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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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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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正宗、劉雨庭、沈佛亭、莊雅惠 
列席人員：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李欣璇(系學會代表)  
請    假：彭宗仁、林耀東、張家銘、黃政華、林政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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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為 11 人。目前

出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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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計有 27 人報名(甲組 13 人、乙組 13 人、丙組 1
人)。 

2. 學士班新生家座談會於 9 月 3 日(星期六)13:30~14:00 於 10 樓演講廳舉行，

感謝所有出席老師。 
3. 系友將於 10 月 29 日上午 10 點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敬邀各位老師攜眷參

加。 
4. 新聘教師進度報告：擬新聘教師外審已通過，並已完成系教評會審議。 
5. 經費報告 

系主任裁示：管理費每位教師分 1 萬元。 
6. 圖書及溫室：  

(1)溫室 c 區：前方雜草抑制蓆土層下陷，已提報修；營繕組後續情況：營

繕組勘查後報告這期開口契約已無經費須等下期，會優先處理，時程會

再行通知。 
(2)北溝學生實習農場：因之前隔壁地主鋸除雜木，將枝條掉落場區，已經

和對方協調請他們搬離。 
(3)這兩個月因學校水管工程所以經常停水，請有使用溫室之師長同學能儲

水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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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召開會議，會議記錄及相關提案列入本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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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課程委員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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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4 星期四 18：00 在小禮堂有家族之夜，（主要是一年級表演） 
2.排球師生盃的報名表，報名截止時間到 2022/11/28 比賽日期：2022/12/5-12/6 

17：30-21：30 實驗室的各位如果要報名組隊可以掃上面的 QRcode 家族之夜 
五、議案討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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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博) 
8106039005 

生物碳於農業之可生物分解

地膜與重金屬吸附之應用研

究 

林耀東教授 
沈佛亭教授 
黃振文教授(中興植病系) 
盧明俊教授(中興環工系) 
章日行教授(朝陽環境工程系) 
翁誌煌教授(義守土木系) 
Astrid R. Jacobson 副教授(美
國猶他州立大學) 

涂○○(碩) 
7110039103 

共接種慢生型根瘤菌與假單

胞桿菌對大豆結瘤固氮及信

號分子的影響 

沈佛亭教授 
楊秋忠院士 
簡宣裕研究員(農試所退休) 

備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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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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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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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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請討論本系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流程。(系辦公室) 
說明： 

1.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附件 1)，博士候選人考核流程

及方式由系所自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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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系以往申請流程中，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是都有經過系務會議審

議的，但後來有老師提出此流程不符合學校規定，因此之後除考核委員

之資格依學位授予法必須由系務會議審核外，若委員名單均符合學校規

定，則不用提送系務會議審議。 
4.為了將本系申請流程明訂於文字，請討論本系博士候選人考核申請流

程。 
決議：日後本系博士生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均需要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方

可進行。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三)、 確認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10 月 11 日會議紀錄。(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 111 年 10 月 11 日會議紀錄如附件 2。 
決議：確認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追認菁莪獎及畢業班各榮譽獎項推薦名單。(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 

1.各年級菁莪獎推薦名單：大二陳○○、大三黃○○、大四白○○。 
2.大四各榮譽獎項推薦名單： 
台中市模範生：黃○○ 
優秀畢業生(德智獎)：施○○ 
優秀畢業生(服務獎)：陳○○ 
斐陶斐榮譽會員：白○○ 
金鑰獎：再議 

3.以上名單經 111 年 10 月 11 日學生輔導小組會議同意通過，請追認。 
4.菁莪獎推薦名單已送出，其餘大四各榮譽獎項依學校調查時間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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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金鑰獎推薦黃○○，同意追認菁莪獎推薦名單並通過上列推薦名單。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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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於 111 年 10 月 11 日會議同意通過修訂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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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請討論。 
決議：修正如附錄 1。 
執行情形：已公告上網。 
 

(六)、 修正碩士班畢業條件案，請討論。(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 

1.自 111 學年度起，碩士班新增”實習教學”0 學分必修課程，擬修正加

註：本地一般生必修，本地在職生及外籍生選修。 
2.本案經於 111 年 10 月 11 日學生輔導小組會議決議提送系務會議，如修

正畢業條件，需提送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同意通過，送系課程委員會。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七)、 客座教授聘任案。(系辦公室) 
說明： 

1.本系客座教授 Robert Robertson Gillies 及 Simon Wang 聘期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期滿，按往例擬簽請續聘 2 位客座教授，惟 Prof. Gillies 因故無法

前來台灣，為順利繼續本系與猶他大學之教學、研究及學術交流，推薦

Yoshimitsu Chikamoto 助理教授前來本系進行相關課程教授與交流，CV
如附件 4。 

2. 提供本系師生跨國際之宏觀視野，擬依聘任辦法提出聘任申請。 
決議：同意通過申請續聘客座教授 Simon Wang 及申請聘任 Yoshimitsu 

Chikamoto 助理教授為本校客座人員。 
執行情形：客座教授 Simon Wang 申請延聘簽呈已簽核，聘任 Yoshimitsu 

Chikamoto 助理教授為本校客座人員申請案已送出。  
 

(八)、 112 年網路資訊系統維護合約，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自 106 年 7 月 1 起迄今，與泓博科技公司簽約維護系上網路。 
2.截至今年 12 月 31 日止，合約內容涵蓋維護系上所有空間正常連結網際

網路、網路故障排除、網路連線相關軟體設定、IP 設定及每學期結束進

行投影機保養、3 樓海報機維護，每月維護費用為○○○○元。 
3.續約合約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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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九)、 112 年研究生教室及 10 樓演講廳委外清潔合約，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委外清潔合約將於 12 月底到期，續約合約如附件 6。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1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