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101 年度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9 月 12 日(星期三)中午 11 時 

地點：一館二樓專討室 

主席：林主任昭遠                記錄：汪澤鳳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一、報告事項： 

（一）歡迎蕭宇伸老師加入本系。 

（二）本學年系務會議預定時間前已轉知各老師，敬請配合預

留時間。 

(三) 網管已重新調查各研究室 IP 狀況，並於近期重新更新，

除助理、研究生外，畢業生請勿佔用 IP。 

(四) 102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預計於 101 年 11 月 7 日（星期

三）上午 9 點舉行，本系助理教授以上均為甄試委員。 

 (五) 本學期「水土保持概論」課程表請參考附件一，有邀請

專家演講，歡迎老師及研究生踴躍參加。 

（六）101 學年度導師名單請參考附件二。 

(七) 今日下午 2 點召開水保系創系 50 年暨系史及周恆教授

紀念專輯籌備會，敬邀各老師出席。 

（八） 9 至 10 月份壽星為汪澤鳳小姐（9/28）、林信輝（10/7），

生日快樂。 

 

二、討論事項 
案由一：101 學年度各小組名單提請討論，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100 學年度各小組名單如附件三，請討論 101 年度名單。 
決  議：因應游繁結老師教授休假一年，及新加入蕭宇伸教師，相關

101 年度各小組名單小幅調整，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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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目前博士班口試申請採隨送隨審，擬訂博士班申請口試最後

期限，請討論。（畢業資格審核小組提案） 

說  明： 

一、依據畢業資格審核小組101年7月6日會議臨時動議決議辦理。 

二、擬將博士班論文口試資格審核上學期最後梯次申請收件日期與

碩士班截止日同訂為1月1日（如遇假日順延1天，並於隔年1月
底前完成論文口試及離校手續）；下學期則同訂為7月1日（如

遇假日順延1天，並於當年7月底前完成論文口試及8月底前完

成離校手續）。 

決  議：顧及博士班學生權益，維持原會議決議，博士班論文口試依

舊採取隨送隨審之制。 

 

案由三：102 學年度一般生碩士班考試名額分配，請討論。(招生小組

提議) 

說  明：102學年度碩士班甄試由6人增加為9人，原碩士班一般生甲乙

丙組錄取人數依序為9、9、8人，請分配102年各組之招生名

額。 

決  議：102年各組之招生名額分配依序為甲、乙、丙組，錄取人數為

8、8、7人。 

 
案由四：二館後牆面植物處理，請討論。(系主任交議) 

說  明：因學校每月安檢人員反應牆面植物已長入冷氣機內，請系上

處理，請大家討論決議，交系辦處理。 

決  議：修剪至工讀生可以整理之高度，因涉及公共安全及校園環境

美觀，修剪及部分牆面美化依行政程序請學校補助。 

 
三、臨時動議： 
案由一：每年大一新生宿營皆會佔用正課上課時間，是否請系學會注

意迎新時間安排（張光宗老師提案）。 
決  議：系辦將轉知系學會會長，研擬安排迎新宿營時，盡量不要佔

用到各科老師上課時間，以（六）（日）為主，也請各老師
確實執行點名制度及學生請假手續。 

四、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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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學概論 (101 學年度上學期) 上課時間表 

講次 授課內容 授課教師 日期 

1 大一迎新宿營 停課一週 101.09.21 

2 水土保持學緒論、土壤沖蝕 林俐玲 101.09.28 

3 打造學習力- 

相信參與水保是正確的選擇 

水保局台南分局 

黃振全 分局長  
101.10.05 

4 植生工程 林信輝 101.10.12 

5 水資源科學在生態水力上之應

用 
陳樹群 101.10.19 

6 台灣的地質背景與災害 張光宗 101.10.26 

7 專家演講-森林生態系之劣化

與復育 

農委會林試所 

黃裕星 所長 
101.11.02 

8 河川水理分析演算及其應用 謝平城 101.11.9 

9 生態與環境（期中考週） 陳鴻烈 101.11.16 

10 空間資訊在土地監測上之應用 陳文福 101.11.23 

11 打造學習力-給水保新鮮人的

一堂課 

水保系第一屆系友 

鄭麗瓊 技師 
101.11.30 

12 大地工程技術之應用 林德貴 101.12.7 

13 
打造學習力-回顧廿九年半 

水保局南投分局 

丁振章 分局長 
101.12.14 

14 防砂工程 黃隆明 101.12.21 

15 水文分析及其應用 詹勳全 101.12.28 

16 計算機在水土保持上之應用 錢滄海 102.01.04 

17 崩塌地治理 馮正一 102.01.11 

18 測量學與 3S(GIS, GPS, RS)

在水土保持的應用（期末考週）
蕭宇伸 102.1.18 

註: 1.上課時間:星期五上午第 3-4 節(10:10~12:00) 

    2.上課地點：大一階梯教室 

    3.教師以每次隨堂考或上課筆記計分，成績為每位老師給分後平均值。 

4.若老師授課時間有衝堂，請事先與其他老師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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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水土保持學系 101 學年度導師名單 

 

大一 張光宗老師 

大一 馮正一老師 

大二 錢滄海老師 

大二 詹勳全老師 

大三 陳鴻烈老師 

大三 謝平城老師 

大四 林德貴老師 

大四 黃隆明老師 

碩博士班 林俐玲老師 

勞作教育 蕭宇伸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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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100 學年度各小組名單 

1.課程規劃小組 

張光宗副教授（召集人）、陳文福教授（共同召集人） 

陳樹群教授、林昭遠教授、馮正一教授、林德貴教授、詹勳全助理教授 

2.教師評審小組  

林昭遠教授（召集人） 

游繁結教授（101 年度休假）、陳樹群教授、謝平城教授、林德貴教授、

馮正一教授、張光宗副教授、陳鴻烈教授（擬新增）、林俐玲教授（擬

新增） 

3.學生事務小組 

錢滄海助理教授（召集人）、林俐玲教授（共同召集人） 

林昭遠教授、陳鴻烈教授、林信輝教授、黃隆明副教授、詹勳全助理教

授 

4.畢業資格審核小組 

林德貴教授（召集人）、林昭遠教授（共同召集人） 

游繁結教授、黃隆明副教授、張光宗副教授、錢滄海助理教授、詹勳全

助理教授 

5.空間規劃小組 

黃隆明副教授（召集人）、游繁結教授（共同召集人） 

謝平城教授、馮正一教授、林德貴教授、張光宗副教授、詹勳全助理教

授 

6.招生小組暨試務工作委員會 

馮正一教授(召集人)、林昭遠教授（試務工作召集人） 

林信輝教授、陳樹群教授、林俐玲教授、陳鴻烈教授、謝平城教授 

7.出版編審小組 

詹勳全助理教授（召集人）、謝平城教授（共同召集人） 

陳文福教授、黃隆明副教授、林德貴教授、張光宗副教授、錢滄海助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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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101 學年度各小組名單 

1.課程規劃小組 

張光宗副教授（召集人）、林昭遠教授（共同召集人） 

陳鴻烈教授、馮正一教授、林德貴教授、詹勳全助理教授、蕭宇伸助理

教授 

2.教師評審小組  

林昭遠教授（召集人） 

陳樹群教授、陳鴻烈教授、謝平城教授、林德貴教授、馮正一教授、張

光宗副教授 

3.學生事務小組 

錢滄海助理教授（召集人）、林俐玲教授（共同召集人） 

林昭遠教授、陳鴻烈教授、黃隆明副教授、詹勳全助理教授、蕭宇伸助

理教授 

4.畢業資格審核小組 

林德貴教授（召集人）、林昭遠教授（共同召集人） 

黃隆明副教授、張光宗副教授、錢滄海助理教授、詹勳全助理教授、 

蕭宇伸助理教授 

5.空間規劃小組 

黃隆明副教授（召集人）、謝平城教授（共同召集人） 

馮正一教授、林德貴教授、張光宗副教授、詹勳全助理教授、蕭宇伸助

理教授 

6.招生小組暨試務工作委員會 

馮正一教授(召集人)、林昭遠教授（試務工作召集人） 

林信輝教授、陳樹群教授、林俐玲教授、謝平城教授、蕭宇伸助理教授 

7.出版編審小組 

詹勳全助理教授（召集人）、謝平城教授（共同召集人） 

陳文福教授、黃隆明副教授、林德貴教授、張光宗副教授、錢滄海助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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