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10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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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雍  譚鎮中  彭宗仁  鄒裕民  林耀東  黃政恆  陳鴻基   

吳正宗  曾國珍 沈佛亭  黃政華  學生代表(陳怡蒨、林清翔) 

請      假：楊秋忠  張家銘  劉雨庭  學生代表(李紀賢) 

休 假研 究： 陳仁炫   

附    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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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4 日中午於 10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105 學年度新生及家長說明會暨歡迎茶會，

參加人數約 80 名。感謝沈佛亭老師、陳仁炫老師的參與及系學會的協辦。 

2. 除新生及 104 學年度休學者外，所有博士生應於 9 月 30 日完成考核，並繳交考

核表，請各指導教授能協助執行。 

3. 9 月 14 日及 9 月 21 日實施地震避難預演及正式演習，感謝各位師生之配合。 

4. 本學期外籍生學位生共有 1 名（學士班），交換生 2 名（學士班 2 名，越南籍）；

大陸交換生 2 名（大二及大三各 1 名），感謝同意擔任輔導之教師。 

5. 9 月 26 日楊秋忠老師於本校圖書館演講，所講述之內容，值得效法，楊秋忠院

士將於 11 月 9 日於本系演講，請鼓勵同學踴躍出席聆聽。 

6. 本系將於 10 月 29 日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希望各位老師盡量出席，並請多多

鼓勵已畢業之系友攜家帶眷出席。 

7. 本系 60 級黃甲煌系友獲選為本校第 20 屆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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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小組：工作報告如下： 

1.辦理假期實習報告及成績審查。 

2.遴選假期實習報告表現優異同學，並請系主任於系員大會表揚

鼓勵。 

3.協助學生申請德大急難救助金申請案，德大生技有限公司同意

補助 2 萬元急難救助金。 

4.討論土壤巡迴車活動納入系上大學部學生常規課程短、中、長

期方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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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規劃本學期學生學術活動系列活動。一場學生假期實習暨學術

活動說明會及六場專題演講。 

6.辦理學生專題研究競賽。 

系總幹事報告：1.10/1~10/2 兩天為新生宿營，地點在台中新社觀雲居，歡迎老師

踴躍參加。此次負責人為大三蕭傳諺同學，若有任何疑問，可

以直接向蕭傳諺同學提出。 

2.學生假期實習暨學術活動說明會於前次會議擬於土壤化學實

習課辦理，但評估可參與之同學人數後，仍協調於 10 月 5 日

晚上 18:30 於 10 樓演講廳辦理。 

四、議案討論 

(一)、 系學會年度行事曆及申請迎新宿營補助案。 

說明：迎新宿營擬於 10 月 1 日~2 日舉行，預算規劃表如附件 1，擬向系上申請

補助遊覽車一部。 

決議：同意補助遊覽車一部。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 審查及核定 105 學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發放名單。 

說明：105 學年度「獎助學金分配表」名單登記一覽表如附件 2。 

決議：同意通過名單如附錄 1。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三)、 實習課儀器補助申請案。（劉雨庭老師） 

說明：由於儀器分析實習所用的紅外線光譜儀 (FTIR) 之干涉儀損壞，需購買新

的干涉儀模組($87000)，電源模組($35000)，及更換樣品壓錠組($16000)，

故尋求系上部分補助。（估價單如附件 3） 

決議：同意補助 63,556 元。 

執行情形：設備費僅餘 23,776 元，10 樓修繕工程標餘款 8,958 元，總務處依慣

例有可能全數收回或依比例分攤，目前尚未提出請購案。 

 

(四)、 修訂本系輔系選修科目學分表。 

說明：1.因應本系課程土壤學及肥料學將正課與實習課於課程規劃中分開表列，

為避免修習輔系之同學於選課上之困擾，建議修訂如附件 4，請討論。 

2.本案取得共識後，擬於下學期系課程委員會提案。 

決議：委請系課程委員會討論。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學生專題研究成果發表競賽案。（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1.依 105.5.10 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決議辦理專題研究成果競賽，第一次競賽

已順利完成~比賽結果公告於系網；第二次競賽預計於 105 學年度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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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修習專題研究課程的同學請於 105 年 10 月 31 日前提出壁報，專題討

論老師會安排於 11 月 16 日(三)專題討論課程進行口頭發表。 

2.依本系專題研究競賽成果發表辦法，本競賽依成績選出第一、二、三名

各一名和佳作若干名，各頒發獎狀乙紙。第一、二、三名及佳作分別另

頒發獎金新台幣 5000、3000、2000 元、500 元。 

3.依 105.9.13 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決議： 

(1)評審請大學部及研究所帶專題討論之老師擔任，評分標準依據本系大

學部專題研究成果發表競賽實施辦法辦理。報名參加之同學其作品成

果需在本系執行且為自己實驗成果。 

(2)獎金依實際入選名額授權系主任全權調整。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獎金依參與競賽及入選名額調整為第一、二、三名頒發獎金新台幣

11000、7000、5000 元。 

 

(六)、 研究生申請選修大學部課程計入畢業學分案。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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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位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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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件。 

姓名 指導教授 申請科目 

陳○○ 楊秋忠 土壤與植體分析技術、花卉肥培管理、土壤管理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已將申請書及會議紀錄送註冊組辦理。 

 

(七)、 本系莊作權教授獎學金辦法案。 

說明：1.本系退休教授莊作權教授為延伸他畢生對土壤環境科學系的愛護、對農

業之推廣及對土壤科學之貢獻，特捐贈新台幣 200 萬元以設立莊作權教

授獎學金基金，獎學金辦法如附件 5。 

2.辦法通過後公告於系網頁，今年收件期限擬定於 10 月 14 日前，並擬於

今年系友會邀請莊作權教授蒞系授獎，首年獎學金擬由本系系友吳旭青

已捐贈指定用途作為莊作權教授獎學金之款項支付。 

決議：修改後通過，如附錄 2，並公告於系網頁。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八)、 本系獎學金辦法案。 

說明：1. GEOMICO 公司為培育農業及生技產業國際人才設立獎學金，特定獎學

金辦法如附件 6。 

2.永齡基金會為培育有機農業人才設立獎學金，特定獎學金辦法如附件 7。 

3.辦法通過後公告於系網頁，並擬請學生輔導小組協助審查。 

http://www.nchu.edu.tw/~soil/data/2016/105.05.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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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先行通過 GEOMICO 公司獎學金辦法如附錄 3，請各位老師協助提供意

見至系辦彙整後公告。 

2.先行通過永齡基金會獎學金辦法如附錄 4，待獎學金款項匯入本校帳戶

後再行公告。 

執行情形：GEOMICO 公司捐款已入帳，但金額有誤，擬確認後再行公告；永齡

基金會獎學金目前尚未入帳，待入帳後再行公告。 

 

 

五、臨時動議 

(一)、 確認本系公共儀器管理辦法。（大型儀器管理小組） 

說明：依 105.3.24 系務會議決議辦理，修訂本系公共儀器管理辦法。 

決議：1.修正後通過，如附錄 5。 

2.如有老師還有新增提供之大型儀器，請提供該儀器室管理辦法給系辦彙

整於辦法中。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 建議建立系務會議決議控管流程表。（鄒裕民老師） 

說明：系務會議決議時常作了決議但未執行，建議建立系務會議決議控管流程表。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散會：下午 3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