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作物別 產地別 (區) 面積(公頃) 總產量(公噸) 產值(千元) 季節

水稻

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豐原區、大里區

太平區、清水區、沙鹿區、大甲區、梧棲區

烏日區、神岡區、大肚區、大雅區、后里區

霧峰區、潭子區、龍井區、外埔區、石岡區

大安區、新社區

13,449.62 (一期作)  92,116 2,146,562 5月∼6月

11,794.08 (二期作)  55,444 1,230,858 11月∼12月

合計  25,243.7 147,560  3,377,420 

梨 和平區、東勢區、新社區、后里區、石岡區  3,479  74,451 4,715,709 6月∼12月

柿 和平區、東勢區、新社區、后里區、豐原區  3,477  42,715 2,908,031 9月∼11月

龍眼 霧峰區、太平區、北屯區、大里區、豐原區  2,200 16,930 935,990 8月∼10月

荔枝 太平區、霧峰區、神岡區、北屯區、沙鹿區  1,904 13,092 992,835 6月∼7月

椪柑 東勢區、石岡區、豐原區、新社區、北屯區 1,386 26,758  842,243 11月∼2月

枇杷 新社區、太平區、和平區、北屯區、東勢區  807  5,008  608,720 2月∼4月

巨峰葡萄 新社區、東勢區、石岡區、豐原區、外埔區 487 17,825 1,278,412 5月∼8月‧12月∼1月

馬鈴薯 神岡區、后里區、潭子區、豐原區、北屯區 573.31  25 301,079 6月、10月

竹筍 北屯區、和平區、潭子區、太平區、沙鹿區  1,124  11,691 488,486 3月∼4月‧12月∼2月

芋 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后里區、神岡區  808  13,279 462,907 3月∼4月

文心蘭 新社區、后里區、東勢區、北屯區、石岡區 106  2,284 (千打) 180,35 8月∼12月

百合 后里區、新社區、石岡區、北屯區、外埔區 195 3,499 (千打) 973,049 全年

火鶴 后里區、外埔區、新社區、大甲區、大肚區 22  478 (千打) 58,367 7月∼10月

太空包香菇 新社區、和平區、東勢區 113,084 (千包)  2,506 3,730,340 全年

金針菇 霧峰區、大里區、石岡區、后里區、新社區  65,430 (千瓶)  17,950  750,308 全年

其他 (柳松菇、杏鮑菇) 霧峰區、后里區、大里區、新社區 12,300 (千包)  2,385 100,811 全年

茶 和平區 466 242,514 137,828 5月、10月

106年臺中市總產值29,727,644 千元(全國總產值290,769,382 千元) 

▼臺中市各區主要農作物面積一覽表

農會／合作社場 自有特色農產品牌

臺中市農會 嘻豆

臺中地區農會 大墩園、頭等倉

豐原區農會 豐園

后里區農會 源頭米

神岡區農會 神農好禮

霧峰區農會 味之君、霧峰香米、峰田小町

外埔區農會 農師傅

新社區農會 台灣好味道、原栽山珍

東勢區農會 吉利市、博柑情、總統梨

和平區農會 梨山茶、桃梨橙 

大安區農會 飛天豬、葱師傅

清水區農會 米韭傳香

太平區農會 大地之惠、太平甜園

大里區農會 大禮

石岡區農會 金碧

烏日區農會 烏農有禮

潭子區農會 潭農好米

沙鹿區農會 大地油禮

龍井區農會 龍井傳香

梧棲區農會 珍禾禮

大甲區農會 芋見幸福、原香味

大雅區農會 雅珍紅薏仁盒裝系列

本市國產蜂蜜品牌 臺中蜂華

臺灣省青果運銷
合作社台中分社

金甜園

中興合作農場 冬皇桔

優質品牌農產品　多元行銷通路

為推動「地產地消」、「吃在地 食當季」的理念，行銷推廣臺中優

質安全之在地農產品及農產加工製品。依本市農產品產季與產量，積

極輔導農會及合作社場於全國都會區、百貨公司、裕毛屋、全聯、好市

多、楓康超市等連鎖超市通路、大型食品展，並結合本府舉辦之大型特

色節慶活動，如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新社花海節、臺中東勢新丁

粄節、中臺灣元宵燈會、中臺灣農業博覽會等，辦理多項在地優質農產

多元行銷活動，並教導消費者聰明選購具有三章一Q、產銷履歷認證

標章之在地生產、安全優質農產品，運用多元行銷方式擴大推廣臺中在

地優質食材，落實「地產地消」、「吃在地 食當季」，降低農產運輸成本，

縮短食物里程，減少運銷碳足跡，實踐低碳生活，永續農業發展。

推廣使用產地共同商標，輔導各區農會建立自有特色農產品牌，

如東勢區農會—吉利市、博柑情；大安區農會—葱師傅、飛天豬；外

埔區農會—農師傅，以及臺中國產蜂蜜品牌—臺中蜂華等 34種特色

農產品牌，建立消費者品牌信任度及購買認同度，提升臺中優質農產

品牌形象與知名度，透過在地消費行動，支持臺中在地農產。

辦理次級品收購加工方案，透過加工處理，增加農產品多元利用；

鼓勵農會提升農產品加工技術，創新研發地方特色農產加工品，提高

農產品附加價值及農友收益，穩定農產供需，創造農業產值。

積極拓展直銷通路，如臺中好農平台、東森購物台、momo購物

台、中華郵政商城 (POSTMALL)，設立在地農產品牌專區及有機食

材專區，鼓勵消費者優先選購具有三章一Ｑ、產銷履歷標章的在地優

質農產品，保障食安並鼓勵本市農友強化農產品質，提升臺中農產業

競爭力。

輔導農民團體、農民產銷班及外銷業者積極參與國際大型食品展

及展售促銷活動，透過外銷獎勵計畫鼓勵本市農產品外銷，積極開拓

新外銷市場通路，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香港、中國大陸、澳門、

日本、加拿大等地區，提升臺中優質農特產品行銷國際市場競爭力。

▲臺中市產地

共同商標

▲東勢區農會品牌

－吉利市

▲本市國產蜂蜜品牌

－臺中蜂華

▲大安區農會品牌

－飛天豬

▲霧峰區農會品牌

－峰田小町

▲和平區農會品牌

－梨山茶

▲大甲區農會品牌

－大甲芋頭

▼東勢區農會－博柑情禮盒

守 護 優 良 農 地 ， 永 續 農 地 資 源

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攸關國計民生，為維護優質農業生產區域，本局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執行農地空間規劃，盤點本市農地資源，並配合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預擬劃設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至第三類以及第五類應維護農地面積；為執行農業發展條例之農地利用管理，特設立農地

利用管理科，專責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興建自用農舍申請人資格條件審查、農業

用地變更作非農業使用審查、農業用地違規使用查察通報等各項業務，落實農地農用之宗旨。並

積極辦理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輔導地方經營團體推動農業經營專區，新社地區香菇

產業即是建立農地集團化整合加值利用之重要案例。所以，守護優良農地，永續農業資源，以營

造田園城市，是農地利用管理之核心價值。  

喝酒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臺中市飼養豬、雞、牛、羊等數量、產值一覽表 (106年)

項目別 產地別(區) 畜養頭數 生產量(公噸) 產值(千元) 季節

牛 全區 3,754 137 48,851 1-12月

豬 全區 121,548 19,721 1,836,813 1-12月

牛乳 全區 　 8,027 210,073 1-12月

雞 全區 2,067,874 17,739.37 1,197,941 1-12月

鴨 全區 100,228 1,362.98 125,436 1-12月

雞蛋 全區 　 116,022（千個） 292,375 1-12月

其他
畜產類

572,243 1-12月

畜牧產值 4,283,732

●臺中市水產值 651公噸、產值 330,522仟元 (106年)

大安區 - 海岸造林成果

石虎 - 陳美汀提供 霧峰區農會行銷在地農產品 龍井區農會行銷在地農產品

高美野生動物

保護區 - 高蹺鴴

優質生產 安全農業

臺中市內有高山、有平原及坡地，海拔高低

落差大，兼具溫帶及亞熱帶氣候，適合多種作

物生長，好山好水 ,一年四季孕育豐富的農特產

品，例如椪柑、芋頭、枇杷、水蜜桃、高接梨、

荔枝、龍眼、紅龍果、甜柿、蜜蘋果、雪梨、梨

山茶、 蜂蜜、百合、文心蘭等多樣農產，為臺

灣重要農業生產地。

輔導農民生產優質及安全農產品也是農業局

的重點工作，在生產方面朝向輔導農民降低生產

成本及發展安全農業兩面向 ,讓消費者食的安心。 

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為解決農村生產人力不足及人口老化問題，補助購

置農業作物生產設備。為因應氣候變遷的天然災害與病

蟲害問題，輔導及補助農民災後復耕，安定農民收入，

進而增加農民收益，達農業永續經營之目的。

發展安全農業

除積極辦理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並強化農民安全

用藥教育訓練，鼓勵農民採產銷履歷驗證與農產品生產

追溯制度等方式安全生產，並辦理各項作物評鑑活

動，鼓勵農民以生產安全、質優的農特產品 ,為民

眾的健康把關 ,讓民眾吃的更安心。

台積電 F15B 廠在地好食光好農市集

石岡 - 五福臨門神木

愛林護樹保育自然生態

推動綠色造林、城市綠美化及強化受保護樹木

保護工作

積極輔導推動造林工作，配合中央政策及加強

推動綠色造林計畫，包括大甲區與大安區之公有地造

林，以及獎勵輔導私有地造林，以厚植林業資源，增

加綠化面積。

強化苗圃管理，本市目前有南屯、后里及大甲等

3個苗圃，預估每月提供市民及團體領苗數量約 1萬

株，配合推動城市綠美化工作，並同時鼓勵市民朋友

及各團體投入綠美化工作，提高本市綠地覆蓋率與改

善市民生活居住品質。

本市列管之受保護樹木計 1,175株，本局持續辦

理受保護樹木普查及審查工作，並透過受保護樹健

康檢查，及早發現樹木病蟲害，提供樹木管理人專業

維護管理意見及諮詢，推廣樹木棲地改善，強化樹勢，

減少染病機會，落實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並保護樹

木綠色資源。

保育珍貴自然棲地及愛護野生動物

為保護本市重要生態棲地資產，本局已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完成公告本市三處野生動物保護區 -高美野

生動物保護區 (734.3公頃 )、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

護區 (2669.73公頃 )及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

(7245.3公頃 )，落實野生動物保護區管制事項，避免

遭受不當的破壞。另此三處野生動物保護區，亦為內

政部劃定之國家級重要濕地，配合相關保育計畫投入

資源，以維護三處野生動物保護區 (重要濕地 )自然

生態棲地。

為保育本市石虎族群，為全國首提並積極推動石

虎保育自治條例草案。另於保育野生動物工作，執行

飼養登記及查核業務，處理違法獵捕、宰殺、買賣等

案件及野生動物救傷收容，宣導野生動、植物保育觀

念，移除外來入侵種動、植物，以達愛護野生動物與

保育本市生物多樣性。

國寶魚 -

櫻花鉤吻鮭

▼台中高美溼地（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照片提供）

雷養德  提供

東方環頸          與和尚蟹行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