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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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士濠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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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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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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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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散會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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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七屆第九次暨第十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十二時整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會議室 

主持人：許理事長正一         記錄：簡士濠  

出席人員：王尚禮、向為民、林永鴻、馬清華、倪禮豐、莊愷瑋、許正一、陳仁

炫、陳尊賢、楊秋忠、賴鴻裕、簡士濠、何聖賓、林景和、黃山內、

賴文龍、賴朝明、鍾仁賜、楊盛行 

請假人員： 王鐘和、申雍、李達源、沈佛亭、郭鴻裕、陳琦玲、黃裕銘、鄒裕

民、蔡呈奇、趙震慶 

 

一、理事長致詞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會務報告 

(一)本年度已於 12 月 1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十樓演講廳，召開

本會 106 年度會員大會暨第十八屆理監事選舉，圓滿成功。 

(二) 第十八屆理監事選舉圓滿成功，選舉結果如附件一。 

(三) 本會於 106 年 12 月 12-15 日至泰國芭達雅參加第十三屆東亞及東南亞

土壤聯盟國際會議，本學會共有 26 人參與此次國際會議。 

(四) 本會於第十三屆東亞及東南亞土壤聯盟國際會議中順利取得下屆(第十

四屆)東亞及東南亞土壤聯盟國際會議主辦權。 

(五) 本會李達源常務理事於第十三屆東亞及東南亞土壤聯盟國際會議中榮

獲 2017 ESAFS Award，恭喜李常務理事獲此殊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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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金保管委員會報告（附件二）。 

四、議案討論 

案由一：本會第十八屆常務監事選舉案。 

說明：發出選票 6 張、回收 6 張、有效票 6 張，由林景和監事監票，發票

人：林季燕，唱票人：簡士濠，計票人：林季燕。 

決議：黃山內監事當選常務監事（開票結果如附件三）。 

 

案由二：本會第十八屆常務理事選舉案。 

說明：發出選票 12 張、回收 12 張、有效票 12 張，由賴文龍監事監票，

發票人：林季燕，唱票人：簡士濠，計票人：林季燕。 

決議：陳尊賢、許正一、陳仁炫、李達源、申雍理事當選常務理事（開票結

果如附件四）。 

 

案由三：本會第十八屆理事長選舉案。 

說明：發出選票 12 張、回收 12 張、有效票 12 張，由賴文龍監事監票，

發票人：林季燕，唱票人：簡士濠，計票人：林季燕。 

決議： 許正一理事當選理事長（開票結果如附件五）。 

 

案由四：新入會會員資格審查案。 

說明：提報李振儀及黃群鈞二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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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儀 欣農發實業公司 商竹高職 商業科 普通會員 

黃群鈞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普通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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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 碩士 

決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 

案由一：2018 巴西世界土壤大會土壤判別競賽之教練與選手討論案。 

決議：由陳尊賢常務理事擔任教練，請各大學老師推薦 1-3 名學生在 1 月 15

日前向本學會秘書處報名，並於寒假期間至臺灣大學上課、訓練，費用由學

生個人與推薦老師自行吸收，集訓後由陳老師選出 4 位選手代表至巴西與會，

前往巴西旅費另議。 

 

案由二：第十八屆秘書長、學術組長、土壤肥料通訊總編輯聘任案。 

決議: 通過秘書長由簡士濠理事擔任、學術組長由賴鴻裕理事擔任、土壤肥

料通訊總編輯由蔡呈奇理事擔任，原秘書長之理事一職，由李英明先生擔任

理事。 

 

案由三：第十八屆理事簡士濠因擔任秘書長，由後補理事排序一之李英明技

正遞補理事。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籌組 2018 年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籌備會。 

決議：決議: 由許理事長擔任召集人，籌備委員為申雍、李達源、陳尊賢、

陳仁炫、黃山內、楊盛行、賴鴻裕。 

六、散會：下午 13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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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土 壤 肥 料 學 會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通知 

為增進兩岸學術交流與拓展可能合作途徑，分享兩岸土壤肥料學術研究之前

瞻策略方向與相關法規政策，期可供兩岸土壤肥料相關研究之參考。1991 年 10

月在長沙召開的第七次中國土壤學會全體會員大會上，中國土壤學會與臺灣中華

土壤肥料學會商定，定期由雙方學會共同主持召開學術研討會，並於 1995 年在

杭州舉行了「第一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至今已召開 11 屆。通

過上述系列會議，開創了兩岸科學家的交流與合作，促進了土壤和肥料科學的發

展。為了同一個目標，兩岸同仁攜手並進，為振興中華土壤肥料科學事業作出了

應有的貢獻。 

本著促進與加強兩岸土壤肥料學界合作與交流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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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 日在臺灣臺北市（臺灣大學）

召開，預計會議規模 250 人。本次會議議題含土壤基礎研究、土壤肥力與施肥技

術、土壤品質與改良、農業廢棄物再利用、土壤污染與整治技術、土壤生態與微

生物利用、土壤資訊與管理應用等七個部分內容。大會將邀請海峽兩岸相關學者

專家與學者，發表口頭專題報告、壁報論文發表，以達到增進友誼、增進團結、

促進土壤肥料科學發展的目的，同時在會議期間進行訪問及科學考察。藉由雙邊

學者專家之學術及實務交流，開創兩岸未來土壤肥料領域之新天地，並朝農業永

續經營之目標推進。 

一、 會議主辦單位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中國土壤學會 

二、 協辦單位 

1、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2、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3、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4、中華肥料協會 

三、 會議時間與安排：2018 年 10 月 14 - 19 日 

10 月 14 日（週日）：大陸代表抵台，大陸代表報到（住宿飯店：福華文教會館或同級）。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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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週一）：全天進行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會議（臺灣大學集思臺

大會議中心） 

10 月 16 日（週二）：全天進行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會議（臺灣大學集思臺

大會議中心） 

10 月 17 日（週三）：考察嘉義阿里山國家公園及日月潭。 

10 月 18 日（週四）：訪問臺灣大學，參觀臺灣故宮博物院、臺灣大學土壤博物館，考

察周邊農場。 

10 月 19 日（週五）：大陸代表離台。 

四、 會議地點 

臺灣大學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五、 會議徵文要求 

每位講員請提供一頁 A4 大小之論文摘要（格式請見附件），請貴會將所有與會講

員之摘要 word 檔收齊後，於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 e-mail 至 shjien@mail.npust.edu.tw 屏

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簡士濠副教授(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秘書長)收（連絡電話 

+886-8-7740358; 傳真: +886-8-7740373）。期待貴會代表團訪台進行交流與研討。 

六、 聯繫方式： 

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轉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秘書長 簡士濠 

Tel: +886-8-7740358; fax: +886-8-7740373 

Email：shjien@mail.npust.edu.tw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教授  

兼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理事長 許正一       敬邀 

 

台北市大安區 10617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zyhseu@ntu.edu.tw 

電話:+886-2-33664823 

傳真:+886-2-33661887 

2018 年 2 月 4 日

mailto:於2018年7月31日前e-mail至shjien@mail.npust.edu.tw
mailto:zyhse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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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摘要格式 

Format of the abstract for cross-strait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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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僅限一頁之 A4（21 cm x 29 cm）大小，內容包含前言、研究動機或目的、材料

與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摘要不分段，中、英文皆可。版面設定上、下、左、右邊界各

留三公分（即邊界皆定為三公分）。段落之行距設定為單行間距。中文全部以細明體印出，英

文以 Times New Roman 字型印出。除論文題目以 14 號字體粗體字印出外，其餘皆以 12 號字

體印出。第一、二行為論文題目（請提供中文與英文題目），空一行後書寫作者姓名，次一行

書寫作者服務單位，上述內容皆為置中對齊，之後請空兩行，再書寫摘要。摘要空兩格再打

首字，內容設定為左右對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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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摘要下方提供 e-mail address，

作者若歸屬於不同單位請以上標 1,2,3,4 註明。寄來稿件將直接影印裝訂成冊，請自行仔細校

對。請將 word 檔於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 e-mail 至 shjien@mail.npust.edu.tw，屏東科技大學水

土保持系簡士濠副教授(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秘書長)收（連絡電話 +886-8-7740358; 傳真: 

+886-8-7740373）。期待貴會代表團訪台進行交流與研討。 

 

關鍵詞：土壤、海峽兩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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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土壤肥料學會通訊 

稿約草案 (請總編輯擬定內容項目) 
一、一般規定： 

第一條：本通訊出版土壤與環境相關之原創性研究論文、原創性研究短文、及創見性專題論

述三種學術文章。凡投寄稿件必須不在其他期刊考慮出版者，但在研討會發表過之

論文，如經修改，仍可向本刊投稿。 

第二條：全文建議以微軟視窗文書處理系統製作。文字自左至右列印在 A4 紙上，原稿總篇

幅包括圖表以不超過 30 頁，約為通訊 10 頁為限。 

第三條：所收稿件將送所屬學門專家審查，審查通過獲得推薦，才須將定稿及電腦檔案各一

份寄回編輯室。 

第四條：本通訊責由作者自負，且本通訊無稿酬。 

第五條：本通訊由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發行，每年出版四期。 

 

二、基本格式： 

1.文字：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稿須附英文摘要，英文稿得不附中文摘要。建議用 12 點大小

之細明體或 Times New Roman 字體，標準字距，2 倍行高繕打，附行號。 

2.插圖：全部使用英文製作。如以中文編製，須附英文說明。圖以直接縮小編印為原則，務

必明亮清晰，字體大小適中。其大小之決定原則為原圖縮小成橫寬 8 公分時，圖中字體符

號至少高 2 毫米。稿件經通知採用後，如有插圖、照片，作者應迅速提供在白紙或描圖紙

上墨繪之圖或其光面照片等原件。 

3.表格：全部使用英文製作。如以中文編製，須附英文標示及說明。 

4.單位：須採用英文 SI 單位，不必另用中文單位。 

5.數學式：所有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打字，其後標明式號於小括弧內。為清晰起見，每一式之

上下須多空一列。 

6.符號：內文所有符號須於符號第一次出現時加以定義。 

7.譯名：中文譯名或英文縮寫第一次出現時應附英文原名或全名。 

8.引用文獻：按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格式引用及編列。引用時，以姓氏

及年代直接插入引用處，至多引用兩個姓氏，如有三個及三個以上作者，則以第一作者姓

氏加一「等」字引用。 

 

三、稿件內容： 

1.排序：請依中英文之題目、中英文作者、中英文摘要、中英文關鍵詞；本文、致謝、參考

文獻等次序編寫。並於首頁最下方註明中英文之作者服務機關及職稱。 

2.題目：中文稿題目須附英文題目於次列。題目置各列之中央。 

3.作者：作者中文姓名書於題目下方置各列之中央，英文全名附於次列，並分別於姓名右上

角標上 1.2.3......，將此 1.2.3......附註於首頁最下方，說明作者之中英文服務機關及職稱。

另以星號標在號碼之後，以示通訊作者。 

附件三 



10 
 

4.摘要：簡明扼要為原則，字數不得超過 400 字。中英文摘要各分頁撰寫。英文稿得不附中

文摘要。 

5.關鍵詞：選出中文及英文關鍵詞二到四個，分別置於中英文摘要之後，與摘要本文至少隔

開 2 列以上。各關鍵詞之間以逗號分開。 

6.本文：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等論文之章節標題，須列於各列之中央對稱

位置，章節劃分視文章性質可自行調整。 

7.致謝：如有計畫號碼、經費來源、及其他相關致意，皆置於此。否則可省略。 

8.參考文獻：中文文獻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到多列在英文文獻前，英文文獻按第一作者姓

氏字母排序。未直接引用文獻不得出現，其他外文文獻置於中英文文獻之間。 

 

四、投稿地址： 

來稿三份寄：26047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蔡呈奇

總編輯收。 

電子稿件請寄 cctsai@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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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通訊修正草案對照表 
規範/條文出處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期刊/通訊名稱修訂 期刊名稱「土壤與環境」 通訊名稱「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通訊」 

新增 稿約之一般規定第五條

「發行時間」 

無 本通訊由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發行，每年一期，配合年會出

刊。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章程第廿

二條 

本會設學術組組長一人，協助

理事長處理本會學術事務，設

期刊總編輯一人，負責本會期

刊編輯事宜，設本會通訊編輯

一人，負責本會土壤肥料通訊

編輯事宜，均由理事長提請理

事會通過聘任之。 

本會設學術組組長一人，協助

理事長處理本會學術事務，設

通訊總編輯一人，負責本會通

訊編輯事宜，設本會通訊編輯

一人，負責本會土壤肥料通訊

編輯事宜，均由理事長提請理

事會通過聘任之。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學術論文

獎」及「推廣研究獎」評選

辦法第二條 

參選之學術論文限在國內「土

壤與環境」學術期刊發表者，

為年會前一年之一月至年會

當年六月止(計壹年半)已發

表者為限。 

參選之學術論文限在國內「中

華土壤肥料學會通訊」學術期

刊發表者，為年會前一年之一

月至年會當年六月止(計壹年

半)已發表者為限。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學術論文

獎」及「推廣研究獎」評選

辦法第六條 

評選委員會由五人組成，學術

組長及期刊總編輯為當然委

員，另由理事中推舉三位理事

為評鑑委員共同組成之。評選

委員會由學術組長兼召集

人，每年須重新推舉三位理事

委員且不得連任。 

評選委員會由五人組成，學術

組長及通訊總編輯為當然委

員，另由理事中推舉三位理事

為評鑑委員共同組成之。評選

委員會由學術組長兼召集

人，每年須重新推舉三位理事

委員且不得連任。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學術論文

獎」及「推廣研究獎」評選

辦法第七條 

評選分初評與複評。評選委員

之初評給予 1-10 點之評分

(具原創性及科學貢獻者給

8-10 分，具學術參考價值者

給 4-7 分，普通論文者給

1-3 分)，以五位委員評分之

累積總分之最優良五篇論文

作為複評論文。複評會議需有

評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複評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票

選，每位委員最多可圈選三

評選分初評與複評。評選委員

之初評給予 1-10 點之評分

(具原創性及科學貢獻者給

8-10 分，具學術參考價值者

給 4-7 分，普通論文者給

1-3 分)，以五位委員評分之

累積總分之最優良五篇論文

作為複評論文。複評會議需有

評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複評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票

選，每位委員最多可圈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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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學術組長及期刊總編輯之

論文如進入複評階段時，原則

上不列入得獎名單。 

篇。學術組長及通訊總編輯之

論文如進入複評階段時，原則

上不列入得獎名單。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學術論文

獎」及「推廣研究獎」候選人

推薦表 

推薦表中之應附內容 「期刊

名稱、卷、頁次」 

推薦表中之應附內容 「通訊

名稱、期、頁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