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屆行政及理、監事名單 (民國 109-110年) 

理事長 祕書長 學術組長 通訊編輯 

    

鄒裕民 教授 

Yu-Min Tzou 

賴鴻裕 教授 

Hung-Yu LAI 

劉雨庭 教授 

Yu-Ting Liu 

莊雅惠 教授 

Ya-Hui Chuang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ymtzou@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soil.lai@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yliu@nch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系 

yhchuang.68@nchu.edu.tw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申雍、李達源、許正一、陳仁炫 

理  事 

王尚禮、王鐘和、向為民、李英明、沈佛亭 

林永鴻、倪禮豐、郭鴻裕、陳琦玲、張耀聰 

莊浚釗、莊愷瑋、黃政華、簡士濠、莊雅惠 

劉雨庭 

黃山內 

監  事 

馬清華、陳尊賢、黃裕銘 

楊秋忠、賴朝明、鍾仁賜 

 

 

歷任行政及理、監事名單 

第 18 屆 (107-108 年) 

理事長 許正一 常務理事：李達源、申  雍、陳尊賢、陳仁炫 

理事：王尚禮、王鐘和、向為民、沈佛亭、李英

明、林永鴻、馬清華、倪禮豐、莊愷瑋、郭鴻裕、

陳琦玲、黃裕銘、鄒裕民、楊秋忠、蔡呈奇、賴鴻

裕 

常務監事：黃山內 

監事：何聖賓、林景和、賴

文龍、賴朝明、鍾仁賜、趙

震慶 

祕書長 簡士濠 

學術組長 賴鴻裕 

期刊總編輯 蔡呈奇 

第 17 屆 (105-106 年) 

理事長 許正一 常務理事：李達源、黃裕銘、陳尊賢、楊秋忠 

理事：王尚禮、申  雍、向為民、沈佛亭、李英

明、馬清華、莊愷瑋、郭鴻裕、陳仁炫、陳琦玲、

常務監事：黃山內 

監事：何聖賓、楊盛行、賴

文龍、賴朝明、鍾仁賜、趙

祕書長 簡士濠 

學術組長 賴鴻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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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總編輯 蔡呈奇 鄒裕民、蔡呈奇、賴鴻裕、簡宣裕、羅秋雄、譚鎮

中 

震慶 

第 16 屆 (103-104 年) 

理事長 申  雍 常務理事：王鐘和、李達源、陳仁炫、陳尊賢 

理事：王尚禮、王敏昭、向為民、何聖賓、馬清

華、莊愷瑋、許正一、賴鴻裕、陳吉村、陳琦玲、

黃裕銘、鄒裕民、楊秋忠、簡宣裕、羅秋雄、譚鎮

中 

常務監事：黃山內 

監事：王銀波、周昌弘、林

景和、楊盛行、賴朝明、鍾

仁賜 

祕書長 沈佛亭 

學術組長 許正一 

期刊總編輯 莊愷瑋 

第 15 屆 (101-102 年) 

理事長 申  雍 常務理事：李達源、陳仁炫、陳尊賢、楊秋忠 

理事：王尚禮、王敏昭、王鐘和、向為民、何聖

賓、馬清華、莊愷瑋、許正一、郭鴻裕、陳吉村、

陳琦玲、黃裕銘、鄒裕民、簡宣裕、羅秋雄、譚鎮

中 

常務監事：賴朝明 

監事：王銀波、林鴻淇、張

淑賢、黃山內、楊盛行、鍾

仁賜 

祕書長 王尚禮 

學術組長 許正一 

期刊總編輯 莊愷瑋 

第 14 屆 (99-100 年) 

理事長 李達源 常務理事：陳仁炫、陳尊賢、楊秋忠、鍾仁賜 

理事：王尚禮、王敏昭、王鐘和、申  雍、向為

民、馬清華、許正一、郭鴻裕、陳鴻基、黃裕銘、

鄒裕民、賴朝明、簡宣裕、羅秋雄、譚鎮中、林木

連 

常務監事：莊作權 

監事：王銀波、林鴻淇、洪

崑煌、黃山內、楊盛行、趙

震慶 

祕書長 莊愷瑋 

學術組長 陳仁炫 

期刊總編輯 王尚禮 

第 13 屆 (97-98 年) 

理事長 陳仁炫 常務理事：陳尊賢、李達源、郭鴻裕、黃山內 

理事：申  雍、黃裕銘、賴朝明、鍾仁賜、王銀

波、楊秋忠、王鐘和、施養信、林景和、林正錺、

王敏昭、向為民、譚鎮中、簡宣裕、何聖賓、許正

一 

常務監事：趙震慶 

監事：林鴻淇、洪崑煌、楊

盛行、邱再發、黃伯恩、莊

作權 

祕書長 鄒裕民 

學術組長 郭鴻裕 

期刊總編輯 王鐘和 

第 12 屆 (95-96 年) 

理事長 鍾仁賜 常務理事：陳仁炫、陳尊賢、楊盛行、黃山內 

理事：鍾仁賜、黃裕銘、何聖賓、王鐘和、譚鎮

中、許正一、蔡永暤、向為民、楊秋忠、李達源、

郭鴻裕、賴朝明、王敏昭、羅秋雄、林正錺、廖乾

華、林木連 

常務監事：莊作權 

監事：王銀波、洪崑煌、邱

再發、林鴻淇、趙震慶、鄭

双福 

祕書長 施養信 

學術組長 李達源 

期刊總編輯 王鐘和 

第 11 屆 (93-94 年) 

理事長 陳尊賢 常務理事：陳仁炫、鍾仁賜、黃山內、李達源 

理事：賴朝明、何聖賓、譚鎮中、黃裕銘、楊盛

行、王明光、王鐘和、向為民、郭鴻裕、林木連、

林景和、林正錺、楊秋忠、申  雍、趙震慶、張則

周、王敏昭 

常務監事：邱再發 

監事：王銀波、林鴻淇、周

昌弘、洪崑煌、莊作權、鄭

双福 

祕書長 許正一 

學術組長 鍾仁賜 

期刊總編輯 陳仁炫 

第 10 屆 (91-92 年) 

理事長 陳尊賢 常務理事：林正錺、黃山內、陳仁炫、林木連、鍾

仁賜、楊盛行 

理事： 王敏昭、王銀波、申  雍、李達源、林鴻

淇、林慶喜、張淑賢、郭鴻裕、黃伯恩、黃裕銘、

楊秋忠、趙震慶、簡宣裕、譚鎮中 

常務監事：莊作權 

監事：王明果、周昌弘、邱

再發、洪崑煌、連  深、鄭

双福 

祕書長 何聖賓 

學術組長 李達源 

期刊總編輯 林正錺 

第 9 屆 (89-90 年) 



理事長 黃山內 常務理事：林正錺、陳尊賢、林木連、楊秋忠、王

銀波、陳仁炫 

理事：鍾仁賜、趙震慶、王敏昭、張淑賢、郭鴻

裕、林鴻淇、譚鎮中、黃伯恩、何聖賓、王鐘和、

李達源、黃裕銘、王明光、申  雍 

常務監事：莊作權 

監事：張學琨、周昌弘、邱

再發、洪崑煌、連  深、鄭

双福 

祕書長 趙震慶 

學術組長 陳尊賢 

期刊總編輯 林正錺 

第 8 屆 (87-88 年) 

理事長 黃山內 常務理事： 

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祕書長 趙震慶 

學術組長 陳尊賢 

期刊總編輯 林正錺 

第 7 屆 (85-86 年) 

理事長 楊秋忠 常務理事： 

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祕書長 申  雍 

學術組長 王敏昭 

期刊總編輯 ---- 

第 6 屆 (83-84 年) 

理事長 王銀波 常務理事： 

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祕書長 趙震慶 

學術組長 陳尊賢 

期刊總編輯 ---- 

第 5 屆 (81-82 年) 

理事長 王銀波 常務理事： 

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祕書長 趙震慶 

學術組長 陳尊賢 

期刊總編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