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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八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七日（星期四）下午十二時十分整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3F 系會議室 

主持人：許理事長正一             記錄：簡士濠秘書長 

出席人員：王尚禮、向為民、馬清華、莊愷瑋、黃裕銘、鄒裕民、許正一、陳仁炫、陳尊賢、

楊秋忠、賴鴻裕、簡士濠、李英明、申雍、李達源、沈佛亭、鍾仁賜、黃山內、蔡呈奇 

 

請假人員：郭鴻裕、陳琦玲、趙震慶、林景和、何聖賓、賴文龍、賴朝明、林永鴻、倪禮豐、

王鐘和 

一、 理事長致詞 

二、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附件一) 

三、 會務報告 

(一)農糧署委託「加強肥料管理計畫」已核准，計畫需於 12 月底前舉辦成果發表會一場，

計畫總金費為 184,000 元整。 

(二)中國土壤學會由嚴副秘書長衛東領隊參與本會辦理「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

交流研討會」共 55 人報名參與，將於 107 年 10 月 14 日抵台。 

(三)「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已於 107 年 5 月收齊大陸代表 55 人

論文摘要並開始辦理入臺證。 

(四)「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記錄(附件二)。 

(五)「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將於 2018 年 10 月 15-19 日假臺大集

思會議中心舉辦，兩天會議之場地租借費用為 188,408 元整(附件三)；會議之暫定議

程如附件四。 

四、 議案討論 

案由一：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籌備案 (檢附「第十二屆海峽兩岸

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記錄)。 

說明：依第十七屆第九次暨第十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決議，籌組第十二屆海峽

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並由籌備委員進行研討會初步規劃。

本會已分別於 3 月 22 日及 6 月 7 日召開兩次籌備會議，分別擬定研討會舉辦時

間、地點、子項主題及負責（召集人）、經費來源、組織委員會及工作委員會名

單、會議形式、邀稿形式、雙邊與會講員名單及講題資料、晚宴及旅遊行程規劃，

並與中國土壤學會洽談研討會舉辦事宜，擬請各位理監事提供建議，以利研討會

籌備工作項目之確認。 

擬辦：依籌備委員之規劃及理監事之建議進行後續相關籌備工作，並開始對本會會友徵

稿。 

決議：照案通過，依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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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會學會獎褒獎委員、學術論文獎及推廣研究獎評審委員提名案。 

說明：本會學術組長及期刊總編輯為當然委員，學術組長為召集人，另推舉二人擔任委

員。(上屆褒獎委員組成：賴鴻裕學術組長、蔡呈奇通訊總編輯、王尚禮理事及鄒

裕民理事)。 

決議：照案通過，由上屆褒獎委員組成：賴鴻裕學術組長、蔡呈奇通訊總編輯、王尚禮

理事及鄒裕民理事續任，另聘楊盛行監事為評審委員。 

 

案由三：新入會會員資格審查案。 

說明：提報吳羽婷及林聖淇二位新會員申請加入本會會員，請審核。 

姓名 現職 最高學歷 擬申請會員種類 

吳羽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助理

教授 
德國萊比錫大學生物學博士 普通會員 

林聖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

究所專案教師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

程學系 
普通會員 

決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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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整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3 樓會議室 

主持人：許理事長正一         記錄：簡士濠  

出席人員：申雍、向為民、李達源、沈佛亭、林永鴻、馬清華、倪禮豐、莊愷瑋、許正一、

陳琦玲、陳尊賢、楊秋忠、鄒裕民、賴鴻裕、簡士濠、黃山內、賴文龍、趙震慶 

請假人員：王鐘和、王尚禮、郭鴻裕、陳仁炫、黃裕銘、蔡呈奇、何聖賓、賴朝明、鍾仁賜、

林景和、李英明 

 

一、理事長致詞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會務報告 

(一)本會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至 02 月 02 日由許理事長正一及陳常務理事尊賢共同主辦世

界土壤判別競賽行前訓練，共有 13 位學生參與(國立臺灣大學：吳卓穎、黃馳元、陳

芷晴、鄭宇晴、劉曉南、張馨方、黃亮心、林子傑、劉韋麟；國立中興大學：蕭傳諺、

卓宴琳；國立嘉義大學：塗安玉、杜沛蓉)參與。 

(二)承蒙本學會鄒理事裕民與中華肥料協會吳理事長正宗熱心奔走，本次世界土壤判別競

賽選手參賽旅費贊助者如下：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卓宴琳及蕭傳諺同學旅費將由國立中

興大學土調中心贊助；國立臺灣大學劉韋麟同學旅費將由中華肥料協會贊助，總教練

陳常務理事尊賢與國立臺灣大學吳卓穎同學將由本學會贊助。 

(三)「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已於 107 年 02 月 05 日寄出第一次通

知於大陸代表團。(附件二) 

(四)本學會協助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環保署農地污染預防管理計畫，預計於

107/7-108/3 規劃由本學會協助辦理 25 場次之民意溝通說明會。 

 

四、議案討論 

案由一：「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通訊」之任務組織及辦法研提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會於第十七屆第八次理監事會提出之「土壤與環境」續辦案，決議通過「土壤與

環境」停刊，轉為發行「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通訊」，同時通過學會學術論文獎一名需

由「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通訊」之發表內容獲得。 

二、中華土壤肥料會通訊之暫定修正稿約及與章程或辦法之增修訂內容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三。 

決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二：討論「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籌備事宜。 

附件一 



4 
 

說明：依第十七屆第九次暨第十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決議，籌組第十二屆海峽

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之籌備委員會，並由籌備委員進行研討會之初步規

劃。擬定研討會舉辦時間、地點、子項主題及負責（召集人）、經費來源、組織委

員會及工作委員會名單、會議形式、邀稿形式、雙邊與會講員名單及講題資料、

晚宴及旅遊行程規劃，並與中國土壤學會洽談研討會舉辦事宜，擬請各位理監事

提供建議，以利研討會籌備工作之進行。 

決議：由第一次籌備委員會決議內容執行。 

 

五、臨時動議 

案由一：因應「土壤與環境」期刊改為「中華土壤肥料通訊」，陳常務理事尊賢有舊時連

貫的土壤肥料通訊內容，是否掃描放置於土壤肥料學會網站供各位會友參考？ 

決議：通過，由秘書組執行。 

七、散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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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2:00 分 

二、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3 樓會議室 

三、主席：許正一 召集人         記錄：簡士濠 秘書長 

四、出席人員：許正一、申雍、李達源、陳尊賢、陳仁炫、黃山內、楊盛行、賴

鴻裕、簡士濠 

五、討論事項 

案由：討論「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籌備事宜。 

說明：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中華肥料協會與中國土壤學會將於今年共同舉辦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召集籌備委員進行

會議初步規劃。 

決議：擬定研討會舉辦時間、地點、子項主題及負責(召集)人、經費籌措及

工作委員會名單等事宜，詳述如下： 

(一)時間：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16 日 

(二)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台北市 106 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三)主題：共分為七項目/負責(召集)人 

1. 土壤基礎研究/王尚禮教授 

2. 土壤肥力與施肥技術/林永鴻副研究員 

3. 土壤品質與改良/蔡呈奇教授 

4. 農業廢棄物再利用/張明輝助理研究員(暫定) 

5. 土壤污染與整治技術/鄒裕民教授 

6. 土壤生態與微生物利用/沈佛亭副教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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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壤資訊與管理應用/莊愷瑋教授 

(四)經費來源 

1. 農糧署 

2. 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3. 私人企業 

(五)大陸參加人數：中國土壤學會代表團 55 人 

    (六)旅遊安排： 

  

    (七)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中華肥料協會、中國土壤學會、國立臺

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國

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行政



7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華民國科技部 

 

    (八)工作分配 

1. 組織委員會 

臺灣代表：許正一、申雍、李達源、陳尊賢、陳仁炫、黃山內、楊盛

行、賴鴻裕、簡士濠等委員 

2. 工作委員會/組長 

秘書組：簡士濠 

出版組：蔡呈奇 

財務組：許正一、吳正宗、林季燕 

會後學習考察組：賴鴻裕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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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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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 中國土壤學會 來臺從事相關活動行

程表 

一、詳細行程： 

自 2018年 10月

14 日至 2018 年

10月 19日 

行  程  內  容 

（活動及住宿地點） 

受訪單

位同意

否 

是    

否 

受訪單

位聯 

絡 人 

受訪單位聯絡

電話 

第  1  天 

10 月 14 日 

星期日 

上午   
  

下午 抵達台北市(住宿地點：捷絲旅臺大尊

賢館_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3號) 

 許正一 
02-3366-9577 

第  2  天 

10 月 15 日 

星期一 

上午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研討

會 

是 許正一 
02-3366-9577 

下午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研討

會(住宿地點：台大尊賢會館  台北市

羅斯福路四段 83號) 

是 許正一 
02-3366-9577 

第  3  天 

10 月 16 日 

星期二 

上午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研討

會 

是 許正一 
02-3366-9577 

下午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研討

會(住宿地點：捷絲旅臺大尊賢館_台

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3號) 

是 許正一 
02-3366-9577 

第  4  天 

10 月 17 日 

星期三 

上午 日月潭_南投（參觀） 是 許正一 
02-3366-9577 

下午 阿里山國家公園（參觀）_嘉義 

(住宿地點：高山青大飯店_嘉義縣阿

里山鄉中正村 43號) 

是 許正一 
02-3366-9577 

第  5  天 

10 月 18 日 

星期四 

上午 嘉義-彰化鹿港文化考察 是 許正一 
02-3366-9577 

下午 台中市國立中興大學（參訪） 

(住宿地點：捷絲旅臺大尊賢館_台北

市羅斯福路四段 83號) 

是 鄒裕民 
04-2284-0373 

第  6  天 

10 月 19 日 

星期五 

上午 離臺  許正一 
02-3366-9577 

下午   許正一 
02-3366-9577 

 

二、保證事項：除營利演出外謹保證絕不涉及任何營利之行為。 

三、凡拜訪政府機關（構）、國家實驗室、科學工業園區、生物科技、



10 
 

研發或其他重要科研單位，應先取得受訪單位之同意函。 

四、參加研討會，應檢附會議詳細計畫書，列明研討會主題、會議議

程、會議地點、時間、主協辦單位、參加對象、參加人數等項。 

 

邀請單位：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

號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轉 

負 責 人：許正一                     聯絡電話：02-33664811  

邀請單位之陪團員職稱：教授 

姓名：許正一                         陪團員電話：0927-613-668 

填表日期：107 年 0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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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計畫書 
 

一、研討會名稱：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與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 

 

二、研討會時間：2018年10月14日至19日 

 

三、研討會地點：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集思臺大會議中心(GIS NTU Convention 

Center) 

 

四、主辦單位：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中華肥料協會、中國土壤學會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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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地址：402 台中市國光路250號  

地址：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六、聯絡人：許正一 

聯絡人電話 : 02-33664807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七、預期參加人數：中國大陸 56人，臺灣120人，共156人。 

 

八、研討會籌備委員 

1.中華土壤肥料學會：許正一、申雍、李達源、陳尊賢、陳仁炫、黃山內、

楊盛行、賴鴻裕。 

2.中國土壤學會：沈仁芳、徐建明、张甘霖、车宗贤、严卫东、段增强、

王辉、彭新华。 

 

九、研討會主題 

1. 土壤基礎研究 

2. 土壤肥力與施肥技術 

3. 土壤生態與微生物利用 

4. 土壤環境與污染整治 

5. 土壤改良與土壤物理 

6. 土壤資訊與管理應用 

 

十、議程安排:  

1. 10/15 開幕、 10/15-16 口頭發表(一)、年會、10/16 閉幕：蘇格拉底廳(階

梯 145 人)；10/15-16 口頭發表(二)：米開朗基羅廳 (階梯 85 人)；

10/15-16 工作人員行政室：亞歷山大廳  (平面 31 坪)；壁報展示廳：

10/15_柏拉圖廳(平面 69 坪) 、 10/16_阿基米德廳 (平面 31 坪) +洛

克廳 (平面 37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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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討會議程 

10 月 15 日（星期一） 10 月 15 日（星期一） 

時間 A 場地 時間 B 場地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開幕式及 Session 1 

(2 keynote speakers) 

  

10:00~10:30 團體照及 break   

10:30~12:30 Session 2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11:00~12:30 Session 3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12:30~13:30 午餐 12:30~13:30 午餐 

13:30~14:00 Poster session-A 13:30~14:00 Poster session-A 

14:00~16:00 Session 4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14:00~16:00 Session 5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16:00~16:10 break 16:00~16:10 break 

16:10~17:35 Session 6 

(5 speakers + 10 min 

discussion) 

16:10~17:30 Session 7 

(5 speakers + 10 min 

discussion) 

17:35~18:30 台大校園導覽   

19:00~21:00 大會歡迎晚宴   

 

10 月 16 日（星期二） 10 月 16 日（星期二） 

時間 A 場地 時間 B 場地 

08:00~08:30 報到 08:00~08:30 報到 

08:30~10:30 Session 6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08:30~10:30 Session 7 

(7 speakers +15 min 

discussion) 

10:30~11:40 break 10:30~11:40 break 

11:40~12:40 Session 8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11:40~12:40 Session 9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12:40~13:40 午餐 12:40~13:40 午餐 

13:40~14:10 Poster session-B 13:40~14:10 Poster session-B 

14:10~16:10 Session 10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14:10~16:10 Session 11 

(7 speakers + 15 min 

discussion) 

16:10~16:40 綜合討論 16:00~16:30 綜合討論 

16:40~17:00 閉幕式   

19:00~21:00 大會晚宴   

* 共可安排 80 篇口頭論文報告 

*每個 session 120 分鐘: invited speaker 30 分鐘/人 x 2

人, 安排其他口頭報告 15 分鐘/人 + 討論 2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