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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第十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1年9月14日下午12:00時 

二、開會地點：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長：蔣永正 

常務理事：王順成、王慶裕、黃育清 、謝清祥 

理    事：方麗萍、李茂生、徐玲明、袁秋英、許福星、侯金日、許志聖、張興哲、 

蒲秀滿、黃朋舉、郭峰宗 



常務監事：張賢懿 

監    事：王裕文、郭華仁、李國欽 

四、缺席人員姓名：無 

五、請假人員姓名： 

理    事：楊純明、張素貞、蔣慕琰、吳志文、侯福分 

監    事：王一雄、楊嘉凌、蕭政弘 

六、列席人員：洪秋香、程冠禎、謝蕙真、黃文達、林介民 

七、主  席：蔣理事長永正        記錄：黃文達 

八、主席致詞： （略） 

 

九、會務報告：  

1.活動： 學會今天舉行「除草劑田間試驗設計與執行研習會」，感謝各位理監事踴躍參

加。本學會已於6月07日在台灣大學農藝館協辦『翻轉土壤 - 慣行農業邁向生態農

業』研討會,另於6月20日在藥毒所，協辦「農作物有害生物防疫技術與資材發展研

討會」，均圓滿結束。 

2.總務、會計、出納組 

目前經費結餘款項： 

編號 款項名稱 金額(元) 

1. 郵局存簿儲金(基金專戶) 68,983 
2. 劃撥儲金 476 
3. 華南乙存 451 
4. 定期存款* 1,000,000 
5. 現金 66,591 
6. 郵票 3,021 

 

3. 學術組 

會刊出版：本年度預計定期於6月及12月出版兩期，每期固定4篇研究報告、1篇

論述文章。也歡迎諸位理監事主動提供稿源。 

 

十、討論提案： 

提案一：101年度新加入會員資格審查，提請討論。 

說 明：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助理教授許奕婷博士、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林介民課

長、日佳農藥股份有限公司簡凡喻協理、台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江慈螢經理、

金門縣農業試驗所林佳芸技士、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王冠文資深助理、

台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陳頤遠副理、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程登國代

表、中興大學農藝所研究生黃譯正、張仕弘、蔡耀賢、林婉婷 與李亭儀同學

共13人，申請加入本學會為普通會員；茂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正



德先生申請加入為永久個人會員；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由普通團體會

員轉永久團體會員，依照本學會章程第三章第六條規定，入會資格須經理事

會通過。擬請本次理事會審議。 

決  議：通過加入會員。 

 

 

提案二：擬增訂「本會名譽顧問及名譽理事榮銜聘任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為表揚長期協助本會會務推動的理監事及對雜草相關產學界之研究、推廣、

教學著有貢獻者。 

決  議：通過，並提報會員大會審議追認。 

 

 

提案三：擬參加「中華民國農學團體101年聯合年會」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循往例，本學會每年均參加「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並繳交團

體會員常年會費新台幣伍仟元整。 

2. 101年聯合年會訂於12月14日(五)13:30~17:30, 在台北舉辦，本次農

業論壇主題「農業與美學」。 

決  議：通過參加。 

 

 

提案四 ：請踴躍推薦本學會參加農學團體聯合年會表揚優良農業基層人及配合本學

會第16屆第2次會員大會表揚個人會員學術獎或事業獎，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循往例各學會推薦一名「優良農業基層人員」於聯合年會之大會中接

受表揚，而個人會員學術獎或事業獎於本學會之會員大會中接受揚。 

2. 請各理監事踴躍推薦。 

決  議：1.農學團體聯合年會之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由理監事聯席會推薦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助理研究員楊志維博士。 

2.理監事聯席會分別推薦許福星組長與張賢懿副總經理為本學會本年度之個

人會員學術獎與事業獎得獎人。 

 

 

提案五：本學會參加中華民國農學團體101年度聯合年會相關課題，提請討論。 

說  明：本年度聯合年會籌備處已函文本學會須於10月31日前提供以下資料： 

1.雜草學會一年來科學及事業之成就(六千字以內)。 

2.年會議程、論文宣讀程序。 

3.本學會一年來會務工作簡報。 

4.本學會褒獎人員資料及照片。 

5.優良農業基層人員資料及照片。 



如何預先提供以上資料，敬請討論。 

決 議：本學會決議參加101年度農學團體聯合年會，並請學術組王組長負責撰寫本

學會一年來科學之成就。另敦請方總經理負責撰寫本學會一年來事業之成

就。年會議程、論文宣讀程序等其他資料由秘書組準備。 

 

 

提案六：101年度雜草學會第16屆第2次會員大會及論文學術活動內容之籌備進度，

敬請討論。 

說  明：1.依本學會第16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本年度大會訂於年底12月

6日(星期四)於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舉行，大會議題為”外來植物風險

評估”及論文宣讀。 

2.依往例，壁報展示採比賽方式，優良者給予適當獎勵。 

3.為鼓勵會員出席大會，敬請踴躍提供贈品。 

決 議：由學會印製入侵植物主題年曆海報、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200件T恤

以及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提供芋香米(300g) 200包，於年會贈送出席會友。另

責由秘書組繼續邀請業界提供紀念品以鼓勵會員踴躍出席年會活動。 

 

提案七：辦理本學會第17屆理監事改選等相關事宜，敬請討論。 

說  明：1.依本學會第16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第17屆理監事改選採無記

名連記法票選方式辦理改選及「通過選單上列出理、監事參考名單」。 

2.請審查理監事改選候選人推薦名單。 

3.請審查本會有效會員名冊。 

4.請審查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第十七屆理、監事選舉公告 

 

決  議：通過。本會截至本年(101年)8月30日為止計有有效個人會員155人，團體

會員8家。第17屆理監事改選理事參考名單有王順成教授等26位、監事參

考名單有方麗萍總經理等10位。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13:10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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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第 17屆理監事改選 『理、監事參考名單』 
101.08.30 本會第 16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一、『理事參考名單』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 

1 王順成 系主任 朝陽科技大學 

2 王裕文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農藝系 

3 王慶裕 教授 中興大學農藝系 

4 吳志民  台灣先正達 股份有限公司 

5 李茂昇 技術經理 台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6 林正斌 副研究員 畜產試驗所 

7 侯金日 副教授 嘉義大學農藝系 

8 侯福分 場長 台南區農改場 

9 徐玲明 副研究員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0 袁秋英 副研究員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1 張賢懿 副總經理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2 許志聖 研究員 台中區農改場 

13 許奕婷 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農藝系 

14 許福星 組長 畜產試驗所 

15 郭峰宗 經理 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16 郭華仁 教授 台灣大學農藝系 

17 郭寶錚 教授 中興大學農藝系 

18 陳宏銘 球場總監 太平高爾夫球場 

19 陳富永 助理研究員 高雄區農改場 

20 黃朋舉 技術經理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21 楊志維 研究室主持人 桃園區農改場 

22 楊嘉凌 副研究員 台中區農改場 

23 蒲秀滿 經理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24 蔣永正 組長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25 謝清祥 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系 

26 顏瑞泓 教授 台灣大學農化系 

 

二、『監事參考名單』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 

1 方麗萍 總經理 玉田地有限公司 

2 吳志文 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改場 

3 周國鴻 課長 台灣省農會農化廠 

4 林介民 課長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5 張素貞 研究員 苗栗區農改場 

6 張興哲 總經理 豐暘開發有限公司 

7 黃育清 副總經理 台灣庵原農藥公司 

8 楊純明 研究員 台中農試所 

9 葉清彬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10 蕭政弘 助理研究員 台中區農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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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第十七屆理、監事選舉公告 

 

依本學會章程第16條，第16屆理、監事任期至102年1月19日屆滿，需辦理改

選，依據內政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第35條及第16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

第17屆理監事改選採無記名連記法票選方式辦理。 

壹、投票時間：101年12月6日08:30~14:30 

貳、投票地點：國立中興大學作物科學大樓國際會議廳 

參、開票時間：101年12月6日14:30~15:30 

肆、開票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會議室 

伍、當選公告地點：國立中興大學作物科學大樓國際會議廳與本學會網站 

陸、說明： 

機關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大農藝系轉

傳真：（02）23620879  
聯絡人：黃文達 (02)33664762 
電子郵件：wendar @ntu.edu.tw 



一、依本學會章程第31條規定，凡連續3年未繳常年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二、本次理事選舉，應選名額21人，候補3人，採無記名連記法，圈選與填寫名額

合計不得超過21人。 

圈選方式在”圈選”欄打「○」之記號，或在”填選候選人”欄填上候選人姓名。 

三、本次監事選舉，應選名額7人，候補1人，採無記名連記法，圈選與填寫名額

合計不得超過7人。 

圈選方式在”圈選”欄打「○」之記號，或在”填選候選人”欄填上候選人姓名。 

四、本次理、監事選舉票，悉依行政院內政部之「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製作。 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選人印入選舉票,由選舉人圈選， 並預留與應選出

名額同額之空白格位，由選舉人填寫。 

五、本次選舉監票事宜，於第16屆第2次會員大會活動開票，黃秘書長擔任選票保

管人。 

六、未盡詳列處，悉依行政院內政部之「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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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顧問及各種名譽榮銜聘任辦法】 

101.08.30 本會第16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一、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會名譽理事長、顧問、名譽顧問及名譽理事之聘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辦法辦理。 

三、名譽理事長之聘任：凡理事長在其任內，對本會具有特殊重大貢獻或捐獻者，卸

任後得由新任理事長提議，經理事會議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聘任為名

譽理事長。 

四、顧問之聘任：卸任理事長、行政機關首長或享譽雜草相關產學界且對雜草科學相

關之研究、推廣、教學著有貢獻者，得經理事三人以上之推薦，提報理事會議出

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聘任為顧問。  

五、名譽理事之聘任：曾任本會常務理事、常務監事任滿二屆以上，或理事、監事任

滿三屆以上，卸任時由秘書處提報理事會通過，聘任為名譽理事。 

六、依本辦法聘任之各種名譽榮銜，均為無給職，應運用理監事會議或會員代表大會

場合，頒發聘任證書。 



七、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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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訊不定期出版，內容包括本學會各項活動

訊息與內容，以及與雜草相關的專文。 

本簡訊歡迎賜稿，但編輯保留修改與接受與否的

權利。來稿請寄 wendar@ntu.edu.tw  

 電話：(04)23302101轉605 傳真：(04) 23308692  

地址：(41358) 台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1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