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2018 台灣農業化學會第 56 次會員大會暨研討會
誠摯邀請會員們熱情參與！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凝態研究中心
【報名註冊】：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4 月 10 日起開放線上報名。
已有會員身分：
請至台灣農業化學會報名問卷 (https://goo.gl/forms/tXVDFcNLjjqune3n2)，填寫您的報
名資訊，繳交報名費用，並以 email 回傳繳費證明後即完成報名。若有參加壁
報展示者，請線上繳交論文摘要。
新進會員：
請先於學會網站申請入會，繳交入會費、常年會費並以 email 回傳繳費證明，取
得會籍編號。再至台灣農業化學會報名問卷 (https://goo.gl/forms/tXVDFcNLjjqune3n2)，
填寫您的報名資訊。若有參加壁報展示者，請線上繳交論文摘要。
【研討會主題】：
•
•

農業環境永續化學之前瞻研究研討會
農業生技與食品安全研討會

【口頭論文競賽與壁報競賽】：
本次大會為鼓勵會友參與大會，將辦理口頭論文競賽與壁報競賽。口頭論文競賽
部分，將由截稿日結束前 (107 年 5 月 29 日) 投稿之論文摘要中評選出 20 位學
生參加大會當天之口頭論文競賽。其餘未入選口頭論文競賽之壁報論文，將由評
審委員評分並擇優頒給壁報論文獎表揚。海報展示時間為上午九時起至下午四時，
並依論文內容分四組進行；(A) 微生物學組、(B) 生化與營養學組、(C) 食品科
學組、及(D) 土壤環境與植物營養學組
【主辦單位】：台灣農業化學會、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第 1 頁共 8 頁

台灣農業化學會第 56 次會員大會
•
•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凝態研究中心

【台灣農業化學會第 56 次會員大會議程】
時間

08:00-08:50

08:50-16:00

地點

凝態中心大廳

凝態中心大廳

項目

內容

會員報到

壁報論文展示

11:00-12:00

凝態中心 1F
楊金豹演講廳

開幕典禮

12:00-13:30

凝態中心教室

午餐

16:10-16:40

凝態中心 1F
楊金豹演講廳

大會閉幕

1. 簽到
2. 繳費(會員大會+研討會)
•永久會員 200 元
•普通會員 500 元 (含常年會費)
•107 年度新進會員 500 元
(含入會費、常年會費)
3. 領取繳費收據、出席證、大會手冊、餐券
4. 壁報張貼
本會壁報論文討論時間：12:00-13:30
請作者於壁報旁開放討論
展示至 16:00，請作者於 16:15 前取回壁報
(一)學術暨技術獎得獎人演講，
每位得獎人各 15 分鐘
(二)會員大會
1. 大會開始
2. 主席報告
3. 常務監事報告
4. 會務報告
5. 頒發「台灣農業化學會學術暨技術榮譽獎」
6. 提案討論
7. 臨時動議
8. 禮成
便當
頒發「大會口頭論文與壁報競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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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環境永續化學之前瞻研究研討會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凝態研究中心 1F 楊金豹演講廳
主辦單位：台灣農業化學會、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科技部生
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協辦單位：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台灣土壤與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00-08:50 報到 (開始壁報張貼與論文展示)
09:00-09:10 貴賓致詞
09:10-09:40 農業加值及農業生物技術帶動臺灣農業轉型發展

張淑賢 主任
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
費雯綺 所長

09:40-10:10 台灣農業環境中農業藥劑與生物防治之應用與展望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0:10-10:40
10:40-11:00

11:00-12:00

環境荷爾蒙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食物健康風險之 李俊璋 特聘教授兼成功大學主任秘書
成功大學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
評估與展望
Coffee Break
台灣農業化學會第 56 次會員大會
(含開幕典禮、貴賓致詞、會務報告、提案討論、頒獎、學術/技術榮譽獎得獎人演講等)

12:00-13:30

午餐及壁報展示與評分

13:30-14:30

學生口頭報告競賽

14:30-15:00

Coffee Break

#01-10

張碧芬 教授

15:00-15:30 環境新興污染物生物復育之研究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

15:30-16:00 臺灣農業無機汙染與整治之回顧與展望

李達源 特聘教授暨生農學院副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16:00-16:10 綜合討論
16:10-16:40 閉幕典禮

賴喜美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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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技與食品安全研討會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凝態研究中心 2F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農業化學會、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科技部生
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協辦單位：台灣營養學會、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台灣食品保護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營養基金會、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友會、臺灣國際生命科學會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08:00-08:50 報到 (開始壁報張貼與論文展示)
09:00-09:10 貴賓致詞
09:10-09:40 機能性食品之疾病化學預防之應用與展望

潘敏雄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09:40-10:10 資訊化管理食品安全

鄭維智 副主任
食品藥物管理署北區管理中心

10:10-10:40 實用食品添加物

許庭禎 兼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10:40-11:00 Coffee Break

11:00-12:00

台灣農業化學會第 56 次會員大會 (開會地點在 1F 楊金豹演講廳)
(含開幕典禮、貴賓致詞、會務報告、提案討論、頒獎、學術/技術榮譽獎得獎人演講等)

12:00-13:30 午餐及壁報展示與評分
#11-20

13:30-14:30 學生口頭報告競賽
14:30-15:00 Coffee Break
15:00-15:30

食用油加工汙染物單氯丙二醇酯及縮水甘油酯之檢 蘇南維 教授
測研究現況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15:30-16:00 我國食品微生物與生物技術加值與應用

謝昌衛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16:00-16:10 綜合討論
16:10-16:40 閉幕典禮(地點在 1F 楊金豹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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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喜美 理事長

報名及繳費方式
【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至台灣農業化學會報名問卷 (https://goo.gl/forms/tXVDFcNLjjqune3n2)，
填寫您的報名資訊，繳交報名費用，並以 email 回傳繳費證明後即完成報名。參加壁報競
賽/展示者，請線上繳交論文摘要。

【注意事項】
1. 參加壁報競賽/展示者，請線上報名繳費後，並上傳論文摘要，才算完成完整報名程序。壁

報號碼將另行公布。
2. 請以郵政劃撥報名費，「郵政劃撥帳號：19822635，戶名：台灣農業化學會」，報名費
用別如下。會員將於當日領取大會手冊 (含壁報論文摘要) 及研討會論文集，非會員僅
領取研討會論文集：
費用
會員*

會員大會+研討會
•
•
•

非會員

永久會員 200 元
普通會員 500 元 (含常年會費)
107 年度新進會員 500 元
(含入會費、常年會費)

•

800 元 (6 月 15 日前)
• 1000 元 (6 月 15 日後)

現場報名
500 元

1000 元
（無提供論文集）

*普通會員如以往有欠繳常年會費 300 元，請一併劃撥或繳清。
*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會員視為本會之會員身份，僅需繳納大會報名費。
3. 填妥報名表後，請將繳費證明於 6 月 15 日 (星期四) 前回覆文書幹事楊民宇先生，
e-mail：d06623003@gmail.com。
4. 已報名但當日未能出席大會暨研討會者，務必請填寫出席委託書轉交代理人領取大會手
冊及論文集，會後不予補寄。報名者請於上午十時前報到，逾時者恕不提供午餐。
5. 繳費收據不另行寄發，請於開會當日領取收據。
若對上述有疑問請電洽文書幹事楊民宇先生（02）3366-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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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投稿須知
素仰 台端學術成就卓著，邀請您共襄盛舉，將研究成果分享會友。本次大會壁報展示
時間由當天上午九時起至下午四時。並依論文內容分四組進行；
微生物學組(代號為Ａ)
生化與營養學組(代號為Ｂ)
食品科學組(代號為Ｃ)
土壤環境與植物營養學組(代號為 D)
本次大會之論文摘要寄送方式，採網路上傳至本會網站 http://www.agrichem.org.tw/ (開放
上傳日期為 107 年 4 月 10 日)，敬請 台端依網站說明之論文摘要格式與字數限制進行撰稿。
另外，本次大會為鼓勵會友參與大會，將辦理口頭論文競賽與壁報競賽。將由截稿日結
束時 (107 年 5 月 29 日前) 所投稿之論文中評選出 20 位學生參加大會當天之口頭論文競賽，
入選者將頒發獎狀，優勝者將頒發獎金。未入選口頭論文競賽之壁報論文，亦將由評審委員
評分並擇優頒給壁報論文獎表揚。唯參加競賽之論文宣讀人必須為本會學生會員，若尚未成
為會員者，請至本會網頁 http://www.agrichem.org.tw/ 線上申請入會。

論文摘要截稿日期為 107 年 5 月 29 日。口頭論文競賽與論文壁報展示的注意事項、時間、
地點及論文編號，將於截稿日期後兩週內，由學術組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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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地址】
•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會議場地】
•
•
•

凝態中心 1F 楊金豹演講廳，舉辦會員大會及農業環境永續化學之前瞻研究研討會。
凝態中心 2F 國際會議廳，舉辦農業生技與食品安全研討會。
凝態中心 1F 大廳，舉辦壁報競賽與壁報展示。

【地圖】

【交通方式】
搭乘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3 號出口或"台電大樓站"2 號出口(出站後徒步約 15 分鐘)
搭乘公車：52、109、207、253、280、280(直)、284、284(直)、290、311、505、530、松江
新生幹線、643、668、671、675、676、907、0 南、棕 11、綠 11、敦化幹線──"臺大綜合體
育館站" ( 下車徒步約 5 分鐘 )。
自行開車：請沿新生南路三段(往辛亥路方向)，依路標進入臺大新生地下停車場，領取計時
票卡後停放車輛，再由出口至地面，往臺大綜合體育館(新體)方向，凝態中心位於綜合體育
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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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化學會第 56 次會員大會
出席委託書
本人因故不克出席本會第 56 次會員大會，
茲委託本會會員
此

君代表本人出席。

致

台灣農業化學會

委 託 人：

（簽名）

受委託人：

（簽名）

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每一會員（代表）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代表）一人之委託。
二、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表明。
三、本表僅供參考，會員若自行開具「委託書」亦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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