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10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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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正宗、黃政華、沈佛亭、劉雨庭、 

莊雅惠、林政賢 
列席人員：徐秋美、鄒采蘋 、陳郁辛(系學會代表) 、李欣璇(系學會代表) 
請    假：彭宗仁、張家銘、洪振芳(系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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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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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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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新聘教師徵才公告已於 6/10 公告，預 7/10 截止，預計於 7/11~7/15 辦

理資格審查，7/18-7/22 辦理座談會，盡快進行全系投票，並開會確定人

選，相關資料須於 8/3 送交農資院。 
2. 感謝楊秋忠院士創辦之地天泰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贈獎學金回饋本校，

以每學年提供 100 萬元，為期 20 個學年方式挹注，為興大第一家捐贈回饋

的衍生企業。每年獎助學金將分別運用於興翼計畫 40 萬元、農資學院優秀

清寒學生獎學金與學生事務補助 30 萬元、舉辦永續環境論壇 30 萬。其中每

年 10 萬元將回饋於系上，用於學生事務補助。 
3. 課務組已將新學期課程匯入系統，請老師檢視課程是否有誤，請留意教學大

綱中授課內容的版面改變(細分為 18 週)，原大綱中的授課內容預灌在第一週

的欄位(其它週皆為空白)，務必請於 8/1 前撥冗上網更新資料。 
4. 經費報告。 
5. 圖書及溫室： 

(1)7/1 日將報廢 60 本書籍。 
(2)此次逃生通道缺失改善問題已經回報營繕組，由營繕組於 6/27 統一彙整

資料回應，現等都發局判定，如有必要，6/30 會來看現場。 
【法規參考】都發局承辦人：走廊雙側均有使用空間須保持 2.4 公尺走廊寬

度、單側有使用空間則保留 1.8 公尺走廊寬度、樓梯逃生間均須淨空。(參
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2 條 D4 類建築物) 
逃生通道堆積雜物之缺失項目改善應符合「建築法」、「原有合法建築物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規定，將

各室門口、走廊通道及逃生梯空間堆積雜物全數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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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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及 6 月 22 日召開會議，會議記錄及相關提案列入本次

會議。5 月 4 日召開小組會議，會議記錄列入本次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擬於本次系務會議結束後召開系課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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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進行新任系總幹選舉，由李欣璇當選新任系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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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碩) 
7107039104 

利用含硫化合物改質稻稈及

木屑生物炭提升其對鎘的移

除 

鄒裕民教授 
劉雨庭教授 
王尚禮教授(台大農化系) 
簡士濠教授(屏科大水保系) 

譚○○(碩) 
7108039116 

不同有機質肥料對莧菜生長

及土壤酵素活性的影響 
黃政華副教授 
黃裕銘副教授 
簡宣裕研究員(農試所) 

簡○○(碩) 
7108039208 

農業廢棄物衍生之生物炭對

土壤/作物重金屬物種轉換關

鍵因素：土壤特性/生物探種

類/劑量/老化效應之研究 

林耀東教授 
鄒裕民教授 
賴鴻裕教授 
黃志彬教授(陽明交大環工所) 
許正一教授(台大農化系) 

陳○○(碩) 
7109039110 

黃麴毒素 B1 與熱改質膨潤土

的交互作用 
鄒裕民教授 
劉雨庭教授 
賴鴻裕教授 
王尚禮教授(台大農化系) 
莊愷瑋教授(嘉大農藝系) 

顏○○(碩) 
7109039105 

不同波長光源條件下三價鐵

對三價鉻光催化氧化反應的

影響 

鄒裕民教授 
賴鴻裕教授 
劉雨庭教授 
許正一教授(台大農化系) 
莊愷瑋教授(嘉大農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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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碩) 
7109039201 

利用氧化流動反應器探討水

合鐵礦中三價鉻的氧化趨勢

與機制 

劉雨庭教授 
鄒裕民教授 
江博能副研究員(台大實驗林

管處) 
備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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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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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已提送註冊組。 
 

(二)、 選舉 111 學年度系教評會及系課程委員會委員。(系辦公室) 
說明： 
1. 本系系教評會： 
(1) 成員為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其餘六位委員由全系副教授

以上教師中推選，但教授之委員名額不得少於全體委員名額之三分之二以

上，且人數至少五人。 
(2) 推選系教評委員資格：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者，且

最近五年於農資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含發明專利、新品種育成、

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或最近五年曾主持

三年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 
(3) 本系符合資格之老師有：彭宗仁、林耀東、鄒裕民、賴鴻裕、黃政華、沈

佛亭、劉雨庭。 
2. 系課程委員會： 

本會由系主任、選任委員及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代表各一名組成。系主任

為召集人，選任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五至七人擔任，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決議： 
1.經全系教師投票，因系教評委員得票過半數委員僅 5 名(林耀東、賴鴻裕、黃

政華、沈佛亭、劉雨庭)，不足 6 人，請各位老師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推（遴）選辦法，就校內、外性質相近系(所)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

授資格之研究人員推薦人選，擇日進行補選。 
2.本系 111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鄒裕民(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賴鴻

裕、黃政華、沈佛亭、劉雨庭、莊雅惠、林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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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系辦於 6/20~7/11 調查教師推薦候選人名單，於 7/12 臨時系務會議

確認候選人有張碧芳教授、鍾文鑫教授及王升陽教授，7/13~7/18 投票，

並於 7/18 進行開票集召開臨時系務會議確認 111 學年度本系教評委員

為：鄒裕民(系主任為當然委員)、鍾文鑫、林耀東、賴鴻裕、黃政華、

沈佛亭、劉雨庭。以上名單已簽請校長核聘簽准。 
 

(三)、 請推舉 111 學年度各小組委員。(系辦公室) 
說明：請推選系務發展小組、學生輔導小組、公共事務小組、大型儀器管理小

組、國際事務小組、系級招生工作委員會委員(同學生輔導小組)、溫網

室管理委員會(各領域推一名教師)及系安全官。(110 小組成員如附件 1) 
決議：111 學年度小組成員如附錄 1。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修正本系導師辦法及重新確認 111 學年度導師名單及推薦「勞作教育指導老

師」。(系辦公室) 
說明： 

1.依據 111.6.2 臨時系務會議議案四決議第 3 點：修正本系導師辦法，擬先

請系辦調查各教師擔任導師之意願，將來以熱心真正有協助學生的老師

擔任，而非全體教師均擔任導師。擬修正本系導師辦法如附件 2。 
2.除系主任為主任導師外，系辦調查有意願擔任學士班導師之教師有：彭

宗仁、林耀東、張家銘、賴鴻裕、黃政華、沈佛亭、劉雨庭、莊雅惠、

林政賢。請討論 111 學年度導師名單。 
決議：1.通過修正本系導師辦法如附錄 2。 

2.111 學年度導師由系主任協調產生，待確認後送系務會議備查。 
執行情形：1.本系導師辦法簽請校長核准。 

2. 111 學年度導師備查案列入 8 月系務會議。 
 

(五)、 確認 111 年 5 月 2 日系級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暨學生輔導小組會議紀錄。 
說明：系級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暨學生輔導小組於 111 年 5 月 2 日會議紀錄如

附件 3。 
決議：通過備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 修正本系學生學術論文/科技比賽獎勵辦法。 
說明：依學生輔導小組 111.3.30 會議、111.4.28 系務會議決議及學生輔導小組

111.5.2 會議決議辦理，擬修正辦法如附件 4，請討論。 
決議：通過修正本系學生學術論文/科技比賽獎勵辦法如附錄 3。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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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修正本系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施行辦法。 
說明：依學生輔導小組 111.5.2 會議決議辦理，擬修正辦法草稿如附件 5，請討

論。 
決議：通過修正本系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施行辦法如附錄 4。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八)、 請確認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助生申請表。(系辦公室) 

說明：1.附件 6 為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表草稿，請各位老師確認。 
2.自 111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新增教學實習課程，須配合研究生獎助辦理，

請各位老師提醒研究生留意。 
擬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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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最終

名單，並盡速於 8 月底前完成聘任。 
2. 上學期金額以 1 點 1500 元計，實際預算預計於 11 月初獲知，下學期教

學助理金額會依實際金額重新計算。 
決議：1.通過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助理聘任金額及教學助理申請表如附錄

5，請系辦公告給學生提出申請，並授權學生輔導小組確認最終名單，

於 8 月底前完成聘任。 
2.國際處設有舉辦碩/博外籍學位生教學助理獎助活動，讓外籍碩博士生

協助以全英語授課的師長們處理相關事務，如各位師長有全英語課程，

可以考慮規劃申請外籍生 TA。 
執行情形：學生輔導小組已完成確認 TA 名單，系辦進行聘任中。 
 

 
(九)、 111 年第 26 屆傑出校友推薦案。 

說明：擬推薦賴○○學長(62 年土壤學系畢業)參加本校 111 年度傑出校友遴

選，推薦表如附件 7、連署書如附件 8。 
擬辦：由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送推薦表參加傑出校友遴選。 
決議：通過推薦賴○○學長參加本校 111 年度傑出校友遴選。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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