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105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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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裕民  陳鴻基 吳正宗 曾國珍   

沈佛亭  黃政華  劉雨庭  學生代表(蕭乃瑜、李紀賢) 
請      假：楊秋忠  彭宗仁  張家銘  黃政恆  學生代表唐明勤 

出      國：林耀東 

休假研究：陳仁炫   
附    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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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系楊秋忠教授當選第 31 屆中研院院士、第 21 屆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

就獎；恭賀本系陳仁炫教授榮獲教育部 105 年師鐸獎；賀黃裕銘系主任獲本校

服務特優教師及本校產學績優教師。 
2. 105 學年度農資學院各項委員會之當選名單已揭曉，感謝全體教師之合作，共

16 項委員選舉，除農資院特聘教授委員會校內委員外，本系均有教師出任代表，

其中 6 項校代表本系為農資院唯一代表，名單已公告於系網頁。 
3. 105.6.27 校外參訪報名參加者計 96 人，收費 9,600 元，扣除 21 人教職員及家屬，

及土調中心同仁保險費 903 元(每人保費 43 元)，餘 8,697 元轉交系學會運用，

由系總幹唐明勤 105.6.24 領回現金。 
4. 大一新生將於 9 月 4 日（星期日）報到，本系將舉辦新生及家長說明會暨歡迎

茶會（12:00～14:30），大一導師彭宗仁老師、沈佛亭老師、楊秋忠老師務請參

加，並歡迎其他老師參加。 
5. 積極與業界合作，目前與鴻海集團永齡基金會旗下杉林有機農業園區洽談補助

土壤巡迴車快速檢測設備、司機、及 3 部巡迴車。 
6. 105.8.10 系友會理監事會議討論有關土壤巡迴車旅程規劃，建議可洽嘉義大學農

藝學系莊愷瑋系主任聯繫，共同配合辦理土壤巡迴車合作可能性；向農資學院

提出列入採計學分之體驗課程，並匯集系上教師共識，發展系上的特色；透過

系友會系友聯絡人組織尋覓熱心系友，結合系友資源共同推動本項活動，以期

能永續進行，俾使更多的社會大眾能認識我們的土壤、我們的科系。 
7. 大學部通識課程 [校外講者&參訪] 受理申請至 105.9.4 止，配合本校公文無紙

化政策，本案採用線上申請方式辦理，不接受紙本申請。 
 

http://www.ncyu.edu.tw/agri/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44386
http://www.ncyu.edu.tw/agri/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4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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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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輔導小組預計於期中考前舉辦假期實習暨學術活動說明

會，已請系學會協助協調大二及大三同學時間。 
2.大學部專討課程擬於第 1 週進行畢業專題演講及座談，邀請本

系畢業優秀人才與畢業班學生分享不同進路歷程，升學(沈佛

亭老師)、就業(黃國榮系友)、出國(黃政華老師)；研究所專討

擬於期中考週(11/9)邀請楊秋忠院士進行專題演講「院士就在

我身邊」。 
3.有 1 件提案（修訂「本系大學部「專題討論」、「專題研究」與

「畢業論文」課程相關規定」）已列入今日議案中。 
4.學生輔導小組擬討論將土壤巡迴車活動納入系上大學部學生

常規活動/課程(如必修 0 學分 Capstone course 課程或如醫學系

醫療服務團)；並規劃增加系上學生學術活動，以利學生瞭解

土壤及環境學科內涵。 
吳正宗老師建議：假期實習暨學術活動說明會建議利用大三必修課時間，以免同

學因為晚上另有規劃而無法參加，例如土壤化學實習。 
系主任：請系學會協調假期實習暨學術活動說明會改安排於土壤化學實習時間。 
研究生代表：新增 0 學分之課程可能會遭致反效果，建議土壤巡迴車可以列入假

期實習，例如實習同學組隊於暑期進行土壤巡迴車，由碩一同學監

督及指導執行。 
鄒裕民老師：請蕭乃瑜同學提出具體規劃。 
系總幹事報告：1. 9/5~9/7 三天為新生的新生訓練，在 9/7 中午約 13:00 會回系上

進行新生自我介紹等小活動，邀請導師也一同參與。 
2.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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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假期實習暨學術活動說明會已與大四嚴莉婷同學確定訂於

10/5 晚上，會再多加宣傳。 
4.校外參訪 8,697 元之使用，會當作明年度土環週預備金，再次

向老師們道謝。 
 

四、議案討論 
(一)、 選舉 105 學年度系教評會及系課程委員會委員。 

說明：1.本系系教評會： 
(1)成員為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其餘六位委員由全系副

教授以上教師中推選，但教授之委員名額不得少於全體委員名額之三

分之二以上，且人數至少五人。 
(2)推選系教評委員資格：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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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最近五年於農資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含發明專利、新

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或

最近五年曾主持三年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 
(3)本系符合資格之老師有：楊秋忠、申雍、張家銘、鄒裕民、彭宗仁、

林耀東。 

2.系課程委員會：本會由系主任、選任委員及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代表各

一名組成。系主任為召集人，選任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五至七人擔

任，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決議：1.系教評委員：黃裕銘（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楊秋忠、申雍、

鄒裕民、彭宗仁、張家銘、林耀東。 
2.系課程委員：黃裕銘（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鄒裕民、陳鴻

基、吳正宗、沈佛亭、黃政華、劉雨庭。 
 

(二)、 請推舉 105 學年度各小組委員。 
說明：請推選系務發展小組、學生輔導小組、公共事務小組、大型儀器管理小組、

國際事務小組、系級招生工作委員會委員。 
決議：通過各小組成員名單如附錄 1。 
 

(三)、 審查 105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指導教授名單案。 
說明：1.依新生「研究志趣調查」統計如附件 1。 

2.自 99 學年度招收新生算起，每位教師每二年收碩士班新生至多 4 人。 
決議：修正後通過 105 學年度教授指導碩士班新生名單（如附錄 2）。 
 

(四)、 「研究生輔助教學及行政工作」與「研究生室分配」相關事宜。 
說明：1.「105 學年度上學期研究生輔助教學及行政工作」申請表如附件 2，請

確認，如經系務會議通過，擬於 8/24~9/6 開放獎學金申請及工作登記。 
2.研究生室於 8/15~8/17 開放新生登記，分配表如附件 3，請確認，如後

續有增加之申請，請授權系辦公室處理。 
決議：1.通過如附錄 3，並授權系辦公室調配人力，以本系實習課程為優先。 

2.通過研究生室分配表如附錄 4，同意授權系辦公室處理後續增加之申請。 
 

(五)、 博士生陳楷岳申請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學金補助案。 
說明：研究生陳楷岳於 7 月 30 日提出申請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學金補助，

該生擬於 9 月 11 日至 9 月 16 日赴日本金澤參加第 18 屆國際腐植物質協

會國際會議發表 poster。 
決議：同意補助陳楷岳新台幣五千元。 

 
(六)、 修訂「本系大學部「專題討論」、「專題研究」與「畢業論文」課程相關規

定」，草案如附件 4。（學生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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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本案經 105.8.4 學生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2.因近日頗多學生要求上修本系高年級必修課程（如專討、假期實習）等，

其理由五花八門（例如怕不及格影響畢業等）。為使有明確的規範學生

申請上修之規則，因此修訂本系相關辦法。 
3.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辦法第五點第一項已有規定：…。若學生有特殊

情況需提早或延後進行實習，得提出書面申請由實習委員會另案審議。

因此不另作修改。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錄 5。 
 

(七)、 105 學年度課程異動案。 
說明：1.新增大學部選修 2 學分「穩定同位素技術導論」課程，規劃於大三下學

期，授課大綱如附件 5。 
2.原「環境物化模式」改為遠距教學，遠距教學提報大綱如附件 6。 
3.原「高等土壤化學」改為遠距教學。 

決議：同意通過，並提送院課程委員會。 
 

(八)、 檢討近 3 年未成班課程。 
說明：1.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近三年未成班科目如下： 

科目中文名稱 成班 檢討結果 
刪除/保留 保留原因說明 

環境生物物理學 N 刪除 104-2 已刪除 

環境同位素 N 已更名 
103-1 更名「同位素技術之應用」，

103 及 104 學年度均有成班 
土壤物理計算 N 保留 仍有學生有修課需求 
土壤管理實習 N 保留 配合正課仍有學生有修課需求 
2.以上檢討結果已徵得授課老師同意。 

決議：同意通過，並提送院課程委員會。 
 

(九)、 通識深耕課程案。 
說明：通識中心擬推動"通識深耕課程"，請院系將"符合通識精神"之課程列入推

薦清單(每院至多 30 門，每系約 1~3 門)，經系、院、通識中心審核，預

計於 10 月底公告給學生。(調查表如附件 7) 
決議：推薦「環境科學」、「土壤健康與氣候變遷」為"通識深耕課程"，並提送

院課程委員會。 
 

五、臨時動議 
(一)、 如何提升民眾重視土壤。(曾國珍老師) 

說明：對於一般民眾雖然重視農業、重視有機，但普遍對於土壤重視程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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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系上加強於媒體宣導，並多思考較吸引人注目之標題。 
決議：委請系務發展小組討論。 
 

六、散會：下午 3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