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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第 19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記錄  

世界雜草科學學會秘書長 Dr. Do-Soon Kim拜訪本學會 

 

UAV在草坪管理應用與農藥安全使用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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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第十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07年 8月 17日(星期五)、12:30~14:00 

二、 開會地點：鴻禧太平高爾夫球場（會館二樓會議室，台中太平） 

三、 出席人員姓名： 

理事長：黃文達 

常務理事：王順成、張崇立、張賢懿、蔣永正 

理    事：方麗萍、徐玲明、侯金日、陳宏銘、許奕婷、許志聖、劉千如、謝清祥 

常務監事：張興哲 

監    事：李安然、周國鴻、廖慧芬 

四、缺席人員姓名：無 

五、請假人員姓名： 

理    事：李茂昇、吳志文、楊嘉凌、袁秋英、張素貞、郭峰宗、趙雲洋、顏瑞泓 

監    事：王裕文、林正斌、楊純明 

六、 列席人員：：楊志維(秘書長)、蔡尚諺(副秘書長) 

七、 主  席：黃理事長文達        記錄：楊志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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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資產負債表（收支紀錄期間為 2017.12.31~2018.8.16） 

資        產 

科       目 金       額 

定期存款 1,011,258 

定期存款(基金專戶) 204,528 

定期存款 407,588 

郵政劃撥儲金 81,294 

郵局 38,446 

零用金 17,034 

合計： 1,760,148 

 

(2)學術組：2018 年本學會第一期之會刊將於 9 月份出刊，預計於年底前發行第二期，

每期 4篇研究(research)報告、2篇論述(review)文章，歡迎全體會友及相關領域先

進投稿。今年度 8 月 17 日與台大農藝學系合辦「UAV 在草坪管理應用與農藥安全使

用研習會」，另於 8 月下旬辦理「除草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與試驗報告撰寫」種子敎師

工作坊，以及年底的會員大會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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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農學團體聯合年會訂於 12月 14日，在臺灣大學舉行。循往例，本學會每年均

參加中華民國農學團體年聯合年會，並繳交團體會員常年會費新台幣伍仟元整。並請

秘書組彙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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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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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配合本

學會第 20 屆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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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 

2. 目前理監事推薦「優良農業基層人員」人選有農試所嘉義分所黃哲倫助

理研究員 1 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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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分所黃哲倫先生。 

2.理監事聯席會分別推薦袁秋英研究員與許志聖先生為本學會本年度之個

人會員學術獎與事業獎得獎人。 
 

提案二： 2018 年雜草學會第 20 屆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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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本年度大會訂於年底 12 月

21 日(星期五)於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舉行，專題演講為 「非農地雜草

管理策略」、「台灣除草劑抗性雜草資料庫與抗性檢定」及論文宣讀，暫定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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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將邀請蔣永正組長與王慶裕教授蒞臨專題演講，並邀請常務理事王順

成教授擔任主持人；其他大會活動籌備事宜，請各組積極進行。 

 

提案三：辦理本學會第 20屆理監事改選等相關事宜，敬請討論。 

說  明：1.依本學會第 19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第 20屆理監事改選採通訊

選舉方式 (並已送內政部備查)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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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屆理、監事選舉公告。 

決  議： 通過，請各組積極進行。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14:00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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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雜草科學學會秘書長 Dr. Do-Soon Kim 拜訪本學會 

 

世界雜草科學學會的秘書長 Dr. Do-Soon Kim 於 2018/07/04 到台大參加農藝系舉

辦的國際研討會，由莊副秘書長汶博接洽安排 Dr. Kim 順道拜訪本學會，學會由黃理

事長文達邀集常務理事王順成教授、理事謝清祥教授、理事張素貞研究員、莊副秘書

長汶博、蔡副秘書長尚諺、學術組洪組長傳揚、國際處黃副組長永芬等與 Dr. Kim 座

談及餐敘，會後並參觀莊汶博老師研究室與台大農場。 

Dr. Do-Soon Kim 現為國立首爾大學植物科學系作物分子生理以及雜草科學研究室

教授也是世界雜草科學學會的秘書長，目前研究有關稗屬(Echinochloa spp.)雜草生態適

應與演化，以及對除草劑的忍受性，目前已收集全球 15 個國家稗屬雜草。很希望能有機

會與台灣相關研究人員進一步合作或短期講學。 

 

 

2018/07/04 世界雜草科學學會的秘書長 Dr. Do-Soon Kim 拜訪本學會

合影。人員自左起依序為國際處副組長黃永芬、副秘書長莊汶博、理

事張素貞研究員、理事謝清祥教授、Dr. Do-Soon Kim、常務理事王順

成教授、理事長黃文達、學術組組長洪傳揚、副秘書長蔡尚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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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04 世界雜草科學學會的秘書長 Dr. Do-Soon Kim 參觀副秘

書長莊汶博的研究室合影。圖左：副秘書長莊汶博，圖右：Dr. Do-Soon 

Kim。 

 

 

2018/07/04 本會副秘書長莊汶博陪同世界雜草科學學會秘書長 Dr. 

Do-Soon Kim 參觀台大農場與台大農藝學系研究生合影。 

 

■ Dr. Do-Soon Kim 詳細資料與聯絡方式： 

Do-Soon Kim, PhD., Professor 
Lab. Crop Molecular Physiology & Weed Science 
Dept. of Plant Sci.,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Korea  
Email: dosoonkim@snu.ac.kr 
Tel: +82-2-880-4542, Fax: +82-2-873-2056 
Homepage: http://cropweed.snu.ac.kr 
 
International Weed Science Society 
Secretary 
Dr. Do-Soon Kim 
Seoul National Univ., Korea 
Phone: +82-2-880-4542 
dosoonkim@snu.ac.krsecretary@iwss.info 
(http://www.iwss.info/organization.html) 

 

<<<<<<<<<<<<<<<<<<<<<<<<<<<<<<<<<<<<<<<<<<<<<<<<<<<<<<<<<<<<<<  

http://www.iwss.info/organization.html


 6 

 

UAV 在草坪管理應用與農藥安全使用研習會： 

 

研習會報導： 

休憩綠地草坪管理與農藥安全使用研習會議程  

 

研習會課程： 

農用藥劑安全用藥介紹.......................... 蔣永正(藥試所公害防治組組長)   

草坪管理與施藥飄散防止對策... .................. 黃文達 副教授(台大農藝學系) 

無人機智慧農業服務................. 羅正方 董事長、陳光宇 博士(經緯航太公司)  

無人機展示與示範................... 羅正方 董事長、陳光宇 博士(經緯航太公司) 

<<<<<<<<<<<<<<<<<<<<<<<<<<<<<<<<<<<<<<<<<<<<<<<<<<<<<<<<<<<<<< 

■研習會報導： 

UAV 在草坪管理應用與農藥安全使用研習會議程 

日期：2018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五) 

地點：台中鴻禧太平高爾夫球場（台中市太平區頭汴里北田路 265 巷 9 號）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協辦單位：鴻禧太平高爾夫球場、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9:00~9:20 報   到 

9:20~9:30 開幕式 

 

※主持人：陳 宏 銘 副總 (鴻禧太平高爾夫球場) 

時     間 課   程 講   師 

9:30~10:10 農用藥劑安全用藥介紹 
蔣 永 正  組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0:10~10:50 草坪管理與施藥飄散防止對策 
黃 文 達  副教授 

(台大農藝學系) 

10:50~11:20 無人機智慧農業服務 
羅 正 方 董事長、陳 光 宇 博士 

(經緯航太公司) 

11:20~11:30 休息  

11:30~12:30 無人機展示與示範 
羅 正 方 董事長、陳 光 宇 博士 

(經緯航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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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會課程簡報： 

農用藥劑安全用藥介紹.......................... 蔣永正(藥試所公害防治組組長) 

 

 

 

 

 

 

草坪管理與施藥飄散防止對策... .................. 黃文達 副教授(台大農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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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智慧農業服務................. 羅正方 董事長、陳光宇 博士(經緯航太公司)  

 

 

 

 

 

 

 

無人機展示與示範................... 羅正方 董事長、陳光宇 博士(經緯航太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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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V 在草坪管理應用與農藥安全使用研習會活動花絮】 

 研習人員大合照 

 
 

 研習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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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協辦單位鴻禧太平高爾夫球場(左圖)與經緯航太公司(右圖)感謝牌 

      

 

 

 

UAV現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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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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yang@tydais.gov.tw   

 電話：03-4768216#214 傳真：(04) 23308692  

地址：(41358) 台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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