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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獲獎殊榮 

 

李達源教授獲頒「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第 37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李達源教授當選「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第 37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該會於 2013 年 8 月

17 日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假台中寶麗金國際宴會廣場舉行第 39 屆全國年會，會中表揚 2013

年當選的第 37 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副總統 吳敦義先生親臨會場致詞；祝賀；並公開

表掦與頒獎予十大傑出農業專家當選人。 

 

 

 

 

 

李達源教授獲終身職特聘教授 

李達源教授獲聘為本校終身職(第四款)特聘教授榮銜，於 2013 年 9 月 27 日本校教師節慶祝大

會接受校長楊泮池先生公開表揚與親自頒予榮譽獎座。 

 

 

李達源教授接受副總統 吳敦義先生公開表揚與頒

獎。 

校長楊泮池先生(右)頒發獎座給李達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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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獲獎殊榮 

101 學年度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獎學金： 

 大學四年級  林軒毅同學。 

102 學年度臺大優秀青年： 

 

 碩士班二年級 吳博元同學。 

 

102 學年度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大學四年級 龔淨榆同學。 

 大學三年級  林信宏同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博士班四年級 張馨云同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農友社會福利獎學金： 

 

 大學二年級  張博勛同學 

 

102 學年度蘇淑芳系友獎學金 

  成績及研究優良獎學金 

   

  博士班一年級  蘇俊翰同學 

 

  出國參與學術會議獎學金 (9 月份)：    

 

 碩士班一年級 林科均同學 (學術會議名稱：第十一屆國際水稻功能性基因體會議； 

2013/11/20-23，印度)。 

 碩士班一年級 楊翎虹同學 (學術會議名稱：第十一屆國際水稻功能性基因體會議； 

2013/11/20-23，印度)。 

 

102 學年度李敏雄教授獎學金 成績及研究優良獎學金 

  
  碩士班二年級 林祖祺同學、方廷方同學。 

 

101 學年第 2 學期 學業成績優良得獎名單： 

 

 大學四年級同學：林科均、許仲儉、黃佳貞。  

 大學三年級同學：林軒毅、莊佳儀、黃得峰。 

 大學二年級同學：劉冠圻、張又權、許祖寧。 

 大學一年級同學：林瀚威、郭哲麟、林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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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顏瑞泓教授參訪日本食品安全委員會、農林水產省、環境省、厚生勞動省 
 

  農化系顏瑞泓教授於 2013 年 12 月 03 日至 12 月 05 日 與農委會防檢局農藥管理黃鈺婷

科長、黃中道技正參訪日本食品安全委員會(FSC)、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技術中心(FAMIC)、

環境省(MOE)、厚生勞動省等，進行雙方的意見交流。 

 

 

 

 

 

 

 

 

 

 

 

 

 

 

 

 

 

 

 

 

 

 

 

 

 

顏瑞泓教授(中)與黃鈺婷科長、黃中道技正

於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前合影。 

 

顏瑞泓教授(右二)等與食品安全委員會人

員合影 

 

顏瑞泓教授(左一)與環境省人員進行意見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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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傳揚副教授率領研究室團隊參加「第 11 屆國際水稻功能性基因體學會議」 

 

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經費，洪傳揚副教授率領研究室成員吳宗孟博士、碩士生

楊翎虹及林科均等三人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至 23 日至印度新德里參加 「第 11 屆國際水稻

功能性基因體學會議」，出席人員來自亞洲各國研究學者專家，會中並以壁報方式發表近期

研究。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主辦「2013 年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

小組會員國專業人士技術訓練課程」兩週訓練課程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目前為亞洲與太平洋

地區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主席

(2011-2016)，於 2013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1

日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辦「亞太地區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會員國專業人士

技術訓練課程」，且於 2013 年 10 月 5 日辦理

一日污染場址參訪與文化導覽行程，安排 12

國家外賓參訪基隆台灣金屬礦業公司砷與銅

污染場址。 

 

 

 

 

洪傳揚副教授(右二)率領研究團隊與日本學者合影 

 

陳尊賢教授與參加「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工作小組會員國專業人士技術訓練

課程」學員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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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業訓練課程包含七大主題，分別為污染土壤調查、污染土壤整治、地下水污染調查、

地下水汙染整治、污染區健康風險評估、污染物法規標準與管理策略與基金設立與管理，依

以上順序授課，授課內容多元豐富，每堂課

包含 30 分鐘問題與討論，學員發言踴躍，討

論十分精彩。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受邀出席「首屆海峽兩岸環境監測(檢測)技術交

流會」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於 2013 年 7 月 27-28 日受邀出席於廣州市中國環境監

測聯盟會主辦之「首屆海峽兩岸環境監測(檢測)技術交流會」。海峽兩岸環境監測技術相關之

學術界與檢測相關公司及工會人員近 100 人參加，來自兩岸近 5 所大學與近 30 家檢測業者，

研討會分為檢測技術論文發表與儀器展示兩大項，論文演講報告時間每人 20 分鐘，與會者

更全程積極參與已安排之相關主題熱烈討論。台灣受邀參加之教授共有 6 位，來自三所大

學，另有 12 位來自台灣環境檢測同業工會的 10 家檢測代表公司。臺大共有 3 人受邀出席並

作專題報告。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受邀出席「第一屆海峽兩岸環境分析化學學術交

流研討會」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於 2013 年 7 月 30-31 日受邀出席於大連市中國科學院

物理化學研究所主辦之「第一屆海峽兩岸環境分析化學學術交流研討會」。海峽兩岸環境分

析化學嶺領域相關之學術研究機構、各大學研究所與環境分析化學檢測相關之公司人員近

陳尊賢教授與參加「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工作小組會員國專業人士技術訓練

課程」學員合照。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

與台灣出席代表於會場合影。 

 



學術研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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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人參加，計有來自兩岸近 20 個研究單位及近 50 家檢測業者出席與會，研討會公開演講

分全員出席專題演講與各專門主題分開演講，口頭論文報告時間每人 20 分鐘，與會者更全

程積極參與已安排之相關主題熱烈討論。台灣參加此次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共有來自 10 個

大學之研究所與台灣環境分析化學之檢測相關之公司人員共 25 人參加。臺大共有 4 人受邀

出席並作專題報告。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參與主辦「日本六所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台灣土壤調查與分類海

外訓練研習會」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屏科大許正一教授

與簡士濠副教授與宜蘭大學蔡呈奇教授等四

人於 2013 年 8 月 16-21 日受日本土壤調查學

會(Japan Society of Pedology) 邀請主辦「日本

六所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台灣土壤調查與分類

海外訓練研習會」，共有日本六所大學(東京農

工大學、京都大學、筑波大學、千葉大學、

日本大學、明治大學)之教授 7 人及研究生 34

人參加，主要訓練內容包括野外調查成果室

內報告與研討會(一天)、野外土壤剖面實習與

討論(兩天)、台灣土壤剖面陳列館參觀與實習

與文化參訪等(一天)。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與台灣出席代表 25 人於會場合影。 

 

日本六所大學教授及研究生於野外研習土

壤形態特徵描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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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為日本土壤調查學會邀請農化系陳尊賢教授主辦「台灣土壤調查與分類海外訓練研習

會」的第三次活動或「日本六所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台灣土壤調查與分類海外訓練研習會」之

第二次活動，臺大農化系的研究生也有 5 人參與學習及交流。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參加「Cleanup 2013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國際學術研討會」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組織行政院環保署土污基管會、三所大學、五家環境工程顧問公司與

2家環保檢測業者共14人組團參加於2013年 9月15-19日於澳洲墨爾本舉行之「Cleanup 2013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國際會議」。參加此研討會主要目的是透過澳洲最大型污染場址管理

與整治國際會議 Cleanup 2013 的參與及瞭解澳洲目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技術發展現況，吸取

世界各國、澳洲政府與民間機構在污染土地整治、管理及再利用之推動與實務經驗，同時，

藉由本次與會與澳洲政府環保單位就雙方在污染場址管理之經驗進行交流，同時建立整治技

術溝通管道，拓展台灣在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與管理的國際合作機會。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前排右二)、屏

科大許正一教授(前排左一)與宜

蘭大學蔡呈奇教授(第二排右一)

等與日本六所大學教授 7 人及研

究生 34 人合影留念。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環保署土基會、水利

署、大學、環境工程顧問公司與環保檢測

業者共14人與大會主席 Dr. Ravi Naidu 合

影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台灣代表出席「台灣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專題」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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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up 2013研討會特別為我國開

設「台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專

題」，發表臺灣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之政策、亞洲土水工作小組合作方式

及中國大陸土水市場分析及整體發展

策略。由相當出席代表報告「台灣土壤

及地下水汙染整治之未來願景與管理

策略」與「台灣土水汙染整治產業聯盟

進軍大陸之發展」。由陳尊賢教授報告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土水污染整治工

作小組之運作與未來發展」。深入分析我國土水市場與中國大陸市場之關聯性，同時討論外

商於中國土水市場的限制，並展現我國目前成果，獲得與會人士的高度重視，並肯定以台灣

為管道，與亞洲區域國家進行合作交流的方式，共同發展土水整治市場。 

 

 

農化系陳尊賢、李達源與王尚禮教授出席「第 11 屆東亞及東南亞土壤科學聯盟

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李達源教

授、王尚禮教授、森林系鄭智馨助

理教授與中興大學、宜蘭大學、嘉

義大學、明道大學、屏科大與中研

院等共 15 人參加於 2013 年 10 月

20-24 日 於 印 尼 茂 物 (Bogor, 

Indonesia)舉行之「第 11 屆東亞及東

南亞土壤科學聯盟國際會議」。此次

會議由印尼土壤科學會主辦，並由

印尼農業部、聯合國農糧組織(FAO)

和國際土壤科學聯盟(IUSS)協辦，

東亞暨東南亞土壤科學聯盟(ESAFS)於 1990 年在日本成立，每兩年召開一次會議。 

  此屆大會之主題為土地提供永續的糧食與能量安全，共來自東亞及東南亞以及世界共

15 國之土壤科學專家約 300 人參加，提出超過 200 篇的論文發表。台灣曾舉辦過第 6 屆(2003

年大會)，中華土壤肥料學會擬於此次大會積極爭取 2017 年的第 13 屆大會，但被泰國搶先

一步，因為泰皇把每年 12 月 5 日訂為國際土壤日，泰國想趁此機會加強土壤學之普及教育

與發揮土壤功能的影響力。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台灣代表拜訪南澳政府環保

署，針對污染整治進行交流。 

 

農化系四位教授與國內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共 15人參

加 ESAFS 大會開幕典禮後合影 

 



學術研討交流 
 

  

 

 10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訊˙2014 年 3 月˙No.11  

 

 

臺灣與會專家學者與學生共發表 9 篇口頭報

告與 7 篇壁報論文，佔全部口頭論文(103 篇)

的 9%與壁報論文數(約 105 篇)的 7%，除了

印尼當地的極大論文數之外，應該是與會國

家中的前三名。現場亦得到許多的交流與討

論，成果與收穫都相當豐富。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受邀出席「臺灣與韓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

域合作備忘錄事務會議」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於 2013 年 11 月 18 日受邀出席「臺灣與韓國土壤及地

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事務會議」，臺灣另外 5 位代表為環保署官員 2 位，台灣土壤

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代表 2 人與環境工程顧問代表 1 人。本次事務會議討論議題包括定期

舉辦臺灣與韓國兩國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整治研討會、提交土壤及地下水整治之法規及案

例、合作研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與整治技術。雙方同意每年定期在各自國家舉辦交流

研討會，韓國於 2014 年 4 月 28-30 日將舉辦國際土壤及地下水論壇，臺灣將於 2014 年 11

月 26-29 日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及環境展。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李達源教授及王尚禮

教授與國內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共 15 人參加

"野外土壤剖面考察與討論。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與出席「臺灣與韓

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事務會

議」之代表合影 

 



學術研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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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受邀出席「臺灣與韓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產

業發展論壇國際會議」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

受邀出席 2013 年 11 月 19 日於台北

市福華文教會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之

「臺灣與韓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

產業發展論壇國際會議」，參加人數共

56 人。本次論壇特別邀請環保署土基

會蔡鴻德執行秘書及韓國環保部 Mr. 

Sang-Bae KIM 致開幕詞。本次國際

會議邀請到五位韓國環境部及大學教

授專家及五位台灣學者及顧問公司

專家擔任大會專題講師。參與者多為

國內顧問公司專家及學術單位教

授、研究人員等。論壇內容精彩豐

富，於講師簡報結束後的問答時間均討論熱烈。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主辦「生物資源利用的新思維：從生物質到生物炭國際會議」 

 

由農化系陳尊賢教授主辦之

「生物資源利用的新思維：從生物

質到生物炭國際會議」於 2013 年 9

月 2-6 日於越南河內市陸軍飯店舉

行，由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FFTC)

經費補助，越南土壤與肥料研究中

心協辦，研討會會期二天及會後參

訪一天，共邀請亞太地區 8 個國家

(韓國、日本、台灣、印尼、泰國、

馬來西亞、菲律賓及越南)共 16 位

學者專家擔任講員。越南當地共 20

位來自各大學及各研究單位之觀察員也參加。研討會共分七大主題報告，包括大會專題演

講、生物炭製造過程及其特性、生物炭在土壤中的碳礦化與氮礦化作用、生物炭的施用對旱

作物產量之影響、生物炭的施用對水稻產量之影響、 生物炭的施用對二氧化碳之排放、抓

取與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與綜合討論與會議結論。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與出席「臺灣與韓

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產業發展論壇國際會議」

之各單位代表合影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森林系鄭智馨助理教授及參加

研討會 8 個國家 16 位邀請講員合影 



學術研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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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確實對收集生物炭相關

技術及施用後對土壤肥力、土壤品質

及土壤安全之影響進行討論，並與施

用生物質之對照組比較。針對生物炭

作為土壤改良劑關鍵性及重要性之

議題做討論，包括安全性、穩定性及

對土壤環境、品質正面與負面的影

響。會後舉辦一天的野外考察，實地

瞭解越南農民現地小規模生產生物

炭製造過程、特性及田間試驗情形。

生物炭可由各種農業廢棄物進行燃

燒後產生，不同的原料與不同的燃燒溫度，對於產物的性質影響很大。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參加「戴奧辛污染評估與整治國際研討會」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台灣 8 位

代表於 2013年 12月 2-3日出席於越

南中部峴港(Da-Nang)舉行之「戴奧

辛污染評估與整治國際研討會」，參

加人員包括 4 位教授來自三所國立

大學、2 位來自行政院環保署及 3 位

來自 2 家環境工程顧問公司專家。

期間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

所說明台灣運用生物快篩法進行戴

奧辛檢驗之發展成果，以檢驗時間

的大幅縮短來降低成本及提高準

確度等方面與參加人員分享，並引

起越南環境與自然資源部與其他

10 國家代表之關注。 

12 月 3 日下午台灣代表團參訪越南峴港軍用機場場址，美軍在越戰期間利用噴灑含有

大量「世紀之毒」戴奧辛（Dioxin）的落葉劑「橙劑」（Agent Orange），以削弱越共在叢林

游擊戰的優勢，並於峴港(Da-Nang)、邊和(Bien-Hoa)及富貓(Phu-Cat)空軍機場等 3 處進行落

葉劑之裝載、儲存及處理等工作，而導致當地土壤及底泥累積戴奧辛污染物，並對附近居民

產生健康影響。有鑒於此，越南政府自 2012 年執行國家行動計畫，期望於 2020 年完成整治

上述 3 處軍用機場之高污染源調查評估與整治工作。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研討會各國講員與野外生物炭

田間試驗農民於現場討論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台灣 8 位代表出席戴奧辛污染

評估與整治國際研討會。 

 



學術研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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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蒞臨本系短期授課及演講 

 

日本石川大學西澤直子教授至本系短期授課 

   

  農化系於 2013 年 11 月 11 日邀請

日本石川大學 (Ishikawa Prefectural 

University )教授，同時也是前東京大

學教授西澤直子 (Professor Naoko 

Nishizawa)開授為期一週的 Special 

topics in plant nutrition 短期課程。西

澤教授為國際知名的植物營養學專

家，為全球禾本科植物鐵養分和重金

屬吸收研究的領導者之一，目前為

Elected Member of Science Council of 

Japan 以及 Elected Fellow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此次課程以英文授

課，共有超過 40 位來自 6 個不同系所

的學生修課，並有多位老師參與，課

程中西澤教授娓娓道來植物鐵養分吸

收過去 40 年來的研究進展，豐富的內

容及精彩的講課引起相當多迴響。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系 Dr. Timothy Devarenne 至本系短期

教授「微生物學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Microbiology )」課程。 

 
  本系於 102 學年度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5 日邀請了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

學系的 Dr. Timothy Devarenne 前來教授 「微生物學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Microbiology )」 課

程。Dr. Devarenne 以 「The Biochemistry and Ethics Behind Current Biofuels」 為主題，進行為

期兩周的課程，課程內容從為何需要生質能源、生質能源的種類及製程，一直談到溫室效應

與京都議定書等議題。在 Dr. Devarenne 生動及詳盡的說明加上每節課下課前的小考下，修課

同學於短短的兩周內便獲益良多，除了瞭解到生質能源雖具高需求性但其發展仍有許多技術

瓶頸待突破，也體認到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雖為各國的責任，但因種種因素導致成效不彰。課

程安排之餘，Dr. Devarenne 也分別在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及本系，針對其研究課題進行了

「Control of programmed cell death during the resistance response of tomato against the bacterial 

pathogen Pseudomonas sryingae」及「Understanding hydrocarbon biosynthesis in the green colonial 

microalga Botryococcus bruanii」兩場專題演講，引起兩系師生的熱烈討論。本系學生更藉此機

會舉辦了一個小型座談會，以閒談的互動方式向 Dr. Devarenne 提問，讓同學們對於出國念書

與研究等相關事宜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西澤直子教授(左二)與農化系師生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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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邀請系友美國 Delaware 大學教授陳榮輝博士開設 2 學分

之生物化學特論課程(與鍾仁賜教授合授)，上課時間為每週一 7-8 節，地點於

第五教室。 

 

 

   

 

 

 

 

 

 

Dr. Devarenne 於本系進行專題演講後，系主任黃良得教授致贈紀念品。 

修課學生與 Dr. Devarenne 於課程結束後於教室內

合影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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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卡拉 OK 大賽 

配合聖誕節的歡樂節氣，農化系學生會在學生第二活動中心蘇格拉底廳舉辦卡拉 OK 大會，邀請

系上老師及同學一起在歌唱中度過寒冷的耶誕夜，希望能更加增進農化系師生情誼，計有 20 個表演節

目，同學們把握機會展現出深藏不漏的才藝，像是熱舞、演奏陶笛、大提琴、還有自彈自唱以及自組

樂團的演出，在活動中，同時也頒發了學業成績優良獎及獎學金的獎狀，各年級在此時匯聚起來，讓

學長姐與學弟妹有了更多的話題與認識，一面欣賞同學們的賣力演出，一面感受到農化系在寒冬中的

熱情洋溢。 

 

 

 

 

 

 

 

 

 

 

 

 

 

 

 

 

 

 

 

 

 

 

 

 

 

 

 

 

 

 

學生們展現熱情演出 

教室內合影 

 

大會中表掦書卷獎及獎學金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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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竹林高中參訪 

新北市竹林高中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參訪本系所，由系主任為同學們簡報，解說課程特色及

未來就業方向等，透過解說，讓同學們更加認識農業化學系學習之領域。參訪重點為提升學生對於

農業化學相關學習與研究領域之認識，幫助他們儘早認知自己的興趣所在，以發揮潛能，並啟發他

們的學習興趣。 

 

 

 

系主任為參訪同學們進行系所簡報 

 

竹林高中班導師(左)致贈感謝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