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函） 
立案證書字號：台內社字第 933574 號 
聯絡地址：台北市大安區 10617 羅斯福路四段 1 號 
國立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轉土壤調查與整治研究室 
聯絡人：林季燕 
電話：02-33664807 
傳真：02-33669576 
電子信箱：himawali@gmail.com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10 月 20 日 
發文字號：中土肥字第 1060006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講習會議程與報名表 

 

主 旨：檢送「土壤有機質肥料增進農田地力暨有機質肥料製作及施用技術講習

會」議程與報名表，敬請貴署協助發文農委會所屬各農業試驗改良場

所、大專院校從事土壤肥料推廣研究相關單位、各縣市政府、鄉鎮公所、

農會及農業機構從事相關推廣研究人員，請查照惠允。 

 

說 明： 

一、 本會接受 貴署補助執行 106 年度「國產有機質肥料推廣計畫」（106 農基金-3.1-糧

-02(1)），謹訂於 106 年 11 月 13、16、17 日，假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臺

南市麻豆區農會、嘉南藥理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舉辦，議程與報名資訊詳如附件。 

二、 即日起開放報名，請於 106 年 10 月 31 日星期二前，擇以下任一方式進行報名： 

(1).將報名表傳真至 08-7740373。 

(2).將報名表以電子郵件寄至 cmchiang58@gmail.com。 

(3).至 https://goo.gl/forms/N9taPzxPxfZRLOeC3 完成線上報名。 

(4).以 QR Cord 方式至網頁完成線上報名。 

三、 本講習會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8 小時。 

 

正本：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副本：本會秘書組 

理事長 許正一 



土壤有機質肥料增進農田地力暨 

有機質肥料製作及施用技術講習會 
 

主辦單位：中華土壤肥料學會、中華肥料協會 

協辦單位：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臺南市麻豆區農會、嘉南藥理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補助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時間及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1 
106年11月13日 

(星期一)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10樓演講廰 

(臺中市南區興大路145號) 

2 
106年11月16日 

(星期四) 

臺南市麻豆區農會3樓會議室 

(臺南市麻豆區新生北路56號) 

3 
106年11月17日 

(星期五) 

嘉南藥理大學休閒理療暨研究大樓(M402)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路一段60號) 

 

對象：肥料業者、各鄉鎮農會推廣人員、產銷班班員及個別農友、農業試驗改

良場所、農糧署及各區分署等肥料相關工作人員等。 

內容：有機質肥料之製作及施用技術、有機質肥料之特性及品質、有機質肥料

在增進農田地力之應用、生物炭製造及增進農田地力之應用。 



土壤有機質肥料增進農田地力暨 
有機質肥料製作及施用技術講習會 

報名表 

姓    名    聯絡

電話

市話： 

服務單位  手機： 

住址   

E-mail  

參加場次 

(請勾選) 

1. □ 11/13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2. □ 11/16  臺南市麻豆區農會 

3. □ 11/17 嘉南藥理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備註 

(請勾選) 

□ 一般    □ 素    □ 不需準備 

□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登錄(身分證字號：               )

說明： 

1. 請於 106 年 10 月 31 日星期二前，請擇以下任一方式進行報名 

(1).將報名表傳真至 08-7740373。 

(2).將報名表以電子郵件寄至 cmchiang58@gmail.com。 

(3).至 https://goo.gl/forms/N9taPzxPxfZRLOeC3 完成線上報名。 

(4).以 QR Cord 方式至網頁完成線上報名。 

2. 報名人數以 120 人為限，額滿即停止接受報名，將以報名表回傳之先後順序

作為依據。 

3. 響應政府垃圾減量政策，會場不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4.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為 8 小時。 

5. 因天候關係，若當地發佈停班訊息即停止本次活動，並於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http://cssfs.org.tw/）、中華肥料協會（http://www.chinesefa.org.tw）網站公告

。 



第一場 

日期：106年11月13日(星期一)上午8：20～下午5：00 

地點：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10樓演講廰(臺中市南區興大路145號) 

課程： 

時間 科目名稱 單位/講師 

08:20～08:40 報到 中華肥料協會 

08:40～10:20 有機質肥料之製作技術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陳仁炫老師 

10:20～10:30 休息 

10:30～12:10 有機質肥料之施用技術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吳正宗老師 

10:30～12:10   

12:10～13:00 午餐 

13:00～14:40 有機質肥料之特性及品質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鍾仁賜老師 

14:40～14:50 休息 

14:50～16:30 
有機質肥料在增進農田地力

之應用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裕銘老師 

16:30～17:00 綜合討論 
農糧署 

中華肥料協會 

 



第一場 

日期：106年11月13日(星期一)上午8：20～下午5：00 

地點：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10樓演講廰(臺中市南區興大路145號) 

 

 

 

沿國道3號前往大里區的中投公路/中投快速公路/台63線沿中投公路/台63線前往

臺中的興大路 
 



第二場 

日期：106年11月16日(星期四)上午8：20～下午5：00 

地點：臺南市麻豆區農會3樓會議室(臺南市麻豆區新生北路56號) 

課程： 

時間 科目名稱 單位/講師 

08:20～08:40 報到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08:40～10:20 有機質肥料之田間應用 
農委會臺南區農業改良場 

黃瑞彰副研究員 

10:20～10:30 休息 

10:30～12:10 
有機質肥料在增進農田地力

之應用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裕銘老師 

12:10～13:00 午餐 

13:00～14:40 有機質肥料之製作技術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陳仁炫老師 

14:40～14:50 休息 

14:50～16:30 有機質肥料之特性及品質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鍾仁賜老師 

16:30～17:00 綜合討論 
農糧署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第二場 

日期：106年11月16日(星期四)上午8：20～下午5：00 

地點：臺南市麻豆區農會3樓會議室(臺南市麻豆區新生北路56號) 

 

 

 

 



第三場 

日期：106年11月17(星期五)上午8：20～下午5：00 

地點：嘉南藥理大學休閒理療暨研究大樓(M402)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路一段60號) 

課程： 

時間 科目名稱 單位/講師 

08:20～08:40 報到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08:40～10:20 有機質肥料之製作技術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陳仁炫老師 

10:20～10:30 休息 

10:30～12:10 有機質肥料之特性及品質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鍾仁賜老師 

12:10～13:00 午餐 

13:00～14:40 有機質肥料之施用技術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吳正宗老師 

14:40～14:50 休息 

14:50～16:30 
生物炭製造及增進農田地力

之應用 

嘉南藥理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劉瑞美老師 

16:30～17:00 綜合討論 
農糧署 

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第三場 

日期：106年11月17(星期五)上午8：20～下午5：00 

地點：嘉南藥理大學休閒理療暨研究大樓(M402)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路一段60號) 

 

自行開車經由省道或高速公路 

由臺南經臺一線省道南下約 20 分鐘即達嘉南藥理大學。 

由高雄經臺一線省道北上約 50 分鐘即達嘉南藥理大學。 

中山高（國道 1 號）：由仁德系統交流道往西接臺 86 號東西快速道路，至

臺南出口下交流道，朝湖內／路竹方向南下接臺一線省道約 10 分鐘即達嘉

南藥理大學。 

南二高（國道 3 號）：由關廟交流道往西接臺 86 號東西快速道路，至臺南

出口下交流道，朝湖內／路竹方向南下接臺一線省道約 15 分鐘即達嘉南藥

理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