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3C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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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鴻裕(線上)、吳正宗、黃政華、沈佛亭(線上)、莊雅惠、 

林政賢(線上) 
列席人員：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吳思穎(系學會代表)  
出    國：林耀東 
請    假：彭宗仁、張家銘、劉雨庭、吳旻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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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東老師出國，本次會議應出席人

數為 10 人。目前出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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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工作報告 

1. 111 學年度農資學院各項委員會名單已公告，且已列於系網頁。 
2. 新聘教師進度報告。 
3. 111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共 9 人(含提早入學 1 人)。 
4. 學士班新生家座談會 9 月 3 日(星期六)13:30~14:00 於 10 樓演講廳舉行，請

各領域派一位老師代表出席。 
5. 經費報告。 
6. 圖書及溫室：今天溫室 c 區再做黃老師增加 220 伏特電源工程，在現場發

現近日下雨後 C 區前方雜草抑制蓆有下陷的現象，打開發現土層下陷，聯

絡營繕組查詢合約後發現合約已過期 營繕組要我們提報修，於今日上午已

報修，後續情況視營繕組勘查後報告。 
★本次會議決議：請各位老師加強溫室使用管理，禁止在溫室燃燒生物碳，除非實

驗人員在實驗期間都確認在溫室隨時看顧。請各位實驗室主持人轉知各實驗室人

員務必遵守，一旦發現在溫室做燃燒生物碳之實驗但無負責人員在旁看管，請立

即回報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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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召開會議，會議記錄及相關提案列入本次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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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宿營預計在 10/8~10/9 舉辦，歡迎各位老師踴躍參加，聯絡師生感

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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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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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議：同意補助遊覽車一部，如各位老師欲一同共襄盛舉，住宿費由系上支付，

請於 8 月 26 日前向系辦報名。 
執行情形：已完成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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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件。 

姓名 指導教授 申請科目(學分) 
吳○○ 鄒裕民 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 領導、營運與管

理(3) 

邱○○ 沈佛亭 生物資訊學暨實習(2)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申請單已送註冊組辦理。 

 
(三)、 審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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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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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指導教授同意書已送註冊組辦理。 
 

(四)、 審查 111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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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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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博) 
8105039001 

嗜極端微藻中金屬之空間分

布、型態與交互作用 
劉雨庭教授 
鄒裕民教授 
許正一教授(台大農化系) 
王尚禮教授(台大農化系) 
莊愷瑋教授(嘉大農藝系) 

備註：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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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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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同意通過上述論文題目及口試委員名單，送註冊組辦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111 學年度導師名單備查。(系辦公室) 
說明：依 111.6.29 系務會議議案四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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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導師名單如下： 
年級                    導師名單 
大一(兼勞導) 林政賢 
大二 莊雅惠 
大三 賴鴻裕 
大四 劉雨庭 
研究所 彭宗仁、張家銘、林耀東、鄒裕民、黃政華、沈佛亭 

決議：通過備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 111 學年度教師合聘名單備查。(系辦公室) 

說明：本系 111 學年度與植物保健學程合聘教師有鄒裕民、林耀東、劉雨庭等

3 位教師，合聘協議書如附件 4，請備查。 
決議：通過備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七)、 確認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7 月 18 日會議紀錄。(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7 月 18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5。 
決議：通過備查。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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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因應教育部新修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版本，擬修正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合

約書如附件 6。依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7 月 18 日會議決議：送系務會議

審議。 
決議：通過修正如附錄 1，送課務組辦理。  
執行情形：本校校外實習委員會已通過。 

 
(九)、 訂定本系之地天泰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辦法。(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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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資院及本系，校及院均已訂定相關辦法，擬訂定本系地天泰農業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辦法及申請表如附件 7、8。依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7 月 18 日會議決議：送系務會議審議。 

決議：通過訂定本系地天泰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助學金辦法及申請表如附

錄 2、3。  
執行情形：已公告系網。 

 
(十)、 修正及討論本系學術論文科技比賽獎勵補助辦法。(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依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7 月 18 日會議擬修正本系學術論文科技比賽獎

勵補助辦法如附件 9，請討論。 
決議：通過修正如附錄 4。  
執行情形：已公告系網。 

 
(十一)、 修正及討論本系優秀研究生獎學金設置辦法。(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1. 依 111.6.2 臨時系務會議決議 6 及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7 月 18 日會議

決議辦理。 
      2. 擬修正本系優秀研究生獎學金/補助金設置辦法如附件 10，請討論。 
決議：通過修正如附錄 5，請各位老師廣為周知。  
執行情形：已公告系網並轉知新生申請，學生輔小組已於 111 年 10 月 11 日開

會審核完畢。 
 

(十二)、 修正及討論黃盤銘教授獎助學金授予辦法。(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7 月 18 日會議決議擬修正黃盤銘教授獎助學金授

予辦法如附件 11，請討論。 
決議：緩議，請學生輔導小組研議是否比照楊策群老師獎學金辦法修正。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臨時動議  
(一)、審查本系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名單。 

說明：【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

員會之委員應具備學位授予法認定可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由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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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之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若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亦得

由合格之校外或本校兼任教師擔任。 博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等親內

之血親、姻親，不得擔任其博士班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 
【學位授予法】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九人，由校長遴聘

之。前項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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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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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提送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條件】 

一、英語能力畢業標準：(1)比照本校學士班學生之畢業門檻；或(2)取得

本 校語言中心外語推廣班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含)以上/多益測

驗 670 分課程之結業證書；或(3)取得本校全英語課程累計 2 學分(含)以
上。  
二、提出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前，需滿足下列條件： (1)至少有 1 篇 SCI 
列名雜誌接受發表證明。 (2)至少有 1 篇國外學術期刊投稿證明或國內

學術期刊接受發表證明或 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口頭報告 1 次或參與專

利研發並取得專利 1 項。 (3)參與國內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至少 1 次。 

姓名 考核委員名單 
嚴○○ 
8106039002 

1. Dr. Astrid R. Jacobson, 副教授, Department of Plants, 
Soils and Climate 
2. Dr. Jeanette M. Norton, 教授, Department of Plants, 
Soils and Climate 
3. Dr. Youping Sun,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Plants, Soils 
and Climate  https://caas.usu.edu/directory/sun-youping 
4. Dr. David W. Britt, 教授,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Engineering 
5. Professor Joan McLean, 教授,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6.林耀東，指導教授，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符合本系提

出候選人資

格考核申請

資格 

1.多益 860 分、修習英文授課課程"當代英文論文寫作與

簡報"3 學分 
2. SCI 接受發表 1 篇 
3.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口頭報告 3 次、專利 1 項 
4.參與國內學術研討會 1 場 

決議：同意通過上列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名單。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七、散會：下午 1 點 40 分。 
 

 

https://caas.usu.edu/directory/sun-yo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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