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農業設施協會開會通知 
 

受文者：所有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台農設字第 11000022 號函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議程、會場地圖及委託書 

 

開會事由：召開台灣農業設施協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一次
理監事會議。 

開會時間：110 年 08 月 07 日(星期六)上午 08 時 30 分。 

開會地點：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嘉義大學蘭潭校區，生物
機電工程學系工程館 4F 視聽教室、407 及 409 教室。 

主持人：黃裕益 理事長 

出席者：全體會員 

列席者： 

正本：所有會員、內政部 

副本：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備註：一、報到時惠請繳交 110 年常年會費。 

      二、領取紀念品。 

      三、選舉第三屆理事及監事。 

      四、大會議程及會場位置詳如背頁。 

五、高鐵接駁調查回條。 

六、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7月27日宣布調降疫情警戒至中  

    華民國全國第二級防疫警戒，本次會議參加人員均遵照以下政策 

     指引：1. 全程配戴口罩2. 確實執行實聯制登記措施3. 保持社交 

     安全距離。 

線 

裝 

訂 

會址：600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立案字號：台內團字第 1060042629 號 

連絡人：連振昌  

電話：05-2717972 

電子信箱：lanjc@mail.ncyu.edu.tw 



壹、 大會議程 

時間:110年 08月 07日（六） 

地點: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工程館四樓視聽教室、407 及 409 教室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備  註 

8:30～10:00 報到、繳費及第三屆理監

事選舉 

工程館 4 樓

視聽教室 

1.08:30-10:00 投票選舉 

2.發送會員紀念品 

3.嘉義高鐵接送時間:08:25，

引導集合接送處 2 號出口 

09:30～09:40 大會開始，頒獎 

主席及貴賓致詞 

工程館 4 樓

視聽教室 

1.頒發感謝牌及紀念品 

2.推薦開票監票員 2 位 

09:40～10:00 政策宣導-農糧署科長 傅

立忠  

工程館 4 樓

視聽教室 

1. 10:00 投票結束，選舉開票 

10:00～10:30 專題演講- 農業試驗所副

所長 蔡致榮，題目:溫室

農耕發展動向與展望 

工程館 4 樓

視聽教室 

 

10:30～10:40 年度工作報告 工程館 4 樓

視聽教室 

協會秘書處 

10:40～11:00 提案討論 

1.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2.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3.年度工作計劃案  

臨時動議 

散會 

工程館 4 樓

視聽教室 

1. 理監事選舉開票結果報

告 

2. 當選理監事者會後請移

駕至工程館 3 樓會議室開

會。 

3. 其餘會員會後於 4 樓視聽

教室及走廊茶敘交流 

11:00～11:30 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工程館 3 樓

會議室 

1.選舉及公告常務理事、常

務監事及理事長，印信交

接。 

11:30～12:30 會員領取餐盒 4 樓走廊 1.12:40 用餐結束交通車接

送嘉義高鐵站 

 

 

 



 

 

貳、會場位置 

會場地點：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工程館 4F 視聽教室、407 及 409 教室。 

 

 



 

委 託 書 
 

委託人         因故未克親自出席台灣農業設施協會第三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會議，茲委託         代表本人參加‚全權

處理本次會議有關本人一切事宜。 

 

 

              委託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住址： 

                

受委託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因故無法出席大會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每一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台灣農業設施協會   繳費通知 

親愛的會員您好:  

本次會員大會，適逢第三屆理、監事改選，並讓協會能順利作業，敬請繳交 110

年常年會費，為避免喪失會員權益，如有未繳清之會費應繳清，感謝您的配合。 

煩請各位會員繳交 110年常年會費。 

會員種類 入會費 ※常年會費 

個人會員 500元 1,000元 

團體會員 5,000元 10,000元 

＊依據本會章程第九條：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會費者

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

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三、會費繳(補)交方式: 

 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 

108、109 年未繳交個人會費者

(含 110 年常年會費) 

3,000元 30,000元 

109 年未繳交個人會費者 

(含 110 年常年會費) 

2,000元 20,000元 

永久會員 10,000元 100,000元 

※可來電向本會查詢是否有繳納常年會費及入會費，或掃描 QR code 至網站查詢。 

📣匯款帳號資訊 

▪戶名：台灣農業設施協會黃裕益 

▪郵局代號：700 

▪局帳號：0051224-0067911 
可使用 

👉網路 ATM、ATM 

👉至郵局填寫匯款單:至郵局拿取匯款單填寫相關資料後臨櫃繳款， 

💌請注意：付款方式請勿使用「現金存款機」機器存款，存款記錄無法證明存款人是
您，無法核對到您存款記錄哦! 

👉(請使用臨櫃匯款或 ATM轉帳都可核對到您的匯款記錄) 

※ 匯款證明 

繳交費用之後，請務必將匯款單、匯款明細或您匯出帳號的後五碼， 

拍照或掃描以 email 寄至協會信箱 tasa20170225@gmail.com，以供協會對帳。 

※本會在收到匯款後，將開立收據以作為憑證。若您的收據須要報帳，請於匯款後來

信告知抬頭。 

台灣農業設施協會  敬上  

 



 

 

110/08/07 台灣農業設施協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參加意願及高鐵接駁車接送調查回條 

會議地點: 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地址: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號生機系 4樓工程館視聽教室 

(線上表單:) →https://forms.gle/BVLjY7wc5JBQytTeA→(掃描 QR code)  

◎高鐵接駁:嘉義高鐵接送開車時間 08:25，於 2 號出口工作人員舉牌

處集合，並於大會結束後 12:40返回高鐵站 

＊姓名/公司名稱(請依參加人數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參加會員大會：□ 是______人；□否，不克參加 

＊用餐習慣: □葷食______人; □素食______人 

＊高鐵接駁: □ 是_______人；□自行開車(搭乘接駁車者請告知姓名)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填妥敬請於 8 月 3日前回傳本會(可用以下方式回傳) 

1.e-mail:tasa20170225@gmail.com 

2.傳真 05-2717647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會林小姐(05)276-3443，連振昌秘書長(05)271-7972 

https://forms.gle/BVLjY7wc5JBQytT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