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第十六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四年四月十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二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王尚禮、申雍、向為民、何聖賓、馬清華、莊愷瑋、陳吉村、 

          陳琦玲、黃裕銘、羅秋雄、黃山內、楊盛行、賴朝明、鍾仁賜 

請假人員：王敏昭、王鐘和、李達源、許正一、郭鴻裕、陳仁炫、陳尊賢、 

          楊秋忠、鄒裕民、簡宣裕、譚鎮中、王銀波、周昌弘、林景和 

           

列席人員：沈佛亭、李佩玲 

 

主席：申理事長雍          記錄：李佩玲 

 

議程： 

一、理事長致詞 

二、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會務報告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一○三年度工作紀錄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一○三年度發文紀錄 

(一) 舉辦年會（會員大會） 

本年度預定於 2015年 11月召開本會一○四年度年會，同時將辦理理監

事改選。 

(二) 農糧署委託「加強肥料管理計畫」執行情形 

本年度預定於 2015年 11月辦理「土壤肥料推廣研究成果研討會」1場

次，並編印研討會論文集一本。 

(三) 農糧署委託「合理化施肥計畫」執行情形 

1. 本年度預定於 2015 年 6 月至 9 月間，於農糧署各區分署、辦事處

及適合地點辦理「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訓練講習會」共 15 場

次。 

2. 本年度預定於 2015年 10月辦理「農田土壤肥料承載量：土壤磷肥

有效性及固定能力研討會」，並編印研討會論文集一本。 

3. 本會辦理「肥料知識資訊網站」建置工作，委託台大岳修平老師完

成 「 作 物 施 肥 手 冊 」 數 位 化 之 網 站 建 置

(http://www.bicd.ntu.edu.tw/fertilizer/index.html)。 

(四) 土壤與環境出刊進度 

土壤與環境第 17 卷期刊已於去年 12 月發行，共印製 250 本，本年度

預定於 12月發行第 18卷。 

(五) 辦理 ESAFS2015參加事宜 



第十二屆東亞暨東南亞土壤科學學會聯盟（ESAFS）會議將於 2015年

9月 18日至 9月 21日於中國南京舉辦，請陳尊賢常務理事規劃向科技

部申請「補助團隊參加國際學術組織會議」計畫。 

(六) 辦理台灣土壤調查聯合研習會 

本年度預定於 7/27~7/29共三天於宜蘭大學林場舉辦「台灣土壤調查聯

合研習會」，由臺灣大學、中興大學、明道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嘉義

大學、屏東科技大學與宜蘭大學土壤相關科系共同舉辦，每校由至少 1

位老師帶隊，每校 3 至 5 位同學，費用自付（由宜蘭大學蔡呈奇教授

負責規劃）。 

(七) 辦理 2015國際土壤年相關活動 

1. 於 2014 年 12 月 5 日與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共同舉辦 2015 國際土壤

年啟動日宣示儀式與活動。 

2. 於 2014年 12月 5日舉辦「保護土壤資源、提升土壤品質」論壇。 

3. 於 2014年 12月 5日完成土壤巡迴車平台設計與相關配備建置。 

4. 於 2014年 12月 6日配合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場慶，辦理土壤

功能說明和土壤簡易健康檢測的巡迴展示活動。 

5. 於 2014 年 12 月 27 日與大愛電視台接洽，將由農業試驗所規劃於

大愛全紀錄節目中拍攝土壤保育相關內容。 

6. 於 2015年 1月 14日向科技部申請「104年度科普活動計畫」，計畫

名稱為 2015國際土壤年「健康土壤、健康生活」宣導活動計畫。 

7. 於 2015 年 3月 16日至 3月 22日配合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

系舉辦土環週，辦理土壤功能說明和土壤簡易健康檢測的巡迴展示

活動。 

8. 於 2015年 3月 19日和公視呂培苓小姐座談討論國際土壤年活動影

片拍攝事宜。 

9. 於 2015年 3月 30日配合群創舉辦「世界地球日」活動之國際土壤

年海報製作。 

10. 於 2015年 4月 10日和東臺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袁瑗執行長/製作人討

論國際土壤年影片拍攝事宜。 

11. 於 2015年 4月 10日配合科學月刊邀稿撰寫土壤科學相關文章。 

12. 於 2015年 4月 17、18日至高雄中山附中辦理土壤功能說明和土壤

簡易健康檢測的巡迴展示活動。 

13. 於 2015年 5月 22日向科技部申請「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

畫」。 

14. 將於 2015 年 10 月 31 日配合農委會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場慶，辦理

土壤功能說明和土壤簡易健康檢測的巡迴展示活動。 

15. 將於 2015年 11月 1日配合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場慶，辦理土

壤功能說明和土壤簡易健康檢測的巡迴展示活動。 



16. 將於 2015年 11月 22日配合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120週年所慶，辦理

土壤功能說明和土壤簡易健康檢測的巡迴展示活動。 

17. 將於 2015年 12月 5日配合農委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場慶，辦理土

壤功能說明和土壤簡易健康檢測的巡迴展示活動。 

18. 將於 2015年 12月 5日於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舉辦土壤調查競賽。 

四、議案討論 

案由一：本會一○三年度收支決算表（草案）、資產負債現況表（草案）、基

金收支表（草案）及獎學金基金收支表（草案），提請 審議討論（附件五）。 

說明：一○三年度收支決算期限為 103年 1月 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請

理監事審議去年度收支決算表（草案）、資產負債現況表（草案）、基金收支

表（草案）及獎學金基金收支表（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科技部「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研提案，提請 討論。 

說明：為配合 2015 國際土壤年，本會擬與東臺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向科技部

研提「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目前初步規劃每一主題以半小時

一集的規格在電視頻道上播放，以微電影的表現手法來呈現土壤領域之內涵，

由於一集節目有三段，每段平均 8分鐘，每支微電影內容用類似散文方式來

處理，實拍與動畫穿插使用，本系列作品將可在電視和網路平台上分別獨立

而完整播放，亦可製作成光碟產品，以及參加電視展、新媒體展或比賽等，

建請理監事提議討論，包括各主題與人類的緊密關聯案例、各主題在生活上

的實際運用案例、能夠打動人心的故事、目前與土壤相關的訊息/新聞/事件

等。 

決議：請各位理監事於 4 月 15 日(週三)前提供與土壤科學相關推廣文章供

各主題研擬與計畫書撰寫。 

 

案由三：規劃明年舉辦與土壤相關之國際和國內研討會議題，提請 討論。 

說明：為配合 2015 國際土壤年，本會將與各大學和農業試驗所配合舉辦國

內研討會，議題包括如何保護土壤、土壤環境與農產品安全的關聯性、農業

生產、土壤功能、如何評估價值等，並請學術組長許正一教授協助規劃，建

請理監事提議討論。 

決議：請學術組長許正一教授召集籌備小組規劃土壤調查競賽活動，並於下

次理監事會議中討論。 

 

案由四：配合社團法人台灣農學會擬建置「農學團體雲端聯合服務平台」，

因應後續維護費用擬由各學會共同分擔維護，提請 討論。 

說明：為能運用資訊技術，強化各項會務管理、網站維護及資訊共享等目標，

台灣農學會擬邀請農業團體共同建置「農學團體雲端聯合服務平台」，並向



相關單位爭取補助建置費用，惟後續之維護費用則視各單位使用之項目，分

擔維護費用以維持正常運作，農學團體雲端聯合服務平台營運所需費用會依

加入平台學會之數量有所變動，估計若十五家學會加入此平台，每學會每年

需負擔約三萬元，待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將填寫合作意願表並於 4 月 30

日前送交台灣農學會。 

決議：緩議。 

 

案由五：新入會會員資格審查案。 

說明：提報曾宥綋與張正源兩位新會員申請加入本會普通會員，請審核之。 

 

姓名 現職 最高學歷 擬申請會員種

類 

曾宥

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

中區農業改良場助理

研究員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

科學系博士 

普通會員 

張正

源 

大聯大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倉管行政人員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學士 

普通會員 

 

決議：照案通過，歡迎新會員加入本會。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