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作者 期數 發行年月 頁碼 備註
編輯手記
【1月號】
悉心打磨璀璨農業 編輯部 第343期 110年1月 p.1
【2月號】
喜迎牛年新春，開啟農業牛市 編輯部 第344期 110年2月 p.1
【3月號】
健康臺豬，產業升級 編輯部 第345期 110年3月 p.1
【4月號】
關愛土地，守護環境 編輯部 第346期 110年4月 p.1
【5月號】
未雨綢繆，謹慎防災 編輯部 第347期 110年5月 p.1
【6月號】
藏水於農，穩定灌溉 編輯部 第348期 110年6月 p.1
【7月號】
翻轉農村印象，活化地方產業 編輯部 第349期 110年7月 p.1
【8月號】
擴大農業保險，分散經營風險 編輯部 第350期 110年8月 p.1
【9月號】
智慧農業樹立時代新典範 編輯部 第351期 110年9月 p.1
【10月號】
活力飛揚，嶄新農村 編輯部 第352期 110年10月 p.1
【11月號】
善用農地資源，鞏固農業地基 編輯部 第353期 110年11月 p.1
【12月號】
生產過程透明化，食品安全看得見 編輯部 第354期 110年12月 p.1

農業之美
【1月號】
油菜花滋養大地 編輯部 第343期 110年1月 p.2-3
【2月號】
國境之南，草青牛肥 編輯部 第344期 110年2月 p.2-3
【3月號】
滿口生津——青梅 編輯部 第345期 110年3月 p.2-3
【4月號】
先有機後有蛋——有機雞蛋 編輯部 第346期 110年4月 p.2-3
【5月號】
咬一口酸甜——芒果 編輯部 第347期 110年5月 p.2-3
【6月號】
廢棄稻草，捲出新生命 編輯部 第348期 110年6月 p.2-3
【7月號】
大眼嬌客——領角鴞 編輯部 第349期 110年7月 p.2-3
【8月號】
生鮮西瓜陪你清涼一夏 編輯部 第350期 110年8月 p.2-3
【9月號】
生鮮享虱目魚，現在正對時 編輯部 第351期 110年9月 p.2-3
【10月號】
杭菊綻放秋意濃 編輯部 第352期 110年10月 p.2-3
【11月號】
肥美烏魚子金黃上架 編輯部 第353期 110年11月 p.2-3
【12月號】
梅花錦簇透清香 編輯部 第354期 110年12月 p.2-3

施政報告
【4月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業務報告 主任委員 陳吉仲 第346期 110年4月 p.6-29
【11月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業務報告 主任委員 陳吉仲 第353期 110年11月 p.6-28

農政視野
【1⽉號】
農業實⼒，軟硬兼具 胡忠⼀ 第343期 110年1⽉ p.6-11
林下經濟，適地發展 林華慶 第343期 110年1⽉ p.12-16
嶄新形象，漁業啟航 ⾼⽟瑄 第343期 110年1⽉ p.17-24
牧業創新，永續經營 黃信忠．鄭祝菁 第343期 110年1⽉ p.25-30
把⽔留住，灌溉⼤地 張光耀．陳潔 第343期 110年1⽉ p.31-40
【2⽉號】
深耕輔導，嶄新農村 ⾼晧恩 第344期 110年2⽉ p.6-14
農產網購，全新紀元 劉婉君 第344期 110年2⽉ p.15-17
充裕能量，科研領航 王仕賢 第344期 110年2⽉ p.18-26
穩健⾦融，擴⼤保險 李聰勇 第344期 110年2⽉ p.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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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六⼗，永續幸福 李鎮洋．黃國鋒 第344期 110年2⽉ p.33-39

防控疫病，守護農業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

第344期 110年2⽉ p.40-46

全⺠農業，安⼼從農 楊書綺 第344期 110年2⽉ p.47-49
【3⽉號】
提升非洲豬瘟防控，推動廚餘養豬轉型 陳怡瑩．林正鏞．葉昇炎 第345期 110年3⽉ p.6-10
消除重⼤豬隻疫病，建構優良飼養環境 劉冠志．蔡政達．林念農 第345期 110年3⽉ p.11-14
中央攜⼿全⺠防疫，養豬產業永續經營 林德⽥ 第345期 110年3⽉ p.15-18
【4⽉號】
農業資源循環利⽤，點廢成⾦產業創新 李國基 第346期 110年4⽉ p.30-36

農糧產業資源循環，維護農業⽣產環境
黃瑞華．李思瑩．劉祥霖．
林巽智．許鈺佩．殷瑞妤

第346期 110年4⽉ p.37-43

畜牧廢棄物新旅程，糞尿⽔資源化利⽤ 陳彥璋．陳宜孜．施愛燕 第346期 110年4⽉ p.44-49
確保森林服務價值，與⽣態系共進共好 王怡平 第346期 110年4⽉ p.50-55
海洋之⼼⽣態標章，⼤啖海鮮守護海洋 陳柏沅．張惟翔 第346期 110年4⽉ p.56-61
農業溫室氣體減量，打造低碳綠⾊家園 王怡絜 第346期 110年4⽉ p.62-65
【5⽉號】
強化汛期防減災，穩定農產品供應 謝廉⼀ 第347期 110年5⽉ p.6-9
防災減災做得好，漁業災害免煩惱 徐元華 第347期 110年5⽉ p.10-13
極端氣候將來臨，落實畜牧場防災 呂禮佳 第347期 110年5⽉ p.14-20
農⽥⽔利新⾼度，防災整備更鞏固 張書唐 第347期 110年5⽉ p.21-25
整合防救災資源，汛期減災護家園 李憲昆．鐘啟榮 第347期 110年5⽉ p.26-31
【6⽉號】
強化⼈員培訓模式，提升專業⼯作職能 杜幼惟 第348期 110年6⽉ p.6-11
農⽥⽔利永續發展，非事業⽤不動產活化收益 鄭則元 第348期 110年6⽉ p.12-17
臺灣旱作管路灌溉，增進⽔⼟資源利⽤ 朱志彬 第348期 110年6⽉ p.18-25
灌溉系統智慧管理，提⾼農業⽤⽔效率 李元喻 第348期 110年6⽉ p.26-35
改善農⽥排⽔措施，迎接氣候變遷挑戰 劉邦崇 第348期 110年6⽉ p.36-39
農⽥⽔利擴⼤灌溉，農業⽣產穩定發展 張光耀 第348期 110年6⽉ p.40-43
【7⽉號】
發展進化地⽅創⽣，前瞻提升農⼭漁村 賴麗巧 第349期 110年7⽉ p.6-11
特⾊農村廚房飄香，體驗幸福臺灣滋味 廖麗蘭 第349期 110年7⽉ p.12-15

優化農糧產業環境，創⽣活化地⽅經濟
陳智芬．何⼩珍．陳孝宇．
莊鈞婷．陳星宇

第349期 110年7⽉ p.16-21

養鹿深蘊在地特⾊，傳統轉型再現風華 陳怡瑩 第349期 110年7⽉ p.22-25
注入地⽅創⽣能量，引發漁村發展契機 溫⽟萍 第349期 110年7⽉ p.26-31
公私協⼒跨域合作，彰投雲嘉農村升級 黃祥華．陳榮俊．彭⼼燕 第349期 110年7⽉ p.32-37
【8⽉號】
完善保險運作機制，營造農業永續發展 黃立夫 第350期 110年8⽉ p.6-14
持續推動農業保險，分擔農⺠經營風險 蔡謹如 第350期 110年8⽉ p.15-19
戮⼒推⾏養殖保險，確保漁⺠財產安全 吳⾼直．鄭⼜華 第350期 110年8⽉ p.20-25
畜牧保險不斷精進，塑造安定經營環境 廖唯喆．楊泠泠 第350期 110年8⽉ p.26-30
規劃政策型收入保險，保障農⺠所得穩定 蔡靜瑩 第350期 110年8⽉ p.31-34
【9⽉號】

邁向智慧農業，落實產業效益
湯惟真．游舒婷．邱秀玲．
楊智凱．徐武煥．葉有順．
王⼄涵

第351期 110年9⽉ p.6-14

應⽤智農科研，促進產業發展
游舒婷．湯惟真．莊承銘． 
洪嘉鴻．許家銘． 劉⼀萍

第351期 110年9⽉ p.15-21

串接⽣產消費，智慧技術領航 劉滄棽．施旻劭 第351期 110年9⽉ p.22-25

智慧菇類⽣產，拓展農糧產業
⽯信德．呂昀陞．周榮源．
劉⼀萍

第351期 110年9⽉ p.26-30

智慧⽔產養殖，物聯網拚節能 王郁峻．林志遠 第351期 110年9⽉ p.31-35
智慧⽣乳產業，機器⼈好幫⼿ 林正斌．王斌永．程梅萍 第351期 110年9⽉ p.36-41
【10⽉號】
青青向農，作伙向前⾏ 林盈秀．謝昀融 第352期 110年10⽉ p.6-11

培訓農⺠現活⼒，營造農村新魅⼒
林⻑賢．董蓁．黃仲杰．張
季嫻．宋鴻宜．施義杰

第352期 110年10⽉ p.12-19

培育新⽣代⼈才，穩定漁產業發展 陳秋芬．謝勝雄．吳信⻑ 第352期 110年10⽉ p.20-24
培養畜禽接班⼈，提升永續競爭⼒ 陳彥璋．岳佩瑩 第352期 110年10⽉ p.25-29
【11⽉號】
建置農業經營專區，提升農地加值效益 林永嚴 第353期 110年11⽉ p.29-32
實施綠⾊環境給付，⿎勵農地合理使⽤ 陳俊宏 第353期 110年11⽉ p.33-36
漁業經營導入綠能，推動養殖漁電共⽣ 吳俊良． 鄭⼜華 第353期 110年11⽉ p.37-41
防治畜牧場所污染，提升農村⽣活品質 陳宜孜 第353期 110年11⽉ p.42-45
活化改善坡地農塘，保育國⼟滯洪防災 鄒佩蓉．吳瑞鵬 第353期 110年11⽉ p.46-50
【12⽉號】
產銷履歷新紀元，制度規範再升級 張雅晶．吳宣萱．黃新達 第354期 110年12⽉ p.6-15
產銷履歷溯源餐廳，外食族的好選擇 沈姿儀．黃新達 第354期 110年12⽉ p.16-18

食安五環相串聯，溯源蔬果好安⼼
李瓊妮．朱慧敏．黃仲杰．
黃崇瑜．范敉晨．彭權翊．
黃建嚴．李思茹

第354期 110年12⽉ p.19-24

⽔產品源頭管理，供應鏈從頭把關 黃健政 第354期 110年12⽉ p.25-31
畜禽產品可溯源，⽣產資訊全都露 ⾏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 第354期 110年12⽉ p.32-37

畜牧場安全⽤藥，源頭管控保品質
黃怡銘．張瑛愷．林志憲．
林念農

第354期 110年12⽉ p.38-40



農業法規
【1月號】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則及農民退休儲金監理會設置辦法簡介 邱鼎翔 第343期 110年1月 p.41-43
農田水利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簡介 朱志彬 第343期 110年1月 p.44-47
漁船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發準則修正簡介 胡邵鈞．邱文毓 第343期 110年1月 p.48-49
契作硬質玉米購銷查核作業方式修正簡介 賴志昌 第343期 110年1月 p.50-51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經費支用要點
修正簡介

莊鈞婷 第343期 110年1月 p.52-55

【2月號】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分類相關規定簡介 林明慧．鄒佩蓉．姜燁秀 第344期 110年2月 p.50-52
驗證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查核辦法簡介 張雅晶．吳宣萱 第344期 110年2月 p.53-54
農業保險法及相關子法規簡介 盧怡親 第344期 110年2月 p.55-58
【3月號】
屠宰場肉品衛生安全管制系統實施及驗證作業要點簡介 賴敏銓．林邑鴻 第345期 110年3月 p.19-22
刺網漁業漁具標示措施簡介 范家銑 第345期 110年3月 p.23-25
農產品檢查及檢驗辦法修正簡介 范敉晨 第345期 110年3月 p.26-27
【4月號】

本月無法規文章
【5月號】
農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作業要點修正簡介 王翔榆 第347期 110年5月 p.32-34
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及非會員授信及其限額標準暨農會漁會
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管理辦法修正簡介

張麗娟 第347期 110年5月 p.35-37

【6月號】
養殖漁業生產區設置及管理準則簡介 陳家勇 第348期 110年6月 p.44-46
硬秈及糯種公糧撥售作業要點簡介 彭鳳振 第348期 110年6月 p.47-48
森林法第50條、第52條修正簡介 林書弘 第348期 110年6月 p.49-51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簡介 陳詠妤 第348期 110年6月 p.52-55
【7月號】
禽鳥及其種蛋途經疫區轉運採取風險管控措施及申請核准作業要點
簡介

彭家芬 第349期 110年7月 p.38-40

優良農產品（CAS）驗證制度修正簡介 黃鈴娟．鄭芳琪 第349期 110年7月 p.41-44
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簡介 陳宜鴻 第349期 110年7月 p.45-46
農業產銷班設立及輔導辦法修正簡介 莊馥蔓 第349期 110年7月 p.47-50
【8月號】
農業保險合格勘損人員管理及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簡介 盧怡親 第350期 110年8月 p.35-37
【9月號】
農藥管理法第35條第2項所定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應定期陳報資料
之格式內容頻率及方式修正簡介

陳世棕．洪裕堂 第351期 110年9月 p.42-44

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及相關要點修正簡介 鄭雅方 第351期 110年9月 p.45-47
【10月號】
網際網路內容涉及境外應施檢疫物販賣至國內或輸入時應採取措施
修正簡介

高黃霖 第352期 110年10月 p.30-33

漁船船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及第11條附表二修正簡介 林榮耀 第352期 110年10月 p.34-37
【11月號】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職業病納入保障範圍之相關法規修正簡介 周盈芬 第353期 110年11月 p.51-54
【12月號】

本月無法規文章

農業觀點
【1月號】
社會企業在社區的發展機會和挑戰（下） 蕭景楷 第343期 110年1月 p.56-62
天有可測之風雨——農業防災預警精進計畫 胡哲瑋 第343期 110年1月 p.63-68
永續農業土地利用與管理——趨勢、挑戰與政策建議 葉佳宗 第343期 110年1月 p.69-79
【2月號】
農業邁進新南向國家，臺商諮詢服務大升級——以新南向國家臺
商冷鏈經理人培訓班為案例

張瑞玶．洪良政．馮一鉞．
陳郁卉

第344期 110年2月 p.59-63

【3月號】
推動漁電共生科技，實現綠電家園 陳韋辰．廖慕涵．葉信利 第345期 110年3月 p.28-33
行銷農特產品，促進地方發展 蔡宏進 第345期 110年3月 p.34-38

農業與資訊領域的交集發展見聞——日本東京農業Week參訪
陳彥佑．李春燕．陳思昀．
張淳淳．林意潔

第345期 110年3月 p.39-44

創新再應用，全臺生物路殺熱點—導航說給你聽 林德恩 第345期 110年3月 p.45-48

世界貿易組織第5次SPS協定運作與執行檢討紀要
林悅芳．王堂凱．廖鴻仁．
李婉如

第345期 110年3月 p.49-54

拓展臺灣農業科技產業開創南向國家在地服務新模式——以馬來
西亞為例

林恒生．葉元純 第345期 110年3月 p.55-61

歐盟從農場到餐桌策略與各國關切意見簡析 陳怡瑋．廖鴻仁 第345期 110年3月 p.62-68
【4月號】
110年度農業生產目標 陳昱安．王怡絜 第346期 110年4月 p.67-75

亞太糧肥中心舉辦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永續農糧系統政策論壇紀要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
技術中心

第346期 110年4月 p.76-85

從校園花卉推廣活動迴響熱烈，探尋花卉產業推廣新契機（上）
李皇照．徐煇妃．顏雯玲．
吳國政

第346期 110年4月 p.86-92

【5月號】

從校園花卉推廣活動迴響熱烈，探尋花卉產業推廣新契機（下）
李皇照．徐煇妃．顏雯玲．
吳國政

第347期 110年5月 p.38-42



檳榔廢園及轉作輔導計畫與成果 陳柏文 第347期 110年5月 p.43-49
資料創生，智慧共享——水土保持局資料開放與應用服務 陳振宇．詹婉妤 第347期 110年5月 p.50-55
臺灣地區有機果品產業經營及銷售形態研析 林秀霙．蔡永輝 第347期 110年5月 p.56-61
後工業化時代農業與農村振興的必要性與實施方法 蔡宏進 第347期 110年5月 p.62-66
【6月號】
鳳梨產業生產機械化，改善鳳梨產業缺工問題 潘光月 第348期 110年6月 p.56-61
參加世界貿易組織「非洲豬瘟主題會議」紀實與觀察 張景涵．阮甫寬．廖鴻仁 第348期 110年6月 p.62-69
【7月號】
日本故鄉納稅介紹與對我國振興農村之啟示 陳昱安 第349期 110年7月 p.51-55
千分之四倡議之觀察與啟示——歐盟綠色周農業減碳展，攜手各
國守護土壤健康

周曉倩．陳琦玲．劉凱翔．
施雅惠

第349期 110年7月 p.56-62

分散農產品外銷市場在產業發展意涵——以生鮮鳯梨出口為例 劉方梅．洪忠修 第349期 110年7月 p.63-66
產業價值鏈運用在農產品外銷發展之總體意涵——以生鮮鳯梨出
口澳大利亞為例

劉方梅．洪忠修 第349期 110年7月 p.67-72

「原景再現，點亮臺灣」——原生植物推廣應用座談會暨策略工
作坊活動紀實

陳韋辰．李宜映．游仁正．
林香㿨

第349期 110年7月 p.73-79

【8月號】

調查社會感知發掘我國原生植物發展策略
陳韋辰．李宜映．游仁正．
林香㿨

第350期 110年8月 p.38-43

新冠肺炎疫情下農產品國際拓銷逆勢發展——農業價值鏈理念運
用

劉方梅．洪忠修 第350期 110年8月 p.44-48

維持農產批發市場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營運之防疫措施 余松諺．黃韞蓀．林恒生 第350期 110年8月 p.49-53
GLOBALG.A.P.國際驗證制度導入農糧產業實務分享——辦理品質
管理系統訓練紀要

曾淑汾 第350期 110年8月 p.54-61

【9月號】
現代知識青年從農的難題與好處 蔡宏進 第351期 110年9月 p.48-53
推動永續林業與生態維護，促進山村地方創生 游沐慈．黃鏡諺 第351期 110年9月 p.54-57
品牌資產專屬性在農產品外銷發展之意涵——生鮮金鑽鳳梨金蜜
、王蜜輸日為例

劉方梅．洪忠修 第351期 110年9月 p.58-62

我國加入WTO後農業政策演進 黃振德 第351期 110年9月 p.63-71
【10月號】
智慧農業發展的契機 蔡宏進 第352期 110年10月 p.38-42
近期農產品價格分析及穩定策略 陳昱安 第352期 110年10月 p.43-49
新冠肺炎對主要國家農業影響與疫情發展課題 李宜映．賴葦珊．宋宛芝 第352期 110年10月 p.50-55
【11月號】
由農業指標看加入WTO後農業生產面成果 黃振德 第353期 110年11月 p.55-60
瑞士農業生物多樣性 王堂凱 第353期 110年11月 p.61-65
【12月號】
因應智慧農業發展之資料保護模式——以日本「農業領域中AI及資
料相關契約指引」為例

劉育姍．許晉瑋．林季陽 第354期 110年12月 p.41-47

我國無人機施藥應用之發展與日本無人機適用農藥登記現況
江致民．粘志遠．陳品錞．
謝奉家

第354期 110年12月 p.48-53

農業情報
【1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葉寶玉．郭肇凱 第343期 110年1月 p.80-87

109年11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葉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43期 110年1月 p.88-93

109年12月農業重要措施 張盈盈 第343期 110年1月 p.94-97

110年1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劉彥彤．李芳琳．
謝廉一

第343期 110年1月 p.98-103

【2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葉寶玉．郭肇凱 第344期 110年2月 p.64-77

109年12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葉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44期 110年2月 p.78-85

110年1月農業重要措施 張盈盈 第344期 110年2月 p.86-88

110年2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劉彥彤．李芳琳．
謝廉一

第344期 110年2月 p.89-94

109年11月底養豬頭數調查結果與短期供應預估 楊舜棠 第344期 110年2月 p.95-98
【3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郭肇凱 第345期 110年3月 p.69-77

110年1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葉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45期 110年3月 p.78-83

110年2月農業重要措施 張盈盈 第345期 110年3月 p.84-86

110年3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劉彥彤．李芳琳．
謝廉一

第345期 110年3月 p.87-93

【4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郭肇凱 第346期 110年4月 p.93-99

110年2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葉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46期 110年4月 p.100-105

110年3月農業重要措施 張盈盈 第346期 110年4月 p.106-108

110年4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劉彥彤．李芳琳．
謝廉一

第346期 110年4月 p.109-117

【5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郭肇凱 第347期 110年5月 p.67-79

110年3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葉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47期 110年5月 p.80-85

110年4月農業重要措施 張盈盈 第347期 110年5月 p.86-89



110年5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劉彥彤．李芳琳 第347期 110年5月 p.90-96
109年我國農產貿易概況 吳金擇 第347期 110年5月 p.97-102
【6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郭肇凱．蔡淳瑩．
陳郁卉

第348期 110年6月 p.70-87

110年4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葉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48期 110年6月 p.88-93

110年5月農業重要措施 張盈盈 第348期 110年6月 p.94-96

110年6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劉彥彤．李芳琳．
謝廉一

第348期 110年6月 p.97-104

【7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蔡淳瑩．郭肇凱 第349期 110年7月 p.80-89

110年5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葉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49期 110年7月 p.90-95

110年6月農業重要措施 張盈盈 第349期 110年7月 p.96-99
110年7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劉彥彤．李芳琳 第349期 110年7月 p.100-107
【8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蔡淳瑩．郭肇凱 第350期 110年8月 p.62-73

110年6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 葉志忠． 
袁麗惠．黃淑玲

第350期 110年8月 p.74-79

110年7月農業產銷概況 翁子雅 第350期 110年8月 p.80-83

110年8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劉彥彤．李芳琳．
謝廉一

第350期 110年8月 p.84-91

110年5月底養豬頭數調查結果與短期供應預估 楊舜棠 第350期 110年8月 p.92-95
【9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郭肇凱．蔡淳瑩 第351期 110年9月 p.72-81

110年8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怡潔．蔡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51期 110年9月 p.82-87

110年9月農業重要措施 翁子雅 第351期 110年9月 p.88-91
110年10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李芳琳．謝廉一 第351期 110年9月 p.92-99
【10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郭肇凱．蔡淳瑩 第352期 110年10月 p.56-67

110年8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怡潔．蔡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52期 110年10月 p.68-73

110年9月農業重要措施 翁子雅 第352期 110年10月 p.74-76
110年10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謝廉一．李芳琳 第352期 110年10月 p.77-86
【11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蔡淳瑩 第353期 110年11月 p.66-73

110年9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怡潔．蔡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53期 110年11月 p.74-79

110年10月農業重要措施 翁子雅 第353期 110年11月 p.80-83

110年11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洪思賢．李芳琳．
謝廉一

第353期 110年11月 p.84-91

【12月號】
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蔡淳瑩 第354期 110年12月 p.54-57

110年10月農業產銷概況
蔡宜潔．葉志忠．袁麗惠． 
黃淑玲

第354期 110年12月 p.58-63

110年11月農業重要措施 翁子雅 第354期 110年12月 p.64-67

110年12月主要農作物生產預測
殷瑞妤．洪思賢．李芳琳．
謝廉一

第354期 110年12月 p.68-74

109年我國糧食供需統計結果 郭菁芳 第354期 110年12月 p.75-78

農業櫥窗
【1月號】
臺灣有機茶首屆國際品茗交流暨媒合會——以視覺與味覺的茶饗
宴行銷國際

郭芷君．楊美珠．蘇宗振 第343期 110年1月 p.104-107

「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元旦上路——生
態服務給付再升級，物種棲地保育兼顧經濟

陳佳慈 第343期 110年1月 p.108-111

農業保險新里程啟動記者會紀要 洪舒薇 第343期 110年1月 p.112-115
【2月號】
109年國產雜糧整合行銷推動成果 李雅蓁 第344期 110年2月 p.99-102
茶及飲料作物農產加值打樣中心簡介 林育聖．張維倩．林儒宏 第344期 110年2月 p.103-107

綠色農糧供應體系科研成果產業應用分享會紀實
毛怡文．林映秀．李敏郎．
張瑞璋

第344期 110年2月 p.108-113

【3月號】
臺灣稻米達人之光授證典禮記者會紀要 宋鴻宜．陳俊成 第332期 109年3月 p.103-107
農村產業齊聚，跨域創新——白河林初埤木棉花道 林姿君．莊金城．傅桂霖 第332期 109年3月 p.108-112
【4月號】

「淼垚众」——水土保持局走過一甲子巡迴特展
林奕嘉．羅文俊．簡俊發．
黃國鋒

第346期 110年4月 p.118-121

總統植樹，森川里海種下希望之苗，交織永續生態風景 楊筑雲 第346期 110年4月 p.122-124
【5月號】
「私房茶‧覓亮點」——亮點茶莊與飯店通路媒合活動紀要 陳孝宇 第347期 110年5月 p.103-108
【6月號】
臺灣屠宰場進入肉品衛生安全管制系統HACCP時代 林世國．賴敏銓．徐榮彬 第348期 110年6月 p.105-109
農村再生十年成就馬佛友福桃花源 陳淑媛．張志豪．林奕岑 第348期 110年6月 p.110-112
與MUJI無印良品一同「蕉朋友」 許舒婷．林鈴娜．朱慧敏 第348期 110年6月 p.113-116
【7月號】



本月無櫥窗文章
【8月號】
鳳梨線上甜蜜蜜開站發布會暨展售會實錄 張鳳珉 第350期 110年8月 p.96-99
越在地越國際——打造可可五感幸福味 林育聰．莊金城．傅桂霖 第350期 110年8月 p.100-104
跟世界蕉個朋友，臺灣香蕉進軍東京奧運 郭俊伶．連思嘉 第350期 110年8月 p.105-107
【9月號】

新冠肺炎疫情下爭取國際曝光「2021亞洲生技大展—農業科技館」首波線上會展
黃欣釧．楊捷尹．許萌芳．
湯惟真

第351期 110年9月 p.100-107

金昭玉粹質為典範——獅潭鄉大東勢溪大東勢尾野溪整治工程 鍾亦婷．邱啓芳．簡以達 第351期 110年9月 p.108-112
氣候變遷對臺灣農業影響，調適及永續之道座談會紀要 王怡絜 第351期 110年9月 p.113-116
【10月號】
國際穀物理事會第53屆理事會暨第30屆穀物研討會視訊會議紀要 楊宗翰．張韻如 第352期 110年10月 p.87-91
水土保持教育，再創舞鶴魅力 范蘇義．蘇萬成．陳淑媛 第352期 110年10月 p.92-97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國家隊成立，預計3年內完成生物多樣性資
訊入口網

沈玉婷 第352期 110年10月 p.98-103

【11月號】
農村FUN心玩，吃喝玩樂都划算 施美琴 第353期 110年11月 p.92-94

「2021農糧加工品，科研創新機」上架記者會活動紀要 陳銘鴻．謝昌衛 第353期 110年11月 p.95-101

「2021全國龍眼及荔枝蜂蜜品質評鑑頒獎暨產銷履歷蜂蜜成果發
表會」活動紀要

彭權翊 第353期 110年11月 p.102-106

全球淨零風潮下臺灣農業技術的轉型——「2021台灣創新技術博
覽會—永續發展館」紀實

柯少雄．陳子婷．洪偉屏 第353期 110年11月 p.107-113

農委會辦理農業淨零排放策略系列座談，11月8日正式起跑 王怡絜 第353期 110年11月 p.114-116
【12月號】
2021年「第6屆臺美稻米技術諮商會議」紀要 楊宗翰 第354期 110年12月 p.79-82

2021農產素材加工加值產業應用論壇——農委會推動農產素材加值及產業串接
喬崇益．王彤寧．林恒生．
郭俊緯．蔡偉皇

第354期 110年12月 p.83-86

第15屆農金獎頒獎典禮紀要 林季穎 第354期 110年12月 p.87-92

臺灣農業技術介接國際商貿平臺，全年行銷零時差——2021亞太
區農業技術展覽之「臺灣農業技術形象館」線上參展

陳子婷．洪偉屏．陳靜芝．
張瑞玶

第354期 110年12月 p.93-99

110年坡地金育獎頒獎典禮紀要 廖雯慧．周玉奇 第354期 110年12月 p.100-102

農科快訊
【1月號】
氣候變遷下對動物傳染病的預測與挑戰 李璠 第343期 110年1月 p.116-120
【2月號】
我國農藥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之執行實務 盧欣怡 第344期 110年2月 p.114-120
【3月號】
提供多元檢測服務，做種苗產業國際化後盾 張惠如 第345期 110年3月 p.102-105
農民用藥查詢好幫手——植物保護資訊系統介紹 陳富翔．吳俊德．陳妙帆 第345期 110年3月 p.106-111
鳳梨釋迦全果冷凍新技術 江淑雯．陳盈方．盧柏松 第345期 110年3月 p.112-115

棗「台農13號—雪麗」及產業布局
郭展宏．徐敏記．邱國棟．
李文立

第345期 110年3月 p.116-120

【4月號】
牡蠣「殼」不「殼」以變黃金？ 葉念慈．高堂穎．林慧秋 第346期 110年4月 p.115-120
【5月號】

綠竹板在花卉栽培之應用
李淑真．邱銀珍．吳有恒．
許雅婷

第347期 110年5月 p.109-113

葉桑於食品加工領域之應用 廖久薰 第347期 110年5月 p.114-117
蕎麥新品種台中6號介紹 廖宜倫．賴坤良 第347期 110年5月 p.118-120
【6月號】
電動履帶式高空作業車之研發 李健．張汶肇 第348期 110年6月 p.117-120
【7月號】
快速篩檢技術在農水畜產品之環境污染管控的應用與演進 曾昭銘 第349期 110年7月 p.108-113
葡萄新品種台中1～5號，發展臺灣葡萄釀酒產業 葉文彬 第349期 110年7月 p.114-120
【8月號】
舒緩皮膚敏感的芬香潛力軍——紫蘇之在地藥草活化與展望 廖俊麟．羅彥鈞．蔡韙任 第350期 110年8月 p.108-110
有機大豆及花生機械除草技術 張光華 第350期 110年8月 p.111-114
果樹斑星天牛之友善環境防治技術——「高壓空氣灌注法」 陳奕君 第350期 110年8月 p.115-120
【9月號】
低需冷性櫻花 「桃園3號—春緋」及「桃園4號—紅華」品種介紹 吳安娜 第351期 110年9月 p.117-120
【10月號】
臺灣原生蘭再出發——以「雅美」萬代蘭育成之新品系 吳容儀．莊耿彰 第352期 110年10月 p.104-107
林下養蜂與蜂產品生產之技術 陳本翰 第352期 110年10月 p.108-112

離岸風場對漁業發展之影響及多元利用研究之初探
藍揚麒．李純慧．張峻齊．
許中駿．翁進興．葉信明

第352期 110年10月 p.113-120

【11月號】
羽毛生物堆肥之應用 曾宥綋 第353期 110年11月 p.117-120
【12月號】
鳳梨秋果產期調節技術與產業推廣 黃士晃 第354期 110年12月 p.103-108
狼尾草特性與栽培管理方法 李姿蓉 第354期 110年12月 p.109-112

木瓜類胡蘿蔔素快速檢測技術之應用
蔡雅琴．周佳霖．林宏宗．
邱展臺

第354期 110年12月 p.113-116

茶園育苗機械及植茶機械之研究與改良
黃惟揚．劉天麟．蘇宗振．
吳聲舜

第354期 110年12月 p.117-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