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第五十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6年 1月 20日 (星期五) 上午 11：50 

二、 地點：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大樓會議室 

三、 主持人：張理事長清安 

四、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 記錄：李瑋崧 

六、 主席致詞： 

七、 會務工作情形報告： 

1. 秘書長報告：

1. 105年 11月 2日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辦理學會第 3次理監事

聯席會。

2. 籌備 106年 1月 20日假朝陽科技大學辦理學會 105年度年會。

決議：洽悉。 

2. 學術出版組報告：

1. 106年 1月 4日假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辦理植物醫學期刊出事宜討論

會，如附件 1。

2. 植物醫學期刊第 58卷第 1期已排版完成，待總編輯確定後即可出刊。

3. 彙整、出版 105年度年會大會手冊，此次年會有兩篇專題演講，54篇論

文宣讀。

4. 編輯、出版「中部地區重要作物之病蟲害防治核准用藥手冊」。

決議：洽悉。 

3. 總務報告：

1. 截至 106年 1月 19日止，本學會計有永久會員 42人、普通會員 168

人、學生會員 11人、團體會員 4人，合計有效會員 225人。

2. 辦理學會褒獎委員會各獎項評選，106年 12月 30日評選結果如下，並

於 105年度年會時頒獎予得獎人。

i. 學術奬：台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陳昭瑩教授

ii. 事業奬：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吉昌董事長

iii.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台中區農業改良場郭建志助理研究員

iv.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農業試驗所陳淑佩副研究員

v. 終身貢獻獎：台灣大學昆蟲學系吳文哲名譽教授及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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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洽悉。 

 

4. 會計報告： 

截至 106年 1月 9日學會財務狀況詳如附件 2。 

 

決議：洽悉。 

 

5. 資訊組報告： 

1. 植保學會粉絲團現有粉絲人數 2,064人。 

2. 學會官網 http://www.pps.org.tw/已重新於農學團體聯合服務平台上上線，

租用期間從 105年 12月 1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費用每年 1萬元。

官網相關內容一直持續增加中。 

 

決議：洽悉。 

 

6. 企劃活動組報告：辦理第一屆植保盃慢速壘球錦標賽，時間訂於 106年 3月

25日，假臺中市立慢速壘球場 (后里球場 921紀念球場) 辦理，此次邀請國

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系學會協辦，活動辦法如附件 3。 

 

決議：賽程與開賽時間需於官網同步公佈。 

 

7. 公關組：辦理「中部地區重要作物之病蟲害防治核准用藥手冊」廣告邀約事

宜，包括封面內頁廣告 2頁、內頁廣告 16頁、封底內頁廣告 2頁與封底廣

告，計有 16萬元。 

 

決議：學會訂於 2月 16日下午六時假台中市大里菊園日本料理辦理感謝餐會，

並致贈贊助廠商感謝狀。 

 

八、 討論事項： 

(1) 案由：植物醫學期刊專屬授權華藝數位，提請討論。 

說明：植物醫學期刊出刊後，將以電子檔為主，日前詢問華藝數位就專屬授

權與非專屬進行說明，如附件 4。 

 

擬辦： 

1. 植物醫學期刊專屬授權給華藝數位，並申請一組帳號與密碼免費提供給

會友。 

2. 學會於官網設連結至華藝數位的植物醫學期刊下載網頁，會友僅要輸入

帳號與密碼就能免費下載植物醫學期刊，不限下載次數，但沒有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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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植物醫學期刊專屬授權給華藝數位出版，並申請專屬的帳號，免費提

供給植保、植病與昆蟲學會的會員。但密碼需每年更新，唯有繳交個別學

會該年度年費的有效會員，才能獲得該年度的密碼。 

(2) 案由：訂閱植物醫學期刊紙本的費用，提請討論。 

說明：植物醫學期刊出刊後，雖以電子檔為主，但仍有紙本訂戶。過去植物

保護學會刊紙本訂戶一年四期 1200元，海外訂戶 2000元。 

擬辦：植物醫學期刊紙本訂戶一年四期 1200元，海外訂戶 2000元。 

決議：植物醫學期刊未來將以電子版為主，目前採紙本與電子版併行的出版方式。

而紙本印刷先以最少份數出版兩年，類似於一種廣告行銷，待二年後再行

討論續印與否。而紙本訂戶一年四期費用 (含郵資) 調整為 3000元，海外

訂戶為 5000元。 

(3) 案由：海峽兩岸植物保護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復中國植物保護學會文副秘書長 2016年 12月 9日來信，2017海峽

兩岸植物保護學術研討會將於 2017 年 9 月 1-2 日在朝陽科技大學召開，8

月 31 日為報到日。本次會議主題是「氣候變遷惡化下植物保護技術之新發

展」。 

擬辦： 

1. 擬請理監事聯席會同意學會成立籌備小組負責，由理事長擔任召集人，

並邀請朝陽科技大學協辦本次研討會。

2. 本次研討會將出版研討會專書。

決議： 

1. 同意由理事長擔任召集人，成立籌備小組負責本次研討會的相關事宜，

並邀請朝陽科技大學協辦本次研討會。

2. 舉辦日期與植物病理學會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撞期，請協調作適度的調

整。

九、臨時動議：  

(1) 案由：學生會員年會折扣，提請討論。 

說明：考量學生會員人數日漸稀少，建議今後在特定時間 (如年會或慢速壘

球比賽時) 為招攬學生入會，而給予適當的折扣。 

擬辦：擬請理監事聯席會同意於本次年會及慢速壘球比賽期間，入會的學生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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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享 400元的折扣優惠。 

決議：同意。 

十、散會：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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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醫學期刊出刊事宜討論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年 1月 4日下午 3：00 

二、地點：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5D03會議室 

三、主持人：鍾光仁 (植物醫學期刊總編輯) 

四、出席人員：張清安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張瑞璋 (植物病理會理事長)、

楊曼妙 (台灣昆蟲學會理事長)、路光暉 (台灣昆蟲期刊總編輯) 

五、紀錄：蘇俊峯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秘書長) 

六、討論案由： 

1. 「植物醫學期刊」併刊後的第一期，沿用「植物保護學會會刊」創刊於 1959

年 03月的 ISSN 0577-750X。「植物保護學會會刊」最後一期第 57卷，併

刊後的「植物醫學期刊」是第 1卷或是第 58卷提請討論。附件一為兩學會

前理事長致會員期刊合併的公開信。

決議：2016年出版之植物醫學期刊從第 58卷開始。 

2. 關於「植物醫學期刊」編輯群的名單與封面、底版面設定提請討論。附件二

為目前植物醫學編輯群名單與稿約，附件三是過去兩學會會刊的封底，附件

四是目前植物醫學期刊第一期封面、底初稿。

決議： 

a. 植物醫學期刊第一期總編輯將撰寫一篇關於植物醫學期刊的緣起。

b. 編輯名單擬增加林鳳琪 (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黃莉欣 (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農藥應用組)、陳文華 (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張萃媖 (屏

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 與林明瑩 (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總編輯得依

實際情況增減編輯名單。

c. 植物醫學期刊封面修正為一張大圖，圖樣與圖說由總編輯決定。移除黃

色欄位，將「中華民國 105年 1月第 58卷第 1期 volume 58 No.1」移

至「Journal of Plant Medicine」下方處，並於植物醫學期刊字樣適當位

置處加註「源自植物保護學會刊與植物病理學會刊」。

d. 目次與內容移至封底。

e. 封底內頁刪除會務人員名單，僅留總編輯與編輯群名單。

f. 下方版權頁：

i. 抬頭修正為「植物醫學期刊 (季刊) 第五十八卷第一期」。

ii. 出版者：修正為「中華植物保護學會、植物病理學會、台灣昆蟲學

會」三個學會並列，移除網址資訊。

iii. 出版處：為植保學會的永久會址，修正為「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89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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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iv. 通訊處：為植保學會的通訊住址，修正為「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89

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電話 04-23317519」。

v. 發行人：修正為「張清安、張瑞璋、楊曼妙」，三個學會現任理事長

並列。

vi. 編輯人：修正為現任總編輯「鍾光仁」。

vii. 印刷者：為當時的印刷公司。

viii. 其他無修正。

ix. 英文頁如中文頁修正。

4. 植物醫學期刊預定每期出刊 6篇文稿，目前有 8篇接受文稿送編輯。但 1

年需有 24篇文稿，才不會脫刊。

擬辦： 

a. 植保學會會針對各研究學術單位進行投稿的文宣事宜。

b. 植保學會的年度年會摘要會置於該年度的期刊第四期。

c. 各學會設一聯絡窗口 (學術組)，聯絡窗口的任務目標是每季至少交付

一篇學術論文文稿供總編輯進行編審的相關作業。

d. 各學會在辦理研討會、專題演講時，有合適題目即可提供邀稿名單供總

編輯進行邀稿的相關事宜：

i. 廖龍盛。台灣植物保護的農藥發展。

ii. 李佳華、詹富智、鄧汀欽。病毒與類病毒領域之學術與技術發展。

iii. 葉瑩。台灣植物保護的植物檢疫發展。

iv. 楊平世、許如君、石憲宗。農業昆蟲研究的演進。

v. 曾顯雄。線蟲寄生菌之侵染機制及其在防治線蟲病害之可能應用。

vi. 林益昇、蘇俊峯。利用嫁接表現植物的抗病性。

e. 為使植物醫學期刊能如期出刊，每期達 5-6篇即可出刊。

決議： 

a. 請三個學會加強植物醫學期刊的宣傳與邀稿相關事宜。

b.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105年度年會摘要將刊載於植物醫學期刊 105年第四

期，植物病理學學會 104年年度年會摘要將刊載於植物醫學期刊 105年

第二期，台灣昆蟲學會年會摘要將刊載於台灣昆蟲期刊。

c. 植物醫學期刊單一投稿窗口為鍾光仁博士，文稿一律以電子郵件傳寄至：

krchung3@gmail.com

d. 請副總編輯鄧汀欽博士邀請廖龍盛、李佳華、詹富智、葉瑩、楊平世、

許如君與石憲宗等先進依植物醫學期刊格式撰寫文稿，稿件直接提供給

總編輯鍾光仁博士進行後續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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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為使植物醫學期刊能如期出刊，稿源不足時可兩期併刊。

5. 文章審查委員是否支應審稿費？

決議：植物醫學期刊的文稿審查將不支應審稿費。 

5. 植物醫學期刊由植物保護學會負責編輯，以電子檔採非專屬授權華藝線上圖

書館出刊，附件五，電子檔是否提供各學會會友下載？紙本則採用需求量印

刷，主要提供給團體會員與紙本訂戶。對於國內植物保護相關學校圖書館，

是否提供紙本典藏？提請討論。

擬辦： 

a. 植保學會學術出版組將主動提供當期植物醫學期刊給該期有參與發表的

作者電子檔。

b. 植物保護學會於官網設有會友登入的功能，有效會籍的會友登入後即可

下載各期植物醫學期刊。

c. 植物醫學期刊紙本印刷份數，除提供給團體會員與紙本訂戶之外，學會

總務組留存 2份，並提供給台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與屏東科技

大學圖書館免費典藏。

決議： 

a. 植物醫學期刊出刊後，學術出版組主動提供當期給該期有參與發表的作

者電子檔。

b. 植物醫學期刊電子檔是否提供免費下載，請各學會於各自理監事聯席會

討論之後，再行決議。

c. 植物醫學期刊紙本除提供給各學會團體會員與紙本訂戶之外 (各學會需

個自付擔印刷費)，植保學會總務組留存 2份，並提供給台灣大學、中興

大學、嘉義大學與屏東科技大學等圖書館免費典藏。另外為達宣傳效果，

第一期紙本增加免費贈閱給與植物保護相關學、系、科、組的農業試驗

單位、場所與大專院校。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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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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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植保盃慢速壘球錦標賽活動辦法 

一、主旨：促進植物保護產官學界聯誼交流及提倡正當健康休閒活動 

二、主辦單位：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系學會 

四、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25日一天 

五、比賽地點：臺中市立慢速壘球場（后里球場 921紀念球場） 

六、報名方式： 

 報名費用：新台幣 2000元整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及完成報名費匯款，始為報名作業完成。

 報名時間：本次參賽隊伍以八隊為限，以完成報名先後錄取。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EtNuXFG5JIUNxOiJ3

 活動聯絡人：本會企劃活動組組長林彥伯

手機：0988-197943

e-mail: yplin@mail.nchu.edu.tw

 報名費用郵政劃撥帳號：

戶名：中華植物保護學會張清安

帳號：00131049

七、比賽方式：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每組取第一名進入冠亞軍決賽。 

八、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慢速壘球規則。 

九、比賽細則： 

 比賽時間：每場比賽時間限 60分鐘，二好三壞制（一好一壞開始），

採 7局制，屆時若未完賽，則以屆滿時間這局為最後 1局（時間屆滿

前大會及裁判不負通告之責及義務）。滿 4局相差 10分（含）以上、

滿 5局相差 7分（含）以上，則提前結束比賽。本次比賽採循環賽制

則有和局，勝一場得 2分、和局得 1分、敗場得 0分。時間到或是 7

局結束仍平手時，次局起採突破僵局制（滿壘一出局開賽，上一局前三

棒分佔一、二、三壘）。若是上半局打完，下半局後攻之隊伍若分數較

高或三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則判獲勝且比賽結束。

 好球帶的高度是 1.82公尺以上高度不限（使用好球板）。公開男子組投

球距離均為 15.2公尺、公開女子組，青少年組投球距離均為 14公尺。

 落地球擊中好球板及本壘板均算好球；好球板功能同本壘板，跑壘者回

本壘可踩本壘板及好球板均算得分；守備員亦同。

 比賽球隊應於開賽前填妥「攻守名單」，並於所排定之比賽時間 30分

鐘前提交大會。比賽時間逾時 10分鐘未出場則沒收該場比賽，並判未

出場隊伍為該場比賽之輸隊。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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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賽前列隊查證先發選手之資格，開賽後不接受查核先發選手資格。本

次比賽不採用九人開賽制。

 冒名頂替，經查證屬實，沒收該場比賽，並取消該隊往後場次之比賽資

格。

 有關攻守名單應注意事項：

1. 填寫清楚應填之項目，領隊或教練應簽名。

2. 預備球員欄應詳細填寫，否則若遇『保留賽』將喪失參賽權利。

3. 預備球員欄中只寫姓名未填號碼者，比賽中不得上場替補其他球

員。

4. 背號筆誤，只要球員當場提出身分證明後可繼續比賽。

5. 倘若該球員無法提出身分證明，則裁判應即判定該錯誤隊伍為比賽

「失格」、「禠奪比賽」。

 職隊員服裝及裝備：

1. 全隊應穿著款式相同之球衣、球褲及球帽；球衣胸前應有註冊參賽

之單位名稱、背後應有背號，背號之每一數字至少 15公分高度，

不得臨時手寫或浮貼。（背號不得有 0號）

2. 教練、壘指導員亦應穿著同款式之服裝方得下場執行職務。

 維護安全：

1. 比賽中使用雙色壘包制。且不得穿著金屬釘鞋出賽，否則該選手宣

告出局，並判退場。

2. 比賽中必須戴『雙耳』之頭盔，以保護球員之安全。

3. 擊球員未戴安全頭盔進入擊球區準備擊球，投手投出球後，擊球員

被判出局。

4. 擊球員或跑壘員，跑壘中故意拋掉頭盔時，將判其出局。

5. 擊球員或跑壘員因違反規則，球員判其出局且不受舉發時機之限制

（但需該球員在場上，以舉發前所有攻守仍屬有效）。

6. 擊球員不可甩棒，因甩棒每場第二人次（含）以後，將被判逐出場。

若因球審視為有故意之嫌或暴力傾向，則不受初次犯規之限制，可

直接宣告出場。

 距離本壘板前 15英呎或 4.5公尺，本壘與三壘的連接線在 15英呎或

4.5公尺劃一垂直白線，凡三壘跑壘員往本壘進佔時，若已通過（含踏

觸）白線時就不得返回三壘壘包，必須強迫進佔本壘（若未踏觸白線或

界外延伸連線時不在此限）。此時守備方，持球（用身體任一部份或手

套）碰觸本壘板即裁決跑壘員封殺出局（規定此條文目的為防止跑壘員

與守備員互相碰撞造成安全上之危險），其狀況（如未通過或踏觸白線

前之夾殺、死球進壘、正常跑壘跌倒爬起及其他狀況）， 則不受此條文

之 4.5 公尺白線之限制。

 器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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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賽場地器材設備，依據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比賽規則辦理。

2. 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審定用球。

3. 比賽球棒：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比賽合格木棒。

十、未竟之事宜，依主辦單位決議後進行；主辦單位具有更改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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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病組-蘇俊峰

寄件者: winnie <winniedong@airiti.com>
寄件日期: 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 1:48 下午
收件者: 植病組-蘇俊峰
主旨: 華藝數位專屬授權回覆詢問

蘇秘書長您好 

我是華藝數位的從懿，謝謝您耐心等候。 

從懿將電話中的回覆整理如下，供您參閱： 

一、專屬與非專屬授權差異 

※深度分析包含：各月份下載次數、下載分布(下載來源)、熱門文章、熱門作者、熱門關鍵字等。 

※若貴刊收錄於華藝線上圖書館，著作權仍屬於貴單位，只是將電子期刊「授權」華藝進行曝光使

用。 

※合作授權皆不需任何費用。 

二、華藝數據庫服務全球圖書館，由於數量眾多從懿依地區列舉部分如下： 

 港澳台：100%使用率。

 中國大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西南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

學、中山大學等。

 歐美：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大學、UCLA、牛津大學、布朗大學

等。

 亞太：日本應慶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韓國高麗大學、韓國延世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Asian Collection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等。

※華藝積極與全球知名廠商合作，加強國際學術曝光！包含CrossRef、Google Scholar、EBSCO、

Primo、韓國搜尋引擎Naver等。  

三、開立帳號密碼 

從懿詢問過後台控管同仁，貴刊尚未開通過帳號密碼供會員使用。 

再請您協助給予帳號，帳號設立規則為英文字母組成。 

建議以刊名拼音作為帳號，方便記憶。 

以上回覆若有問題，請隨時與我聯繫。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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