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度土壤肥料推廣研發成果發表會及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
管理研討會暨中華土壤肥料學會與中華肥料協會聯合年會
時間：110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12 月 10 日(星期五)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農環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
主題：優化土壤與溫室氣體排放管理增進農業碳匯
主辦單位：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中華肥料協會
協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
系、森林學系、生命科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補助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第一天：110 年 12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

演講題目

主持人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秘書處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鄒裕民理事長
08:30~08:40
開幕式
中華肥料協會吳正宗理事長
一代土壤肥料宗師―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08:40~09:30
鍾仁賜名譽教授
林鴻祺教授
鄒裕民
理事長
我們需要那些知識、創新及行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09:30~10:00
才能實現 2030 年的農業碳中和 陳駿季副主任委員
10:00~10:40
茶敘
台灣農業土壤碳匯研究成果之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10:40~11:30
許正一
陳尊賢名譽教授
回顧與展望
常務
農業碳匯是什麼?
中華民國第 59 屆十大傑出青年
理事
11:30~12:00
池上禾殼坊青農魏瑞廷先生
農民真的懂嗎?
12:00~13:30
午餐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13:00~13:30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鄒裕民理事長
一一○年會員大會
12:00~13:30
壁報論文展示說明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3:30~14:00
土壤教育
李達源
賴鴻裕教授
常務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理事
14:00~14:50
有機質肥料與土壤碳匯
鍾仁賜名譽教授
14:50~15:20
茶敘
土壤有機質含量變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15:20~15:50
林毓雯副研究員
談土壤碳匯
王尚禮
理事
山坡地不同農業管理之土壤碳存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5:50~16:20
水土保持學系簡士濠教授
量與有機質性質變化
16:20~17:00
綜合討論(I)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鄒裕民理事長
08:00~08:30

報到

演講人

第二天：110 年12 月10 日(星期五)
時間
演講題目
08:00~08:40

報到

08:40~09:30

農業碳匯與碳權

09:30~10:00

臺灣森林土壤碳匯與碳排：
低度利用農地土壤碳匯解方

演講人
中華肥料協會秘書處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柳婉郁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
學系
江博能副研究員

茶敘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10:30~11:00
藻礁的生態爭議點
林幸助教授
測量土壤溫室氣體排放之技術與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1:00~11:30
林政賢助理教授
挑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改良場
11:30~12:00
生物炭相關研究回顧
倪禮豐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

吳正宗
理事長

10:00~10:30

午餐

12:00~13:00
13:00~13:30
13:30~14:20
14:20~14:50

中華肥料協會
一一○年會員大會
國內外農業部門因應 2050
淨零排放之路徑圖規劃
碳抵換專案經驗分享―
以弘智畜牧場為例

14:50~15:20
15:20~15:50

15:50~16:20

16:20~17:00

申雍
常務
理事

農業栽培體系
碳監測經驗及架構分享

中華肥料協會吳正宗理事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陳琦玲研究員
宇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致廷技術經理
茶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
王經文助理研究員

生物性堆肥及微生物在增進土壤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政華副教授
碳匯的角色
綜合討論 (II) &
優秀壁報論文頒獎典禮 &
閉幕式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鄒裕民理事長
中華肥料協會吳正宗理事長

陳仁炫
常務
理事

黃裕銘
常務
監事

110 年度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報名表
姓

聯絡
電話

名

服務單位
通訊地址
E-mail
參加日期
(請勾選)
餐點
(請勾選)

報名費用
(請勾選)

□ 12月09及10日皆出席 □ 僅出席12月09日

□ 僅出席12月10日

□ 一般

□ 不需準備

□ 素

□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會員：100元

□ 學生：100元

□ 中華肥料協會會員：100元

□ 一般學員：300元

□ 政府單位所屬人員：100元
備註

□ 現場 加入 任一 會 員並 繳清 會
費，視同會員：100元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登錄(身分證字號：

)

□ 參加 □ 不參加 12月 09 日晚宴，另需酌收 300 元餐費。

說明：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肺炎）疫情防疫，請與會人員配戴口罩，如有
發燒或身體不適等相關症狀，請儘速就醫或在家休息，勿勉強參加。
1. 請於 11 月 30 日前，將報名表傳真至 02-23955335 分機 19841984 或電子郵件寄至
s7232089@alumni.nchu.edu.tw，網路報名 https://forms.gle/2pRmu4F9jXkfy4Qd6。
2. 報名人數以 150 人為限，額滿即停止接受報名，將以報名表回
傳之先後順序作為依據，無事先報名者不提供講義。
3. 報名確認名單：https://reurl.cc/ld2eod (請自行前往確認)。
4. 響應政府垃圾減量政策，會場不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5.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為一天為 8 小時，兩天共計 16 小時。
6. 因天候關係，若當地發佈停班訊息即停止本次活動，並於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http://cssfs.org.tw)及中華肥料協會(http://www.chinesefa.org.tw)網站公告。
7. 報名活動相關諮詢請洽陳怡蒨，電話：04-22840373 轉 4208。

110 年度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年會壁報論文格式
Format of conference paper for annual meeting
作者一 1、作者二 2,*、作者三 3
1
作者服務單位
2
作者服務單位
3
作者服務單位
*E-mail: xxx@xxx.xx.xxx
摘要
壁報論文僅限兩頁（不可超過兩頁）之 A4（21 cm x 29 cm）大小，內容包含
題目、作者與服務單位、摘要、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與討論、參考文獻及圖表
等。版面設定上、下、左、右邊界各留 3 cm，段落之行距設定為單行間距。中文
以 標楷體 印出，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印出，除論文題目以 14 號粗體 印出外，
其餘皆以 12 號標準字體 印出，內容標題（摘要、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與討論、
參考文獻）用 12 號粗體 。第一、二行分別為中文及英文題目，空一行後書寫作者
姓名，次一行書寫作者服務單位，再次一行提供通訊作者之 E-mail address。上述
內容皆為置中對齊，之後請空兩行，再依論文之內容標題（摘要、前言、材料與方
法、結果與討論、參考文獻）依序撰寫。每段內容均空兩格再打首字，內容設定為
左右對齊。每一項標題之間可留一空行，圖表請自行插入文中或放最後 。摘要下
方請提供三至五個關鍵詞。演講者請於姓名下方畫底線（___）標示，通訊作者請
於姓名右上方以星號（*）標示，作者若歸屬於不同單位請以上標 1,2,3,4 註明。文
中引用文獻時，請直接寫入姓氏與年代（如：陳，2020；Chen, 2020）
。參考文獻寫
法請參考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先放中文（按筆畫排列）再放
英文（按英文字母排列）。寄來稿件將直接影印裝訂成冊，請自行仔細校對，如有
錯誤請自行負責。

1. 發表壁報論文者，請於110 年 11 月23 日前將壁報論文（Word 檔案）以e-mail
傳至 ytchan329@gmail.com（詹小姐，04-22840373 #4208）。
2. 壁報規格：100 cm（高） x 75 cm（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