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10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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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主任  裕民                                      記錄：鄒采蘋 
出席人員：鄒裕民、林耀東、賴鴻裕、黃政華、沈佛亭、吳正宗、劉雨庭、 

莊雅惠、林政賢 
列席人員：洪振芳(系圖) 、徐秋美、鄒采蘋 、陳郁辛(系學會代表) 
請    假：彭宗仁、張家銘、陳勝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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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為 11 人。目前

出席 8 人，已達過半之法定開議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2. 本次會議有 10 個議案。 

二、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 

三、系務工作報告 
1. 111 僑生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審查已由本系招生試務委員會進行審查，最後結

果待由海外聯招委員會分配及公告。 
2. 去年完成聯誼室施作，總經費支出為 478,770 元。 
3. 本月份每位老師各分配管理費 1.5 萬元。 
4. 擬由管理費購置退休教授休息室冷氣 10kw 2 台，目前共約標價每台 38,138

元，另計安裝配線費用 2 台共計總價 96,076 元(如附件估價單)。 
5. 經費報告。 
6. 圖書及溫室。 

(1)圖書報廢因數量問題所以分為上半年及下半年逐年報廢。 
(2)今年購買書籍費用 10 萬元有需求的師長請聯絡洪先生。 
(3)學生實習農場整地作業已完成，之後每月 1-2 次清除周邊的雜草，並一

併處理割草機引擎主體部分與支架安裝。 
(4)學生實習農場擬安裝場域標示看版，附上聯絡人及請勿停車標示。 

 
四、系務發展、學生輔導、公共事務、大型儀器管理小組、國際事務小組；溫網室管

理委員會、系課程委員會；系安全官；研究生代表；系總幹事報告： 
系務發展小組：無。  
學生輔導小組：1.學生輔導小組於 111 年 1 月 14 日及 2 月 10 日召開會議，會議

紀錄列入本次會議備查。 
2.請系總幹轉知班上同學關於假期實習的修習，請留意提出申請

時間期限，以利辦理後續審查及簽約作業，同學對擬提出之實習

單位若有疑問，歡迎先詢問學生輔導小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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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課程委員會：本系 EMI 課程規劃已於 111 年 1 月 27 日召開系課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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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系安全官：無。 
國際事務小組：無。 
溫網室管理委員會：無。  
研究生代表：無。  
系學會：1.系學會辦理職涯探索講座，企畫書如附件，請各位老師協助提供各領

域人才名單，系學會可用本企畫書向學校申請講師費。(系主任及與會老

師同意由系支付交通費) 
2.系隊預計 3/26 至 3/27 參加大土盃，補助請已列入會議議案。 
3.今年土環週預計於 5/9 至 5/15 於圓廳 3 樓舉辦，系學會亦申請於農夫

市集 1 攤位。 
五、議案討論 
(一)、 審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名單。(系辦公室) 

說明：論文口試委員名單如下，請審查。 
姓名 論文題目 口試委員 
武○○(博) 
8107039005 

評估和模擬越南廣寧省東潮

市土地利用/覆蓋變化 
賴鴻裕教授 
吳振發教授 
申雍教授 
李素馨教授(臺師大地理系) 
張俊彥教授(臺師大講座教授) 
蔡呈奇教授(宜蘭大學森林系) 
陳繼藩教授(中央大學太空及

遙測研究中心) 
郭鴻裕研究員(農試所退休) 
陳思宏助理教授(國農學程) 

張○○(碩) 
7107039110 

番茄葉圈細菌之特性研究 沈佛亭副教授 
楊秋忠教授 
簡宣裕研究員(農試所) 

馬○○(碩) 
7108039103 

茶園耐酸細菌之分離及其對

綠肥大豆共生固氮之影響研

究 

沈佛亭副教授 
楊秋忠教授 
簡宣裕研究員(農試所) 

備註： 
1.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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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

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2.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院務會議或學位

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3.依學校規定碩士生的學位考試委員人數 3~5 人，依據本系 99.9.30 系務會議決

議：以後有共同指導情形，口試委員至少 5 人。 
決議：同意通過上列論文題目及口試委員名單。 
執行情形：口試申請書已送至註冊組辦理。 

 
(二)、 研究生申請選修大學部課程計入畢業學分案。(系辦公室) 
說明： 

1.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訂定辦理：研究生因課業需要，除本系所基本應修學

分外，得經授課教師同意後，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該課程如需計入畢業學

分，須經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但以六學分為限。 
2. 本次申請件共計 1 件。 

姓名 指導教授 申請科目(學分) 
鄭○○ 賴鴻裕 作物與土壤(3)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申請書已送至註冊組辦理。 

 
(三)、 大土盃申請補助案。(系學會)  

說明：系隊預計於 111 年 3 月 26、27 日參加 2022 大土盃賽事，擬申請補助去

程遊覽車一台，估價單如附件 1。 
決議：同意通過補助遊覽車一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外實習參訪案備查。(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1 月 14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2、申請表如附件 3。 
決議：通過備查，感謝土調中心支援補助遊覽車一台。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上修研究所課程申請案備查。(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2 月 10 日及 2 月 16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4、5。 
決議：同意通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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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 本系 EMI 課程備查。(系課程委員會) 
說明：系課程委員會 111 年 1 月 27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6。 
決議：通過備查。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送院彙整。 

 
(七)、 111 學年度專題討論授課教師分配。(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下屆大三(109 學年度入學)導師為賴鴻裕、沈佛亭、彭宗仁，請討論 111
學年度分配。 

決議：111 學年度專題討論授課教師分配如下： 
研究所 上學期 莊雅惠、劉雨庭、林政賢 

下學期 張家銘、林耀東、黃政華 
大學部 下學期 吳正宗、賴鴻裕、沈佛亭、彭宗仁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八)、 農資院員額之本系新聘教師申請案。(系辦公室)  
說明： 

1.農資學院於 2 月 9 日發函，有關如有員額申請件，需於 4 月 15 日前將相

關表件及系級會議紀錄送交院辦公室。 
2.本系之前的三領域(微生物與生態、環境化學與污染防治、環境資源與資

訊)員額均已到期須重新向農資院申請員額。 
3.本系佔員額兼任教師何○○老師聘期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如擬續聘，

須於本次提出競爭申請。 
4.請討論申請員額事宜。 

決議：1.同意通過提出微生物與生態、環境化學與污染防治、環境資源與資

訊、土壤肥力與植物營養 4 領域員額申請，請此各領域老師於 111 年

3 月 31 日前提供系辦擬申請員額之專長條件(含理由)及空間規劃。 
2.請徵詢何明勳老師是否有意願繼續支援本系課程，如有意願則提出員

額申請。 
執行情形：員額申請表已送農資院。 
 

(九)、 本年度設備費之分配使用案。(主管交議) 
說明： 

1.本年度系上分配到之設備費為 991,000 元。 
2.學生實習擬購置土壤硬度計 83,700 元(估價單如附件 7)。 
3.系辦擬保留教學及公共設備 10 萬元。 
4.為使系上有效運用空間並提供退休老師使用空間之需求，擬將本年度設備

費使用於退休教授休息室之施作 (含此空間內各項使用設備之添購)。 
決議：同意通過上列經費分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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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十)、 土調中心冷氣移機系上使用案。(主管交議) 
說明： 

1.為節省系上經費支出，已向土調中心索取狀態較佳且適用之冷氣 3 台，做

為聯誼室(國際牌 5.6kw)、退休教授休息室(日立 7.1kw)及洪先生辧公室(日
立 5.0 kw)等 3 個空間使用。 

2.因冷氣噸數大一不小，得視各空間環境需求，須支付冷氣拆卸、載運、安

裝、佈線、配電及填充冷媒等相關費用總計 8 萬元(如附件 8)。 
3.擬由經常費支付上述費用。 

決議：同意通過上列經費分配使用。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臨時動議  
    (無) 
七、散會：下午 1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