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5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106 年 4 月系務會議 
主    席：黃主任  裕銘                                      記錄：  
出列席人員：黃裕銘  譚鎮中  申 雍  張家銘  鄒裕民  林耀東  賴鴻裕  黃政華 

沈佛亭  劉雨庭  陳鴻基  曾國珍 吳正宗 學生代表(蕭乃瑜、李紀

賢、唐明勤)  列席(陳庭晧) 
請      假：楊秋忠  彭宗仁   
附    件：4 月份財務報表 

議程 

一、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通過。 
  

二、系務工作報告 
1.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期中學習預警系統已開放上線使用，敬請各授課老師

配合於 5 月 12 日（週五）前至教務資訊系統完成學生期中預警登錄作業。 
2. 本系客座教授（美國猶他州立大學 Robert Robertson Gillies 教授及 Simon Wang
副教授）預計於 106 年 6 月 15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蒞系授課(「氣候與氣候

變遷」，2 學分，1061 選課)，詳細授課時間待確認後公告。 
3. 106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招生有 1 人報名。 
4. 106 年 4 月 20 日農資院員額小組會議通過本系申請新聘專任教師 2 名。 
5. 有關本系學士班身心障礙生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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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已完成與德拉瓦大學環工系之系對系雙聯學位合約。 

系課程委員會：猶他大學 Scott 將於 6/2 至本系討論課程事宜，請各位老師事先

上網看一下該系課程，屆時請各位老師踴躍參與討論，另外感謝

林耀東老師協助安排 Scott 於 6/5 至本系演講，屆時請各位老師

廣為宣傳，鼓勵學生聆聽。 
黃政華老師報告：本校職業安全委員會近期開會，通過修正本校實驗場所使用、

貯存危害性化學品管理準則：如事故波及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

所時，該場所負責人應於 1 小時內通報台中市環境保護局勤務

中心 24 小時專線 04-22291478。請各位實驗室主持人注意，

若未遵守將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可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之罰鍰。 
系總幹事：1.近日 3 號電梯有異常，希望盡快維修。(系辦回覆：當天已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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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公司前來維修，下午電梯公司已派員調整，如後續仍有狀

況，請隨時反應給農環大樓管委會) 
2.本系送舊將於 6 月 1 日(四)假僑園舉辦，歡迎各位老師踴躍參與。 

土環週總召陳庭晧：土環週將於 5 月 10 日至 5 月 16 日在小禮堂舉行，主題為

「廢土轉生」，感謝各位老師最近不厭其煩給予同學協助，並

邀請各位老師有一同參與。 
 
四、議案討論 

(一)、 審查 105 學年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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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論文題目 口試委員 備註 
魏○○ 以水耕探討不同波長

組合之 LED 燈對萵苣

生長之影響 

黃裕銘副教授 
吳正宗講師 
黃三光助理教授 
鍾仁賜教授 
向為民研究員 

1.資格考通過 3 科 
2.多益測驗聽力閱

讀進階班 30hr 

黃○○ 田菁對土壤物理性質

及雜草生長影響研究 
黃裕銘副教授 
陳仁炫教授 
陳鴻基助理教授 
鍾仁賜教授 
向為民研究員 

1.資格考通過 3 科 
2.英檢符合本校學

士班畢業標準 

劉○○ 黏粒修飾電極在茶湯

偵測和層面電荷探討

上的應用 

陳鴻基助理教授 
曾志明教授 
譚鎮中教授 
蔡宜峰研究員 
李泰林助理教授 

1.資格考通過 2 科 
2.多益 805 分 
3.參加國內外學術

研討會壁報展示 

蕭○○ 增進土壤品質之長期

肥培管理制度的評估 
陳仁炫教授 
楊秋忠院士 
黃裕銘副教授 
鍾仁賜教授 
王鐘和教授 

1.資格考通過 2 科 
2.取得本校全英語

課程累計 2 學分 
3.參加國內外學術

研討會壁報展示 

決議：所有出席委員同意上列口試委員名單。 

 

(二)、 審查本系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名單。 
說明：【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

會之委員應具備學位授予法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由本校合格

之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若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 意，亦得由合

格之校外或本校兼任教師擔任。 博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

親、姻親，不得擔任其博士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 
【學位授予法】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

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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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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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楊秋忠  陳仁炫  譚鎮中  沈佛亭  

黃政華 
1.資格考通過 4 科 
2.多益測驗 800 分  
3.發表 SCI 一篇 

決議：所有出席委員同意上列考核委員名單。 
 

(三)、 105 學年度優良導師評選、優良勞作教育導師、106 年度服務特優彈性薪資獎

勵推薦案。 
說明：1.依據本校優良導師評選推薦獎勵辦法辦理，請推薦教師參加 105 學年度

優良導師評選。(98-黃裕銘、104-黃政華)(5/2 前交至農資院) 
2.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優良勞作教育導師獎勵措施」辦理，本系 105 學年

度勞作教育導師為(上學期)沈佛亭、彭宗仁、(下學期)賴鴻裕、楊秋忠。

(102-黃政華、103-陳鴻基) (5/2 前交至農資院) 
3.依據本校 106 年 3 月 28 日興人字第 1060600320 號函辦理 106 年度服務

特優彈性薪資獎勵作業。(102、103-陳仁炫、104-申雍、105-黃裕銘) (5/18
前交至農資院) 

決議：1.推薦劉雨庭老師參加 105 學年度優良導師評選。 
2.推薦賴鴻裕老師參加 105 學年度勞作教育導師評選。 
3.推薦吳正宗老師及彭宗仁老師參與 106 年度服務特優彈性薪資獎勵評

選。 
 

(四)、 訂定保密協議書。 
說明：依 106 年 2 月系務會議有老師建議有關學生特殊事件通報，除了系主任

及導師以外，建議仍召開臨時系務會議，讓系上老師了解狀況，若介意

牽涉個資法，請參與會議老師需簽署保密切結書，勿造成部分老師不知

情的情況。因此擬訂定本系保密協定書，草稿如附件 1，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系保密協定書如附錄 1。 
 

(五)、 審查本系碩博士班學位口試委員資格一覽表。 
說明：為避免審查學位口試委員資格作業繁複，擬一次審議通過本系碩博士班

學位口試委員資格一覽表（附件 2），未來若學生申請學位口試已列於表

內，則不需再經系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本系研究生學位口試委員一覽表如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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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動議 
(一)、 本系安裝電表規劃。 

說明：106 年 4 月 27 日農環大樓管理委員會開會討論有關農環大樓擬依各單位

使用管理區安裝電表，請討論本系安裝電表之規劃。 
決議：委請公共事務小組協助規劃。 
 

六、散會：下午 1 時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