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第 14 屆第 8 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記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6 日(星期四) 中午 12 時 

地點：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三樓會議室 

 

出席人員 

第 14 屆理事：王尚禮、申 雍、向為民、許正一、陳鴻基、黃裕銘、陳仁炫、陳

尊賢、鄒裕民、賴朝明、鍾仁賜、簡宣裕、羅秋雄、譚鎮中 
       請假：王敏昭、王鐘和、林木連、馬清華、郭鴻裕、楊秋忠 

 
第 14 屆監事：王銀波、林鴻淇、莊作權、黃山內、楊盛行、趙震慶 

       請假：洪崑煌 

 

秘書長：莊愷瑋 

 

主席：李達源 理事長                                   記錄：蘇育萩 

 

議程： 

 

一、確認上次會議記錄。 

二、會務報告 

1. 本學會本年度接受農糧署補助執行「合理化施肥計畫」，已於八月

25、29 及 31 日假國立中興大學、臺灣大學及嘉義大學舉行北、中、

南共三場之「微生物肥料田間應用技術訓練講習會」，出席人數超過

350 人。 
2. 第十屆東亞暨東南亞土壤科學會聯盟(ESAFS)會議，將於 2011 年 10

月 10 日-13 日于斯里蘭卡(Sri Lanka)首都可倫坡(Colombo)市舉

行，本會共有 23 位會員參與。 
3. 本學會「土壤與環境」期刊第十四卷第一、二期(2011 年)預定於 11

月出刊。 

4. 本會第十五屆理監事選舉方式採通訊選舉，已獲內政部核可。 

三、基金保管委員會報告(附件一) 

 

四、議案討論 

案由一、本會第十五屆理監事選舉候選人名單案。 

  說明：司選委員會推薦之理監事候選人名單如附件二所示。 
決議：通過。並發文至內政部備查。 

 

案由二、本會「學會獎」、「學術論文獎」、「推廣研究獎」、「優良基層人員



獎」、「双桂獎學金」、「郭魁士獎學金」各獎項得獎人審議案。 

決議：如下 

1. 學會獎得獎人:郭鴻裕 
2. 學術論文獎得獎人: 

(1) 許正一 
作者:許正一等 
論文題目:Elucidating the process of co-composting of biosolids and spent 

activated clay 
(2) 黃政恆 
作者:黃政恆等 
論文題目:Changes of pH, Eh, Fe, and Mn concentrations in the interstitial water 
(土壤與環境) 

3. 推廣研究獎:賴文龍 
4. 優良農業基層人員獎:江志峰 
5. 双桂土壤科學獎:林永鴻 
6. 郭魁士獎學金:陳碧慧(屏科大/大學部)、陳俊仁(中興大學/大學部)、林詩耀

(中興大學/研究所) 
 

案由三、本會 100 年年會暨土壤肥料研究成果研討會議程討論案。(附件三

及四) 

決議: 通過。 
 
案由四、各項基金管理案。 

決議：如下 

1. 學會基金定存今年 10 月 7日將到期，將利息放入本金續存一年。 

2. 今年發放郭魁士獎學金，由於去年沒有發放，兩年合計利息總額為

14251 元，不足的金額由本金支付。 

3. 今年發放之双桂獎學金由利息支付，剩餘之利息加入本金中續存一年。 

 

案由五、申請加入本會新會員資格審查案。 
      

姓名 最高學歷 現職 備註 

焦婉婷 
明道大學材料工程系

碩士 

嘉義大學農學所 
博士班 

普通會員 

楊慶明 嘉義大學農藝系 學士
嘉義大學農藝系 

碩士班 
普通會員 

陳霈儀 嘉義大學農藝系 學士
嘉義大學農藝系 

碩士班 
普通會員 

 
決議: 通過。 



四、臨時動議 
陳仁炫常務理事提：聘請資深理監事為顧問案。 
決議：將聘請莊作權、洪崑煌、邱再發、趙震慶、連深、黃伯恩及蘇楠榮等資

深理監事為顧問，並於今年年會頒發顧問聘書。 

 五、散會：下午 1 時 20 分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基金保管委員會報告       賴朝明 
100.10.06 

                                                 

 
本學會基金保管委員會目前保管之基金三筆(四張定存單)如下: 
一、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基金：新台幣貳佰陸拾參萬壹仟壹佰陸拾捌

元整  
基金 NT$ 2,631,168 定存於華南商業銀行，年息為 1.1500 %，期

間一年( 99.10.07-100.10.07)，到期利息: NT$ 30,418，本息合計: 
NT$ 2,661,586。 

 
二、 郭魁士獎學金基金：新台幣柒拾參萬貳仟壹佰貳拾肆元整 

基金 NT$ 732,124 定存於華南商業銀行，年息 1.1500 %，期間

一年(99.10.07-100.10.07)，到期利息: NT$ 8,464，本息合計: NT$ 
740,588。 

 
三、 双桂土壤科學獎基金：總計新台幣貳佰壹拾壹萬肆仟陸佰零貳

元整 
之前兩筆定存(NT$ 1,083,717 及 NT$  1,026,348)到期後，利息

合計 NT$ 24,537，領出 NT$ 20,000 轉活存供今年發放双桂土壤

科學獎金用。利息餘額 NT$ 4,537 併入本金 NT$ 2,110,065，合

計 NT$ 2,114,602，繼續定存於華南商業銀行一年

(100.09.20-101.09.20)，年息為 1.37 %，到期利息: NT$ 28,970，
本息合計: NT$ 2,143,572。 

附件一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第十五屆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按筆劃順序排列) 

候選人 候選人 候選人 

1 王明光 11 廖秋榮 21  

2 王銀波 12 劉文徹 22  

3 周昌弘 13 劉黔蘭 23  

4 林景和 14 蔡永皞 24  

5 林鴻淇 15 賴文龍 25  

6 張則周 16 賴朝明 26  
7 張淑賢 17 鍾仁賜 27  
8 張學琨 18 簡和平 28  
9 黃山內 19 簡道南 29  
10 楊盛行 20 嚴式清 30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第十五屆理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按筆劃順序排列) 

候選人 候選人 候選人 候選人 

1 王尚禮 16 邱志郁 31 黃政恆 46 蔡宜峰 

2 王敏昭 17 施養信 32 黃裕銘 47 蔡秀隆 

3 王鐘和 18 姜義能 33 黃瑞彰 48 賴鴻裕 

4 申  雍 19 倪禮豐 34 張忠賀 49 謝元德 

5 向為民 20 馬清華 35 張繼中 50 簡宣裕 

6 江博能 21 莊浚釗 36 鄒裕民 51 羅秋雄 

7 何聖賓 22 莊愷瑋 37 楊光盛 52 譚增偉 

8 吳添益 23 許正一 38 楊秋忠 53 譚鎮中 

9 李英明 24 郭鴻裕 39 廖乾華 54  

10 李達源 25 陳仁炫 40 劉天麟 55  

11 初  建 26 陳吉村 41 劉禎祺 56  

12 林木連 27 陳建德 42 劉滄棽 57  

13 林永鴻 28 陳琦玲 43 蔣世超 58  

14 林晉卿 29 陳尊賢 44 蔡正勝 59  

15 林素禎 30 陳鴻基 45 蔡呈奇 60  

 
 

附件二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100 年度會員大會暨 
「土壤肥料研究成果研討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0 年十二月九日  (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國立中興大學農資院十樓國際演講廳 
壁報論文展示及討論地點：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十樓壁報展示場  
主辦單位：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協辦單位：國立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國立

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及農業推廣中心 

時  間 議程 主持人 內                容 

08:00 ~ 09:00 報  到 
莊愷瑋 

秘書長 

簽到 

繳費： 

大會費：如報名表所示 

常年會費：普通會員 300 元，團體會員 5,000 元 

領取繳費收據、出席證、大會手冊、研討會論文集、餐券 

09:00 ~ 09:10 開幕 
李達源 

理事長 

研討會開幕式 

09:10 ~ 09:40 農業試驗所 陳尊賢

教授 

 

09:40 ~ 10:10 台中區農業區改良場  

10:10 ~ 10:20 休 息 

10:20 ~ 10:50 台南區農業改良場 楊秋忠

教授 

 

10:50 ~ 11:20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11:20~11:30 休息 

11:30 ~ 12:00 100 年會員大會 
李達源 

理事長 

大會議程：1.大會開始 2.主席報告(理、監事開票) 3.常務監事報告 

4.會務報告 5.頒獎 6.提案討論 7.臨時動議 8.禮成 

12:00 ~ 13:00 午 餐 

12:30 ~ 14:00 本 會 第 十 五 屆 理 監 事 通 訊 選 舉 開 票 

12:30 ~ 13:50 壁報展示  壁報論文展示討論 

13:50 ~ 14:20 台東區農業改良場 鍾仁賜

教授 

 

14:20 ~ 14:50 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14:50 ~ 15:10 休 息 

15:10 ~ 15:40 桃園區農業改良場 陳仁炫 

教授 

 

15:40 ~ 16:10 苗栗區農業改良場  

16:10 ~ 16:30 綜合討論 
李達源 

理事長 
綜合討論、閉幕式、優秀壁報論文頒獎 

 

附件三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100 年度會員大會暨 

「土壤肥料研究成果研討會」壁報論文投稿注意事項 

壹、壁報論文摘要撰寫規定 

一、壁報論文僅限兩頁 (不可超過兩頁) 之 A4 (21 cm x 29 cm) 大小

的大體摘要，內容包括：題目、作者及單位名稱、摘要、前言、

材料與方法、結果與討論、參考文獻、圖表等。 

二、每頁之 上、下、左、右邊界各留三公分 (即邊界皆定為三公分)。 

三、中文請全部以細明體印出，英文則以 Times New Roman 字體印

出。除了論文題目以 14 號字體粗體字印刷外，其他部分皆以 12

號字體印出，第一項之內容標題 (摘要、前言、材料與方法、結

果與討論、參考文獻) 用 12 號粗體字。 

四、第一頁第一、二行為論文題目，空一行後書寫作者姓名，次一行

書寫作者服務單位，之後請空兩行， 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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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項標題之間，可留一空行，圖表請自行插入文中或放最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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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文中引述文獻時，請直接寫入姓氏及年代 (如：陳尊賢,1998; Chen 

and Lee, 1997)。參考文獻寫法，請依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之寫法撰寫，並按英文字母順序排列，中文放

前面英文放後面。 

七、請將檔案轉成 pdf 與 word 檔一併於 100 年 11 月 20 日前 E-mail

至寄至 scou2006@dragon.nchu.edu.tw 或將檔案磁片寄至台中市

國光路 250 號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陳仁炫教授收，若

有特殊圖片，為防變形，請同時寄紙本。 

貳、壁報規格：100 × 75 公分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