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106 年 5 月系務會議 
主    席：黃主任  裕銘                                      記錄：鄒采蘋 
出列席人員：黃裕銘  楊秋忠  申 雍  鄒裕民  賴鴻裕  陳鴻基 吳正宗 沈佛亭 

劉雨庭  學生代表(蕭乃瑜、李紀賢、唐明勤、王騰慶) 
請      假：譚鎮中  張家銘  彭宗仁  林耀東  曾國珍  黃政華 
附    件：5 月份財務報表 

議程 

一、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通過。 
  

二、系務工作報告 
1. 系辦已簽准同意申辦臨時證一張，以供各實驗室採樣車進入校園，各實驗室亦

可事先告知駐警隊車證之號碼讓訪賓進出校園使用，車號之號碼--03775。 
2. 本系新聘教師徵才公告已於 5 月 3 日刊登，並於 5 月 5 日由黃政華老師協助刊

登於 3 個國外網站；預計收件截止日為 6 月 15 日。 
3. 本系沈佛亭助理教授提出升等副教授，業經 106 年 5 月 16 日農資院教評會議

通過，送校教評會議審議；本系推薦傑出青年教師彈性薪資獎勵案經農資院教

評會審議推薦沈佛亭助理教授、劉雨庭助理教授送校；本系推薦陳仁炫教授為

本校名譽教授案經農資院教評會審議推薦陳仁炫教授為本校名譽教授。 
4.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已放榜，本系錄取一般生 17 名，興翼招生錄取 2 名，缺額

2 名將流用至指考。 
5. 106 學年度外籍交換生申請件共 16 件，經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議通過 11 件(碩
士班 4 名、博士班 7 名)；外籍交換生申請共 1 件，通過 1 件；陸籍交換生申

請共 4 件，通過 4 件。 
6. 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遞補作業已完成，共計 14 名新生完成報到。 
7. 本校 106 年 5 月 19 日招生名額審查會議決議本系 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

學士班：52 名、碩士班：17 名、博士班 2 名。 
8. 本校於 6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舉行畢業典禮，當天中午 12 時系上將辦理茶

會及撥穗典禮，請老師能撥冗參加。 
9.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導生期中預警-「導師與學習狀況不理想導生晤談記錄表」

系統已開放，請導師於 10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登錄；若學生之學習狀況已有

大幅改善者，經導師與導生晤談後可解除追蹤，請導師填寫「 曾有一次學業

成績 1/2(或 2/3)不及格學生學習狀況解除追蹤紀錄表」紙本，並請「導師」與

「導生」簽名後於期末繳回系辦公室。 
10. 敬請導師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至導生系統填寫導師輔導紀錄表，因 104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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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起導生系統全面線上化，爰無須列印紙本，請於期限內完成線上作業。 
11. 賀！林耀東教授指導之廖儀潔同學參加 2017 先進化學學用合一研討會口頭

論文競賽學、碩、博不分組第一名；林耀東教授指導之黃雅甄同學參加 2017
先進化學學用合一研討會壁報論文競賽研究生組第一名；林耀東教授指導之大

學部嚴莉婷同學參加 2017 全國三分鐘生科論文比賽中區預賽，於 32 位參賽研

究生中脫穎而出入圍全國競賽；林耀東教授、嚴莉婷同學榮獲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ncern, Control and Conservation 最佳論

文獎；林耀東教授指導之學生涂凱芬、嚴莉婷、廖儀潔參加 2017 全國師生創

新創業競賽勇奪第一名殊榮。 
 

三、系務發展、學生輔導、公共事務、大型儀器管理小組、國際事務小組；系課程委

員會；系安全官；研究生代表；系總幹事報告： 
國際事務小組： 

1.目前正與 the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UVa)洽
談相關與本系之 MOU。該校成立於 1241 年，在校生 32,000 人，教師 2,000
人。目前已將相關合約初稿交給國際事務處審閱，俟雙方在合約文字取得

初步共識後，再依行政程序由系審查。該校 José Ramón (副校長)，Vicerrector 
de Internacionalización y Política Lingüística,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預計今天秋

天會訪問台灣並拜會本系。 
2.本系邀請美國猶他州立大學 Scott B. Jones 於 6/2 下午 2 點～4 點進行雙方

課程合作討論，6/5 上午 10 點於本系演講，請各位老師務必踴躍出席。 
3.6/2 晚上及 6/5 中午將邀請 Scott B. Jones 及 Simon Wang 一同用餐，請系辦

再行調查可以出席的老師。 
 

系課程委員會：本系客座教授 Robert Robertson Gillies 及客座副教授 Simon Wang
將於 6/19、6/20、6/21、6/22、6/23 晚上 18:30～20:30 及 6/26、
6/27、6/28、6/29、6/30 上午 10:00~12:00、下午 14:00~17:10 進

行「氣候與氣候變遷」課程授課，為 2 學分之課程(1061 選課)，
請鼓勵同學踴躍報名。 

 系總幹： 
1.預計 6 月 1 日在僑園餐廳舉辦全系送舊，18：00 入場，18：30 活動開始。 
2. 6 月 12 日在十樓演講廳舉行系員大會，18：00 入場，18：30 開始，歡迎

老師們參加。 
3. 5 月 24 日舉行三合一選舉選出新任系總幹王騰慶。 

 

四、議案討論 

(一)、 確認 106 學年度導師名單及推薦「勞作教育指導老師」。 
說明：檢附 105 學年度導師名單，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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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106 學年度導師名單： 
年級                    導師名單 
大一 林耀東（召集人）、申雍、譚鎮中、黃政華 
勞作教育導師 上學期：林耀東、申雍 

下學期：譚鎮中、黃政華 
大二 賴鴻裕（召集人）、沈佛亭、楊秋忠、彭宗仁 
大三 劉雨庭（召集人）、吳正宗、曾國珍、鄒裕民 
大四 陳鴻基（召集人）、張家銘、黃裕銘 
研究所 由學生輔導小組兼任 
勞作小組長：陳宏國、蘇泳兆 

執行情形：已將勞作教育導師及勞作小組長推薦名單送交生發中心。 
 

(二)、 審查國立中興大學第 21 屆(2017 年)「傑出校友」推薦案。 
說明：擬推薦本(第七)屆系友會理事長，國立嘉義大學邱義源校長參與 2017 年

傑出校友遴選，推薦表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6 年 5 月 26 日送校友中心參與遴選。 
 

(三)、 擬申請更換 AA 自動取樣手臂及砷元素陰極燈。（劉雨庭老師） 
說明：系上 Hitachi 原子吸收光譜儀之石墨爐式自動取樣手臂，學生實驗使用時，

由於機器設備老舊不堪使用，導致無法順利取樣進行實驗，故建議進行自

動取樣手臂之更換。另外，原子吸收光譜儀之砷元素的陰極燈已耗損，導

致使用時無法穩定測試，故建議購置新的砷元素的陰極燈。（估價單如附

件 2）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6 年 6 月 6 日全數完成核銷作業。 

 
(四)、 擬申請補助更換 XRD 偵測器電路板。（鄒裕民老師） 

說明： 系上 XRD 因偵測器電路板損壞導致無法使用，本儀器雖然有對外營業，

但也是系上課程所需使用的儀器，擬請同意以系上圖儀費支付更換。（估

價單如附件 3） 
決議：同意系上圖儀費補助 11 萬元、請土調配合支援 11 萬元。 
執行情形：本案因經費不足購買再生品替代新品，須簽准始得進行申請限制性招

標案，簽呈於 106.6.15 核示，刻正送採購組進行限制性標案辦理中。 
 

五、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