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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指導博士生許健輝 

榮獲第一屆世界土壤判別競賽個人組第一名 

 

    第一屆世界土壤判別競賽由國際土壤科學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il Science, IUSS)

第 20 屆世界土壤大會(20th World Congress of Soil Science)主辦，於 2014 年 6 月 5-7 日於韓國

濟州島舉行，台灣代表隊由臺大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擔任教練，農化系博士班研究生許健輝及

碩士班研究生鄭亦均、李依庭及林宜等 4 人組成之團隊。本屆比賽參賽國家共 12 隊，學生人

數 48 人，教練 12 人，包括台灣、美國(兩隊)、日本、中國(兩隊)、韓國(兩隊)、澳大利亞、

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亞與歐盟國際隊。本次競賽分成團體賽及個人賽兩個部分進行，經過 3

天艱苦的野外 12 個土壤剖面的比賽，本校博士班研究生許健輝從 48 人參賽中脫穎而出，榮

獲個人競賽第一名，非常難得，尤其能贏過團體賽前三名共 12 人之個人成績，表現極為傑出。

臺大代表隊亦獲得團體賽表現優良獎。 

    本屆比賽 12 個隊伍共 60 人在野外進行三天，裁判組共 6 個國際學者組成，前兩天為練

習適應期間，主辦單位安排每天各判別四個土壤剖面，總共八個完全不同特性土壤剖面。在

練習適應的過程中，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教導如何正確且快速的進行土壤剖面描述及各種特性

之解釋與應用，包括判識土壤化育層、基本特性描述(質地、顏色、結構等)、土壤分類、土壤

水份特含量評估、作物生產適栽性判決、及不同土地利用評估等資料的競賽。比賽期間，教

練均不能進入現場，寫完一份土壤比賽項目的時間僅為一小時，要在此時間內完成剖面的形

態特徵描述及各種特性之解釋與應用，共 50 項問題，總分 500 分，實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特別是對野外土壤調查與競賽盛行的美國、歐洲及日本隊伍，要從比賽中脫穎而出更是艱難。 

    陳尊賢教授在比賽前有先進行長達五天的野外土壤調查與解釋應用密集訓練，訓練的過

程在陽明山剛好遇到寒流及下大雨，過程雖然辛苦，但此訓練對於臺大參賽團隊幫助相當大，

使他們在大會安排的兩天練習適應期間能夠快速的進入狀況，並有助於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所

有 50 個項目的判識與解釋。個人及團體競賽各考兩個土壤剖面，博士班學生許健輝因為表現

特別傑出，獲得個人組最高分，也經裁判組 6 個國際學者的兩次確認與一致肯定，最終獲得

個人賽的第一名。個人賽的第二名由美國人獲得，個人賽的第三名由中國大陸人獲得。臺大

團隊雖沒獲得團體隊前三名(第一名美國 B 隊，第二名美國 A 隊，第三名日本隊)，亦獲主辦

單位頒發表現優良獎(Award of Excellence)。  

    臺灣代表隊能參賽，要特別感謝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給予出國參賽 3 天及參加世界土壤科

會大會 5 天所有經費補助(包括機票、旅館生活費、大會註冊費等)及感謝中華土壤肥料學會與

臺灣四所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提供 14 位

研究生於陽明山地區訓練期間 5 天之所有經費補助。經由此次的比賽經驗，期許學弟妹們充

分利用這麼好的學習環境，多多參加國際間的比賽，與全世界的專家學者和優秀學生交流及

切磋，增廣見聞，並為臺灣爭光，讓更多人看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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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參賽團隊與世界土壤學大會主席 Prof. 

Jae E. Yang 合影，許健輝(右一)獲得個人獎

第一名，臺大代表隊獲得團體獎表現優良

獎 

 

陳尊賢教授(右一)與博士班研究生許健輝

(左二)和兩位裁判長合影 

 

臺大參賽團隊野外練習照片(一) 臺大參賽團隊野外練習照片(二) 

臺大參賽團隊野外團體組比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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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獲獎殊榮 

陳尊賢教授 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特聘教授。 

李達源 教授 榮獲 102 學年度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傑出教師。 

羅凱尹 助理教授 榮獲 102 學年度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教師。 

陳尊賢 教授 榮獲 102 學年度臺灣大學院優良教師。 

 

學生獲獎殊榮 

博士班學生許健輝高中 102 年度高考二級土壤肥料組。 

碩士班楊翎虹同學擔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普化實驗助理表現優異，獲頒優良助理助教。 

碩士班同學江佩津榮獲第 17 屆臺大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碩士班同學林科均榮獲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 

碩士班同學林科均榮獲 103 年植物分子夏令營論文演講競賽碩士班組特優獎。 

學士班張博勛同學獲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任江屐昇女士獎學金。 

第 20 屆世界土壤大會最佳壁報論文獎 

碩士班同學黃泰祥與陳尊賢教授於 2014 年 6 月 8 日至 13 日在韓國舉行之第 20 屆世界土壤

大會(20th World Congress of Soil Science)獲得最佳壁報論文獎(Best Poster Award)。 

 
碩士班同學吳俊宏、博士班同學許健輝、博士後李家興和李達源教授於 2014 年 6 月 8 日至

13 日在韓國舉行之第 20 屆世界土壤大會(20th World Congress of Soil Science)獲得最佳壁報

論文獎(Best Poster Award) 

 

 

 

 

 

李達源教授(左一)與吳俊宏同學(右一)於世界土壤大

會壁報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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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102 學年度學生學術論文獎： 

博士班論文獎：黃玉蟬同學、陳炳勝同學。 

碩士班論文獎：許  宸同學。 

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 102 學年第 2 學期獎學金： 

碩二 林明慧同學。 

102 學年度蘇淑芳系友獎學金---出國參與學術會議獎學金 (3 月份)：    

碩一 黃佳貞 (學術會議名稱：2014第20屆世界土壤科學大會; 2014/06/08~06/13，韓國，

濟洲)。 

碩一 張穎捷 (學術會議名稱：2014第20屆世界土壤科學大會; 2014/06/08~06/13，韓國，

濟洲)。 

碩二 吳俊宏 (學術會議名稱：2014第20屆世界土壤科學大會; 2014/06/08~06/13，韓國，

濟洲)。 

碩二 許  宸 (學術會議名稱：美國食品科技學會年會暨食品博覽會；2014/06/22~6/24，

美國，紐澳良)。 

碩二 李  寧 (學術會議名稱：第十九屆RNA年度會議；2014/06/02~06/08，加拿大)。 

碩二 丁亞涵 (學術會議名稱：第十九屆RNA年度會議；2014/06/02~06/08，加拿大)。 

博三 李偉如 (學術會議名稱：第105屆美國油脂化學家學佰年會暨博覽會

2014/05/03~5/07，德國，萊比錫)。 

102 學年度劉古雄先生績優獎學金： 

大學四年級同學 莊佳儀同學 

102 學年第 1 學期 學業成績優良得獎名單： 

大學四年級同學：吳君儀、洪郁婷、龔淨榆。 

大學三年級同學：劉冠圻、許祖寧、雷恩寧。 

大學二年級同學：林家維、吳卓穎、黃亮心。 

大學一年級同學：丘子軒、黃尹宣。 

102 學年第 1 學期服務課程優良得獎名單： 

大學一級同學：史習霈、王奕涵。 

大學二級同學：黃于玲、盛怡樺。 

大學三級同學：楊圃臺、謝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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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第 1 學期成績優良得獎同學於系務會議中接受表楊與導師合影 

 

102 學年第 1 學期服務課程優良得獎同學於系務會議中接受表楊與導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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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仁賜、陳尊賢、李達源教授受邀訪問「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 

 

農化系鍾仁賜、陳尊賢與李達源等三位教

授於 2014年 2 月 16日至 20日受邀訪問廣東省

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並舉行華南紅壤學術

研討會，由李芳柏所長主持，邀請所內研究員

及研究生近 50 人參加，研討會分別由雙方 3

位代表做專題學術報告，論文演講報告時間每

人 40 分鐘與討論，與會者更全程積極參與討

論。會後並參觀所內設備及與李所長討論協助

成立"廣東省土壤博物館"之規劃，雙方同意未

來加強在土壤污染環境科學、農作物安全生產

體系與土壤生態學等方面之學術合作與交流。 

 

 

 

農化系四位教授及近 15 位研究生與博士後出席「第 20 屆世界土壤大會」

並發表論文，獲得兩篇最佳壁報論文獎 

 

農化系陳尊賢、李達源、王尚禮、施養信

等四位教授與近15位研究生與博士後參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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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人參加於2014年6月8

日至13日於韓國濟州島(Jeju, Korea)舉行之「第

20屆世界土壤科學大會」。 

此次大會由韓國土壤科學會及國際土壤

科學聯盟(IUSS)主辦，每四年召開一次會議。

此屆大會之主題為土壤擁抱生活與宇宙(soil 

embrace life and universe)，共來自世界共112國

之土壤科學專家近2000人參加，提出超過546

篇口頭論文報告及2340篇的壁報論文發表。 

 

 

 

 

 

 

 

農化系鍾仁賜教授(左三)、陳尊賢教授

(右四)及李達源教授(右三)與廣東省生

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李芳柏所長(左四)

及研究員合影 

台灣土壤肥料學屆積極參與此次大會，共

51 人參加，臺大農化系有四位教授及近 15

位研究生與博士後參加 

及研究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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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壤肥料學屆積極參與此次大會，共

51人參加，農化系就有四位教授及近20位研究

生與博士後參加，在參加112國參加人數中位居

第7名。臺灣與會專家學者與學生共發表10篇口

頭報告與44篇壁報論文。陳尊賢與李達源教授

指導的兩篇論文獲得88個主題中兩個主題之最

佳壁報論文獎之獎勵。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俊錡博士後研究員出席「第五屆世界砷污染國際會議」

並發表論文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李俊錡博士後研究員與

畢業研究生范惠茹出席於5月9日至13日於阿

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舉辦之「第五

屆世界砷污染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環境

砷污染國際研討會每兩年舉辦一次。此次會

議有來自於世界33國近300名的學者參加。會

議包括五個主要議題，分別砷在環境介質中

的分佈、砷在食物中的分析、砷對健康的影

響、環境中砷的復育與去除技術與砷污染的

管控與政策。四天的會議共包含了34場專題

演講，與超過100篇口頭論文報告及138篇的

海報專題發表。 

 

這次的研討會的標題是One century of the 

Discovery of Arsenicosis in Latin America 

(1914-2014)，正好點出重金屬砷與阿根廷水資

源之間痛苦卻歷史悠久的難解之緣。國際間對

於砷污染研究著名的學者均有參與此會，Prof. 

Angela F. Danil-de-Namo也參與了此次的大

會，Angela 教授為國際間知名的學者，她是英

國倫敦薩里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並於2004年

獲得頗負盛名的Eclipse獎，並被推舉為21世紀

最佳女性代表之一。 

 

陳尊賢教授(右二)受邀報告之專題研討會

所有主講人及籌備人員合影及研究員合影 

陳尊賢教授(中)、李俊錡博士後研究員(左

一)與畢業研究生范惠茹(右一)出席國際 

會議 

 

與大會主席 M. I. Litter(左二) 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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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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合作事務會議與國際會議」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於2014年

4月27日至5月1日受邀出席「2014臺灣與韓國土

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事務會議」與「國

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國際會議」。臺灣另外

6位代表為環保署官員，台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

保護協會代表與環境工程顧問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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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國際會議」共有來自全世界20國家

近150人學者專家參加，共有6個主題做口頭論

文宣讀及壁報論文，由韓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學會主辦。 

 

國內外學者蒞臨本系暨專題演講 

⊙蔡宜芳 教授 

中央研究院 分子生物研究所 

103 年 3 月 21 日下午 3 點 30 分於農化新館 B10 教室，邀請蔡宜芳教授演講。 

題目：How does tranceptor CHL1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nitrate in 

the soil ? 

 

⊙林翰佳 副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103 年 05 月 20 日下午 3 點 40 分於農化新館 B10 教室，邀請 Prof , Han-Jia Lin 演講 

題目：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spermidine/spermine acetyltransferase protein 

family 

 

⊙Prof. Chien-I Chang (張堅毅 教授)  

Cancer Center Tissue and Tumor Bank, Department of Cancer Biolog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MA, USA 
103 年 3 月 14 日下午 15 時 30 分於農化系舊館系五教室，邀請張堅毅教授演講。 

演講題目：Functional analysis of yeast pheromone receptors in ER Exit, ligand-induced 

endocytosis and oligomerization。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右六)與李達源教授(右

七)出席事務會議會場 

 



學術研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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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生涯輔導講座暨系友座談會」 

為提供本系在校生規劃未來生涯發展之參考，本系(含系辦公室及系學會) 與學務處職

涯中心於 103 年 5月 15 日在農化新館 B10 階梯教室聯合舉辦「生涯輔導講座暨系友座談會」，

本學期座談會特別邀請三位來自產學界傑出系友蒞臨生涯輔導講座，分享畢業後的生涯心路

歷程，冀望藉由此次座談會，讓在學的學弟妹能夠有所啟發及收穫，協助其探索未來，掌握

自己的人生方向。 

三位講座系友資料如下： 

1. 王為敏 / 前工銀證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總裁 

   (1992 年大學畢業 / 1997 年博士畢業) 

2. 莊愷瑋 / 嘉義大學農藝系  教授 

   (1993 年大學畢業 / 1995 年碩士畢業，1999 年博士畢業) 

3. 林奐妤 / 宣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研究員 

   (2000 年大學畢業 / 2002 年碩士畢業) 

座談會活動由系學會會長陳政謙同學擔任主持，今年首次特邀財金領域的系友回來分

享跨領域的職涯過程，三位系友各別暢談從親身學習經歷到職場實務經驗的分享，讓在場同

學們能更直接接觸各產業的跨領域實務知識。會中同時也安排同學自由發問時間，同學非常

踴躍提出問題，尤其針對升學與就業之考量特別關切，均一一向系友請益，此次座談前後共

進行約二個半個小時，會後仍持續互動熱烈。會後黃主任致贈系友紀念品，並拍攝與會人員

大合照。此次座談會得到學生們熱烈回應，同學們均表示收穫豐富。

邀請張堅毅 教授(中間) 蒞臨演講 張堅毅 教授(前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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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5 月 15 日辦理「生涯輔導講座暨系友座談會」，邀請王為敏、莊愷瑋和林奐妤三

位系友與會座談。 

黃主任致贈系友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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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畢業生撥穗典禮 

2014 年 102 學年度畢業生撥穗典禮，於 6 月 07 日(星期六)下午在本校博雅教學館 103 室舉行，

除了有應屆畢業生及教師參加外，並邀請家長共襄盛舉。 

 

 

 

 

 

系友座談會同學、師長與講座系友們合影留念 

畢業生以相聲的形式呈現畢業致詞 

 

畢業生全體起立向家長親友鞠躬，感謝親友過

去的支持與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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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替同學撥穗，代表給同學的祝福與肯定 

畢業生與導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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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臺大杜鵑花節                                                    

一年一度臺大杜鵑花

節於 3 月 16 日登場，學校

於巨蛋體育館內舉行「2013

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

活動，展覽策動由系學會主

辦(會長陳政謙、副會長陳琮

舜及大三同學合作策畫) 系

主任黃良得教授與大三導

師羅凱尹、王尚禮老師全程

指導與協助，同時加入系上

老師提供相關參展資訊，展

覽會現場整合相關資源將系所教學內容特色與學生發展方向做一完整介紹，讓蒞會參觀者更清楚認識

本系的特色。 

畢業生與導師合影 

以農業化學系的各項特色作為主題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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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以簡單實驗方式向高中生展示農化系研究方向 

 

大學三年級的同學向高中生解釋農化系不同領域的特色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