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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七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整 

地點：  

主持人：許理事長正一           記錄：簡士濠 

 

一、理事長致詞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會務報告 

(一) 本年度將於 2017 年 12 月 01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辦理 106 年度本會

會員大會，同時辦理理監事改選。 

(二) 農糧署委託「加強肥料管理計畫」需舉辦「土壤肥料推廣研發成果發表」一場，本

會預計於 2017 年 12 月 01 日於 106 年會員大會假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同

時舉行。 

(三) 農糧署委託「國產有機質肥料推廣計畫」預計於 2017 年 12 月前完成三場推廣講習

會；目前三場規劃時間地點為：11/13 於國立中興大學舉辦一場、11/16 台南區農業

改良場舉辦一場、11/17 於嘉南藥理大學舉辦一場。 

(四) 農糧署委託「合理化施肥計畫」已於 2107年 09月 26日於中興大學完成辦理「農

田土壤肥料承載量及土壤管理研討會」1場次。 

(五) 「土壤與環境」第 19 卷第一、二期已發行，共印製 50 本。 

(六) 本年度將於 2017 年 12 月 12 - 15 日參加於泰國舉辦之第十三屆東亞暨東南亞土壤

科學學會聯盟（ESAFS）之國際會議，感謝李達源常務理事規劃並申請科技部團體

補助，本次臺灣共 19 人參與會議。 

(七) 本學會於 2017 年 8 月 02-04 日假國立嘉義大學完成舉辦 「2017 台灣土壤調查聯合

研習會」，特別感謝本學會莊理事愷瑋規劃此次研習會。 

(八) 有關學會各獎項褒獎選拔，本學會已於 7 月份發文徵選本會「學會獎」、「學術論文

獎」、「推廣研究獎」、「双桂土壤科學獎」、「郭魁士教授紀念獎學金」，並於 2017 年

09 月 29 日召開褒獎委員會議審議候選人名單。 

(九) 本學會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舉辦「國際土壤科學

聯盟主席參訪交流研討會」議程(如附件一)。 

 

四、議案討論 

案由一：本會經褒獎委員會會議選拔並建議各獎項獲獎人名單及優秀農業基層人員結果，

提請 討論。 

說明：本會已於 2017 年 09 月 29 日召開本屆第二次褒獎委員會議，審議學會各獎項候選

人名單，各獎項得獎會友將於本年度會員大會中接受頒獎表揚（中土肥字第

10600058 號函-第十七屆第二次褒獎委員會議紀錄）。各獎項建議得獎者如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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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獎：申雍教授；双桂土壤科學獎：李家興會友；學術論文獎：1. 林俊銘、賴鴻

裕「叢枝菌根菌對種植於鹽化土壤中非洲鳳仙生長及累積鎘濃度的影響」 ；2. Chen, 

S.C., Jan, M.Y., Lin, K.L., Chao, S.L., Liao, C.S. (廖健森 ) “Sustainability of 

constructed wetland under the impact of aquatic organisms overloading”；推廣研究獎：

徐仲禹會友；郭魁士教授紀念獎學金：李祐任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第十八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確認案，提請 討論（附件二）。。 

說明：本年度將於年會辦理第十八屆理監事選舉，已於 2017 年 09 月 29 日召開司選委員

會議審議候選人推薦名單及籌備選務工作（中土肥字第 10600059 號函-第十七屆第

一次司選委員會議紀錄），待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發文至內政部合作及人民

團體司籌備處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並需確認各候選人的繳費情況。 

 

案由三：本會一○七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 審議討論（附件三）。 

說明：參考一○六年度之收支預算，訂定本會一○七年度收支預算表，擬於理監事會議通

過本案後提報會員大會，待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後，本會將報請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

體司籌備處核備。 

決議：修正後（如附件三）通過。 

 

案由四：提名李達源常務理事為 ESAFS Award 候選人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第十三屆東亞暨東南亞土壤科學學會聯盟（ESAFS）國際會議將於泰國芭達雅舉行，

會中將頒發 ESAFS Award (每兩年一次)之榮譽，本會於此次國際會議中擬提名 李達

源 常務理事為 ESAFS Award 候選人。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會擬爭取 2019 第十四屆東亞暨東南亞土壤科學學會聯盟（ESAFS）國際會議

之主辦權，提請 討論。 

說明：本會曾於 2003 主辦第六屆東亞暨東南亞土壤科學學會聯盟（ESAFS）國際會議；

此次擬爭取第 2019 十四屆東亞暨東南亞土壤科學學會聯盟 ESAFS 國際會議之主辦

權。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本學會期刊「土壤與環境」續辦案，提請 討論。 

說明：本學會期刊「土壤與環境」於 2017 年 12 月 01 日會員大會，發問卷詢問本會會友

續辦與否之意見(第 17 卷第一、二期共 6 篇期刊印製 250 本；第 18 卷第一、二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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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篇期刊印製 250 本；第 19 卷第一、二期共 2 篇期刊印製 50 本)。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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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土壤肥料

學會通訊」之任務組織及辦法由下次理監事會中作為議案提出討論。 

 

案由七：新入會會員資格審查案。 

說明：提報 徐新宏新會員申請加入本會會員，請審核之。 

姓名 現職 最高學歷 擬申請會員種類 

徐新宏 
佳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裁 

Ph.D.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hemistry)  
普通會員 

決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下午十二時零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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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際土壤科學聯盟主席參訪交流研討會 

一、研討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 日期：106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一)，下午 13:00 至 17:10 止。 

 (二)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農民學院管理中心國 

際會議廳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里中正路 189 號) 

二、報名方式說明 

 (一) 本研討會採網路線上報名，有意願參加之人員，請於即日 

起至 10 月 18 日 (星期三) 期間至本所網站進行線上報名，研 

討會名額有限，額滿為止。報名網址如下： 

http://web.tari.gov.tw/registration/act/index-1.asp?m2=877&sid=147 

 

(二) 報名對象：農業及環保領域公務部門、學校及產業之相關人 

員及學生。 

(三) 報名相關事項詢問，請洽許健輝 助理研究員，聯絡電話 04-23317435，

Email: CHSyu@tari.gov.tw。 

(四) 全程參與者可登錄 4 小時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 

http://web.tari.gov.tw/registration/act/index-1.asp?m2=877&sid=147
mailto:CHSyu@ta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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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土壤科學聯盟主席參訪交流研討會 

議程 

Time Title Speaker Organization 

13:00~13:30 Registration 

13:30~13:40 Opening Ceremony 

13:40~14:10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Soil and 

Fertilizer Sciences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的歷史及發

展 

Zeng-Yei Hseu 

(許正一 理事

長) 

Current Present of 

Chinese Society of 

Soil and Fertilizer 

Sciences/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14:10~14:40 Managing Soils During the 

Anthropocene 

人類世的土壤管理 

Rattan Lal President of IUSS 

(2017-2018)/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14:40~15:10 The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of 

soil information in Taiwan 

土壤調查資料的進展及應用 

Horng-Yuh Guo 

(郭鴻裕 理事) 

Chinese Society of 

Soil and Fertilizer 

Sciences/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15:1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00 Advances in soil research task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土壤研究工作及需求的進展是

為了更瞭解永續的環境 

Rainer Horn President of IUSS 

(2014-2016)/Christian 

Albrechts  

University of Kiel,  

Germany 

16:00~16:30 Soil education: A challenge in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Soils 

(IDS) for adv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未來十年國際土壤面臨的挑

戰：精進永續發展目標 

Takashi Kosaki President Elect 

(2017-2018)/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Japan 

16:30~17:00 Discussion 

17:00~17:10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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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舉辦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農民學院管理中心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霧峰區萬豐里中正路 189號 
交通資訊網址 http://www.tari.gov.tw/content/index.asp?Parser=1,3,22 

 

  

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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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車 

  南下 

由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由台中中清（大雅）或中港交流道下→接中彰快速

道路→於快官交流道上中二高（國道 3 號）→霧峰交流道下(211K)→右轉接台三線

往草屯方向(南下)→約 4 分鐘→經味全食品霧峰總廠（左手邊）→即可到達本所（省

道 197.8 K；右手邊）。 

如直接由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 3 號）南下→於霧峰交流道下(211K)→右轉接台

三線往草屯方向(南下)→約 4 分鐘→經味全食品霧峰總廠（左手邊）→即可到達本

所（省道 197.8 K；右手邊）。 

  北上 

由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 3 號）→於霧峰交流道下(211K)→右轉接台三線往草屯

方向(南下)→約 4 分鐘→經味全食品霧峰總廠（左手邊）→即可到達本所（省道

197.8 K；右手邊）。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搭乘火車或客運者，請於台中站下車轉搭： 

臺中市公車 107 路、108 路或統聯客運 59 路，於『農試所』站下車。 

  台中客運 107 路：黎明新村-舊正(烏溪橋頭) 

  台中客運 108 路：港尾-草屯 

  統聯客運 59 路：新民高中-舊正 

  彰化客運或台中客運：往草屯、南投之車班(不經國道 6 號)，於『農試所』站

下車 

    台中客運 電話：(04)22255562~4 

    統聯客運 電話：(04)22263034 

    彰化客運 電話：(04)22256430 

 

搭乘高鐵於臺中烏日站下： 

  研討會當日中午 12:35~12:45 於高鐵臺中站 4A 出口集合，可接送來賓至會場

(接駁車 12：46 發車，逾時不候)。研討會結束後本所也備有接駁車可接送來賓至

高鐵臺中站。欲搭接駁車之來賓請於線上報名時勾選搭乘接駁車之選項。  

  從台中高鐵站搭乘統聯客運 151 路到『省議會』站下車或搭乘統聯客運 151(副)

路到『坑口里(光復新村)』站下車。 

  再轉乘臺中客運 107 路或統聯客運 59 路，於『農試所』站下車。 

  轉搭乘臺鐵到台中車站再轉搭臺中市公車 107 路、108 路或統聯客運 59 路，於

『農試所』站下車。 

 自高鐵臺中站到農試所之計程車車資約 500 元(參考價格)，車程約為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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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八屆理事候選人簡歷 

(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候選人 現任或曾任職務 

1 王尚禮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2 王敏昭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教授（退休） 

3 王鐘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教授 

4 申  雍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農資院副院長 

5 向為民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研究員 

6 吳添益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7 李英明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技正 

8 李達源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特聘教授/生農學院副院長 

9 沈佛亭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副教授 

10 林晉卿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員（退休） 

11 林永鴻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12 邱志郁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 

13 施養信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14 姜義能 益農農業社負責人 

15 馬清華 世界亞洲蔬菜中心副研究員（退休） 

16 倪禮豐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17 莊浚釗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臺北分場分場長 

18 莊愷瑋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系教授 

19 許正一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20 郭鴻裕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研究員兼組長 

21 陳仁炫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名譽教授(退休) 

22 陳吉村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東區分署副分署長 

23 陳琦玲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研究員 

24 陳尊賢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名譽教授(退休) 

25 陳鴻基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助理教授 

26 黃良得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 

27 黃裕銘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8 黃瑞彰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29 張忠賀 福壽實業(股)公司經理 

30 張繼中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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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鄒裕民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榮譽特聘教授 

32 楊秋忠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33 廖乾華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場長 

34 劉滄棽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副研究員 

35 劉天麟 茶業改良場副研究員兼課長 

36 劉禎祺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技術服務組助理研究員 

37 蔣世超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生理生化組主任(退休) 

38 蔡正勝 台糖研究所環境檢測中心主任 

39 蔡呈奇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教授/主任 

40 蔡宜峰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副場長 

41 賴鴻裕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副教授 

42 簡宣裕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研究員 

43 簡士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副教授 

44 羅秋雄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員兼秘書（退休） 

45 譚鎮中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 

46 譚增偉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副研究員（退休）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八屆監事候選人簡歷 

(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候選人 現任或曾任職務 

1 王銀波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退休） 

2 何聖賓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兼任副教授(退休) 

3 林景和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場長 

4 周昌弘 中央研究院院士 

5 張學琨 台灣稻作協會顧問 

6 黃山內 財團法人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董事長 

7 楊光盛 大漢園景科技有限公司顧問 

8 楊盛行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名譽教授（退休） 

9 劉文徹 台糖研究所副所長（退休） 

10 劉黔蘭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副教授（退休） 

11 賴文龍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退休） 

12 賴朝明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名譽教授(退休) 

13 鍾仁賜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退休） 

14 趙震慶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教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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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土壤肥學會 107 年度收支預算表 (草案 ) 

(107 年 1 月 1 日～ 107 年 12 月 31 日 ) 

科                   目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決算與預算比較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增 加 減  少 

1     收入 102,000 102,000  0   

  1   會員入會費 5,000 5,000  0   

  2   會員常年會費 49,000 49,000  0   

  3   利息收入 30,000 30,000  0 活存及定存利息 

  4   大會費 8,000 8,000  0 研討會報名費 

  5   其他收入 10,000 10,000  0 會員捐款 

2     支出 102,000 102,000  0   

  1   辦公費 10,000 10,000  0   

    1 文具費 1,000 1,000  0   

    2 郵電費 7,000 7,000  0   

    3 印刷費 1,000 1,000  0   

    4 其他辦公費 1,000 1,000  0   

  2   業務費 50,000 50,000  0   

    1 會議費 15,000 15,000  0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學術

活動 

    2 會刊(訊)編印費 35,000 35,000  0 土壤與環境，發行一期 

  3   繳納其他團體會費 22,000 22,000  0 

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

會費、台灣農學年會常年會

費、IUSS 年費 

  4   專案計畫支出 5,000 5,000  0 農糧署計畫配合款 

  5   雜項支出 5,000 5,000  0   

3   準備基金 10,000 10,000  0  

4     107 年度餘絀 0 0    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