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 15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時 

開會地點：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舊館 2 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 

第 15 屆理事：申雍、向為民、李達源、馬清華、莊愷瑋、許正一、陳吉村、陳尊賢、

羅秋雄、何聖賓、廖乾華 

請 假 人 員：王敏昭、王鐘和、郭鴻裕、陳琦玲、陳仁炫、黃裕銘、鄒裕民、 

              楊秋忠、簡宣裕、譚鎮中 

第 15 屆監事：林鴻淇、黃山內、楊盛行、賴朝明、鍾仁賜 

請 假 人 員：王銀波、林景和 

 

秘書長：王尚禮 

主席：申雍 理事長                                  記錄：林虹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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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6 日假

苗栗改良場舉行第一場「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訓練講習會」，有超

過 160 人參與。國立中興大學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場次，皆超過 100 人

參與。而花蓮改良場及國立嘉義大學場次，皆有近 80 人參與。 

2. 本學會本年度接受農糧署補助執行「合理化施肥計畫」，已於 9 月 5 日假

國立臺灣大學舉行「農田土壤肥料承載量：蔬菜硝酸鹽含量相關研究」研討

會，共有 150 人參與。 

3. 本學會將於 10 月 21 至 24 日組團至印尼參加第十一屆東亞暨東南亞土

壤科學會聯盟(ESAFS)會議，預計共有會員 13 人參加。 

三、議案討論 

案由一、本會第十六屆理監事選舉候選人名單案。(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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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決議：如下 

1. 學會獎得獎人:李達源(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2. 學術論文獎得獎人: 

(1) 簡士濠(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作者:簡士濠等 

論文題目: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land uses on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soil aggregate 

stability (土壤與環境) 

(2) 李家興(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作者:李家興等 

論文題目: Iron plaque formation and its effect on arsenic uptake by different genotypes 

of paddy rice. (Plant Soil) 

3. 推廣研究獎:倪禮豐(行政院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莊浚釗(行政院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4.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李宗翰(行政院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5. 双桂土壤科學獎:陳吉村(行政院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蘭陽分場) 

6. 郭魁士獎學金:許琦真(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大學部) 

陳楷岳(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為博士班學生，因此不符合資格) 

 

案由三、本會 102 年年會暨土壤肥料研究成果研討會議程討論案。 

決議： 

日期：101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0 樓演講廳 

研討會議程由學術組長許正一教授規劃，並即期徵求摘要。 

 

 

 

 

 



四、臨時動議：  

案由一、承續與國際土壤專業團體之交流討論案 

決議：為承續與國際土壤專業團體之交流，由秘書長、學術組長、鄒裕民理事

組成國際交流小組，負責增進學會與國際團體間的交流。 

 

案由二、20th World Congress of Soil Science 舉辦 the inaugural International Soil 

Judging Competition 的台灣代表隊選派案。 

決議：目前僅有一位學生報名參加甄選，請陳尊賢教授召集學生參加比賽。 

 

案由三、編寫台灣地區土壤學發展史案。 

決議：以陳尊賢常務理事、許正一理事及蔡呈奇會友所編撰的台灣土壤分類學

發展史之格式為藍本編撰。土壤物理學方面由向為民理事編撰，土壤化

學由賴朝明常務監事編撰，土壤微生物學由楊盛行監事編撰，肥料及植

物營養學由鍾仁賜監事編撰。 

五、散會 

下午兩點整 

 



附件一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六屆理事候選人名單(建議之參考名單) 

(姓名按筆劃順序排列) 

候選人 候選人 候選人 

1 王尚禮 22 陳琦玲 43  

2 王敏昭 23 陳尊賢 44  

3 王鐘和 24 陳鴻基 45  

4 申  雍 25 黃政恆 46  

5 向為民 26 黃裕銘 47  

6 何聖賓 27 黃瑞彰 48  

7 吳添益 28 張忠賀 49  

8 李英明 29 張繼中 50  

9 李達源 30 鄒裕民 51  

10 初  建 31 楊秋忠 52  

11 林永鴻 32 廖乾華 53  

12 邱志郁 33 劉天麟 54  

13 施養信 34 劉禎祺 55  

14 姜義能 35 蔣世超 56  

15 馬清華 36 蔡正勝 57  

16 莊浚釗 37 蔡呈奇 58  

17 莊愷瑋 38 蔡宜峰 59  

18 許正一 39 賴鴻裕 60  

19 郭鴻裕 40 簡宣裕 61  

20 陳仁炫 41 羅秋雄 62  

21 陳吉村 42 譚鎮中 63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六屆監事候選人名單(建議之參考名單) 

(姓名按筆劃順序排列) 

候選人 候選人 候選人 

1 王銀波 8 劉文徹 15  

2 周昌弘 9 劉滄棽 16  

3 林景和 10 劉黔蘭 17  

4 張學琨 11 賴文龍 18  

5 黃山內 12 賴朝明 19  

 

 

 



6 楊光盛 13 鍾仁賜 20  

7 楊盛行 14 簡和平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