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2022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年會 

雜草科學講座「雜草多樣化利用」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補助單位：台灣農學會 

 時間：202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9:10~17:00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 

■大會議程： 

時間 內容 

9:10~9:40 報到 

9:40~10:00 開幕式：主席、貴賓致詞 

 第一單元：雜草科學講座「雜草多樣化利用」  

主持人：侯金日 理事長(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副教授) 

時間 內容 演講者 

10:00~10:50 
遇見老朋友—秋行軍蟲帶給我新的研

究課題 

莊汶博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副教授) 

10:50~11:10 中場休息 

11:10~12:00 雜草稻的前世今生 
黃永芬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副教授） 

12:00~13:20 午餐及意見交流、海報展示(召開第 21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議)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員大會(地點:農藝學系一樓 112階梯教室)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13:20~13:35 會務報告及討論 
侯金日理事長 

13:35~13:50 表揚傑出個人學術獎及事業獎 

 第二單元：研究成果發表會(地點:農藝學系一樓 112階梯教室)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13:50~15:00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宣讀) 
顏瑞泓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農化系；本會

第20屆理事長) 

15:00~15:20 海報展示、休息及意見交流  

15:20~16:40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宣讀) 
黃文達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本

會第19屆理事長) 

16:40~17:00 綜合討論&優良壁報頒獎＆摸彩 侯理事長及各位講師 

17:30~19:30 雜草之夜餐會聯誼 

註：本次研習會列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及農藥從業人員學習時數(4 小時)。 



附件二               2022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年會 

雜草科學講座「雜草多樣化利用」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報名表 
 

□會員    □非會員 

姓    名：                      職 稱：                           

服務單位：                                                         

聯絡地址：                                                        

電  話：                     手  機:                         

電子信箱：                                                        

午    餐：    □葷食               □素食 

※請於 12/14(星期三)晚上 12 點前完成報名，以下兩種報名方式擇一即可。 

報名方式一:可將報名表 E-mail：yctsai@mail.ncyu.edu.tw 蔡元卿學術組 組長， 

           電話：052717397, 0921692846。(表格如不夠使用，請自行影印。) 

報名方式二: 掃描以下 QR Code，即可連結至表單，請將詳細資料填妥，並按下提交， 

           我們就會收到您的報名資料。 

  

※個資法規範聲明：本研究成果發表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於研究成果發表

會報名的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您的姓名、單位、E-Mail 及聯絡電話；針對您的個人資料，本

研究成果發表會只會在達成上述目的所需的範圍內處理或利用，並於上述特定目的消失且經

您提出書面要求後予以刪除。 



附件三 

2 0 2 2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員大會  

「研究成果發表會」熱烈邀稿中！！ 

一. 活動目的：配合 2022 年本學會會員大會，舉辦研究成果發表會，包括論文宣讀與論文壁

報展示方式呈現雜草學會會員之研究成果，歡迎各位會友踴躍投稿。 

二. 活動依據：本發表會依照 111 年 11 月 25 日本會第 21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三. 發表會時間：202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  

四.  發表會地點：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一樓(112R)階梯教室。 

五. 活動內容及參加辦法： 

■ 歡迎任何與雜草、草坪、除草劑有關之研究、論述或報導，以論文宣讀或壁報方式展

示。學會並針對展示壁報中具原創性研究論文，擇優給予獎勵。 

■ 參加資格： 

(1).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會員、學校教師與學生、與實際從事試驗研究工作之農業人員。 

(2). 論文內容為學生的畢業論文或試驗研究成果，以雜草科學(Weed science)、草坪、除

草劑相關之研究為主，不得有抄襲之行為。同一篇論文得同時參加宣讀與壁報展示。 

■ 報名辦法： 

(1). 論文宣讀：請於 12 月 14 日(星期三)晚上 12 點前，將論文摘要(字數 500 字為原

則，中英文不拘，word 檔)，並註明屬性(研究、論述或報導性) 連同報名表，一

併電傳至學術組蔡元卿組長 yctsai@mail.ncyu.edu.tw，投稿者請前往學會網頁

http://wssroc.agron.ntu.edu.tw/下載論文宣讀格式。每人宣讀篇數不限。 

(2). 論文壁報展示：每人展示篇數不限。請於 12 月 14 日晚上 12 點前，將論文摘要(字

數 500 字為原則，中英文不拘，word 檔)，並註明屬性(研究、論述或報導性)，以

及作者及就讀學校糸所或服務機關資料連同報名表等一併電傳至本會學術組蔡

元卿組長 yctsai@mail.ncyu.edu.tw。投稿者請參考附錄四製作壁報。 

(3). 電子郵件收件後會於 24 小時內回覆確認，若未收到回覆信件請再確認是否順利

寄出。 

■ 論文壁報展示與評審：摘要經接受後，將回函告知分組編號，壁報展示當天請依編號張

貼於會場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館 1 樓)。展示作品訂於上午 10:00 前於大會指定位置自行

依編號張貼，逾時以棄權論。評審委員 5 人 (不含召集人) 將於 9:00 am-3:00 pm 完成評分

作業。 

■ 論文壁報評審方式：學術組蔡元卿組長擔任召集人組成評審委員會。所有參展論文壁報，

不分領域，由五位評審委員 (不含召集人) 評分後開會討論以決定得獎者名單。評審委員

由召集人負責自本會會員中聘請實際參予研究工作之專家學者擔任，必要時由非會員之

專家學者擔任。本人或所屬學生參展時，不得擔任評審委員。審查委員名單將於參展報

http://wssroc.agron.ntu.edu.tw/


名截止日之後公佈，並由理事長頒發聘書。評分標準請見附錄五。 

■ 壁報獎勵：壁報展評審前三名與佳作若干名，每名得獎者可獲獎狀並公開表揚。海報

展得獎作品將以數位存檔張貼於雜草學會網站供參閱學習。所有參展人均可獲贈精美

紀念品，以鼓勵更多研究者海報作品參展。 

■ 論文壁報評審結果公佈：壁報展得獎者名單於 12 月 23 日於當日大會綜合討論時公佈

結果及頒獎，同時請主審委員講評。 

六. 本次大會為於會場提供海報展示區供雜草學會會員廠商展示其研究成果及新產品展示，規

格與前述壁報展示同，但不參予評審敘獎。 

七. 本辦法經理事長及秘書長同意符合理監事會之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 本辦法將隨函寄送全體會員及張貼於雜草學會網站通知全體會員： 

http://wssroc.agron.ntu.edu.tw/  

 

附錄一、參加論文宣讀或壁報展示報名表： 

分組研討 參加項目 □專題演講、  □海報 

中 文 題 目  

英 文 題 目  

主 講 人 中文名* 

（參加海報者請列第一作者） 
 

服務單位名稱（中文名）*  

E-Mail / TEL  

※請於 12/14(三)晚上 12 點前，將報名表傳至 E-mail：yctsai@mail.ncyu.edu.tw 學術組

蔡元卿組長電話：052717397, 0921692846。(表格如不夠使用，請自行影印。) 

*個資法規範聲明：本研究成果發表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於研究成果發表會

報名的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您的姓名、單位、E-Mail 及聯絡電話；針對您的個人資料，本研

究成果發表會只會在達成上述目的所需的範圍內處理或利用，並於上述特定目的消失且經您

提出書面要求後予以刪除。 

http://wssroc.agron.ntu.edu.tw/


附錄二： 

論文宣讀/論文壁報摘要撰寫格式 (中文)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中文題目名稱)*******  

 

(中文姓名)******** 

 

(中文服務單位)****** 

 

(中文摘要撰寫)**********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       聯絡人 e-mail：****** 

                             聯絡人 電話：****** 

 



附錄三： 

論文宣讀/論文壁報摘要撰寫格式 (英文) 

□ 論文宣讀 

                                                          □ 海報張貼 

 (英文題目名稱)******* 

(中文題目名稱)*********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英文服務單位)****** 

(中文服務單)****** 

 

(英文摘要撰寫)*******  

 

 

 

 

 

 

 

 

 

 

 

 

*為報告人 

**為聯絡人 

聯絡人服務單位：******       聯絡人 e-mail：****** 

                             聯絡人 電話：******* 



附錄四： 

壁報規格如下: 參考亞太雜草學會海報製作規範  

 

 

 

 

 

 

 

 

 

 

 

 

 

附錄五：論文壁報評審標準如下:  

圖片、圖表、文字敘

述是否清晰，把握重

點  

論文架構、組織是

否合乎邏輯  

研究動機說明是否

清楚，研究是否具

創意  

構圖及色彩表現，規

格是否合乎大會規

定  

10 點  10 點  10 點  10 點  

結算分數時擬將五位評審委員之原始分數依各委員評分分佈進行常態標準化，

再換算為點數，最後根據全體委員之平均點數計分。  

 

海報應經有系統組織化且具吸引力，能夠明顯表現少數幾個重要的構想。

不宜有太多的數據及說明。討論時必須說明試驗結果及闡述其重要性。嘗試給

予讀者一或二個重要的結論。下列說明希望有助於使您的壁報更加完美。  

1. 一律用寬 80 cm x 120 cm 大小紙類，直式  

2. 參展作品請於正面標題(TITLE)下方註明作者姓名、單位。主標題勿超過 10

字，字體高度約 2cm，次標題或作者字體高度小於 1cm。  

3. 內容文字至少 6mm 高度，採單一字體，使用大寫或小寫標準字體。字體務必

清晰可見。.以 2 m 距離外可見內容為宜  

4. 簡短介紹研究目的，盡量減少字數使字體可見，並作出簡短結論。  

5. 內容文字顏色勿超過 3 色，宜採適當之雙色配色，如白底黑字、黃底黑字、

粉紅底黑字、白底暗紅字、白底暗藍字、及黃底暗藍字。明亮背景上之暗色

字較易閱讀。  

6. 照片及圖表大小 12.5 cm x 18 cm，圖表上之標題及符號應在 2m 距離外可見。

內容不要塞滿不必要之細節。每一圖表僅用一個垂直刻度，且圖較表為佳。  

7. 設計宜有層次，可利用數字或箭頭導引，宜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勿塞滿文

字或美術品。  

8. 宜準時於指定時間地點張貼，(稍候將公佈時間與地點)。現場將有學會工作

人員協助張貼  



2022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年會 

雜草科學講座「雜草多樣化利用」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時間：202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9:10~17:00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上午研討會) 25.01989755528283, 

121.54089202659218、 

 國立台灣大學農藝學系 1 樓(112R)階梯教室(下午會員大會與研究成果發表會)          

25.0183290404362, 121.5408017353928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農藝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