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農業推廣中心每週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二、
三、
四、

時 間：102 年 10 月 01 日 星期二 15：00
地 點：農推中心小會議室
主持人：齊心 主任
出席者：陳本源技正、王俊雄研究員、顏志恒副研究員、王惠
正行政辦事員、王家麗行政辦事員、陳昕榆行政辦事員、施琬
妮專任助理、吳佩緹小姐
五、 記 錄：陳昕榆
六、 報告及討論事項：
1. 中心顧問會議已於 9 月 30 日順利召開完畢，會議記發以簡
單的方式將每位顧問的建議記錄下來即可。
2. 做事必須謹慎，任何請購都必須要相符，絕不可以有類似：
購買七葉膽苗但核銷是七葉膽茶的情況發生。
3. 再次重申學校的公務車不可以給校外或者是沒有小客車職
業駕照的人駕駛。
4. 不可以讓學生預先登記隨班附讀，一切都應該照學校的程序
作業。請王惠正行政辦事員及王家麗行政辦事員在一些行政
作業程序上必須依規定辦理，如有錯誤請修正。
5. 顧問會議中有提到向農委會推廣單位申請計畫及經費事宜，
請王俊雄研究員及顏志恒副研究員洽談。
6. 走廊上報廢的東西儘快移除。
王惠正：已向保管組提出申請，待陳坤南先生安排時間。
主任：請催促保管組儘快前來處理。
7. 2B02 教室布幕應儘快安裝完畢，請陳昕榆行政辦事員下次
找廠商前必須確認對方能安排專業工程師前來安裝。
8. 2B09 教室旁滴水的情形請陳本源技正及王家麗行政辦事員
儘快找出源頭。
9. 10 月 7 日～10 月 14 日主任出國，請各位配合代理主任唐立
正教授，並請陳本源技正、王俊雄研究員及顏志恒副研究員
多多協助，並以身作則。
10.在處理公務上不宜單單只有用口頭上詢問，凡事都要先自己
找法規或規定，一切都要有書面憑據為主。
11.興大農業 84 期大致上已經沒問題了，通訊聯絡人上要加上
王俊雄研究員的聯絡方式。
王俊雄研究員：興大農業 85～87 期目前已有 5 位作者交稿，
會送廠商做排版。
12.訓練班開班不可以為了湊人數而亂收學生，如開班人數不足，

可以停止開班。
13.上周請王惠正行政辦事員繳交的七葉膽苗用七葉膽茶葉報
支核銷報告書，請儘快繳交。
七、 臨時動議：
1. 顏志恒副研究員：園藝試驗場之採葡萄一日遊活動可能安排
於 12 月下旬較合適，也有與本校農場聯絡，活動可以加入
有機蔬菜栽培的參觀。
主任：以單一參觀園藝試驗場一個地點較好，並且先向農資
學院借用中型巴士，以方便載送學員，學員為本校教職員工
為主，如反應不錯也可以再規劃類似較輕鬆有趣的活動，請
王俊雄研究員於明年初再規劃一班，可以請賴麗旭教授提供
建議或是可以再開一班香料班。
八、 散會：15 時 30 分

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農業推廣中心每週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二、
三、
四、

時 間：102 年 10 月 07 日 星期二 14：30
地 點：農推中心小會議室
主持人：唐立正組長
出席者：陳本源技正、王俊雄研究員、顏志恒副研究員、王惠
正行政辦事員、陳昕榆行政辦事員、施琬妮專任助理、吳佩緹
小姐、王家麗行政辦事員（請假）
五、 記 錄：陳昕榆
六、 報告及討論事項：
1. 唐立正組長：10 月 26 日（週六）昆蟲學會年會，原訂於當
日開的『農作害蟲簡易診斷與管理訓練班』可否改於 10 月
27 日（週日）？
王俊雄研究員：可以。
2. 中心公務車 B2-5742 尚未安裝 E-TAG，明年後就無法再使用
回數票，請王惠正行政辦事員儘快辦理。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因為本校事務組尚未指示日後安裝
E-TAG 之後帳務核銷的方式，因此尚未安裝，會於年底前安
裝完畢。
3. 使用公務車請務必按照規定填寫借用單或派車單，以免發生
這次王惠正行政辦事員請校外人事開車被追撞的事件。
4. 其餘 4 個訓練班講師的聘函請施琬妮小姐協助製作，並於寄
發校外講師之聘函時，要附上本校通校門口出入通行證。
5. 各組組長找時間一同前往防檢局台中分局聯繫拜訪。
6. 網頁舊訊息更新請各位同仁遵照齊主任的指示進行。
七、 臨時動議：
1. 陳昕榆行政辦事員：廠商有來電告知興大農業 84 期的頁數
有超出 4 頁，將會如期出刊，多出的 4 頁會從後面 3 期扣除。
2. 陳昕榆行政辦事員：本中心今年度目前賣書的帳戶還有 3 萬
多元，如果這期植物醫生的學員跟以往一樣購書踴躍（以往
平均一班都有 2 萬元的收入），今年度的收入預計會有 5 萬
多，但是這個帳戶過了年底，裡面的餘額學校將全數收走，
因此建議是否有較熱賣的推廣叢書要加印，或是可以寫簽呈
要求學校不要回收此收入，待我們明年可以運用在推廣刊物
的印刷費。
王俊雄研究員：請施琬妮小姐統計一下中心較暢銷的推廣手
冊，然後再請示主任是否加印或是上簽保留經費。

3. 陳昕榆行政辦事員：由於已經 10 月了，12 月計畫都會陸續
結束，請王惠正先生可否先將加強農業研究教育及農村產業
發展與提升重點果樹外銷供應鏈 2 個計畫之公務車油料費
（分別為 25,000 元及 20,000 元）的耗油清單先製作出來，
讓各計畫主持人及執行人暸解使用狀況。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好。
（已於 10 月 8 日給昕榆）
八、 公務車 B2-5742 事故說明及處理進度報告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今天已收到秘書室的回覆，需要主任認定
此次事件屬於公務，如屬於公務將可以核章。如果主任認定非
公務，另一個處理的方式就是本人私下找酒駕肇事的當事人私
下和解寫和解書，並且跟他拿公務車的修理費。
唐立正組長：當然是公務啊！我們公務車的保險公司是否會理
賠？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因為開車的吳輝介先生已經不屬於本院的
顧問，而我當日也沒有在公務車上，所以保險公司認定不屬於
公務車理賠的標準，不予以理賠。
唐立正組長：那保險公司不理賠，是否有派員前來暸解狀況或
是提供協助，如果沒有，我們可以考慮明年更換保險公司。畢
竟我們合作很久了，在事故處理的程序上保險公司至少都比我
們經驗還豐富，他們理當主動前來協助。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沒有派員來暸解狀況。
（之後為唐立正組長與保險公司業務電話協商）
九、 散會：15 時 30 分

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農業推廣中心每週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二、
三、
四、

時 間：102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一 15：00
地 點：農推中心小會議室
主持人：唐立正組長、齊心主任
出席者：陳本源技正、王俊雄研究員、顏志恒副研究員、王惠
正行政辦事員、王家麗行政辦事員、陳昕榆行政辦事員、施琬
妮專任助理、吳佩緹小姐
五、 記 錄：陳昕榆
六、 報告及討論事項：
1. 唐立正組長：日前齊主任有要我參加碩專班的招生會議，會
中有提到碩專班報名當日是星期六，因此必須請家麗留守，
以便收件。
王家麗行政辦事員：可以
2. 統一各訓練班授課講師聘函格式，請施琬妮助理協助製作各
班授課老師聘函。
3. 中心各訓練班的班名經各組長討論統一如下：
※ 無收取學費，上課時數為 2 小時左右統一為─講座。
※ 有收取學費，上課時數為 4 小時以上統一為─訓練班。
※ 其他因各計劃而開的班則以計劃書的名稱為主。
4. 唐立正組長：各訓練班授課老師如從外縣市遠到而來，除授
課鐘點費之外希望也可補貼交通費。
陳昕榆行政辦事員：如經費足夠，主任同意則可以報支。
各組長同意如本身為該班授課老師，鐘點費可以減半。
5. 公務車交通事故，如學校不同意用印，則是否有其他解決方
式。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現在學校要看主任認定是否為公務事宜
使用才決定是否用印。
主任：你私自讓他開車，非公務。因你事先未講，我一再強
調不可以讓校外人士開公務車。車子是公務車，但是你用的
不是公務，請你向保險公司詢問，如校方不同意用印，該如
何辦理？
6. 各訓練班如人數未達開班標準則取消，不宜為了開班而到處
拉人來上課。
7. 碩專班聯合校外參觀的老師鐘點費該如何報支，請王家麗行
政辦事員詢問是否有相關支付標準。
唐立正組長：校外參訪是否要寫報告。
王家麗行政辦事員：上次李宗儒老師帶學生去校外參訪有請

學生交參訪心得報告。但是 10/12 日的聯合參訪不確定各老
師是否有規定。
8. 顏志恒副研究員提議可以開『校園樹木病害講座』，不收費
用但收報名的基本費用 50 元，以必免報名但沒有來上課。
9. 公務車耗油清單王惠正行政辦事員請快點整理。
陳昕榆行政辦事員：已經有交了。
主任：請昕榆先看。
10.王惠正行政辦事員關於農場的簽呈作業太慢了。
11.植物醫生 10 班之後可以將課程重新規劃安排，可以做為下
次開班的準備。
七、 散會：15 時 30 分

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農業推廣中心每週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二、
三、
四、

時 間：102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二 15：00
地 點：農推中心小會議室
主持人：齊心主任
出席者：陳本源技正、王俊雄研究員、顏志恒副研究員(出差)、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王家麗行政辦事員、陳昕榆行政辦事員、
施琬妮專任助理、吳佩緹小姐
五、 記 錄：陳昕榆
六、 主任交辦及討論事項：
1. 2B02 白板請儘快安裝。（已於 10/23 安裝完成）
2. 請王俊雄研究員聯絡陳炳輝顧問介紹農委會農業推廣相關
人員，可以進一步討論未來計畫合作事宜。
3. 請王俊雄研究員與唐立正教授共同討論並決定 10/27 日農作
害蟲簡易診斷與管理訓練班，因人數不太足夠是否繼續開班。
（於會後決定如期開班）
4. 學校召開跨年活動籌備會由王俊雄研究員代表出席，請於會
中說明所有活動經費應由學校支付，中心配合辦理。
5. 再次重申中心同仁對外洽工時請直接以承辦人名義來陳述，
切勿用使用主任名義來表達。
七、 個人報告事項與建議：
1. 顏志恒副研究員（因出差由陳昕榆行政辦事員代為轉述）
※ 上次會議中唐立正教授指示公務車應儘速安裝 E-TAG。
主任：由王俊雄研究員請林清權先生一同去安裝公務車
E-TAG 及辦理驗車事宜。
※ 日前已與施昭彰博士討論關於合辦研習班的事宜，施博士
回覆已全部完成規劃及講師聯絡，預計於 12 月下旬或明
年 1 月初開班。
※ 本人規劃本校園藝試驗場葡萄的『摘果趣』活動，施昭彰
博士表示，他於太平區有輔導有機草莓及有機枇杷，如中
心有興趣可以於過年前及明年 3 月舉辦有機草莓及枇杷
摘果體驗，他願全力配合。
※ 10/25（週五）本人規劃之『植物線蟲病害診斷研習班』
如期開班。
2. 施琬妮專任助理
本人日前在聯絡 10/25（週五）之『植物線蟲病害診斷研習
班』學員上課時，有學員表示本中心有人告知他本班因人數

不足因此停開。希望中心同仁有人接到詢問開班訊息的電話
時能先詢問主辦人或是相關承辦人員正確的訊息之後再轉
達或是留電話請承辦人員回電，不要隨便轉知錯誤訊息誤導
學員，也造成承辦人在業務上的困擾。
主任：未來如還有接到類似電話，請馬上詢問學員轉知錯誤
訊息者是誰，並請做電話紀錄。
(主任會後詢問，係王惠正先生告知某學員，但王先生表示
後來有通知該學員有開班，該員並有參加。)
3.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
致電給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張先生
（0916969658），請他們公司以書面說明理賠結果及辦理出
險申請的影本給本中心。對方表示將由台北總公司提供相關
資料及說明。
八、 散會：15 時 30 分

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農業推廣中心每週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一、
二、
三、
四、

時 間：102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一 15：00
地 點：農推中心小會議室
主持人：齊心主任
出席者：陳本源技正、王俊雄研究員、顏志恒副研究員、王惠
正行政辦事員、王家麗行政辦事員、陳昕榆行政辦事員、施琬
妮專任助理、吳佩緹小姐
五、 記 錄：陳昕榆
六、 主任交辦及討論事項：
1. 教育部日前來函表示廢除『公立農學海洋院校設置農漁業推
廣教授協助農漁業推廣工作實施要點』，表示本中心的建議
教育部有採納。另外陳技正今天也把簽呈寫完向農委會提供
本中心對於修改條文的建議。
2. 電腦能力是基本的要求，再次提醒各位電腦能力應加強。以
陳技正之公文為例：WORD 排版不可以使用空行分頁，如要
分頁必須使用分隔設定換下一頁。
3. 上週有與校長討論農場問題，校長提到希望本中心搬遷到國
農大樓的事。據告知，以前也曾有相關的討論，想請問各位
的意見。
陳本源技正：當初前主任有詢問過大家的建議，但是本中心
2 位研究員都想要有個人的研究室，而那裡的規劃好像是沒
有各別獨立的空間，所以不要搬。
顏志恒副研究員：有去看過，但是因為東西太多，不太想搬。
王俊雄研究員：本人沒有特別的意見。
主任：農業推廣中心屬於農資學院的附屬單位，在業務上有
許多需要與農資學院配合接洽的地方，因此我比較建議本中
心應該跟農資學院在一起較為合適。
陳本源技正：八月的時候有聽說農資學院有提議本中心應該
要與國農合併，因為有這樣的傳聞是不是就表示農資學院有
這樣的規劃？
主任：八月我已上任，沒有聽說合併的事。上週校長有提議，
但是我覺得兩個單位的性質及業務仍然有所差異，所以不太
合適，但仍然尊重院長以院長的決定為主。目前兩單位合作
無間，我同意王俊雄博士支援國際農業中心兩個半天，也是
很好的合作。
七、 個人報告事項與建議：

1. 王俊雄研究員
※ 與農委會推廣科聯繫事宜將與顏志恒副研究員一同進行，
本週會抽空一同前往農委會拜會並討論合作事宜。
主任：不一定要本週完成，但要有進度。
※ 本中心與動科系劉登城教授合辦之農業推廣講座『貢丸研
習營』上課的細節、報到及上課地點都已經與劉老師談妥，
排定於 11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2 時上課。由
於本中心僅代收材料費（1 人 300 元）供劉老師購買材料
使用，學員於結束後可將成品帶回，加上因為人數有限，
因此建議提前收費，並以先完成繳費為錄取標準，以確保
上課人數。並請施琬妮小姐注意網路及現場報名之人數的
掌控。
主任：本班公告要寫得清楚，言明由於人數及場地限制，
上課日前 7 天（11 月 8 日前）為報名繳費截止日，以有
報名並且於繳費截止日前完成繳費者為優先錄取，如額滿
請等候下一班，並於招生公告上標示『本講座免費，本中
心僅代收 300 元材料費』之說明，表示本中心沒有賺取任
何費用，本班屬於免費推廣講座，講師費用由本中心經費
支付。
2. 王惠正行政辦事員
關於公務車事宜，已致電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
張志炫先生（0916969658），請該公司盡快以書面說明理賠
結果及辦理出險申請之影本提供給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
心。
3. 顏志恒副研究員
※ 上週五（10 月 25 日）已順利完成『植物線蟲病害診斷研
習班』
。接下來本人與施昭彰博士的班預計在 12 月召開，
但確定的時間還是必須要跟施博士討論。12 月的葡萄中
心採果趣，也於上週報告過，施昭彰博士也很樂意提供他
個人於太平的試驗田配合本中心辦理採有機草莓及有機
枇杷。各班的人數皆以本院中型巴士搭載人數為上限。
※ 農委會的計畫仍然有些尚未完成，之後還需要與陳技正與
王惠正博士再討論是不是可以在 11 月底前完成工作的交
接。
4. 陳本源技正
※ 11 月 8、9 日還會再開一班農糧署計畫的『有機質肥料製
作研習』
，是免費的訓練班，當天僅提供便當，因為編計
畫時講義被刪掉了只有便當、材料費跟鐘點費。

主任：那是否會有講義？
技正：沒有。
主任：那要跟老師說明。
技正：已跟老師說好了。
主任：那要請老師跟學員說明。
※ 已擬妥校慶及跨年農產品展售會之產品保證書，讓參與展
售會之農民對自己的產品負責，使他們有責任感。
※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配合計畫的輔產期葡萄計畫將開始進
行各產區的清園及催芽劑的講座，這些講座原則上只有本
人、楊耀祥教授及徐思東先生參與。由於本計畫有支付中
心公務車 B2-5742 的油料費，但由於經費撥款過慢，再加
上公務車無人駕駛，所以已儲值在油卡的費用尚餘很多，
楊耀祥老師已與農資學院林先生洽談中，看看是否可以於
計畫執行時協助開公務車。
主任：油料費儘量使用完。以後別一次儲值太多油料費，
以免有油料費使用不完的問題。
※ 今日下午 4 時會有 3 位大陸回來的台商來詢求中心的協助
我有請王銀波顧問來共同討論。是否可於本中心顧問室進
行？
主任：王銀波老師為本中心顧問如來訪者是私下拜訪王銀
波顧問，當然可以使用顧問室。來訪者如是屬於公務需要
本中心的技術諮詢及協助，請他們應先發公文，如果是臨
時來訪我們一律當成私人交誼，即使兩岸交流關係不錯，
但還是必須小心謹慎，在與大陸來訪的人士本中心人員不
宜簽屬任何資料文件，只協助顧問泡茶即可不做以外的
事。
八、 臨時動議：
1. 顏志恒副研究員：本中心的報紙翻閱率過低，建議停掉。
主任：同意，請陳昕榆行政辦事員辦理。
（已於會後電話通知本中心報紙訂到本月（10）月底。）
2. 陳昕榆行政辦事員：週六接到碩專班工讀生黃同學來電，沒
有準備學生的簽到表，因此先拿回收紙讓同學簽到，請王家
麗行政辦事員能於每次上課前備妥所需資料。
王家麗行政辦事員：有準備但是放在抽屜忘記拿出來了，下
次會記得。
主任：以後要離開之前要把事情交代好。還有同學有反應老
師要求使用影印機印東西，請告訴老師如需要影印上課講義，

請依照農資學院影印講義的規定辦理申請以方便計帳，中心
的影印機不提供上課講義及私人資料影印。另外，辦公室的
電話以撥打公務電話或是校內電話為主，如老師必須撥打私
人電話或是長途電話、手機等，請使用個人手機。
九、 散會：15 時 4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