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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 間：107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10:00-12:00 

二、地 點：臺大農藝館 208 室 

三、出席人員： 

理 事 長：蔡憲宗 

常務理事：王淑珍、郭華仁 

理  事：陳凱儀、彭雲明、黃文達、謝兆樞、洪傳揚 

監  事：蔡養正、劉力瑜 

四、缺席人員：無 

五、請假人員： 

常務理事：王長瑩、熊召弟 

理  事：江明樹、侯藹玲、莊老達、陳勝利、楊志維 

監  事：張孟基 

六、列席人員： 

林彥蓉、劉建甫、李文雅、蔡欣甫 

七、主  席：蔡理事長憲宗             記  錄：劉建甫 

 

八、主席報告： 

與系學會合作辦理之系友座談執行情況：系學會初步規劃學思座談時間為 9

月 28 日晚間 18:00-20:00。目前農友種苗盧佳甫系友及蒙斯特農研林暉閔系友已

同意出席，預計至少再邀請 1位系友與會。 

農藝系林主任即將開設現代農藝課程，也將會邀請系友返系對農藝領域的職

場發展作更廣泛的介紹；下階段將陸續邀請目前身在公職的系友返系分享農政工

作，明年系友大會也會預先準備邀請國外系友返系分享。 

 



九、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永續獎學金辦法，增加「黃懿秦教授獎學金」(系友林貞捐贈)、「張

魯智教授獎學金」(系友李效宇捐贈)及「葉蕙暨 1979 級獎學金」(1979

級系友共同捐贈)，請討論。 

說 明： 

(一) 黃懿秦教授獎學金：每年共頒發 40,000 元，研究生每名 20,000 元，

大學生每名 10,000 元。申請資格為臺大農藝系學生，由農藝系育

種組老師推薦並決定名額分配。本項獎學金將於今(107)年底開始

受理申請，108 年系友大會頒發。 

(二) 張魯智教授獎學金：每年共頒發 40,000 元，研究生每名 20,000 元，

大學生每名 10,000 元。申請資格為臺大農藝系學生，由農藝系生

物統計組老師推薦並決定名額分配。本項獎學金將於 108 年底開始

受理申請，109 年系友大會頒發。 

(三) 葉蕙暨 1979 級獎學金：每年共頒發 40,000 元，每名 10,000 元，

共 4名。申請資格為臺大農藝系學生，對農業有熱忱且實際參與相

關活動者，檢附證明資料，由農藝系獎學金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頒

發。本項獎學金將於今(107)年底開始受理申請，108 年系友大會頒

發。 

(四) 本辦法修訂完成後，將報送臺大農藝系務會議及臺大行政會議通過

後始得辦理相關獎學金申請及頒贈事宜。 

(五) 感謝黃文達理事捐贈 20,000 元加碼「陳成教授獎學金」，使今年度

申請名額增加至 12 位。 

決 議： 

(一) 通過。修正後的獎學金辦法條文詳如附件一。 

(二) 本系目前各年級均有１名希望入學生，他們的家庭經濟較困難，系

友會應加強這方面的協助。然因他們課業較難跟上，且課餘時常需



要去打工，目前的獎學金辦法所設門檻及準備資料對他們來說有相

當困難，未來應調整獎學金辦法給予他們適當的協助。然今年度獎

學金開放申請在即，建議本年度的農藝系獎學金委員會能先對這類

學生之遞件審查從寬認定來因應。 

 

案由二：系友會系務基金募款進展及各系務發展方案概況。 

說 明： 

(一) 目前捐款總金額為 3,891,832 元，捐款名單及金額詳附件二。 

(二) 各系務發展工程進度如下： 

1.農藝館地下室變電站遷移工程：本工程預計於 9 月底中秋節前後

開始動工，工程經費因農藝系積極爭取並獲校方及生農院全力支

持，因此無須動用系友會募得款項。 

2.生物統計組(5 號館)線路重整：本案於 9 月 10 日召集該館舍使用

人員商討工程細節，待成案後農藝系方面仍會優先向校方及生農

院爭取經費支持，不足部分再向系友會提出經費需求。 

3.農藝館 212 室設置學生研習室：本案已委由農藝系董致韡老師協

助規劃。 

4.農藝系網頁更新：尚未開始討論規劃，可能列入明年度計畫。 

(三) 設置「永續講座」的可行性：依「國立臺灣大學受贈收入收支管理

要點」，永續捐贈免提撥管理費，永續基金本金永不動用，受贈單

位每年使用 4%孳息。目前符合永續基金設置規範的項目主要有「獎

學金」及「講座」兩大類。「講座」類基金可運用作為延聘講座教

師、獎勵優良教師的經費來源。因每一百萬永續基金每年僅孳息 4

萬元，能運用的金額不多，本項提案目前較無急迫性。 

(四) 未來募集款項之運用計畫，請理、監事提供寶貴意見。 



 

決 議： 

(一) 通過。 

(二) 建議農藝系網頁更新後應涵蓋系友會網頁。 

(三) 永續講座為目前院方鼓勵推動方向，然要達到足堪運作的基金規模

仍須相當長時間的努力，因此這段期間系友會將先多方探詢其他學

院、系所設置講座的概況，同時待募款金額達成一定規模後再行討

論設置事宜。 

 

案由三：系友會統一製作 T 恤，並於每年系友大會時發放，呈現向心力，請討論。 

說 明：往年系友會多於年度大會時製作紀念品致贈返系的系友，製作服裝為一

種方式，或有其他更為實用的建議，亦請理、監事提供寶貴意見。 

決 議： 

(一) 大量製作 T恤常因設計及材質不佳而面臨只穿一次就不會再穿的浪

費。如要製作應挑選較佳材質並在設計上多加考量，樣式以 Polo

衫較佳。 

(二) 除了服裝製作外，亦可考慮製作其他類型的實用物品如運動袖套

等，並在年度系友大會現場販售，或在系友會網頁上長期販售。 

 

案由四：原訂 9月 1日舉辦之系友出遊活動，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未來應如

何辦理能獲得較好的成效，請討論。 

說 明：本次活動於 7 月 18 日起開放受理報名，至報名截止日的 8月 17 日止，

僅有 6名系友及眷屬報名參加。經討論後決議先行取消，已通知報名人

員，並由財務組辦理退費事宜。 

決 議： 



(一) 未來舉辦活動應以理、監事及工作人員大多能參加為前提，如此可

構成基本人數並吸引仍在觀望的系友或理監事熟識的同學系友報

名參加。 

(二) 活動舉辦方式不僅限於團體出遊，亦可至中南東部各區辦理餐會，

邀請該區域系友聚餐。 

(三) 考量大多數人仍希望與同學或熟識學長姊一同出遊，較有話題，未

來辦理出遊活動可找較相近年級數班來揪團，較易成行，待成功辦

理幾次後自然就能成為系友會的固定活動模式而吸引系友參加。 

 

案由五：如何強化與系友的聯繫與促進交流，請討論。 

說 明： 

(一) 現有的聯繫管道有電郵(含電子報系統)、臉書、Line 群組及各屆聯

絡人。電郵雖為多數人使用，但因大量寄送，經常為各郵件伺服器

所阻擋或判定為垃圾信件而不知去向，且電郵為單向的訊息傳遞，

效果難以評估。 

臉書社團「台大農藝系」的追蹤成員有 1076 位，社團「臺大農藝

系系友」追蹤成員有 237 位，張貼訊息後的回覆互動效果較佳。 

Line 官方帳號「臺大農藝系友會」仍在推廣階段，追蹤人數僅為

59 人，訊息傳遞效用仍未顯現。 

透過各屆聯絡人傳遞訊息則須視該班級成員的互動熱絡程度，而有

不同效益。 

(二) 近期將製作電子表單，常設於農藝系網頁、系友會網頁及臉書社團

上，鼓勵系友填寫回報更新資料。同時聯絡各班級聯絡人，詢問該

班資料更新情形或是否需要調整聯絡人。 

(三) 明年度系友大會時，主動邀請畢業 5、10、15年等班級系友揪團返



系。 

決 議： 

(一) 臉書兩社團因屬性仍稍有不同，仍分別經營，但請各理監事協助多

邀請臉書系友加入兩社團以增加成員。 

(二) 理監事有空時可至社團內多張貼與系友相關的文章與活動情報，增

加討論的熱度。 

(三) Line 官方帳號再加強宣傳，並優先邀請各班級聯絡人加入追蹤。 

(四) 生農院盧院長建議明年系友大會可試與臺灣農藝學會的雜糧研討

會同日舉辦，如此可利用舉辦研討會的經費來補助系友大會的舉

辦，且參與研討會的本系系友即為系友大會的基本參加成員。 

 

案由六：舉辦系友藝術展，請討論。 

說 明： 

(一) 我系系友與老師不少具備多方才能，在藝術方面如繪畫、書法、陶

藝等都大有人在，舉辦展覽綽綽有餘。 

(二) 系館旁邊學生活動中心過去偶有展覽活動，會是相當好的場所。 

(三) 為了減少系上師生的負擔，可以招募臺北市附近畢業系友作為志

工，負責覽期間的場地管理。 

(四) 成立工作小組，遴選具有展覽活動經驗的系友加入討論，擬定具體

意見送理監事討論。 

決 議： 

(一) 系友藝術作品可作為系友會製作紀念品的素材。 

(二) 各年級老照片等亦可作為展出的題材。 

(三) 請郭華仁理事協助召集工作小組辦理此案。 

 



十、臨時動議： 

(一) 開會通知單目前仍僅以電子郵件寄送，部分理監事因無使用電子郵

件的習慣，建議仍以紙本寄送較能確保送達。 

(二) 年度系友大會的會務報告等議程較為枯燥，系友參與意願較低，建

議可請知名講者舉辦較有趣的專題演講來吸引系友參加。 

(三) 本年度採購教師節禮物預算仍維持去年額度 16,000 元，預計採購

臺大農場生產茶樹精油，贈送農藝系專、兼任教師及退休教授。 

十一、散 會：12:00。 

 



附件一、「國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辦法」條文修正對照 

原條文 
修訂條文 

(標註紅色字體為新增或修正條文) 

ㄧ、宗旨：國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

會為回饋母系，並鼓勵學弟妹投入農業

之創新與服務，特設置此獎學金。 

二、永續辦法：特由系友會捐助設置「農

藝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捐款將作為

本金存入本校永續基金專戶，以每年提

撥之孳息予本校農藝系作為獎學金發

放，本金永不動用。 

三、獎助對象：國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同學。 

四、獎助名額、金額與申請資格：由系

友會捐給台灣大學永續發展基金專戶

700萬元，本會每年將可有 4%孳息，即

28 萬元整，作為獎學金發放。詳細說

明如下： 

獎學金名稱 總金額 

(元) 

名

額 

頒發金額

(元/名) 

1 系友會獎學金 

(102 年開始頒

發) 

10,000 1 10,000 

申請資格: 頒發給大四應屆畢業生成績優良者

一名，由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後認定

頒贈。 

2 陳成教授獎學金 

(104 年開始頒

發) 

40,000 8 5,000 

申請資格： 

1.限農藝系同學，由個人提出申請。 

2.必須實際參加農場實習，包括政府各農業單

位、私人農場並以有機栽培實習優先。 

3.提交實習報告，及實習單位推薦函。 

ㄧ、宗旨：國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

會為回饋母系，並鼓勵學弟妹投入農業

之創新與服務，特設置此獎學金。 

二、永續辦法：特由系友會捐助設置「農

藝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捐款將作為

本金存入本校永續基金專戶，以每年提

撥之孳息予本校農藝系作為獎學金發

放，本金永不動用。 

三、獎助對象：國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同學。 

四、獎助名額、金額與申請資格：由系

友會捐給台灣大學永續發展基金專戶

700萬元，本會每年將可有 4%孳息，即

28 萬元整，作為獎學金發放。詳細說

明如下： 

獎學金名稱 總金額 

(元) 

名

額 

頒發金額

(元/名) 

1 系友會獎學金 

(102 年開始頒

發) 

10,000 1 10,000 

申請資格: 頒發給大四應屆畢業生成績優良者

一名，由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後認定

頒贈。 

2 陳成教授獎學金 

(104 年開始頒

發) 

40,000 8 5,000 

申請資格： 

1.限農藝系同學，由個人提出申請。 

2.必須實際參加農場實習，包括政府各農業單

位、私人農場並以有機栽培實習優先。 

3.提交實習報告，及實習單位推薦函。 



3 武光東教授獎學

金 

(102 年開始頒

發) 

30,000 1 30,000 

申請資格： 

1.由農藝系學生個人或團隊提出申請，團隊申請

者至少 3 人(含)以上，可包含外系同學，但不得

超過總人數 1/3。 

2.提出能獲得此獎學金的理由與方式，不限型

式，例如：參加校外農業服務、農業推廣、提出

解決農業問題的方法、建構農業未來發展藍圖、

參加農業有關競賽活動等。如果參加農業有關競

賽活動並獲獎者，將優先考慮。 

4 何閨綺女士獎學

金 

(1960 林柏孫系

友捐贈) 

(107 年開始頒

發) 

40,000 2-4 10,000~ 

20,000 

申請資格：鼓勵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參加國外

學術會議、國外學術交流、國外短期進修、交換

學生等。前往亞洲者 1 萬元，其他地區 2 萬元。 

5 李信普先生獎學

金 

(1973 李效宇系

友捐贈) 

(107 年開始頒

發) 

40,000 1-4 10,000~ 

40,000 

申請資格：鼓勵農藝系大學部 3-4 年級學生進入

本系研究室，附上相關研究成果，並經由本系老

師推薦。 

6 廖杜奬學金 

(1974 廖雲英系

友捐贈) 

(107 年開始頒

發) 

80,000 1-4 10,000~ 

80,000 

申請資格：農藝系學生。 

1.參與農村服務，深入暸解農村現實問題。譬

如：資金不足，產銷失調，環境汚染，土地流失，

人口流失等。 

2.參與本系(或跨系、院、校)的團隊，研發解決

農村問題的因應之道。如：小額互助式農業(及

相關工商業)貸款，協調合作式產銷等。 

3.參與研究團隊，探索氣候變遷的因應之道，研

發綠色永續農業(及相關工商業)，推廣食農教育

3 武光東教授獎學

金 

(102 年開始頒

發) 

30,000 1 30,000 

申請資格： 

1.由農藝系學生個人或團隊提出申請，團隊申請

者至少 3 人(含)以上，可包含外系同學，但不得

超過總人數 1/3。 

2.提出能獲得此獎學金的理由與方式，不限型

式，例如：參加校外農業服務、農業推廣、提出

解決農業問題的方法、建構農業未來發展藍圖、

參加農業有關競賽活動等。如果參加農業有關競

賽活動並獲獎者，將優先考慮。 

4 何閨綺女士獎學

金 

(1960 林柏孫系

友捐贈) 

(107 年開始頒

發) 

40,000 2-4 10,000~ 

20,000 

申請資格：鼓勵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參加國外

學術會議、國外學術交流、國外短期進修、交換

學生等。前往亞洲者 1 萬元，其他地區 2 萬元。 

5 李信普先生獎學

金 

(1973 李效宇系

友捐贈) 

(107 年開始頒

發) 

40,000 1-4 10,000~ 

40,000 

申請資格：鼓勵農藝系大學部 3-4 年級學生進入

本系研究室，附上相關研究成果，並經由本系老

師推薦。 

6 廖杜奬學金 

(1974 廖雲英系

友捐贈) 

(107 年開始頒

發) 

80,000 1-4 10,000~ 

80,000 

申請資格：農藝系學生。 

1.參與農村服務，深入暸解農村現實問題。譬

如：資金不足，產銷失調，環境汚染，土地流失，

人口流失等。 

2.參與本系(或跨系、院、校)的團隊，研發解決

農村問題的因應之道。如：小額互助式農業(及

相關工商業)貸款，協調合作式產銷等。 

3.參與研究團隊，探索氣候變遷的因應之道，研

發綠色永續農業(及相關工商業)，推廣食農教育



等。 

4.附上相關資料及團隊指導老師推薦。 

7 黃懿秦教授獎學

金 

(108 年開始頒

發) 

40,000 2-4 大學生

10,000 

研究生

20,000 

申請資格：農藝系學生，由育種組老師推薦。 

 合計 280,000 17-26 名 

註：日後仍可繼續增加捐款，以 100 萬元為單位，每

增加一單位，孳息可增加 4 萬元，需由理監事會議重

新修定給獎名額與金額。 

五、獎金由學校直接支付給得獎同學，

得視情況由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

會調整名額與金額。 

六、申請時間：奬學金每年 10-11 月開

放申請，確定時間由系辦公室公告。 

七、申請手續及審查：申請人應於規定

時間內，填具申請書（向系辦公室領取）

一份，連同學校歷年成績單，繳至系

辦，彙送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

核，審查得包括面試。 

八、系友會得邀請獲獎者於每年系友會

年會中口頭或書面報告。 

九、獎學金核發金額如有餘款，移至下

年度(同一獎項)開放申請。 

十、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提

報台大農藝系系務會議及台大行政會

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等。 

4.附上相關資料及團隊指導老師推薦。 

7 黃懿秦教授獎學

金 

(林貞系友捐贈) 

(108 年開始頒

發) 

40,000 2-4 大學生

10,000 

研究生

20,000 

申請資格：臺大農藝系學生，由農藝系育種組老

師推薦並決定名額分配。 

8 葉蕙暨 1979 級

獎學金 

(1979 級系友捐

贈) 

(108 年開始頒

發) 

40,000 4 10,000 

申請資格：臺大農藝系學生，對農業有熱忱且實

際參與相關活動者，檢附證明資料。 

9 張魯智教授獎學

金 

(1973 李效宇系

友捐贈) 

(109 年開始頒

發) 

40,000 2-4 大學生

10,000 

研究生

20,000 

申請資格：臺大農藝系學生，由農藝系生物統計

組老師推薦並決定名額分配。 

 合計 360,000 22-34 名 

註：日後仍可繼續增加捐款，以 100 萬元為單位，每

增加一單位，孳息可增加 4 萬元，需由理監事會議重

新修定給獎名額與金額。 

五、獎金由學校直接支付給得獎同學，

得視情況由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

會調整名額與金額。 

六、申請時間：奬學金每年 10-11 月開

放申請，確定時間由系辦公室公告。 

七、申請手續及審查：申請人應於規定

時間內，填具申請書（向系辦公室領取）

一份，連同學校歷年成績單，繳至系



辦，彙送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

核，審查得包括面試。 

八、系友會得邀請獲獎者於每年系友會

年會中口頭或書面報告。 

九、獎學金核發金額如有餘款，移至下

年度(同一獎項)開放申請。 

十、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提

報台大農藝系系務會議及台大行政會

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二、系友會系務基金募款概況(統計至 2018.09.12) 

90F030(臺大農藝系專用款捐助收入) 

日期 明細 收入 小計 

106.11.23 邢禹依 2,000 2,000 

106.11.23 林德澤   30,000 32,000 

106.12.21 孫立華 1,000 33,000 

107.01.19 林彥蓉 10,000 43,000 

107.03.19 蔡憲宗 20,000 63,000 

107.07.27 李萊鈴 90,000 153,000 

 

系友會華南帳戶 

日期 明細 收入 小計 

107.06.14 匿名捐款 30,000 30,000 

107.06.15 陳郁仁 30,000 60,000 

107.06.19 蔡玲君 5,000 65,000 

107.06.19 王瑤瑧 12,000 77,000 

107.06.28 鍾焰興 31,903 108,903 

107.06.28 朱天淼 8,645 117,548 

107.07.09 楊德才 3,000 120,548 

107.07.12 吳東鴻 3,000 123,548 

107.07.12 林耀正 2,500 126,048 

107.07.12 戴宏宇 2,000 128,048 

107.08.13 熊召弟 6,000 134,048 

107.08.13 陳秀吉 3,000 137,048 

107.08.14 李鴻英(李省三) 3,000,000 3,137,048 

107.08.24 王惠群&侯愉 29,076 3,166,124 



107.08.24 蔡傳恆 1,356 3,167,480 

107.08.24 蔡憲宗 500,000 3,667,480 

107.08.28 一位 56屆校友 13,620 3,68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