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9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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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東、鄒裕民、張家銘、賴鴻裕、黃政華、陳鴻基、曾國

珍、吳正宗、沈佛亭、劉雨庭、莊雅惠  
列席人員：凃淨翔(系學會代表)、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 
休假研究：申雍 
請    假：盧琪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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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雍老師今年休假研究，本次會議應

出席人數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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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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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系 109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報到共計 14 人。 
(2)本學期 TA 聘任中。 
 

2. 總務、財務報告。(徐) 
(1) 會計說明： 

A.尚未動支設備費的老師，請儘快動支並於 10 月 25 日前請購完畢。 
B.109 學年導生活動費暫分配 105,200 元，校方於 11 月初依實際報到人數

予以調整，俟校方調整後及援往例扣除補助宿營等相關費用，再 email
通知各班導師及班代分配額度。 

(2) 總務:7 月底前完成廁所安裝感應式電燈 12 盞(1 樓，2 樓，3 樓及 4 樓)，
另分段安裝廁所感應式水龍頭，已完成 1 樓及 3 樓 D 區男女廁，共計 6
組。 

3. 圖書及溫室：(洪)  
(1)本年度 10 萬採購圖書已完成勾選，明年度，請有需求的老師能與我聯絡先

行勾選。 
(2)溫室安全評估正等技師通知(劉師丈協助辦理) 
(3)北溝學生實習農場於 8 月 28 日起將進行環境整理及整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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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發展小組： 預計 8/31 召開會議。 
學生輔導小組：109 年 8 月 11 日召開小組會議，會議紀錄列入本次會議議案。  
公共事務小組： 無。 
大型儀器管理小組：預計 9/8 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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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本校舉辦招生檢討會議，相關事項已列入提案。 
系教評會：109 年 8 月 26 日召開系教評會，審議新聘教師外審案。  
系課程委員會：109 年 8 月 20 日召開系課程會議，會議紀錄列入本次會議議案。 
研究生代表：無。 
系學會：迎新宿營擬於 10 月 17 日~18 日舉行，申請補助議案已列入本次會議。 

四、議案討論 
(一)、 系學會申請迎新宿營補助案。(系辦公室)。 

說明：迎新宿營擬於 10 月 17 日~18 日舉行，擬向系上申請補助遊覽車一部，

企劃書及估價單如附件 1。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通過同意補助遊覽車一台 19000 元。 

 
(二)、 確認學生輔導小組 109 年 8 月 11 日會議紀錄。(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 109 年 8 月 11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2。 
擬辦：確認後存查。 
決議：確認存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三)、 審議本系學生出國進修補助案。(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 

1. 本次提出申請者如下： 
姓名 學號 預計進修期間 /性質 進修地點 
嚴○○ 8106039002 2020/9/1~2022/7/31 

攻讀雙聯學位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 

 2.依本系研究生暨大學生赴國外(含大陸地區)進修及研討會獎學金辦法第

四條第一項：國外進修：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請獎學金額度上限為 3 萬
元；及辦法第六條：由學生輔導小組審查並核定實際補助獎學金額度

後，送系務會議決定。 
3. 109 年 8 月 11 日學生輔導小組核定補助嚴○○3 萬元，本案依獎學金補

助辦法送系務會議審議。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同意補助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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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審議假期實習課程改為大四上學期開課案。(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 

1. 本系假期實習為大三下選課，學生於大三下暑假至相關單位實習 1 個月

以上之課程，由於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辦法規定：逾學期考試後四週

仍未登錄，將依行政程序簽核該生該科成績以零分計，並即進行排名作

業。 
2.本學期系辦已簽請校方同意延後登錄成績，為避免影響學生權益，建議

自 109 學年度起將假期實習課程改為大四上開課。 
3.經 109 年 8 月 11 日學生輔導小組討論同意送系務會議審議。 

擬辦：通過後於明年開始實施。 
決議：同意假期實習改大四上開課，於 111 學年度開始實施。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原決議因 108 學年度有學生忘記選課，為避免因此延誤

該生畢業時間，因此 110 學年度仍維持於大三下學期開課，於 111
學年度在開始於大四上學期開課；後來系辦調查本系教師意見是否

同意於 109 學年度上學期加開假期實習，讓該位忘記選課的學生加

選，並可將於 110 學年度開始於大四上開設假期實習，獲 8 位教師

同意，本案列入 10 月系務會議追認。 
 

(五)、 修正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內容。(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 

1.增列立合約書人欄位(丙方:實習學生)以確保學生知悉實習合約內容。 
2.新修正合約草案內容如附件 3。 

擬辦：通過後由下一屆開始使用新合約書。  

決議：通過修正如附錄 1，由下一屆開始使用新合約書。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 確認系課程會議 109 年 8 月 20 日會議紀錄。(系課程會議) 
說明：系課程會議 109 年 8 月 20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4。 
擬辦：確認後存查。 
決議：修正議案四(如附錄 2)後通過，確認存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七)、 審查 109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指導教授名單案。(系辦公室) 

說明： 
1. 依新生「研究志趣調查」統計如附件 5。 
2. 自 99 學年度招收新生算起，每位教師每二年收碩士班新生至多 4 人。 
3.本屆新生目前已有 3 人辦理休學，請討論若學生復學後找指導教授，是

否計入該老師所收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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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1.通過後將指導教授名單及通知單送註冊組登錄。 
2.課務組將依註冊組登錄資料作為授課鐘點核減依據。 

決議： 
1.通過 109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指導教授名單如附錄 3，尚未繳交之同學繳

交後列入名單。 
2.若新生未找指導教授即辦理休學，學生復學後找指導教授，不計入該老

師當學年度(學生復學學年度)所收名額，見臨時動議二。 
3.108 學年度入學之黃○○由鄒裕民老師及劉雨庭老師共同指導；蕭○○

由黃政華老師指導。以上 2 位不計入指導教授所收名額。 
執行情形：指教授通知單已送交註冊組辦理登錄。 
 

(八)、 擬修訂本系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辦法，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因應碩博士班甄試將採線上審查，簡章相關內容建議採用公版。擬修訂

本系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辦法，以使二者一致。 
2.擬修訂如附件 6。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通過如附錄 4。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九)、 討論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及繁星推薦同分比序採計項目。(系辦公室) 

說明： 
1.校方調查信件如附件 7。 
2.繁星推薦分發比序項目各校系應依選才需求訂滿 7 項，請討論。 
3.個人申請甄選總成績各校系同分參酌建議訂滿 4 項，本校各系均符合，

提醒學系在進行審查及面試評分時避免同分。 
擬辦：確認後於 9 月上旬招生組調查時回覆。 
決議：繁星推薦分發比序項目：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學測自然級分 
3.學測英文級分 
4.學測數學級分 
5.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6.化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7.數學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 審查一般生活助學金工讀生申請案。(系辦公室)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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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本次作業未及提出 8/11 學生輔導小組會議審查，擬提系務會議討論。 
2.本案計有 6 名大學部在校生至線上統登錄申請本系一般生活助學金(每月

每人 6000 元)，如附件 8。 
3.擬依學生家庭總收入低於 70 萬元以下者推薦數名同學。 
4.家庭總收入低於 70 萬元以下有魏○○、侯○○及林○○等 3 人，惟林○

○因家庭忙碌無法備齊財力證明為由禮讓其他同學優先申請，由房○○

遞補，另 2 人本學期不申請。 
5.受薦選之同學的工作項目由系辦徐小姐督導考核，不適任者將予以替

換。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通過錄取魏○○、侯○○。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一)、 擬添購會議室冷氣 1 部，請討論。(鄒裕民、林耀東、賴鴻裕) 

說明： 
1.會議室現有冷氣 1 部，係由農資院移入之舊機(97.7.22 購置)，因氣溫年

年攀升，以會議室空間大小冷度顯得不足，擬新購冷氣 1 部裝設於會議

室右側。 
2. 查台銀共約購案一線品牌-國際牌，因疫情關係原物料較為缺貨，廠商

告知下訂後會有待貨期約 1 個月，擬購置品質較佳的日立品牌，噸數

10kw，含施工安裝金額為 83,000 元。 
3. 檢附估價單 1 份如附件 9。  

擬辦：會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採購。 
決議：安裝 2 台新冷氣，原會議室冷氣移至系圖書室。 
執行情形：安裝冷氣及移機均已完成。 

 
(十二)、 農資院員額之本系新聘教師申請案 (系辦公室)。 

說明： 
1.微生物與生態領域楊○○老師已於 107 年 7 月 31 日屆退，譚○○老師

亦於 109 年 1 月 31 日屆退，該領域目前只有沈○○及黃○○老師。本

系自 106 年 3 月開始向院申請微生物領域員額均獲通過，但一直未聘到

合適的老師，因應本系四個教學研究領域人力平衡考量及微生物生態領

域專業授課需求和銜接，請討論是否再次提出員額申請。 
2.若提送員額申請，請考量申請之數量、人選條件及空間規劃。 

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 

1. 向院提出申請微生物與生態領域員額 1 名，徵聘人選之專業、授課條

件及研究室、實驗室空間 (3D02+3D04) 同前一次之徵聘內容。 
2. 依據 990120 公共事務小組會議、990121 及 990823 系務會議紀錄之空

間利用決議，三樓 C 區吳○○老師及黃○○老師同意譚○○老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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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空間移至 3C02 原莊○○老師退休研究室。 
執行情形：已送交申請微生物與生態領域員額 1 名之員額申請表至院。 

五、臨時動議  
(一)、請農資院協助請各系將土壤學納入各系課程規劃。(提案人：曾國珍，附議：

林耀東) 
決議：提案人撤案。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廢除本系規定各教師每 2 年收 4 位學生之限制案。(提案人：彭宗仁，附議：

吳正宗) 
決議： 

1.經投票表決，2 票同意，4 票不同意，維持各教師每 2 年收 4 位學生之

限制。 
2.有關新生未擇指導教授即休學，復學後再找指導教授，該名額不列入該

教師當學年度所收學生名額。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散會：下午 3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