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8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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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宗仁、申雍、林耀東、鄒裕民、張家銘、賴鴻裕、陳鴻基、吳正宗、

黃政華、沈佛亭、莊雅惠  
列席人員：吳宗翰(系學會代表)、李建霖(系學會代表)、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 
休假研究：譚鎮中 
請    假：曾國珍、劉雨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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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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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目前出席 9 人，

已達過半之法定開議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2. 本次會議有 13 個議案。議案一、二、三、四、七，及臨時動議有時限性將

優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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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已放榜，錄取甲組 3 人、乙組 3 人、丙組 1 人。 
B.本系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進行特殊選才招生面試，預計錄取甲組 1 名、乙

組 1 名。 
C.本系 108 學年度寒假轉學招生目前正進行資料審查，預計錄取 2 年級 3 名。 

2. 總務、財務報告。(徐) 
A.大四教室地磚修繕 222 片。  
B.本系 108 年 3~6 月不足額進用身障差額補助費須於 109 年扣款，金額計

33,945 元，相關資料已於 11 月 27 日 email 給各位老師，請各位老師進用臨

時人員時請避開每月 1 日(以免成為每月計算本系勞保總人數的基礎)。 
C. 109 年度系辦擬申請 1 張校內臨時停車證以利老師租車利用。經主任徵詢

108 年度經常利用臨時停車證的申老師、沈老師、賴老師意見後均同意以系

名議申請，系先暫墊全年停車費，俟年底時統計依各實驗室全年使用天數比

例計算並由管理費扣款。各實驗室租賃車進入校園前，請先告知系辦車號及

使用通行證天數，由系辦通報駐警隊，以利計算分攤費用。 
3. 圖書及溫室：(洪)  

A.本年度新書已經到校，擬領回請各申請老師填寫借書單後由各申請老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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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系主任建議：影印機維修效果不佳，已無修繕效益，廠商已將影印卡張數之

空白紙張至於系圖，各位老師可拿手中的影印卡找系圖洪先生換取。若有公務

急迫需求，可利用系辦之事務機少量影印) 
系務發展小組：無。 
學生輔導小組：無。 
公共事務小組：公共事務小組於 108 年 12 月 9 日辦理文康活動，感謝各位同仁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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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系員大會提出多項建議，已列入本次系務會議議案。  

一、議案討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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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系務會議決議修訂本系黃盤銘教授獎學金辦法、盛澄

淵教授獎學金辦法，其中 1 條：如有盈餘，則轉入本獎學金本金存檔，承

辦單位生輔組表示如有盈餘無法轉入獎學金本金，因為會涉及解約，又因

金額太小無法另外定存一筆，所以此種情況皆存在學校該獎學金帳戶，待

下年度累積進該獎學金中 ，因此希望 12 月系務會議再修正一次(如附件

1、2)。  
擬辦：送校方接受各界捐助獎學金委員會審查。 
決議：同意通過修正如附錄 1、2。 
執行情形：已提送校級會議承辦單位。 

 
(二)、 客座教授聘任案。(系辨公室) 
說明： 

1. 10 月 29 日系務會議通過客座教授續聘，原依規定簽請客座續聘，因

Simon Wang 升等教授，簽請一併修正 Simon Wang 之職級及待遇，人事

室簽注意見由於涉及職級修正及待遇修正，需重新提送聘任申請，因此

已將提聘單等資料已送至人事室，但後來人事室表示需要經過系務會議

通過，由於之前 10 月系務會議通過的是 2 位客座教授的續聘案，沒有提

到要以教授等級聘任 Prof. Wang，因此 email 全系教師，請各位老師同意

以客座教授續聘 Prof.   Simon Wang 。以記錄於執行情形同意以客座教授

申請聘任 Prof. Wang，並於 12 月系務會議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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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 26 日本校客座人員會議已同意本聘案。 
擬辦：同意追認以客座教授申請聘任 Prof.  Simon Wang。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三)、 新增課程案。(農資院) 
說明：農資院於 108 年 12 月 2 日來信轉知請各系將「有機及產銷履歷農產品驗

證制度與稽核實務(碩士課程) 列入課程規劃，相關資料如附件 3、4。 
擬辦：若同意新增，將列入 109 年 1 月系課程會議議案。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109.1.13 系課程會議通過，109.2.12 院課程會議通過。 
 

(四)、 請確認 108 學年度下學期研究生教學助理申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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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2. 附件 5 為 108 學年度下學期教學助理申請表草稿，請各位老師參考並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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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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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確

認最終名單，並盡速於 109 年 1 月底前完成聘任。 
決議：同意通過如附錄 3，並授權學生輔導小組若無法開會確認可由學生輔導

小組召集人確認最終名單。 
執行情形：109.2.5 學生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TA 名單，系辦進行聘任流程中。 

 
(五)、 溫室 C 區屋頂採光罩及防水更換案。(系辦公室) 

說明：溫室 C 區屋頂採光罩及防水更換，已請廠商估價如附件 6、7。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下次系務會議再議。 
執行情形：列入 109 年 2 月系務會議議案。 
 

(六)、 兼任教師聘任案。(系辦公室) 
說明：農資院 108 年 10 月 18 日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核定本系兼任教師台

灣土地資源 2 學分(約 0.11 員額)，須於 110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聘用手

續。本系簽請人事室公告徵聘啟示(108.11.14)，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

止，無人應徵，請討論是否再次簽請人事室協助公告。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下次系務會議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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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列入 109 年 2 月系務會議議案。 
 

(七)、 QS 學術/雇主聲譽調查推薦名單。(系辦公室) 
說明：農資院 108 年 12 月 18 日 Email 請各系提供 QS 學術/雇主聲譽調查推薦

名單，每系推薦 3-6 名(學界)學術聲譽調查受訪者以及 3-6 名(業界)雇主

聲譽調查受訪者。 
擬辦：確認名單後送農資院。 
決議：請系辦彙整名單後送農資院。 
執行情形：農資院已於已於 1 月 31 日提供研發處彙整上網填報，謝謝大家為

提升本校聲譽調查的努力。 
四、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案三、四、五、六因現場出席代表人數 6 人，未達 1/2 法

定開會人數(7 人)，依內政部頒佈之「會議規範」第六條，議案可以談話會方式先

行討論，但議案決議須待下次系務會議追認始成立。) 
 
(一)、 招生專業化"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系辦公室)  

說明：教務處召開招生專業化會議資料，在 1/6 繳交"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

準備指引"，由教務處彙整呈報教育部，並於 109 年 2 月 25 前公告。 
擬辦：確認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後送教務處彙整。 
決議：同意通過如附錄 4。 
執行情形：已於 109 年 2 月 10 日公告系網頁。 

 
(二)、 2020 年馬來西亞單獨招生事宜。(系辦公室)  

說明：本校擬自 110 學年度新增馬來西亞單獨招生管道，本次獨招重點節錄如

下： 
1. 今年僑生招生工作將增加馬來西亞單獨招生(110 學年度入學)。過去僑生

是依賴海外聯招的管道招生，今年將移出部分僑生招生名額由本校獨立

赴馬來西亞辦理招生。 
2. 本次馬來西亞單獨招生將限制學生申請條件，申請資格如下： 

1) 本校策略聯盟中學應屆畢業生 
2) 高中每學期成績於班級排名前百分之 40 
3) 獲得中學校長推薦 

3. 本次獨招將配合明年四月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教育展活動辦理面試，如面

試結果符合學系的選才標準，可於 9~10 月報名本校單獨招生入學管道，

由學系優先錄取面試學生。 
4. 馬來西亞教育展因經費有限，如有意願參加獨招的系所很多則需共同推

派教師赴馬參加面試。 
擬辦：依決議送招生組彙整，若決議參與招生： 

1.  需參與本校 110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入學管道，並提供海外聯

招會「個人申請」及「聯合分發」的招生名額。(學士班聯合分發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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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 2 名、碩士班 2 名、博士班 1 名)(僑生係屬外加名額，僑生招收

名額原則上以不超過系所核定名額的十分之一) 
2.  明年教育展 2020 年 4 月 8 日至 14 日共 7 日選派師長前往馬來西亞參展

及面試。 
決議：同意參加。 
執行情形：已回覆招生組有意願參與辦理，由於經費考量(選派師長前往馬來西

亞進行面試之經費需由系上支付)，若有學生申請，已請招生組請副

院長董時叡教授代為審查。 
 

(三)、 系員大會問題彙整_課程。(系辦公室)  
說明：系員大會問題彙整有關課程如下： 

1. 專研可否提前先修要規劃出國或提早畢業。 
2. 物化沒必要修兩學期 搞得好像我們是物化系，土壤學都只一學期兩學分

了 建議如果一定得修物化可以變成一學期三學分像有機化分析化的模

式，或物化改選修。 
3. 週二早八的土壤與環境可以取消，因為沒太大用處，又卡一個時間很

煩；有老師忘記要來上課有點扯.. 
4. 減少系上必修課，將部分必修課轉為選修課。由於必修課太多，使得同

學修習其他學程、輔系和到外系上課受限，而且未來的趨勢是跨領域的

結合，希望系上可以鼓勵同學多方面學習，讓學生更有能力將土壤知識

結合其他專業，期待把土壤專業真正運用於產業上。(土壤生態學) 
5. 很多課程和實驗的內容重疊，希望可以把一些課程合併。系上的課程重

複性太高，真的會的人也很少，不知道以後畢業能幹嘛？有些老師上課

學生也聽不太懂！建議可以修改一下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相關問題經師生溝通，對應說明如下： 

1. 本屆大三已有 5 人經指導老師同意上修專題研究。 
2. 107.7.10 系課程會議曾檢討物理化學課程，決議維持必修 4 學分。 
3. 107.12.28 系課程會議曾討論土壤與環境之存廢，決議保留。 
4. 經系學會代表說明本項必修課指的是土壤生態學，土壤生態學由必修課

改為選修課。 
5. 107.7.10 系課程會議曾檢討物理化學課程，決議維持必修 4 學分。於畢業

條件中減少了必修 3 學分，但並未增加畢業條件中專業選修學分數，因

此相對來說反而增加同學選修多元性。 
6. 請系學會代表收集較多同學對於本系課程之意見整合後，於 1 月系課程

會議提案。 
執行情形：系學會未於系程會議提案但參與 1 月 13 日系課程會議。 
 

(四)、 系員大會問題彙整_試驗田。(系辦公室)  
說明：系員大會問題彙整：希望土環系跟農藝系一樣在校內也有一塊地是用來

試驗的。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有關實驗田之問題本系已於上學期在與院長座談會時已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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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員大會問題彙整_新聘教師。(系辦公室)  

說明：系員大會問題彙整：希望可以請到多一點教授。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有關新聘教師作業系辦均在持續作業。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 系員大會問題彙整_設備維修及其他。(系辦公室)  
說明：系員大會問題彙整_設備維修及其他： 

1. 投影機有時候會出問題  
2. 系館網路一個禮拜五天大概會壞四天，NCHU 現在也都連不上，不曉得

是系館設備問題還是計資中心那邊的問題，希望可以改善，因為本身的

電信業者訊號在系館沒有服務，極需仰賴教室的 wifi 生存。 
3. 大一常常有外面補習班進來發廣告，想問老師或學長姐有沒有什麼阻止

他們進來的方法？ 
4. 系上的研討會邀請的客人吃午餐竟然是在一樓外面的椅子上，感覺對他

們不太尊重！建議可以安排一個好一點的地方讓他們休息吃飯！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相關問題經師生溝通，對應說明如下： 

1. 有關投影機：近 2 週因大三投影機故障，係因接電腦的 2 個訊號源跳

掉，已將電腦訊號源固定，僅保留一個，不會有跳掉的問題。 
2. 有關網路：1.NCHU 的連線已洽計資中心重新設定。 2.系上的 wifi 因使

用人數、使用流量(下載片)等問題會影響網路通暢性，如有當機，經學生

向系辦反映到 e 化講桌重置即可。 
3. 有關廣告單：開放校園補習班進入發放宣傳廣告控管不易，請同學自行

移除廣告單。 
4. 有關辦理研討會之用餐地點：研討會主辦單位不一定是本系，如外界給

其他單位，主辦單位應會妥適規畫安排用餐地點，參加的學員通常會安

排在教室，講者則另外安排在休息室。 
 

五、散會：下午 1 時 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