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肥料田間應用技術訓練講習會 

 
主辦單位：中華土壤肥料學會 
協辦單位：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國立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國立屏東科

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試

驗所、桃園區農業改良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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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美濃區農會、花蓮縣壽豐鄉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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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辦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參加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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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講習內容：微生物肥料應用於有機肥培田間管理技術、微生物肥料之接種示

範推廣、菌根菌應用於種苗、微生物肥料合理化施肥等。 
時間：8:30-12:00 

(9/25 場次之時間為 13:10-16:30) 
 

各場次資訊 
場次 日期 地點 講師 
第一場 9/12(週五) 國立中興大學土

壤環境科學系十

樓演講廳 

楊秋忠 國家講座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簡宣裕 研究員 
/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第二場 9/17(週三) 高雄市美濃區農

會三樓 
王均琍 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張耀聰 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第三場 9/19(週五) 農糧署中區分署

台中辦事處 
楊秋忠 國家講座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簡宣裕 研究員 
/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第四場 9/24(週三) 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動物科學與畜

產系 AS105 教室

王均琍 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張耀聰 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第五場 9/25(週四) 花蓮縣壽豐鄉農

會豐華再現館(農
糧署東區分署) 

沈佛亭 助理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倪禮豐 助理研究員 



/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第六場 9/26(週五) 國立嘉義大學蘭

潭校區農學院農

園大視聽教室三

樓 

楊秋忠 國家講座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簡宣裕 研究員 
/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第七場 10/3(週五) 台東區農業改良

場農業區域教學

中心二樓會議室 

黄文益 助理研究員 
/台東區農業改良場 
王均琍 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第八場 10/8(週三) 農糧署南區分署

第一會議室 
簡宣裕 研究員 
/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黃瑞彰 副研究員 
/台南區農業改良場 

第九場 10/23(週四) 農糧署北區分署

四樓大禮堂 
沈佛亭 助理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莊俊釗 副研究員 
/桃園區農業改良場 

第十場 10/28(週二) 桃園區農業改良

場一樓大禮堂 
沈佛亭 助理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莊俊釗 副研究員 
/桃園區農業改良場 

 



報名表(分區) 

姓名  住址  

市話： 
電話 

手機： 
服務單位  

E-mail  身份證字號
(公務人員學習時數用) 

 

備註 

(請勾選) 

□ 9 月 12 日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十樓演講廳  

□ 9 月 17 日高雄市美濃區農會三樓 

□ 9 月 24 日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AS105 教室 

□ 9 月 26 日國立嘉義大學蘭潭校區農學院農園大視聽教室三樓 

□ 10 月 3 日台東區農業改良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樓會議室 

□ 10 月 28 日桃園區農業改良場一樓大禮堂 

 

便當  □葷     □素 

說明： 

1.請於各場次一週前，將報名表傳真至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04-22862043)或 e-mail至glorialee0801@gmail.com李佩玲小姐收。 

2.因應政府垃圾減量政策，本訓練班不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3.每場參與人數為70名，將以報名表回傳時間之先後順序作為依據。 

4.台中火車站至中興大學，可在火車站對面搭市區公車 33 號或 35

號至中興大學大門口。 

5.嘉義火車站至嘉義大學，可在火車站搭市區公車：1 號及 2 號皆可

至蘭潭校區大門口。 
 



報名表(農糧署各分署) 

姓名  住址  

市話： 
電話 

手機： 
服務單位  

E-mail  身份證字號
(公務人員學習時數用) 

 

備註 

(請勾選) 

□ 9 月 19 日農糧署中區分署台中辦事處 

□ 9 月 25 日花蓮縣壽豐鄉農會豐華再現館 

   (花蓮縣壽豐鄉豐坪村豐坪路 2 段 5 號(台 11 丙-14K 處) 

□ 10 月 8 日農糧署南區分署第一會議室 

□ 10 月 23 日農糧署北區分署四樓大禮堂 

 

便當  □葷     □素 

說明： 

1.請於各場次一周前，將報名表傳真至各分署承辦人收。 

各分署聯絡人： 

北區分署：課員林慧雯 03-3322150 轉 141，傳真：03-3335367 

中區分署：課員戴思雯 04-8321911 轉 264，傳真：04-8360549 

南區分署：課員莊馥蔓 06-2372161 轉 235，傳真：06-2740899 

東區分署：課員鄒宗廷 038-523191 轉 233，傳真：038-527060 

2.應政府垃圾減量政策，本訓練班不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3.每場參與人數為70名，將以報名表回傳時間之先後順序作為依據。 
 



國立中興大學路線圖【9/12(五)講習】 

 

 

國立中興大學校區圖 

 

  講習班位置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地圖【9/17(三)講習】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路線圖【9/24(三)講習】 

 



 

講習班位置 



國立嘉義大學蘭潭校區【9/26(五)講習】 

 

由【中山高】嘉義交流道進入北港路右轉進入世賢路、右轉經吳鳳南路、左轉經

立仁路、右轉經彌陀路：(1)左轉經學府路循路標至蘭潭校區；(2)至 228紀念碑

左轉，沿八掌溪循路標至蘭潭校區。 

由【國道 3號】下中埔交流道，往嘉義市區方向行駛，經忠義橋至 228紀念碑右

轉，沿八掌溪循路標至蘭潭校區。 

9/12(四)講

習班位置 



台東區農業改良場路線圖【10/3(五)講習】 

 

 
行車路線 
台 11 線 
南下  自台 11 線經中華大橋下橋後即直行進入臺東市區(此路段為中華路一段)

→(往臺東大學方向行駛)→路程約 3.5KM 即到達臺東大學校門正門口(斜
對面即為本場)。 

北上  自台 11 線經豐源大橋下橋後即直行進入臺東市區(此路段為中華路四段)
→(往臺東大學方向行駛)→路程約 5.3KM 即到達臺東大學校門正門口(斜
對面即為本場)。 

 



桃園區農業改良場路線圖【10/25(二)講習】 

 
 



農糧署中區分署台中辦事處路線圖【10/23(四)講習】 

 
台中市太平路１４７號 
霧峰交流道＞北上林森路＞中興路一段＞東轉興隆路＞北上光興路＞西轉興隆

路＞中平路＞太平路。  
台中交流道＞東走台中港路二段＞台中港路一段＞中正路＞台中火車站＞振興

路＞太平路。  
豐原交流道＞中正路＞南下中山路三段＞中山路二段＞中山路一段＞北屯路＞

進化路＞東轉振興路＞太平路。  
可搭乘豐原客運 11 號或 19 號。 
 



農糧署南區分署路線圖【10/8(三)講習】 

 
◆自行開車：  
●南下：中山高（國道 1 號）→仁德交流道下→往臺南方向→臺南市東門路三段

→東門城圓環→南區分署（東門城旁）  
●北上：南二高（國道 3 號）→關廟交流道→接 86 號東西向快速道路→接北上

中山高（國道 1 號）→仁德交流道下→往臺南方向→臺南市東門路三

段→東門城圓環→南區分署（東門城旁）  
◆搭乘火車：  
  臺南火車站前站→北門路一段左轉→青年路左轉→勝利路右轉→東門城圓環

→南區分署（東門城旁） 
  臺南火車站後站→大學路直走→勝利路右轉→東門城圓環→南區分署（東門城

旁） 



農糧署北區分署路線圖【10/23(四)講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