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5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105 年 12 月份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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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政恆  張家銘  鄒裕民  陳鴻基   

曾國珍 吳正宗 沈佛亭  黃政華  學生代表(李紀賢、林清翔) 

請      假：譚鎮中  彭宗仁  林耀東  劉雨庭(娩假)  學生代表蕭乃瑜 

休 假研 究： 陳仁炫   

附    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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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工作報告 

1. 賀林耀東教授指導興新向農團隊涂凱芬、曾靖樺、嚴莉婷、黃雅甄、楊岳真、

張鈺婷獲得生技創新計畫海報競賽最佳人氣獎及進階競賽金獎；並獲教育部

全國生技創新創業獎競賽銅獎。 

2. 賀鄒裕民榮譽特聘教授指導之博士生陳楷岳獲科技部千里馬獎學金 60 萬元。 

3. 賀學士班江俞緹獲 105 年台灣農學會余玉賢先生獎學金；碩士班蕭乃瑜及學

士班江俞緹獲 105 學年度第 1 學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獎助學金。 

4. 本系推薦盛澄淵教授獎學金獲獎名單為碩士班黃雅甄、黃盤銘教授獎學金獲

獎名單為學士班嚴莉婷。 

5.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名甲組 12 名、乙組 8 名、丙組無人報考。 

6. 105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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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0 前完成登錄；為落實導師輔導制度，敬請導

師於 106/1/31 前至「學務資訊系統」填報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導師輔導學

生紀錄表。 

7. 本系圖書室藏書目前正在重新盤點中，擬請各位老師將目前已借圖書先歸

還，若圖書借還清冊有疑問亦請向系圖洪先生確認。待盤點完畢後，若老師

有需要再行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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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務小組：1/16 校外教學參訪如期舉行。 

系課程委員會：前次會議請上實習課的老師請提供實習課授課內容給系課程委員

會，感謝陳鴻基老師已經提供，請其他老師於本週五(12/23)前提

供實習課授課內容，以評估並進行協調授課內容。 

http://140.120.155.34/TB_A/TB1/TBI130.htm?KStr=VTAwMDA1MA==&BulletinId=10504788
http://140.120.155.34/TB_A/TB1/TBI130.htm?KStr=VTAwMDA1MA==&BulletinId=10504788
https://onepiece.nchu.edu.tw/ps/plsql/m_s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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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總幹事：12 月 29 日晚上在 10F 演講廳 18:30 舉辦系員大會，歡迎各位老師踴

躍出席。 

四、議案討論 

(一)、 審查本系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名單。 

說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須符合學位授予法規定：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 務會議訂定之。 

姓名 考核委員名單 備註 

林○○ 陳仁炫  黃裕銘  鄒裕民  劉滄棽 

郭鴻裕 

1.資格考通過 4 科 

2.多益測驗 700 分  

3.發表 SCI 一篇 

決議：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上列名單。 

執行情形：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通知書已於 12 月 23 日送註冊組登錄。 

 

(二)、 審查 105 學年度上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說明：論文口試委員名單如下，請審查。（自 102 學年起入學新生，需達到相當

於全民應檢中高級初試/多益測驗 670 分(含)以上） 

姓名 論文題目 口試委員 備註 

林○○(博) 蔬菜品種與土壤性質

對蔬菜鎘濃度及其安

全性之影響研究 

陳仁炫教授 

黃裕銘副教授 

鄒裕民教授 

劉滄棽副研究員 

郭鴻裕研究員 

李達源教授 

鍾仁賜教授 

1.資格考通過 4 科 

2.多益測驗 700 分  

3.發表 SCI 一篇 

柯○○(碩) 炭化腐植酸之添加對

鎘污染土壤生物有效

性的影響 

鄒裕民教授 

劉雨庭助理教授 

林耀東教授 

王尚禮教授 

劉鎮宗教授 

1.資格考通過 3 科 

2.多益測驗聽力閱

讀進階班 30hr 

曹○○(碩) 檸檬酸對磷在水合鐵

礦與腐植酸共沉澱物

上吸附之影響 

鄒裕民教授 

劉雨庭助理教授 

張家銘教授 

李達源教授 

莊愷瑋教授 

1.資格考通過 3 科 

2.多益測驗聽力閱讀

進階班 30hr 

決議：全體出席委員同意上列名單。 

執行情形：口試申請書及口試委員名單已於 12 月 27 日送註冊組辦理，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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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於 1 月 18 日申請取消口試。 

 

(三)、 105 學年度下學期「研究生輔助教學」事宜。 

說明：檢附 105 學年度下學期研究生輔助教學一覽表草稿如附件 1，請確認 105

學年度下學期研究生輔助教學事項，俾利通知學生登記工作。 

決議：同意 105 學年度下學期研究生輔助教學一覽表如附錄 1，並允許若有缺額

時，可以擔任 2 項課程/項目助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審議 105 學年度下學期本系學生赴國外進修獎學金案。 

說明：1.本次提出申請者如下： 

姓名 學號 交換期間 交換學校 

陳○○ 8101039003 106 學年度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自然資源與環境科學系 

馬○○ 4102039014 105 學年度下學期 日本東京農業大學 

曾○○ 8102039004 1052~1072 美國德拉瓦大學 

2.105/12/15 學生輔導小組會議通過同意補助馬○○5 千元、補助陳○○3

萬元、補助曾○○3 萬元，待學生回國後完成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公開

專題演講後再行辦理經費核銷及撥付。決議送系務會議審議後送研發處

辦理。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本系接受各界捐助獎學金辦法修正案。 

說明：1.學生輔導小組於 105/12/15 開會建議修正盛澄淵教授獎學金、黃盤銘教

授獎學金等辦法草案如附件 2。（學生輔導小組） 

2.楊策群教授獎學金辦法草案如附件 3。（申雍老師） 

決議：1.修正後通過，盛澄淵教授獎學金辦法如附錄 2、黃盤銘教授獎學金辦法

如附錄 3。 

2.照案通過，楊策群教授獎學金辦法如附錄 4。 

3.上列獎學金辦法提送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執行情形：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於 106 年 1 月 6 日開會修訂通過

上列辦法，會議紀錄已以電子郵件轉寄各教師。 

 

(六)、 假期實習及本學期表現優良同學表揚建議。 

說明：1.學生輔導小組於 105/12/15 開會建議表揚假期實習表現優秀同學，請系

主任於系員大會表揚假期實習表現優秀同學並頒發獎狀及獎品以資獎

勵。 

2.同時請系辦彙整本學期校運會獲獎同學、參加校內或校外各項比賽獲獎

同學名單，請系主任於系員大會表揚上述獲獎同學並頒發表現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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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於本次系員大會先頒發獎狀，若下學期經費許可，再補頒發獎品給有出席

領獎的同學。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七)、 Hitachi 原子吸收光譜儀 Z-2000 控制電路板維修案。（鄒裕民老師） 

說明：Hitachi 原子吸收光譜儀 Z-2000 控制電路板損壞需維修，估價單如附件 4。 

決議：請土調中心支援。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八)、 北溝農場給水工程案。 

說明：擬於北溝農場進行給水工程，由學校農場牽地下水至北溝農場，以節約水

費，估價單如附件 5。 

決議：以系友捐贈收入支援。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中。 

 

(九)、 年終尾牙主辦輪值案。 

說明：1.101 年 12 月 20 日系務會議紀決議全系聯合尾牙各年度負責規劃之教師

群如下。 

  年度 負責教師群 

102 年底 土壤肥力與植物營養（吳正宗老師） 

103 年底 環境資源與資訊（申雍老師） 

104 年底 環境化學與污染防治（鄒裕民老師） 

105 年底 環境微生物與生態（楊秋忠老師） 

2.教育部今年初來函，同仁農曆春節期間，除正常社交活動外，不得接受

廠商邀宴或利用舉辦年終聚餐之機會向廠商索取禮品供員工摸彩使用。 

3.自 105 年起，學校規定不得使用經費核銷年終業務檢討會，因此農資學

院已無舉辦尾牙，本系之聯合尾牙餐費亦由各教師自行支付，請討論是

否仍續續舉辦全系聯合尾牙，如決議繼續辦理，請討論 106 年起之輪值

表。 

決議：1.繼續舉辦。 

2.106 年起之年終尾牙輪值表如下： 

  年度 負責教師群 

106 年底 土壤肥力與植物營養（黃裕銘老師） 

107 年底 環境資源與資訊（申雍老師） 

108 年底 環境化學與污染防治（鄒裕民老師） 

109 年底 環境微生物與生態（楊秋忠老師）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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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散會：下午 1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