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7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系務會議 
主    席：彭主任  宗仁                                      記錄：鄒采蘋 
出席人員：張家銘、鄒裕民、賴鴻裕、陳鴻基、曾國珍、吳正宗、黃政華、沈佛亭、 
          劉雨庭、張凱(研究生代表) 、劉軒宏(系學會代表) 
列席人員：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 
請    假：申雍(休假研究) 、林耀東(公出)、譚鎮中 

議程 

一、主席報告： 
1. 出席人數：本次會議休假研究有 1 人，公出 1 人，依議事規則不需列入應到人

數，因此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為 11 人。目前出席 10 人，已達過半之法定開議

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2. 本次會議原有 4 個議案，會前臨時加入一個臨時具時效之臨時動議。 

二、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 

 
三、工作報告 
系辦公室： 

1. 本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劉雨庭老師擬升等副教授案、賴鴻裕老師改聘教授

案及新聘莊雅惠博士為助理教授案通過農資學院教評會審查，校教評會於 12
月 21 日審議通過 (12 月 25 日校方書函)。 

2. 11 月 3 日辦本年度系友回娘家活動，感謝楊秋忠老師、陳仁炫老師、申雍老

師、鄒裕民老師、吳正宗老師及黃政華老師的參與，以及感謝系學會的協助。 
3. 新聘教師作業進度報告：10 月初公告徵聘啟示至 11 月 30 日收件截止，計有

3 人應徵，1 人申請專長為土壤化學及物理、2 人申請微生物領域，近期將召

開系教評會審議本次新聘案相關議案。 
4. 圖書及溫室： 

(1)溫室：工程施工完成，近期將安排召開溫網室管理會議。 
(2)系圖書籍清查進度：總圖登錄書籍 2597 本，系圖登錄 2398 本，缺 199 本；

系圖出借書籍有紀錄缺 47 本；總計缺書 246 本，後續將依是否可書本價值

及缺失狀況做報廢或報賠方式處理。 
(3)新書因無空間放置，暫放總圖。 

5. 財務報告。 
(1)財報請各位老師檢視，若有疑問請洽徐小姐。 
(2)管理費分配每位老師 3 萬元。 

系務發展小組：12 月 17 日召開小組會議，會議記錄列入議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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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小組：聯合導師會議中請各導師宣導教官室校安專線為 04-22870885(口訣：

228-請您幫幫我)，24 小時均有教官輪值。 
公共事務小組：無。 
大型儀器管理小組：無。  
系安全官：無。 
國際事務小組：本系客座教授 Prof. Gillies，美國猶他州立大學植物、土壤與氣候學

系教授，於 12/3~12/20 至本系授課。 
系主任要求：未來若有類似接待外籍老師事宜，請接待老師先行調查外籍學者之需

求，提早提供充分資訊，以利系辦公室及早規劃行政作業。 
系級招生委員會：  

1. 107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面試已於 11 月 23 日完成。碩士班報名人數甲組

一般生 5 人、乙組一般生 7 人，丙組在職生 0 人報名；錄取名額為碩士班甲

組一般生 3 名、乙組一般生 4 名、丙組在職生缺額 1 名流用至乙組一般生；

博士班一般生無人報名。 
2. 107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本系擬招收二年級一般生 2 名，有 5 位考生報名。 
3. 108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招生，本系擬招收甲組一般生 4 名、乙組一般生 3 名、

丙組在職生 1 名，計有 17 人報名甲組、8 人報名乙組、2 人報名丙組。 
系教評會：近期將召開系教評會審議本次新聘案申請資格及相關議案，請系辦公室

安排開會時間。 
系課程委員會：預計於 12 月 28 日召開系課程會議。 
研究生代表：無。 
系學會： 

1. 預祝各位老師新年快樂。 
2. 土環週預計於 108 年 5 月 18 日至 24 日舉辦，懇請各位老師給予協助。  

 
三、議案討論 

(一)、討論公共區域、溫室、地下室、退休教師實驗室物品及藥品清理費用。（系辦公

室） 
說明：原 107 年 10 月 26 日系務會議議案十： 

1. 依據公共事務小組 107 年 10 月 3 日會議決議之建議辦理。 
2. 公共區域廢棄及堆置物。公共區域之定議？ 
3. 溫室由各自管區內管理老師(使用老師？)負擔。(是否區分使用前、後？) 
4. 地下室由使用老師負擔。(是否區分使用前、後？)  
5. 退休教師實驗室物品及藥品清理。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 

1. 今日系務會議之前由退休老師產生的藥品及廢棄物由系辦經費支付且盡

量處理；今日系務會議之後退休老師實驗室所產生的藥品及廢棄物由原

使用人或接任人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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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各位老師退休前請提早清理藥品及廢棄物，可使用之藥品或物品盡

早完成交接，使不再使用且必須清除的物品降至最低。 
3. 請各位老師定期清理藥品及廢棄物，並審慎購買品項及數量，以免日後

自擾擾人。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重新檢討年終尾牙輪值案。 
說明：原 107 年 10 月 26 日系務會議臨時動議議案一，由於與會人數不足過

半，列入本次系務會議： 
1. 依 107 年 10 月 26 日系務會議確認執行情形列管表之原由，再議是否繼

續舉辦全系聯合尾牙。 
2. 鄒裕民老師建議繼續辦理，退休教師及系辦人員之費用由參與老師共同

負擔。吳正宗老師建議取消尾牙輪值，改為有意願各實驗室的歲末餐

敘，但需尊重本次輪值主辦之申老師的意見。 
決議： 

1. 依原輪值案辦理，各實驗室依意願參與。退休教師及系辦人員之費用由

參加尾牙活動之老師共同負擔。 
2. 退休人員由主辦實驗室邀約。 

執行情形：因參與實驗室不足，107 年未舉辦。 
 

(三)、審查博士生布法山轉系申請。 
說明：布法山(8107001765)原就讀本校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因興趣不

合，擬申請轉入本系，指導教授為沈佛亭副教授，依本校相關規定須經

系級會議審查。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送註冊組辦理轉換學籍完成。 
 

(四)、確認系務發展小組 107 年 12 月 17 日會議紀錄。（系務發展小組） 
說明：系務發展小組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召開會議，會議紀錄如附件 1。 
擬辦：確認後存查。 
決議：1. 會議紀錄同意通過。 
      2. 如有課程討論或建議，請逕提 12 月 28 日課程小組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臨時動議 
(一)、 請確認 107 學年度下學期研究生教學獎助生申請表。（系辦公室） 

說明： 
1. 因應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本校 TA 自

108 年 2 月起全面納入勞保，因此 TA 聘任須於聘期前完成聘任加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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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2. 附件 2 為 106 學年度下學期申請表，請各位老師參考並確認 107 學年度下

學期申請表。 
3. 因全面納保，外籍生或僑生須領有工作證後方可聘任。 
4. TA 於聘僱期間不得兼任其他勞動型助理。 

擬辦： 
1. 本案通過後公告給學生盡速提出申請，並請授權學生輔導小組確認最終名

單，並盡速於 1 月底前完成聘任。 
2. 待 12 月 26 日下午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相關法規後，建請學生輔導小組研議

修正系上相對應法規。 
決議： 

1. 通過 107 學年度下學期研究生教學獎助生申請表如附錄 1。 
2. 本案通過後公告給學生提出申請，並授權學生輔導小組確認最終名單。 
3. 待學校公告修正後之相關法規後，請學生輔導小組研議修正系上相對應法

規。 
執行情形：依學生輔導小組 108 年 2 月 1 日通過名單辦理後續事宜。 
 

五、散會：下午 1 點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