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7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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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列席人員：鄒裕民、賴鴻裕、陳鴻基、曾國珍、吳正宗、黃政華、沈佛亭、劉雨庭、 
            莊雅惠、劉軒宏(系學會代表)  
列席人員：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 
請    假：譚鎮中、張家銘、林耀東(公出)、申雍(休假研究)、張凱(研究生代表) 

議程 

一、主席報告： 
1. 出席人數：本系專任教師現有 14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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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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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會議有 14 個議案及 1 項臨時動議。 
二、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  
 
三、業務報告 
系主任： 
1. 本校已進行第 3 週期評鑑，本系已於 4 月 10 日完成評鑑報告初稿上傳至院辦，

進行第 1 階段自我評鑑之審查。  
  系辦： 

1. 招生、課程相關業務：(鄒) 
(1)招生： 

A. 108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報名第二階段指定項目（面試）甄試者有 61 人，

已於 4 月 17 日完成面試；甄選入學預計錄取正取生 24 名，備取生 37 名。 
B. 108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招生共計 2 人報名，預計於 5 月 3 日進行面試。 

(2)課程：108 學年度擬開授課程已於 4 月 25 日送交課務組，授課時間、地點等

開授課程細項在每學期開學前均可再洽系辦修正。 
2. 財務報告。(徐)  
3. 圖書及溫室：(洪)  

(1)溫室：溫室內外水溝及中央走道垃圾清理作業已完成。  
(2)系圖書籍清查進度：因近期辦理大樓燈管更換作業，本次無圖書清查進度。 
(3)大樓燈具更換 4 月 15 日完成驗收。 

 
系務發展小組：3 月 26 日召開小組會議，會議記錄列入議案(三)。 
學生輔導小組：4 月 11 日召開小組會議，會議記錄列入議案(九)。 
公共事務小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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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儀器管理小組：無。  
系安全官：無。 
國際事務小組：無。  
溫網室管理委員會：無。  
系級招生委員會：無。  
系教評會：預計於 4 月 29 日召開會議，審議專兼任教師續聘案、教師休假研究案及

重議 108 年 1 月 4 日系教評會議第四案。 
系課程委員會：無。  
研究生代表：無。 
系學會：1.有關申請大土盃補助案列入本次會議議案(一)。 

2. 5/18 至 5/24 辦理土環週，於圓廳 3 樓 303、304 舉行，展板等已大致完

成，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歡迎各位老師蒞臨指導。 
3. 6 月會辦理全系送舊，本次會在校內舉行，預計在 5/30 及 6/6，依學生最

多人可行的時間，屆時會再行調查各位老師的時間及意願，歡迎各位老師

踴躍參加。 
 

三、議案討論 

(一)、 系學會申請系上補助辦理大土盃經費。(系辦公室) 
說明：2019 大土盃將於 5/25、5/26 於嘉義縣舉行，系學會會安排同學們的交通、住

宿及保險。系隊將報名比賽，參加各競賽項目，替系隊及系上爭取榮耀。經

費預估表如附件 1，希望系上可以協助補助遊覽車 2 台之經費。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同意補助遊覽車費 14000 元整。 
執行情形：已完成核銷。 

 
(二)、 擬購置高階分光光度計 1 台，提供土壤學、肥料學、土壤化學、土壤與植體分析

技術和儀器分析等課程學生實習用，請討論。(提案人：吳正宗、陳鴻基、黃政華、

劉雨庭、莊雅惠、賴鴻裕) 
說明：原學生實習用之雙光束 UV-Vis 分光光度計係 84 年 6 月 13 日採購，至今已

屆 24 年，擬汰換購置高階分光光度計 1 台，以符合需求，估價單詳附件 2。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1.同意通過。 

2.請有上實習課的老師列出儀器汰換優先順序及經費預估表，以利未來經費

分配規劃。 
執行情形：  

 
(三)、確認系務發展小組 108 年 3 月 26 日會議紀錄。（系務發展小組） 

說明：系務發展小組於 108 年 3 月 26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3。 
擬辦：確認後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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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確認存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評鑑委員名單推薦案。(系辦公室)。 

說明：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計畫書時程表,，各系需於 4 月 22 日前上傳至系所評鑑專

區填報 10-12 位評鑑委員推薦名單資料（含會議紀錄上傳），如附件 4。 
擬辦：通過後上傳名單至評鑑專區。 
決議：1.通過名單及推薦順序，上傳至系所評鑑專區。 

2.系所評鑑實地訪視日期訂為 109 年 3 月 11 日。 
執行情形：已完成上傳委員名單，如附錄 1。 
 

(五)、審查本系碩博士班學位口試委員資格一覽表。(系辨公室) 
說明：更新本系碩博士班學位口試委員資格一覽表 (附件 5)。 
擬辦：未來學生申請學位口試委員若已列於表內，視為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符合學

位授予法。 
決議：更新本系口試委員資格一覽表如附錄 2，未來學生申請學位口試委員若已列

於表內，視為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符合學位授予法。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 108 學年度「專題討論」授課教師名單備查。(系辦公室) 

說明：108 學年度「專題討論」授課教師名單如下： 
研究所 上學期 張家銘、賴鴻裕、沈佛亭、鄒裕民 

下學期 黃政華、陳鴻基、申雍、劉雨庭 
大學部 下學期 吳正宗、曾國珍、林耀東、莊雅惠 

*譚老師 1081 擬申請休假研究，未排入上表。 
**系主任不排入「專題討論」。 

擬辦：排課已送至教務處，如老師有調整需求，請自行協調後通知系辦修正。 
決議：同意存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七)、確認 108 學年度導師名單及推薦「勞作教育指導老師」。(系辦公室) 
說明：檢附 107 學年度導師名單，請參考。 
擬辦：確認 108 學年度導師及勞作教師名單後存查。 
決議：108 學年度導師及勞作教師名單如下： 

年級                    導師名單 
大一 劉雨庭（召集人）、吳正宗、曾國珍、鄒裕民 
勞作教育導師 劉雨庭、鄒裕民 
大二 黃政華（召集人）、張家銘、陳鴻基 

大三 林耀東（召集人）、申雍、莊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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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 賴鴻裕（召集人）、沈佛亭、彭宗仁 
研究所 由學生輔導小組兼任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八)、107 學年度優良導師評選推薦案。(系辦公室)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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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優良

導師評選。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推薦劉雨庭副教授。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九)、確認學生輔導小組 108 年 4 月 11 日會議紀錄。（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 108 年 4 月 11 日召開會議，會議紀錄如附件 6，實習機構對

學生滿意度系版問卷如附件 6-1。 
擬辦：確認後存查。 
決議：確認存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 研究生教室 4 間及 10 樓演講廳委外打掃案，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 依 108 年 4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4 次學生輔導小組會議議案四之決議辦

理。 
2. 提供豐豎企業等 3 家公司估價單各 1 份比價 (附件 7、8、9)。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同意通過，本案試辦 3 個月；之後再評估成效，決定是否訂定 1 年期長約。 
 

(十一)、 108 學年度兼任教師續聘規劃。(系辦公室) 
說明：108 學年度兼任教師擔任意願調查結果如下： 

教師 兼任方式 
楊秋忠 以共同指導研究生之方式擔任兼任教師： 

共同指導研究生之本系專任教師：沈佛亭 

以授課之方式擔任兼任教師： 

108 學年度上學期擬授課：微生物世界、普通植物學、

土壤生物技術(遠距) 

108 學年度下學期擬授課：作物與土壤(遠距) 
陳仁炫 以授課之方式擔任兼任教師： 

108 學年度上學期擬授課土壤肥力診斷技術 
黃裕銘 以共同指導研究生之方式擔任兼任教師： 

共同指導研究生之本系專任教師：黃政華 

補充說明：肥料試驗設計學科可以增加學生考公職選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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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進入未來農業大數據之工作背景。高等植物營養對學生

有關農企業工作也有幫助，希望系上能開課。 
擬辦：通過後送系教評會審議。 
決議： 

1. 請退休兼任老師盡量以共同指導研究生方式維持兼任資格，降低系辦支付授

課鐘點費之(自籌)經費壓力。 
2. 請楊秋忠老師衡量領取科技部主持費與本系鐘點費間的取捨。 
3. 請系辦確認黃裕銘老師之授課意願。會後已確認黃裕銘老師不授課，但請植

物營養領域老師群考量黃裕銘老師對於課程之建議。 
4. 通過本案 3 位老師續聘兼任教師授課，提送系教評會審議。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108.4.29 系教評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兼任教師續聘案。 
 

(十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土壤生態學」授課事宜。(系辦公室) 
說明：譚鎮中老師預計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退休。原譚老師授課之「土壤生態

學」(必，大二，3 學分)請討論接任老師。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1.院員額小組已核定新聘名額，「土壤生態學」由新聘教師授課。 

2.「土壤生態學」改為選修，提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三)、 為強化土調方面課程，擬申請聘任「台灣土地資源」課程佔院員額之兼任教師，

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 有關本系土壤調查及化育方面課程現僅有開授「土壤調查」，明顯不足，故

規劃聘任有實務經驗並聲譽卓著之業師，開設具土調基礎且土壤實務應用

之「台灣土地資源」課程。 
2. 「台灣土地資源」課程內容擬從資源觀點分析台灣土地特性，以非都市土

地之區域分布為範圍，介紹土地利用功能，再由土壤、氣候、植生方法引

土地分類，分級方法及農地資源規劃利用管理策略。 
擬辦：1.擬調整課程規劃由 3 學分改為 2 學分。 

2.擬於今年 9 月向院員額小組會議提出競爭員額申請，若獲核定通過後，按

新聘流程進行作業(公告徵聘→系上投票同意送推薦人選給新聘委員會→
新聘委員會同意後依教評會三級三審完成聘任作業)，約可在 109 年 8 月

起聘。 
決議：本案緩議，列入下次系務會議議案。 
執行情形：列入 6 月系務會議議案。 

 
(十四)、 有關四樓公共區域消解室之使用辦法。（林耀東、鄒裕民、賴鴻裕） 

說明：1.因目前四樓公共區域消解室被鎖上，學生無法正常使用。 
2.四樓公共區域消解室無現職老師管理，建議宜派任現職老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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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解室相關消解設施因年久失修故部分已無法正常運作，建議由系整修並

訂定管理辦法。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 
  1. 經了解分解室並無上鎖而無法使用之情形，且使用規定亦已於 94 年 8 月訂

定。 
  2. 決議四樓公共區域分解室之聯絡人為鄒裕民老師，管理人為黃政華老師。 
  3. 請黃政華老師修正使用規定，會後 email 給各教師，若無異議則視為本次會議

通過並公告實施。 
  4. 爾後若有未依規定之使用者，將依分解室使用規定限制其所屬實驗室師生助

理使用分解室。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臨時動議 

(一)、  選擇本系課程納入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規劃農業群科目。(系辦

公室) 
說明：1.請依照附件三中本系現有課程所對應農學群之課程類別(附件對照表)。 

2.對照表中原列課程為之前所規劃之科目(現在就是要提修改建議)。 
3.被選擇納入知課程要填寫新版教學大綱 (附件四)。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通過課程如附錄 3。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散會：下午 2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