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8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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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鴻裕、陳鴻基、曾國珍、吳正宗、
黃政華、沈佛亭、劉雨庭、莊雅惠
列席人員：吳宗翰(系學會代表)、徐秋美、鄒采蘋
請

假：張家銘、洪振芳(公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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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為 13 人。目前
出席 12 人，已達過半之法定開議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2. 本次會議有 7 個議案。
二、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註：因議事時間可能不足，出席教師皆同意調整議程，先進行業務報告及議案
討論，再進行前次系務會議紀錄確認。
三、業務報告
系辦：
1. 招生、課程相關業務：(鄒)
(1)招生：
A.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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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人，已於 4 月 22 日完成面試；甄選入學預計錄取正取生 24 名，原住民
外加名額 1 名，備取生 53 名。
B. 109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招生共計 1 人報名，碩逕博招生名額 1 名，預計
於 5 月 8 日進行面試。
(2)課程：
A.課務組已將 4/10 遠距教學說明會資料放上網頁，有意申請 109 學年度
遠距教學之授課教師，請送交遠距教學計畫書給系辦，以列入會在系課
程會議審議。
B.109 學年度擬開授課程預計於 5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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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財務報告。(徐)
(1) 大學部男廁小便斗壁內管線阻塞，已拆卸小便斗清通數次，每次拆卸一個
小便斗，清通費須支出 1,500 元，為根本解決於 2 月下旬洽商重新配管(見
2/26 財報)。

(2)煩請各班導師留意導生活動辦理時間，本學年須於 6/25 前核銷完畢，因疫
情關係建議分小組辦理，截至目前僅大二辦理導生活動並支用 6,919 元。108
學年學期初分配各班額度大一 14,168 元、大二 14,784 元、大三 15,400 元、
大四 19,096 元、研究生 17,556 元(見 108 年 11 月 15 日 email 通知)。
(3)畢業典禮：依本校第 2 次畢業典禮工作協調會議決議，各系所畢業典禮由
各系自行評估辦理。
3. 圖書及溫室：(洪)
(1)本年度購書經費 10 萬元經上次系務會議決議.請有需要之老師聯絡系圖拿
目錄勾選( 採購後記錄完成 需留置在老師處由老師保管 )。
系務發展小組：系所評鑑實地訪評於 109 年 3 月 11 日辦理完成，委員依本校評
鑑辦法於實地訪評一周內完成上傳，待 5 月底本校委員開完會後才會開放給各系
下載，6 月前 2 週是系所申覆時間，後 2 週是評鑑委員回覆時間。
學生輔導小組：109 年 4 月 9 日召開小組會議，會議記錄列入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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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項工程及一件估價：
(1) C 區屋頂浪板更新已完成，但尚有 2 處漏水(下雨時發現)已聯絡廠商改善。
(2)溫室內水溝改善工程尚有幾處未完成已請廠商盡快完成。
(3)溫室整體改善工程估價擬招開溫室管理委員會討論。
系級招生委員會：。
系教評會：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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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課程委員會：因應疫情，下本學期有數門課程改為遠距教學，須加開系課程會
議，預計 5 月召開。
研究生代表：無。
系學會：無。
三、議案討論
(一)、 109 學年度兼任教師續聘規劃。(系辦公室)
說明：109 學年度兼任教師擔任意願調查結果如下：
教師
兼任方式
楊○○
已年屆 72 歲，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原則，不再續聘。
陳○○
不擔任兼任教師。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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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辦：通過後送系教評會審議。
決議：109 學年度以共同指導研究生方式續聘兼任教師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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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雙聯學位博士生曾○○(學號: 8102039004)申請延後回國案。(系辦公室)
說明：
1. 曾○○於 106 年 3 月赴美國德拉瓦大學攻讀美國德拉瓦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 土木暨環境工程學系(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的雙聯學位，期間取得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
究計畫補助。
2. 科技部補助期間為 108 年 3 月 1 日開始，於 109 年 3 月 31 日結束，並需
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結案，因科技部補助博士生國外研究計畫結案
報告中需要入境臺灣章戳，而曾○○因新冠肺炎疫情之故，故回國時間
需延後 (預計 109 年 12 月底前)。
3. 為完備結案相關表件，教務處請系上提供同意該生延後回國之證明。
4. 該生 2 位指導教授同意書如附件 1、2。
擬辦：擬請系上老師同意曾○○延後回國，會議記錄送教務處備查。
決議：同意曾○○延後回國。
執行情形：會議記錄已送教務處備查。
(三)、 分配本年度設備費案。(系辦公室)。
說明：
1. 本年度分配預算為 1,073,000 元，保留去年未補助新進教師莊雅惠老師
20 萬分配款，餘 873,000 元。
2. 因部分學生實習儀器老舊須汰舊換新，現有肥料學、土壤與植體分析
技術及土壤物理學等學生實習課程提案購置電子天平 55,000 元 (2 部，
估價單詳附件 3)；普通微生物學實習與土壤環境微生物學實習課程提
案購置顯微鏡 196,800 元 (5 部 OCCA 複式光學顯微鏡及 5 部雙眼學生
生物顯微鏡，估價單詳附件 4、5) 。
3. 另系辦擬保留教學及公共設備 10 萬元，
4. 本年度設備費扣除上述分配餘額約 520,000 元。
5. 餘額擬分配每位老師實驗室 40,000 元。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確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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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導師名單，請參考。
擬辦：確認 109 學年度導師及勞作教師名單後存查。
決議：109 學年度導師名單及推薦「勞作教育指導老師」：
年級

導師名單

大一

賴鴻裕（召集人）、沈佛亭、彭宗仁

勞作教育導師

賴鴻裕、沈佛亭

大二

劉雨庭（召集人）、吳正宗、曾國珍、鄒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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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

黃政華（召集人）、張家銘、陳鴻基

大四

林耀東（召集人）、莊雅惠

研究所
由學生輔導小組兼任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新聘教師徵才公告審查。(系辦公室)
說明：
1. 本系獲院員額小組核定新聘教師員額 2 名，擬聘專長為環境微生物與
生態領域及環境資源與資訊領域。
2. 環境微生物與生態領域及環境資源與資訊領域教師提供新聘教師徵才
中英文版各一份，及系辦彙整徵文版徵聘公告如附件 6、7、8、9。
擬辦：確認後公告上網。
決議：有關徵聘公告第 4 條第 4 點，採投票表決，請老師於 4/30 中午前 email
回覆系辦。
執行情形：
1. 投票結果為
□應徵環境資源與資訊領域者，以具熱心教學及研究潛力，曾修習過土
壤學、土壤物理相關課程為佳。可教授土壤物理學、高等土壤物理、
灌溉與排水、作物水分管理、土壤污染物傳輸等科目為佳，並請提出
可應用土壤物理解決台灣農業生產和環境保護等相關土壤問題並提出
前瞻性的願景：4 位
□應徵環境資源與資訊領域者，以具熱心教學及研究潛力，可教授土壤
物理學為佳：6 位
無意見：1 位
未回覆：1 位
註：依議事規則議案之表決主席不參與投票。
2. 修正後徵聘公告如附錄 1。
3. 已於 5/4 完成公告。
四、下午 1 時 05 分清點現場人數為 5 位，未達半數，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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