪振芳) 

請      假：楊秋忠  譚鎮中  申 雍  賴鴻裕  曾國珍  劉雨庭   
附    件：2 月份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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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有數門課程之授課教師尚未填寫教學大綱，麻煩各授

課教師盡速上網填寫。 
2. 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有帶實習課的老師盡快提出經費需求預估。 
3. 依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要點，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

(包含博後、專兼任助理)需至臺灣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參與 6 小時以上之課

程研習，目前研發處已完成 106/8/10 前聘任之人員建檔，各位老師如有新

聘人員需新增帳號，請聯絡系辦鄒小姐，並請務必盡快上網完成課程研習，

並督促所屬人員盡快上網完成課程研習。 
4. 本校將於 3/3(六)舉辦春蟄節活動，本系系學會亦有參與，請各位老師不吝

給予協助，並感謝陳鴻基老師、劉雨庭老師的參與。本系計有二個攤位，

學校每個攤位補助 4500 元，核報文具、工資、及午餐費等，考量系學會

可能有較多同學支援，補助款恐不足支應全員午餐費，不足部分將由系經

費支付，也請系學會確實掌控工作人員。 
5. 甫獲農資院資本門預算分配數刪減通知，本系原分配 1,294,000 元，刪減

數 96,000 元，刪減後分配數 1,198,000 元；107 年 1 月份已請購並完成核

銷飲水機 2部計 56,000元(設置 3.4樓AB入口處)，設備費餘額為 1,142,000
元。 

6. 請系上各空間管理人配合管委會調查燈具之型式及數量，調查結果交予洪

先生彙整。 
7. 財務報告(詳本月財務報表)。 

 
系務發展小組： 

1. 有關農資院興農秘自第 1071701014 號函案列入議案(四)討論。 
2. 有關農資院員額申請案列入議案(五)。 

https://ethics.nctu.edu.tw/
http://www.nchu.edu.tw/news-detail/id/4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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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小組：  
1. 本學期外籍交換生計有 1 位(大三，來自瑞典農業科技大學)，感謝劉雨庭

老師同意協助指導。 
2. 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問題擬於近期開會討論。 

公共事務小組：無。 
大型儀器管理小組：各位老師如有圖儀費需求請盡快提出。 
系安全官：無。 
國際事務小組： 

1. 有關 USU3 月來訪事宜，由農資院統籌，本系配合事項： 
(1)3/4 USU Professor Paul Johnson 抵達台中，當天由召集人林耀東老師之

碩博班學生負責接待。 
(2)3/7 上午 10~12 點進行各系分組座談，本系於系會議室接待 5 位來賓，

請各位老師踴躍參與。 
(3)3/7 下午綜合座談農資院將調查出席意願，請各位老師踴躍參與。 

2. 日本長崎大學訪賓來訪會議預計於 3/7 下午 3~5 點由國際處主辦，本系為

可能合作之對象，可能合作領域為土壤物理、水文、地下水污染復育、土

壤環境微生物生態等，若有老師有意願參與討論，請於本日(2/23)前聯絡

系主任，俾於 2/26 前回覆國際處。 
系級招生委員會： 

1.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共 20 人報考(甲組一般生 12 人、乙組一般生 8 人、

丙組在職生無人報考)，已於 2 月 8 日完成考試，感謝各閱卷老師的協助。

預計甲組錄取正取 5 名、備取 4 名；乙組錄取正取 4 名、備取 2 名。 
2. 大二、大三轉學考科目擬修改案列入議案(三)。 

系教評會：系教評委員增補案列入議案(一)。 
系課程委員會：107 年 2 月 6 日召開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本系之提案：107 學年

度起，「土壤與環境」由大一下改為大一上，「普通物理學實驗」由課程規劃

及畢業條件刪除。 
研究生代表：無。 
系總幹事：春蟄節攤位本系有二個攤位，目前一個攤位由陳鴻基老師、劉雨庭

老師提供展板協助、另一攤位由系學會負責，規劃以土環週展板中

選出合適的作為展示，動態場地申請的部分會再與系辦詢問。 
 

三、議案討論 

(一)、 系教評委員遞補案。(系教評會) 
說明：本系教評委員人數因 107 年 2 月 1 日黃裕銘系主任屆退，致委員人數

不足 7 人，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系務會議建議遞

補人選，本系於 106 年 8 月 17 日選舉候補名單依序為張家銘教授、沈

佛亭副教授，擬依序提請同意由張家銘教授遞補。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07 年 3 月 8 日校長簽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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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確認 106 學年度下學期常設小組名單。(系主任) 
說明：因應系主任交接及系教評委員遞補案，更新為附件 1。 
決議：同意通過，名單如附錄 1。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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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目前轉學招生考科如附件 2，建議筆試科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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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本案通過，則於 108 學年度起實施。 

決議：1.請系辦詢問招生組暑假轉學考試是否可以單獨招生或以資料審查辦

理。 
2.下次系務會議時兩案併陳再議。 

執行情形：1.招生組回覆：暑假轉學招生考試為台綜大四校聯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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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 3 月系務會議議案。 

 
(四)、 定義本系之 Strategic Growth Areas、學生學習之 Core-Competency。(系務

發展小組) 
說明：依農資學院興農秘字第 1071701014 號函辦理(附件 3)，依據 1/8 系所

主管會議討論第二週期校務自我評鑑待改善及建議事項之自我改善會

議決議辦理，請各系定義各系之 Strategic Growth Areas、學生學習之

Core-Competency，草稿如附件 4。 
決議：修正如附錄 2。 
執行情形：已於 107 年 3 月 1 日送交農資院。 
 

(五)、 農資院員額申請案。(系務發展小組) 
說明：上學期新聘教師 2 員未獲推薦，請討論本學期是否再向農資院員額小

組提出申請，辦理新聘案。 
決議：1.同意提出 2 員申請，擬聘專長為微生物、植物營養或土壤相關領域。 

2.各位老師必須將心比心考量及正視新進老師之研究室及實驗室空間

問題。 
執行情形：已於 107 年 3 月 14 日將申請教師員額說明表送交農資院。 
 

四、散會：下午 2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