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台灣土壤調查聯合研習會 

研習課程表 
 

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4 日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 (蘭潭校區) / 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日期 /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 / 講師 

8/2 
(星期三) 

10:00-11:00 報到 (農藝系館) 莊愷瑋 教授 

11:00-11:10 開幕式 (來賓致詞、師生介紹、課程說明) 
許正一 理事長 
莊愷瑋 教授 

11:10-12:00 
第一節 友善環境與土壤保育 /農業生產與生

態環境 (研習會發起人致詞) 
莊愷瑋 教授 / 
陳尊賢 教授 

12:00-13:30 午餐 (食宿說明)  

13:30-14:20 第二節 土壤調查簡介 
蔡呈奇 教授 / 
黃文樹 博士 

14:20-14:30 休息  

14:30-15:20 第三節 土壤調查方法與剖面描述 
賴鴻裕 教授 / 
劉天麟 博士 

15:20-17:30 
第四節 土壤剖面描述現地演示 

(嘉大後山農場) 
簡士濠 教授 / 
陳秋萍 博士 

17:30-18:30 休息、晚餐  
18:30-18:55 專題演講：溫室效應與土壤碳儲存研究 陳秋萍 博士 

18:55-19:20 
專題演講：嘉義地區地形特徵及其與退化紅

土的關聯性 
黃文樹 博士 

19:20-19:30 休息  
19:30-19:55 專題演講：台灣水稻生產現況與品種選育 許育嘉 教授 
19:55-20:20 專題演講：臺灣茶業發展概況及特色茶介紹 劉天麟 博士 
20:20-20:30 綜合討論 莊愷瑋 教授 

20:30- 星空夜語  

8/3 
(星期四) 

8:00-9:00 報到、領早餐 (農藝系館) 莊愷瑋 教授 
9:00-9:30 集合、行前說明 簡士濠 教授 

9:30-12:00 阿里山公路沿線剖面描述演示 (兩處) 
陳尊賢 教授 / 
許正一 教授 / 
簡士濠 教授 / 

12:00-13:30 午餐 (奮起湖)  



 

13:30-15:30 行車 (前往民雄)  

 
15:30-17:00 民雄水田剖面描述演示 (一處) 

許正一 教授 / 
簡士濠 教授 

17:00-19:30 晚餐 (嘉義市家樂福夜市) / 師長餐敘 莊愷瑋 教授 
19:30-20:00 行車 (返回嘉義大學)  

20:00- 星空夜語  

8/4 
(星期五) 

7:00-8:00 報到、領早餐 (農藝系館) 莊愷瑋 教授 
8:00-8:30 剖面描述演練說明、發放工具資料 蔡呈奇 教授 

8:30-10:30 
各組學員：土壤剖面的開鑿、清理、描述和

記錄演練 (嘉大後山農場) 
蔡呈奇 教授 / 
賴鴻裕 教授 

10:30-11:00 
各組學員：彙整土壤剖面紀錄、製作 ppt、口

頭報告 (農藝系館) 
賴鴻裕 教授 / 
簡士濠 教授 

11:00-12:30 土壤剖面報告解說、頒獎、結訓 
許正一 理事長 
莊愷瑋 教授 

12:30- 賦歸  

※以上行程可能會因氣候因素、路途塞車等緊急情況而有所影響，如有拖延或變更，

敬請見諒。 

注意事項： 

個人行李：包含健保卡、手機或相機充電器、換洗衣物〈請盡量帶足 3 天衣物〉、盥洗

用品、個人藥物、防曬用具、輕便雨衣、雨鞋、輕薄外套、水杯等；貴重物品與金錢

請自行妥善保管，慎防遺失。 

戶外活動：正逢颱風過境，天氣較為不穩定，戶外活動地點路面較為濕滑，請與會的

成員們準備雨衣、雨具或雨鞋，也請穿著較為止滑的鞋子，由於戶外地點鄰近樹林及

雜草，請做好防蚊、防蟲的準備。 

個人藥品攜帶：胃藥、頭痛藥及暈車藥等，個人需服用之特殊藥品或常備藥品應隨身

攜帶，若有身體不適，請告知帶隊老師及身旁的工作人員。 

 



 

2017 台灣土壤調查聯合研習會 

組別資訊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老師 蔡呈奇 莊愷瑋 許健輝 許正一 簡士濠 賴鴻裕 

學員 

賴致勳 許禎原 黃馳元 陳芷晴 洪紹耘 吳佳娟 

吳卓穎 鄭宇晴 嚴瀛 劉曉南 何宏毅 李駿毅 

陳品名 羅郁淨 王麒閔 丁柏翔 孫承翰 王泰崴 

陳俊兆 李祐任 黃瓊萱 林俊銘 杜沛蓉 張凱 

顏淳羽 陳俊元 賴冠宇 邱偉傑 吳柏延 陳穎 

陳融 簡廷澍 邵昀霆 王筌 李嘉欣 許翰庭 

熊國元 許馨方 陳志昶 趙維哲 廖晨羽 李映蓉 

  
羅筱君 

  
黃維昭 

 
 
  



 

2017 台灣土壤調查聯合研習會 

住宿地點資訊 

師長住宿： 

一、地點：鈺通大飯店 

二、位置：60049 嘉義市維新路 7號 

三、電話：05-2756111 

四、網址：http://www.yuhtonghotel.com.tw/about.php 

 

學生住宿： 

一、地點：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二、位置：嘉義市東區彌陀路 101號 

三、電話：05-2286151 

四、網址：http://a2320223.wixsite.com/chiayi 

 

※飯店備有沐浴乳、洗髮精、簡易盥洗用具(牙刷、毛巾)，若有其他需求者可自行攜帶。 

  



 

2017 台灣土壤調查聯合研習會學生住宿房間分配 

 

女生房 男生房 

房號 學員 房號 學員 

一 
   吳卓穎     嚴瀛 
   李嘉欣     陳穎 

一 
   李祐任     趙維哲 

   邵昀霆     陳志昶 

二 
   陳芷晴     吳佳娟 
   鄭宇晴 

二 
   簡廷澍     林俊銘 

   吳柏延     賴致勳 

三 
   王筌       黃瓊萱 
   顏淳羽 

三 
   何宏毅     張凱 

   陳俊兆     邱偉傑 

四    廖晨羽     李映蓉 四 
   洪紹耘     熊國元 

   孫承翰     賴冠宇 
 

五 
   王麒閔     李駿毅 

   黃馳元 
 

六    陳融       陳俊元 

 
  



 

嘉義大學交通資訊 

台鐵及客運：搭乘台鐵及客運的學員，請至嘉義前站乘坐嘉義公車市區一路至嘉義大

學校內站。 

 

 

 

 

 

 

 

 

 

 

 

 

 

高鐵站：由嘉義高鐵站下車的學員，請搭乘嘉義快捷公車 BRT 車次 7211 或 7212 至

台鐵嘉義站前站換車，乘坐嘉義市公車市區一路至嘉義大學校內站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