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糧署108年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訓練講習會 

主辦單位：中華肥料協會 

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高雄

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台東區農業改良場、農糧署北區分署、

農糧署中區分署、農糧署南區分署、農糧署東區分署 

補助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參加對象：各鄉鎮農會推廣人員、有機果樹、蔬菜、水稻產銷班班員及個別農友、各

縣市政府及農會土壤肥料主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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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習內容：微生物肥料應用田間管理技術、微生物肥料之接種示範推廣、微生物肥料

合理化施肥等。 

場次 

日期 地點 講師 

9/3(週二) 

8:30-13:00 

國立中興大學農環大樓十樓演講廳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楊秋忠 院士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林素禎 助理研究員 

/農業試驗所 

9/4(週三) 

8:30-12:00 

農糧署北區分署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111 號） 

湯雪溶 助理研究員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9/6(週五) 

8:30-12:00 

高雄市橋頭區農會 4 樓會議室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 123 號) 

張耀聰 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9/9(週一) 

8:30-13:00 

彰化縣田中鎮農會 

(彰化縣田中鎮南北街 80號) 

沈佛亭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曾宥綋 助理研究員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9/10(週二) 

8:30-13:00 

新竹縣竹北市農會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 487 號) 

沈佛亭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湯雪溶 助理研究員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9/11(週三) 

8:30-13:00 

雲林縣土庫鎮農會 

(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 37 之 1 號) 

黃政華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林素禎 助理研究員 

/農業試驗所 

9/12(週四) 

8:30-12:00 

屏東縣南州地區農會農民推廣教育教室 

(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三民路 27 號) 

張耀聰 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9/17(週二) 

8:30-13:00 

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儒林路二段 260

號) 

楊秋忠 院士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曾宥綋 助理研究員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9/18(週三) 

8:30-13:00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嘉義縣新港鄉登雲路 111 巷 2 號) 

黃政華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瑞彰 副研究員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9/18(週三) 

8:30-13:00 

宜蘭縣農會 

(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 155 號) 

簡宣裕 研究員 

/農業試驗所 

倪禮豐 助理研究員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9/19(週四) 

8:30-13:00 

花蓮縣吉安鄉農會(花蓮縣吉安鄉吉安

路二段 90 號) 

簡宣裕 研究員 

/農業試驗所 

倪禮豐 助理研究員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9/20(週五) 

8:30-13:00 

台東縣太麻里地區農會日昇會館會議室 

(台東縣太麻里鄉曙光街 2 號) 

簡宣裕 研究員 

/農業試驗所 

黄文益 助理研究員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9/23(週一) 

8:30-13:00 

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辦事處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184 號) 

沈佛亭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朱盛祺 副研究員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9/24(週二) 

8:30-13:00 

南投縣埔里鎮農會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 6 號) 

沈佛亭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曾宥綋 助理研究員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9/25(週三) 

8:30-13:00 

台南地區農會安南區辦事處四樓視聽教室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 300 號) 

黃政華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瑞彰 副研究員/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課程： 

1. 時間：108年9月3日(星期二)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農環大樓十樓演講廳(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中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楊秋忠院士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農業試驗所 

林素禎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2. 時間：108年9月4日(星期三) 

地點：農糧署北區分署（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111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北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湯雪溶 助理研究員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湯雪溶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3. 時間：108年9月6日 

地點：高雄市橋頭區農會4樓會議室(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23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各區分署 

09：10~10：2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張耀聰 助理研究員 

10：20~10：30 休息 10 分鐘 

10：30~11：5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張耀聰 助理研究員 

11：50~12：00 綜合討論 



4. 時間：108年9月9日(星期) 

地點：彰化縣田中鎮農會(彰化縣田中鎮南北街80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中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沈佛亭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曾宥綋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5. 時間：108年9月10日(星期二) 

地點：新竹縣竹北市農會(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487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北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沈佛亭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湯雪溶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6. 時間：108年9月11日(星期三) 

地點：雲林縣土庫鎮農會(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37之1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中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政華 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農業試驗所 

林素禎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7. 時間：108年9月12日 

地點：屏東縣南州地區農會農民推廣教育教室(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三民路27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各區分署 

09：10~10：2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張耀聰 助理研究員 

10：20~10：30 休息 10 分鐘 

10：30~11：5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張耀聰 助理研究員 

11：50~12：00 綜合討論 

8. 時間：108年9月17日(星期二) 

地點：彰化縣二林鎮農會(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儒林路二段260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中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楊秋忠院士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曾宥綋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9. 時間：108年9月18日 

地點：嘉義縣新港鄉農會(嘉義縣新港鄉登雲路111巷2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各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政華 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黃瑞彰 副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10. 時間：108年9月18日(星期三) 

地點：宜蘭縣農會(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155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東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農業試驗所 

簡宣裕 研究員/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倪禮豐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11. 時間：108年9月19日(星期四)  

地點：花蓮縣吉安鄉農會(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90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東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農業試驗所 

簡宣裕 研究員/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倪禮豐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12. 時間：108年9月20日(星期五) 

地點：台東縣太麻里地區農會日昇會館會議室(台東縣太麻里鄉曙光街2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東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農業試驗所 

簡宣裕 研究員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黃文益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13. 時間：108年9月23日(星期二) 

地點：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辦事處(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84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北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沈佛亭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朱盛祺副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14. 時間：108年9月24日(星期二) 

地點：南投縣埔里鎮農會(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6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中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沈佛亭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曾宥綋 助理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15. 時間：108年9月25日   

地點：台南地區農會安南區辦事處四樓視聽教室(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300號) 

時間 講習內容 單位或講師 

08：30~09：0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09：00~09：10 肥料政策宣導 農糧署各區分署 

09：10~10：50 微生物肥料菌種特性及功能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政華 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0 分鐘 

11：00~12：40 
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及

合理化施肥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黃瑞彰 副研究員 

12：40~13：00 綜合討論 

  



1. 9/3(星期二)國立中興大學農環大樓 10 樓演講廳(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校內停車資訊：https://www.nchu.edu.tw/about/mid/763 

 



2. 9/4(星期三)農糧署北區分署（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111 號） 

 

3. 9/6(星期五)高雄市橋頭區農會 4 樓會議室(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 123 號) 

 

4. 9/9(星期一)彰化縣田中鎮農會(彰化縣田中鎮南北街 80 號) 

 



5. 9/10(星期二)新竹縣竹北市農會(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 487 號) 

 

6. 9/11(星期三)雲林縣土庫鎮農會(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 37 之 1 號) 

 

7. 9/12(星期五)屏東縣南州地區農會農民推廣教育教室(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三民路 27



號)  

8. 9/17(星期二)彰化縣二林鎮農會(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儒林路二段260號) 

 

9. 9/18(星期三)嘉義縣新港鄉農會(嘉義縣新港鄉登雲路 111 巷 2 號) 

 



10. 9/18(星期三) 宜蘭縣農會(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 155 號) 

 

11. 9/19(星期四) 花蓮縣吉安鄉農會(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90 號) 

 

12. 9/20(星期五) 台東縣太麻里地區農會日昇會館會議室(台東縣太麻里鄉曙光街 2 號)  

 



13. 9/23(星期二)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辦事處(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184 號) 

 

14. 9/24(星期二)南投縣埔里鎮農會(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 6 號) 

 

15. 9/25(星期三)台南地區農會安南區辦事處四樓視聽教室(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
300號) 



 

 

 



農糧署 108 年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訓練講習會 

姓 名  
聯絡

電話 

市話： 

身分證 

字號 
 

公務人員需學習時數，非公務人員免填 
手機： 

服務 

單位 
 

聯絡 

地址 
 

E-mail  

參加 

場次 

(請勾選) 

□ 9/3 國立中興大學 □ 9/11 雲林縣土庫鄉農會 □ 9/19 花蓮縣吉安鄉農會 

□ 9/4 農糧署北區分署 □ 9/12 屏東縣南州地區農會 
□ 9/20 台東縣太麻里地區

農會 

□ 9/6 高雄市橋頭區農會 □ 9/17 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 9/23 農糧署北區分署苗

栗辦事處 

□ 9/9 彰化縣田中鎮農會 □ 9/18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 9/24 南投縣埔里摁農會 

□ 9/10 新竹縣竹北市農會 □ 9/18 宜蘭縣農會 
□ 9/25 台南地區農會安南

辦事處 

備註 
(請勾選) 

□ 葷         □ 素       □ 不需準備 

說明： 

1. 請於各場次一週前，將報名表傳真至 04-22855167 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service@chinesefa.org.tw，網路報名 https://forms.gle/gUPmLm9hn9pUH89K9。 

2. 報名人數以 100 人為限，將以報名表回傳之先後順序作為依據。 

3.因應政府垃圾減量政策，會場將不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4.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為 4 小時。 

5.因天候關係，若當地發佈停班訊息即停止本次活動，並於本協

會網站公告(http://www.chinesefa.org.tw)。 

6.報名活動相關諮詢請洽陳怡蒨，電話：04-22840373 轉 4208。 

 

https://forms.gle/gUPmLm9hn9pUH89K9
http://www.chinesef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