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會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 間：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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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瑩、王淑珍、郭華仁、熊召弟 

理  事：黃文達、侯藹玲、莊老達 

監  事：張孟基、劉力瑜 

四、缺席人員：無 

五、請假人員： 

理  事：陳凱儀、洪傳揚、江明樹、陳勝利、楊志維、彭雲明、謝兆樞 

常務監事：蔡養正 

六、列席人員： 

林彥蓉、李文雅、莊汶博、董致韡、劉建甫 

七、主  席：蔡憲宗理事長             記  錄：劉建甫 

 

八、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在百忙中來參加理監事會議。系友大會後，新的年度及各項活動計

畫即將陸續展開，有些事項要向理監事們報告，也有些計畫需要理監事們的同意

或提供寶貴意見，因此召開這次理監事會議。 

本次系友大會原有各項有別以往的活動規劃，但可惜因天候不佳，最終還是

移回農藝館舉辦，在風雨中順利完成活動。儘管遇到下雨，還是承蒙許多系友及

在校的學生踴躍參與，還是席開 22 桌，出席人數也近 200 位。活動當天也承蒙

許多老師及學生的大力協助，包括林主任、建甫、文雅、黃永芬老師在規劃上的

努力，活動當天劉力瑜老師、蔡欣甫老師、蔡育彰老師、張孟基老師、董致韡老



師、莊汶博老師等也在現場協助，特別感謝大家的努力。 

 

九、會務報告： 

系友大會收支報告(報告人：李文雅)，詳附件一。感謝各位捐款系友會的系

友、認桌的老師及提供良心商店販售產品的系友(城南農場、壽米屋)，本會會透

過臉書粉絲專頁或系友會網站為他們做些宣傳。 

 

十、提案討論： 

案由一：農藝系兼任教師薪酬由系務基金項下支應方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系兼任教師長期均為無酬義務授課，並需在公餘或請休時間，自行

負擔交通或住宿費用前來上課，此方式已行之有年，卻不甚合理。為

改善此一狀況，提議由系務基金項下編列預算作為農藝系兼任教師薪

酬。 

二、 依據農藝系提出之薪酬需求額度，規劃每年由系務基金直接支應，或

成立對應之永續講座基金以孳息支應。 

三、 「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詳附件二。 

四、 目前本系多數兼任教師可能一學期僅會來上一、兩週課，這部分可以

演講費支應。兼任教師有開全學期課程的僅有「茶作學」一門。去年

中興獸醫系招聘無薪兼任教師事件引發爭議也有損學校形象，因此學

校也在檢討此一狀況，未來可能會有相應的經費來支應。目前較急迫

的是「茶作學」(邱垂豐副場長)這學期仍是無法提供鐘點費的情況，

因此希望能先從系務基金這部分先行支應。 

決 議： 

一、 今年及明年先由系務基金支應「茶作學」授課教師鐘點費，後年再另



成立永續基金支應或另案處理。 

二、 未來還有系友準備大額捐款成立獎學金時，再提供成立講座之選項供

系友選擇。 

 

案由二：本會目前仍管理「系友會獎學金」共計 1,069,885 元，然已多年未頒發，

提請討論此款項之後續運用。 

說 明：本會成立永續獎學金之前，已有許多系友陸續以系友會獎學金名義捐

款。永續獎學金成立後，亦有零星獎學金捐款。本款項目前仍存於本會

帳戶中，然因永續獎學金成立後，系友會獎學金已不再由本會直接支

出，故僅頒發過 3 次，餘款已累積達 1,069,885 元（詳附件三）。此筆

款項之後續運用應詳加規劃討論。 

決 議： 

一、 於下次年度大會時提案將原有「系友會獎學金」改為「系友會講座及

獎學基金」，以便後續運用。 

二、 應研擬本項基金之使用辦法，未來系友捐款也可指定用途。 

三、 是否成立永續講座基金，請農藝系務會議研擬辦法後，再提到理監事

會討論，通過後再送交會員大會表決。 

 

案由三：與系學會合作邀請系友返系分享活動仍持續辦理。 

說 明：學思座談活動擬邀請張新雄教授及林怡君系友返系分享。另大力捐款支

持本會獎學金及系務基金之系友（李效宇、廖雲英、李鴻英），擬配合

他們返臺時間舉辦座談會。 

決 議： 

一、 國外系友返台除舉辦座談會外，也同時舉辦感謝及表揚儀式。 

二、 學思座談活動可開始與系學會協調辦理時間。 



案由四：系友出遊活動是否繼續辦理，以何種形式辦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去年舉辦之出遊活動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今年是否繼續辦

理？ 

二、 本會 107 年 9 月 12 日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針對該次活動取消一

事討論建議如下供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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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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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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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一、 未來系上活動可邀請系友一同參與。 

二、 今年 11 月中校慶週，預定會辦理「作物科學導論」校外參訪活動，

屆時可邀請系友同遊；明年 5月辦理「當代農業論壇」校外產業參訪

活動(2天 1夜)，也可公告邀請系友參加。 

三、 校外參訪時可邀所在地區或單位的系友一同聚餐，也可達到聯繫情感

及交流目的。 

 

案由五：農藝系館空間改善工程進展及系務基金運用情況。 

說 明：系館空間改善工程規劃(一樓大廳、210 室、212 室、112 室)及預定執行

方式說明。 



決 議： 

一、 以上 4處需修繕區域，由一樓大廳及 112 演講廳優先辦理工程，工程

時須一併處理相關或緊鄰管線問題，確保施工完成後不會衍生其他問

題。 

二、 各項工程之進行仍委請農藝系向校方申請配合款，以便系友會支援之

經費能獲得最大運用效益。 

三、 建議農藝系針對農藝館進行空間及管線總體檢。 

四、 館舍修繕問題，本會原則尊重農藝系提出之各項需求及優先順序。 

 

十一、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議農藝館增設電梯。(張孟基監事) 

決 議： 

一、 電梯設置經費約需 6,000,000 元。 

二、 農藝系原向教育部申請無障礙設施經費，但本校先前獲補助經費執行

狀況不佳，教育部因而暫停後續補助。 

三、 相關規劃請農藝系務會議討論。 

 

十二、散 會：12:00。 



附件一 108 年系友大會收支明細表 

 

收入 支出 

入會費 600 辦桌 88,000 

會費 31,600 搭棚 7,200 

認桌 64,000 大會手冊 2,260 

捐款 69,000 飲料 1,783 

良心商店 13,348 摸彩券 64 

 178,548  99,307 

                       

                      餘絀  79,241



附件二 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及試算 

 

108 年 7月 31 日以前適用基準 

 
以茶作學為例，每學期應該支給： 

925 元/節 x 2 節/週 x 18 週/學期 x 1.0191(二代健保)=33936 元 

 

108 年 8月 1日以後適用基準 

 
以茶作學為例，每學期應該支給： 

955 元/節 x 2 節/週 x 18 週/學期 x 1.0191(二代健保)=35037 元 

 

 



附件三 系友會獎學金專戶收支明細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101.11.14 1989 系友-黃秀鳳 8,000 

102.2.5 王昇 10,000 

102.2.5 武光東 10,000 

102.2.5 曾美倉 20,000 

102.3.20 朱鈞 6,000 

102.3.23 黃業發 10,000 

102.3.28 陳勝利 10,000 

102.5.1 莊老達 5,000 

102.9.11 2013 畢業班 4,500 

102.10.4 莊老達 5,000 

102.10.5 張素貞 30,000 

102.10.11 楊耀欽 1983 畢. 2,000 

102.10.14 1979 黃宜輝捐款 20,000 

102.12.20 劉麗飛 100,000 

102.12.30 沈明來 2,000 

103.3.22 
系友會獎學金團體

獎 2 
-100,000 

103.3.11 1973 張碧秋捐款 10,000 

103.3.13 1957 張贊化捐款 10,000 

103.8.15 陳凱儀理事捐款 10,000 

103.10.20 1989 胡智華捐款 5,000 

103.12.5 2004 洪曉毅捐款 1,000 

103.12.5 1974 周宜寬捐款 2,000 

103.12.5 1990 鄭誠漢捐款 3,000 

103.12.5 1972 李麗珍捐款 2,400 

  
系友會獎學金團體

獎 2 
-50,000 

 

104.3.28 謝邦昌捐款 10,000 

104.3.28 譚婉玉捐款 10,000 

104.3.28 蔡千嶸捐款 4,500 

104.3.30 廖振鐸 20,000 

104.4.23 
1972 李麗珍捐獎學

金 
20,000 

104.7.6 蔡憲宗捐款 20,000 

104.7.6 1973 張碧秋捐款 5,000 

104.5.29 2007 黃瑞甫 30,000 

104.7.14 1990 鄭誠漢捐款 10,000 

104.8.24 郭華仁老師捐款 80,000 

104.9.24 1990 鄭誠漢捐款 10,000 

104.10.16 1989 黃文達捐款 10,000 

104.11.19 1990 鄭誠漢捐款 10,000 

104.12.2 
1971 碩蔡新聲捐獎

學金 
3,000 

105.1.4 沈明來老師捐款 2,000 

105.3.19 陳成獎學金 8名 -40,000 

105.3.19 羅經福捐款 10,000 

105.3.19 1988 林怡君 500 

105.3.19 1992 高佑靈 10,000 

105.3.19 1997 楊志維 500 

105.3.19 1990 陳勝利 10,000 

105.4.6 1958 張贊化 10,000 

105.4.25 1960 林柏孫 5,485 

105.10.13 1998 林耀正 3,000 

106.11.08 
1979 彭慶彥捐

150000 元(代葉蕙) 
150,000 

106.11.29 系友獎學金捐款 530,000 
 

 

  合計 1,069,88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