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8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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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雍、林耀東、賴鴻裕、陳鴻基、曾國珍、吳正宗、黃政華、 
            劉雨庭、莊雅惠、李建霖(系學會代表)  
列席人員：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 
請    假：譚鎮中(休假研究)、張家銘(公出)、鄒裕民(公出)、沈佛亭(出國)、 

蕭傳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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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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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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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個議案。 

二、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  

 
三、業務報告 
  系辦： 

1. 招生、課程相關業務：(鄒) 
A.本系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計有 15 人報名(甲組 8 人、乙組 6 人、丙組 1
人)。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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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 12/2~12/19 至本系授課。 
2. 總務、財務報告。(徐) 

系主任裁示：分配 14 位老師管理費各 1 萬元，請系辦與譚老師確認是否參

與分配。 
3. 圖書及溫室：(洪)  

A.圖書共計缺 174 本已報廢減損 77 本尚餘 97 本需費用 220215 元(附件一.二) 
B.協助溫室第一間準備室更換 LED 燈具(LED 燈具為 4B09 更換之可用器具) 
C.協助學生北溝實習農場整地完成(附件三、四) 
D.為膫解目前新型態農業資材及智慧農業相關資訊呈請主任給予一天公出參

予今年農業機械及資材展示現帶回一些資料.如各位老師,同仁有需要可至

系圖查閱 
E.洪先生代理參加百年校慶籌備會議，報告如下： 
(1)請系學會配合學校要求，學生休息觀禮區要有 80 位同學，60 位觀禮，2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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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場。 
(2)住輔組於 11/2 開放參觀，系辦已事先 email 系友通知及調查。 
(3)校慶當天校內停車滿 500 輛後會開始管制，請系辦提供邀請函給駐衛警隊

參考。 
 

系務發展小組： 無。 
學生輔導小組：9 月 20 日及 10 月 25 日召開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會議記錄列入

議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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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溫網室管理委員會：無。  
系級招生委員會：無。 
系教評會：無。 
系課程委員會：無。 
研究生代表：無。 
系學會：無。 
 

三、議案討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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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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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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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確認學生輔導小組 108 年 9 月 20 日及 10 月 25 日會議紀錄。(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 108 年 9 月 20 日及 10 月 25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2、3。 
擬辦：確認後存查。 
決議：確認存查。 

 
(三)、 確認新聘教師委員會 108 年 10 月 9 日會議紀錄。(新聘教師委員會) 
說明：新聘教師委員會 108 年 10 月 9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4。 
擬辦：確認後存查。 
決議：確認存查。 

 
(四)、 廢除本系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標準。(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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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擬依 108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招生甄審委員意見修正如下： 

本系博士班入學考試錄取標準  
108.6.3 系級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修正通過(108.6.  系務會議通過) 

(一)博士班招生考試之筆試，審查及口試成績計算標準 
1.審查成績占 30％： 

(1)碩士論文及其他著作 (2)大學及碩士學業成績 (3)學位研究計畫 
(4)推薦信  (5)自傳 

2.口試成績占 30％：創見、思考、表達能力、成熟度、研究意願及動機

完成學位之可能性及發展。 
3.筆試成績占總成績之 40％ 

 (二)審查成績、口試成績及筆試成績之總分未達 60 分一律不予錄取。 
2.108 年 6 月 3 日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議決議：因已有招生簡章，建議刪除簡

章中備註欄規定：審查成績、口試成績及筆試成績之總分未達 60 分一律不予

錄取；並廢除本項錄取標準。本案提送系務會議審議。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同意廢除。 
 

(五)、 客座教授聘任案。(系辦公室) 
說明：本系客座教授 Robert Robertson Gillies 及客座副教授 Simon Wang 聘期至

109 年 1 月 31 日期滿，為順利繼續本系與猶他大學之教學、研究及學術交

流，提供本系師生跨國際之宏觀視野，擬依聘任辦法上簽呈申請續聘。 
擬辦：會議通過後，上簽呈申請續聘。 
決議：通過申請續聘。 
 

(六)、 訂定本系教室冷氣遙控器借用辦法，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大樓廢止中央空調後，大學部教室及 2 樓實習教室總電源由農資學院於上課

時間每日上午 8：00~下午 6：00 定時啟動。系上為進一步管理教室的使用以

節約用電，暫規定借用的同學憑學生證借出冷氣遙控器。 
2.為有法源依據，草擬「教室冷氣遙控器借用辦法」如附件 5，請討論。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以登記押證件方式管理借用，不須特別訂定辦法。 

 
(七)、 109 年網路資訊系統維護合約，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自 106 年 7 月 1 起迄今，與泓博科技公司簽約維護系上網路。 
2.截至今年 12 月 31 日止，合約內容涵蓋維護系上所有空間正常連結網際網

路、網路故障排除、網路連線相關軟體設定、IP 設定及每學期結束進行投影

機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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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續約原維護內容，每月維護費用 2,500 元。(附件 6) 
4.合約新增 3 樓海報機維護，每月維護費用為 3,200 元。(附件 7)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通過新增海報機維護之合約，海報機維護明年開始委由合約公司進行。 
 
(八)、 研究生教室及 10 樓演講廳委外清潔合約，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研究生教室及 10 樓演講廳清潔截至 9 月底已屆滿試辦 3 個月，外包公司環境

清潔維護佳，清潔評估表如附件 8。 
2.因 10 月份尚有 4 次場地出租(10/1 3D05 室 ，10/17 10 樓演講廳，10/20 3D05
室，10/21 10 樓演講廳)，為避免打掃產生 1 個月的空窗期，故先行調查各位

老師意見，有 4 位老師回覆同意，1 位老師表示這學期不在 10 樓上課，但研

究生教室較以前乾淨，其他老師未回覆意見。 
3.委外清潔合約自 11 月起簽訂 1 年，合約如附件 9。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通過委外清潔合約。 

 

(九)、 農場學分學程再分配 3 萬元整，分配方式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本學程開課教師有黃政華、莊雅惠、賴鴻裕、吳正宗、曾國珍、申雍老師等

6 位老師。 
2.依 8 月系務會議決議均分給 6 位相關課程教師，每人再分配 5000 元，並請於

今年 11 月底前提發票單據至系辦完成核銷。 
3.相關老師如無使用規劃，歡迎提供系辦統籌利用。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經費用於改善溫室純水機使用，差額由系上補足。 
 

(十)、 2020 年核心期刊系所自付款調查。(系辦公室) 
說明：圖書館數位資源組通知圖書館依據 10 月 08 日『108 學年度西文核心期刊

暨電子資料庫第 2 次評審會議』決議，同意購置 Project Muse, 
EBSCOhost(ASP)+(BSP), JSTOR, ACS, IOP, RSC, Nature, APS, IEL, Cell 
press, Emerald, SDOL, AIP, Cambridge & Oxford 共 15 種電子期刊資料庫。 
系所自付款勾選說明如下： 
若系所願以系所業務費訂購無購置經費的期刊(如附件 10)，請於綠底空白

處勾選，並以電子郵件回覆。 
為順利進行西文核心期刊後續招標訂購事宜，請於 10 月 30 日(三)前勾選

回傳完畢，以利後續訂購作業。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無經費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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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修正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施行細則。(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依 108 年 10 月 25 日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決議，修正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碩

士班課程施行細則如附件 11，請審議。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修正後通過，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施行辦法如附錄 2。 
 
 

(十二)、 修正 110 學年度起碩士班暨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簡章。(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依 108 年 10 月 25 日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決議，自 110 學年度起，修正碩士

班暨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簡章，新增逕行錄取原則。請審議。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同意 110 學年度起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新增逕行錄取原則。 
 
 

(十三)、 修訂本系黃盤銘教授獎學金辦法、盛澄淵教授獎學金辦法。(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依 108 年 10 月 25 日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決議，修訂本系黃盤銘教授獎學金

辦法(附件 12)、盛澄淵教授獎學金辦法(附件 13)。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修正後通過，本系黃盤銘教授獎學金辦法如附錄 3、盛澄淵教授獎學金辦

法如附錄 4。 
 

(十四)、 為提升本系碩士班學生整合土壤環境科學之專業知識及能力，並因應大學部

實習課助教之需求，建議新增實習教學課程，請討論。 (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依 108 年 10 月 25 日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決議，因應實習課人力缺乏，建議

參考食生系開授「實習教學」課程，為碩一 0 學分必修課程，以維持教學

品質。請討論。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再議，請有帶實習的老師再討論。 
 

(十五)、 109 學年度甄審運動績優生調查。(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依 108 年 10 月 25 日興體字 1080020195 號函(如附件 14)辦理，建議也許可

申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一般生 2 名，運動項目為壘球、桌球、籃球或排

球。請討論。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同意提供一般生 2 名。 
執行情形：由於體育室提醒運動績優生甄審入學無學科及術科檢定考試，因此重

新 email 全系老師調查。 
 

四、散會：下午 2 點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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