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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第十七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2年8月26日(星期一)，10:30時 

二、開會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會議室(四樓) 

三、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長：張賢懿 



常務理事：王順成、蔣永正 

理    事：王慶裕、林正斌、侯金日、侯福分、郭峰宗、徐玲明、袁秋英、許福星、陳

宏銘、蒲秀滿、謝清祥 

監    事：方麗萍、楊純明、吳志文、林介民 

四、缺席人員姓名：無 

五、請假人員姓名： 

常務理事：黃朋舉 

理事：王裕文、李茂昇、楊志維、郭華仁、許志聖、楊嘉凌 
常務監事：張興哲 

監事：張素貞、黃育清 

六、列席人員：蔡正雄、黃文達 

七、主  席：張理事長賢懿        記錄：黃文達 

八、主席致詞：（略） 

九、會務報告：  

1.各組工作報告 

(1)總務、會計、出納組 

表1. 學會經費（收支紀錄期間為2013.4.9~2013.08.26） 

編號 款項名稱 交接金額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目前餘額

1. 基金專戶
（郵局）

68,983 - - 68,983 

2. 華南乙存 451 - - 451 

3. 劃撥儲金 1,448 17,937 

(會費) 

 19,385 

4. 定期存款 1,000,000  - 1,000,000

5. 現金 13,736 25,386 

(會費11,800,定
存利息13,786） 

2,599 

（會刊郵費,獎
牌費,印章費） 

36,523 

6. 郵票 2,278  2,248 30 

 合計： 1,086,896 43,323 4,847 1,125,372

(2)學術組：2013年本學會之會刊預計於年底前發行2期，每期4篇研究(research)報告、1

篇論述(review)文章，歡迎全體會友及相關領域先進投稿。 

(3)秘書組：本年度學會向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申請”工作小額採購”「痲瘋

樹施用籽粕堆肥試驗」案，執行人：黃文達助理教授， 執行期間：102.07~102.12，總

經費：94,000元(編列5%為學會行政管理費)。 

3.電子版會員簡訊，希望各位理監事提供雜草管理、利用及藥劑等相關資訊以豐富簡訊內容。

4.本年度農學團體聯合年會訂於12月6日，在中興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循往例，

本學會每年均參加「中華民國農學團體102年聯合年會」，並繳交團體會員常年會費新台

幣伍仟元整。 

  

 

十、討論提案： 



案由一：102年度新加入會員資格審查，提請審議。 

說 明：吳瑞德(坤德企業有限公司)、籃枝地(茂發植物保護有限公司)、廖仁義(立農化

學股份有限公司)、林于翔(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林葦廷(立農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林俊利(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葉蓓蓓(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與

蕭惠文(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等8人，申請加入本學會為普通會員；張賢懿(立

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加入本學會為永久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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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本會擬公告「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個人資料授權/取得同意書」，擬請本次理監事會

審議。 

說 明：「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已於101年10月1日開始施行。依據第8、19條訂

定「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個人資料授權/取得同意書」，擬請審議。 

決  議：通過（附件一）。 

 

案由三：本刊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刊」發行方式調整，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刊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刊」為提升期刊競爭力與瀏覽率，並降低發行成

本，已陸續與凌網科技、(遠流)智慧藏與華藝數位等公司合作，加入「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TAO台灣學術線上」與「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等線

上資料庫。 

2.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刊，擬自Volume 34(2013)開始，以光碟版提供個人會員，

紙本謹提供團體會員，請其他單位直接連結「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

(http://www.hyread.com.tw) 、 「 TAO台 灣 學 術 線 上 」

（ http://tao.wordpedia.com/ ） 與 「 CEPS中 文 電 子 期 刊 服 務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瀏覽及下載。 

3. 規劃將每篇被接受文章均加上DOI「數位物件識別號」，可連結出版前後引用的

良好媒介，除結合唯一識別碼與永久連結的特性，讓研究者更容易找到本會刊

外，更能跨越單一平台或資料庫的侷限，走入國際，提升本會刊的能見度與學

術影響力。 

4. 調整發行方式後，每年期刊發行經費：紙本 20本 × 130元＝2,600元、光碟

180套× 10元 ＝ 1,800元、DOI註冊費 7,000元/年，合計＝11,400元/年。

決  議：通過。 

 

案由四：本刊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刊」接受刊登廣告，提請討論。 

說 明： 1.公司團體：A4.整版的彩色廣告費:20,000元NT, A4.整版的黑白廣告費:10,000

元NT, A4.半版的黑白廣告費:5,000元NT。 

2.個人贊助者：依A4.的1/10面積的位置之字體寫上, XXXX公司  經理 張XX 贊

助,或 囯立XXXX大學 XX系 教授 XXX贊助,依字體大小而分兩種： 



(1)依A4.的1/10面積的位置之字體收費 :2,000元NT。 

(2)依A4.的1/20面積的位置之字體收費 :1,000元NT。 

決  議：通過。 

 

案由五：本學會(102)年度第17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論文學術活動內容，敬請討論。 

說  明：1.本年度農學團體聯合年會為配合其他學會議程，活動時間地點改為12月6日上

午於中興大學舉行。 

2.本學會年會活動擬規劃接續於當日下午舉行，將委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協辦，

暫定議程請見附件二。 

3.相關年會事宜與主題內容，提請討論。。 

決  議：1.本年度年會活動時間地點配合農學團體聯合年會舉行，訂於12月6日，於中興

大學作物科學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2.將委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協辦，有關主題內容及時間請學術組王慶裕老師規劃。

 

案由六 ：本學會參加農學團體聯合年會表揚優良農業基層人員及配合本學會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表揚個人學術或事業獎推薦人選，提請討論。 

說  明：各學會將推薦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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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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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助理研究員蕭巧玲小姐。 

2.理監事聯席會分別推薦王順成教授與郭峰宗經理為本學會本年度之個人會員學

術獎與事業獎得獎人。 

 

案由七：本學會參加中華民國農學團體102年度聯合年會相關課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年度聯合年會籌備處已函文本學會，於10月30日前要提供聯合年會以下資料：

(一) 雜草學會一年來科學及事業之成就(六千字以內)。 

(二) 年會議程、論文宣讀程序。 

(三) 本學會一年來會務工作簡報。 

(四) 本學會褒獎人員資料及照片。 

(五)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資料及照片。 

相關資料的提供請討論。 

決  議： 本學會決議參加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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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 13:00散會 



 

【附件一】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

取得您提供的個人資料，需告知下列事項並得到您的同意，請您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為了推動本學會各項理念，所辦理相關活動或各項服務計畫（方案）之相關業務。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依用途，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1. 入會申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末四碼、學歷、服務單位及職稱、聯絡

電話(含手機電話)、通訊地址、戶籍地址、電子信箱（或傳真）。 
2. 一般研習會：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聯絡電話(含手機電話)、通訊地址、電子信箱（或

傳真）。 
3. 認證學習時數研習會：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本學會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
本學會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於本學會所在之國內外地區及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所在地區。 
(三)對象：本學會及與本學會有業務合作之機（關）構。 
(四)方式：以電腦或非電腦利用之方式。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就本學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台端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提供複製本。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請您提出釋明。 
(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運用，並可請求刪除。但另有法律規定者，得不依您的請求辦
理。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若您拒絕提供所需之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

全時，本學會將無法為您提供完整之服務，尚祈見諒。 
===================================================================== 

【本人書面同意簽名或蓋章聯】 

經貴學會向本人明確告知上開事項後，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學會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
資料之目的及用途。本人特以書面 □同意 \ □不同意（請勾選） 貴學會蒐集、處理或利用所
提供之各項個人資料。 

受告知人：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2013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年會 

雜草科學講座「*********」 暨 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雜草學會、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時    間：2013年 12月 6日（星期五），12:30~18:00 
 地    點：國立中興大學作物科學大樓（國際會議廳） 

 

■大會議程： 

時    間 內                容 

11：30∼12：30 理監事聯席會（農藝系 4F會議室） 

12：40∼13：20 報   到 及 海報展 

13：20∼13：30 開幕式：主席、貴賓致詞 (邀請王強生系主任致詞)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會員大會：主持人  張賢懿 理事長 
13：30∼13：45 會務報告及討論  
13：45∼14：00 表揚傑出個人學術獎及事業獎  
 

 第一單元：雜草科學講座「××××××××××」    主持人  張賢懿 理事長 

時     間 課        程 講   師 
14：00∼15：00 雜草科學講座「××××××××××」 費雯綺所長 
15：00∼15：10 合照留影 
15：10∼15：30 海報展、休息及意見交流 
 

 第二單元：研究成果發表會       

時     間 課        程 主持人 

15：30∼17：00 研究成果發表會 王慶裕 教授 

17：00∼18：00 綜合討論 & 優良壁報頒獎 張理事長及各位講師 
18:00∼20:00 雜草之夜餐會聯誼  

*本次研習會列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及農藥從業人員學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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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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