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上鄉公所人員強調，池上米的地理標章

驗證過程相當嚴謹，提供消費者：1.產地，

2.產量控管，3.品質，4.安全等4大保證，農友

所生產的稻米每期均須申請且通過檢驗後，方

可使用「池上米」的地理標章，鄉公所也會不

定期查驗市面上的產品，以確保池上米的品

質。Ms. Ewa Synowiec司長表示，這種做法與

歐盟的地理標示制度略有不同，歐洲國家的地

理標示認證一旦申請通過，即永久有效。雖然

雙方的做法不同，但地理標示制度是對於當地

農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一種品質保證，除

深具當地特色外，亦能有效提升農友的收入與

當地的觀光產業，如池上鄉有意願向歐盟提出

池上米的地理標示註冊，也樂意提供各方協

助。

活動第二日一早，一行人本場黃　昌場

長、池上鄉農會代表與建興米廠梁正賢老闆的

引導下，參觀池上鄉農會碾米工廠、池上花

為促進臺灣與歐盟國家在地理標示系統運

作的經驗交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

財局)特地邀請歐盟執委會代表及其駐臺17國經

貿辦事處代表，於3月26日前來臺東縣，進行為

期2天的「臺歐盟池上米產地證明標章制度學習

之旅」，來訪貴賓層級高、代表性強，影響力

極為可觀，對提升臺東及其產品在國際的能見

度極有幫助。

池上米是我國最早以地理標示申請標章保

護的農產品。所謂地理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GI)，是以產地命名註冊，對地方

特色農產品、工藝品等的權利進行保護和控

制，來維護產品的競爭力和消費者的權益。此

制度最初起緣於法國的葡萄酒釀造業，後來逐

漸擴及其他特定產地的產品保護，為世界各國

及世界貿易組織所認可。由於地理標示通常代

表該地區特定產品的特色及其優越性，對提升

產品的價值極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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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標示認證經驗交流與學習之旅
本場舉辦「高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臺東32號暨原民野菜
品嘗會」好看又好吃，來賓佳評如潮
本場舉辦「水田中耕除草機試驗成果示範觀摩會」，農友
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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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出版本期要目

歐盟執委會與歐盟駐臺17國經貿辦事處代表訪東
進行地理標示認證經驗交流與學習之旅

黃場長向歐盟執委會貿易總署Ms. Ewa Synowiec司長一行，
說明池上米地理標示(GI)標籤與商標不同之處。

黃場長向代表成員解說池上米碾製及儲藏過程

許育慈帶領農友參觀本次的示範果園 李崑鵠班長感謝本場推動東方果實蠅區域
共同防治計畫

農友檢視田間懸掛的東方果實蠅長效型誘殺器
與誘殺成效

活
動

看
板

第123期第一版的第二段原文：盧主任籲請農友配合：落實果園清園工作，正

確使用核准藥劑進行病蟲害防治，依果樹大小合理酌留果實數量，果實授粉

後120天後才進行採收， 不要採收出貨，以避免嚴重裂果，以共同維護鳳梨釋迦品質與

食用安全。其中之「5~12月前」修訂為 不要採收。

5~12月前

12月前

勘
誤啟

示

本 場
舉 辦 「泰源幽谷柑桔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示範成果觀摩會」

成效卓著，晚崙西亞橙外觀與品質皆佳
許育慈助理研究員接續說明本次區域共同

防治實施過程與成效，其表示本場籌措防治資

材並與東河鄉農會自今(99)年1月起輔導及協助

農友進行共同防治作業，至2月底止，短短2個

月間，在南溪地區，監測到的蟲口數由每旬每

誘蟲盒321隻大幅降低為50隻；在原來果實蠅密

度較低的北源地區，也由每旬每誘蟲盒88隻降

到33.4隻，防治成效相當良好，本場將於當地

持續進行二年的防治計畫，籲請農友繼續落實

區域共同防治作業，希望泰源地區成為果實蠅

低流行區，才能顯著提升該區所產柑桔類果品

的品質與產量。另外，由於目前正值果樹抽春

稍與開花時期，亦說明在此時可能對柑桔類果

樹造成嚴重危害的其它害蟲種類與防治方法，

如潛葉蛾、木蝨及蚜蟲等，提醒農友加強防

治，隨後即前往李崑鵠班長的果園實地觀摩。

實地觀摩時，李班長首先對於防檢局與本

場投入資源與人力，在泰源地區推動「東方果

實蠅區域共同防治」計畫表示感謝，其今年所

生產的香丁，外觀、品質與產量都優於往年，

只要農友能夠繼續配合落實共同防治作業，就

能減少農藥的使用且有效降低果實蠅的危害。

為使泰源幽谷成為東方果實蠅低流行區，

所生產的柑桔質優又安全，本場自去(98)年

12月中旬起在泰源地區推動「東方果實蠅區域

共同防治」計畫監測結果顯示，果蠅數蟲口數

每誘蟲盒由每旬321隻大幅降低到50隻，防治成

效卓著。本場特於今(99)年3月11日，在東河鄉

北源村順那柑桔產銷班集貨場舉辦「泰源幽谷

柑桔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示範成果觀摩

會」。農友表示，今年所生產的「晚崙西亞

橙」，外觀與品質皆優於往年，期望今年東河

鄉生產的「晚崙西亞橙」價高又暢銷。

這次成果觀摩會，由本場副場長王仕賢率

領植物保護同仁、一級主管及研究人員一同參

加。觀摩會首先由王副場長講述「兩岸經濟協

議(ECFA)」的重要內容不會影響到我國的農

業，且簽署ECFA時，不談農產品開放議題等，

請農友放心，共同支持政府洽簽ECFA，讓臺灣

經濟活起來；周泳成研究員講述「東方果實蠅

與柑桔病害防治」，再次加深農友對病蟲害防

治管理的認識，並提醒農友除繼續利用長效型

誘蟲盒誘殺成蟲與定期監測東方果實蠅蟲口數

外，配合落實田間清園管理工作，就能有效降

低園區東方果實蠅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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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

4月02日 傾聽人民心聲－臺東地區有機農業深度旅遊發展宣導講習暨座談會 達仁鄉公所二樓會議室

4月08日 番荔枝安全用藥及政策宣導講習座談會 北坑番荔枝產銷班會議場所

4月10日 2010樂活臺東～香草藝術饗宴 本場豐里工作站

玉荷包荔枝蟲害非農藥防治成果示範觀摩會 太麻里日昇會館農民活動中心4月13日

4月19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綜合防治宣導講習會 關山德高活動中心

4月20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綜合防治宣導講習會 池上富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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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建興碾米工廠與有機水稻專區等。黃場長

以英語解說池上米的碾製過程，同時引導參觀

「稻米低溫儲藏室」、「稻穀檢驗室」、「農

藥殘留檢驗室」、「穀物乾燥中心」與「清淨

包裝室」，與會貴賓對於各種檢測稻米的機器

及製米流程相當好奇，頻頻詢問黃場長相關問

題。隨後參觀建興米廠所設置的無塵包裝室與

萬安有機村，大家除欣賞一望無際的美麗稻田

為了減輕農友在有機水稻田除草工作的勞

力，提升農友有機栽培意願，本場於今(99)年

3月23日上午，在池上鄉萬安村戴文賓先生的有

機水稻田舉辦「水田中耕除草機試驗成果示範

觀摩會」，在場農友反應熱烈，咸認本場所研

製改良的「水田中耕除草機」方便又實用。

本次講習會由本場場長主持，強調政府三

大保證：一幫：就是幫助人民做生意，提升臺

灣競爭力。二不：就是絕不開放大陸勞工來臺

工作，不增加大陸農產品進口項目。三要：就

是要關稅減讓、要投資保障、要保護智慧財產

權。在兩岸經濟協議，不談農產品開放，請農

友放心。接著由本場農業環境課林永順課長與

黃政龍助理研究員介紹研製改良的「水田中耕

除草機」，強調本除草機有以下特色：1.除草

面積從以往的兩行增加為三行，2.除草輪以不

銹鋼製成，堅固又不易生銹，3.後方配置不銹

鋼浮船，可避免機體在泥濘田區下沉，是相當

景觀外，恰逢農友以中耕除草機進行除草作

業，黃場長向參訪貴賓解說有機水稻在池上推

廣種植情形、除草機用途與除草相關作業資

訊。當日午宴由池上鄉農會與多力米公司安

排，在風景優美的大坡池旁野餐，除享用美味

的池上米風味餐外，並體驗獨特的大坡池竹筏

野趣。

便利、安全且性能優良的除草機；而且除草作

業前可以配合施用追肥，本機械可以將其攪拌

翻埋進入土中。雖然本機較日式除草機的機體

約重3公斤，但經研製改良為2.4馬力二行程汽

油引擎後，推進容易，田間操作速度反而加

速，平均每分地作業時間只需花費50-60分鐘，

期未來與廠商洽商，將除草機規格商品化上市

後，推廣予農民使用，有效提升有機水稻栽培

雜草管理的效率。

進行田間實際操作示範時，有農友反應希

望能同時操作本場研製改良的「水田中耕除草

機」與日式除草機以便比較，與會農友並隨後

詢問試操作的農友，兩種除草機使用後的心

得。現場操作的農友表示，日式除草機動力不

足，需要操作人員推動方能前進，使用上較為

費力，而且沒有加裝浮船裝置，也容易讓機體

陷入泥濘地中無法動彈，因此大力推薦並讚揚

本場所研製改良的「水田中耕除草機」。

黃場長最後表示，雖然本次所研製改良的

「水田中耕除草機」在使用上已經相當便利，

爾後成本也會較日製機型價廉，維修也很方

便。但仍會繼續研發更省時省工的機型，供農

民使用。同時呼籲有意從事有機水稻栽培的農

友，一定要落實有機水稻栽培流程：1.土壤消

毒，2.溫湯浸種，3.播種前先施用有機肥料，

4.可施用矽酸爐渣預防胡麻葉枯病的發生；黃

場長並大力推薦農友在第一期作選擇栽種抗

病、豐產、質優的臺東30號。本場亦會在本期

水稻收割前，在池上舉辦有機水稻栽培管理示

範觀摩會，大家一起來努力，讓縱谷地區的有

機水稻面積三年內倍增。

黃場長向代表成員說明有機水田中耕除草作業 「臺歐盟池上產地證明標章制度學習之旅」成員在風光旖旎的
池上稻田中合影

為推廣高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臺東32號

及原住民特色風味餐，本場於今(99)年3月19日

晚上，在關山鎮農會休閒旅遊中心，舉辦「高

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臺東32號暨原民野菜品

嘗會」，與會貴賓除品嘗高級壽司米與原民野

菜並欣賞關山工商原舞團精彩的演出，餐點好

吃活動又精彩，紛紛舉起大姆指稱「 」！部

分與會者並表達栽種有機原住民野菜的高度意

願。

黃場長

表示，本次

活動特別選

在縱谷水稻

種植區域的

中心點─關

山鎮，便利

池上與鹿野

地區的貴賓

往返，安排

在晚上則是

希望貴賓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以輕鬆的心情

讚

來品嘗美食。黃場長隨後親自講述「高級壽司

米─水稻32號與原民蔬菜之栽培利用」，強調

臺東32號具有豐產、優質、耐儲存與黏性佳的

特性，製作壽司粒粒分明、晶瑩剔透、保濕性

佳又容易入味，也能替代糯米來製作成粽子、

油飯或飯糰，可口又容易消化。在原民蔬菜部

分，黃場長指出，原民野菜，例如糯米團、蘭

嶼木耳菜及紫背草等，幾無病蟲危害，相當適

合有機栽培，其平均的草酸含量低於衛生署所

列舉高草酸含量蔬菜，健康又可口。本次品嘗

會以原住民野菜搭配臺東32號米食，就是希望

能藉由品嘗會推廣原民蔬菜，鼓勵農友栽種，

期在臺東形成中、小型具原民特色的產業。

以臺東32號製作的壽司與原民野菜風味餐，可口又好吃。

本 場 舉 辦

高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 暨原民野菜品嘗會臺東32號

好看又好吃，來賓佳評如潮

黃場長講述「高級壽司米─臺東32號與原民蔬菜
之栽培利用」

農友現場操作說明本場及日製的「水田中耕除草機」效能之比較與會農友現場檢視及比較本場改良的除草機與日本製除草機不同之處 

黃場長主持「水田中耕除草機試驗成果示範觀摩會」

本場舉辦 ，「水田中耕除草機試驗成果示範觀摩會」 農友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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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建興碾米工廠與有機水稻專區等。黃場長

以英語解說池上米的碾製過程，同時引導參觀

「稻米低溫儲藏室」、「稻穀檢驗室」、「農

藥殘留檢驗室」、「穀物乾燥中心」與「清淨

包裝室」，與會貴賓對於各種檢測稻米的機器

及製米流程相當好奇，頻頻詢問黃場長相關問

題。隨後參觀建興米廠所設置的無塵包裝室與

萬安有機村，大家除欣賞一望無際的美麗稻田

為了減輕農友在有機水稻田除草工作的勞

力，提升農友有機栽培意願，本場於今(99)年

3月23日上午，在池上鄉萬安村戴文賓先生的有

機水稻田舉辦「水田中耕除草機試驗成果示範

觀摩會」，在場農友反應熱烈，咸認本場所研

製改良的「水田中耕除草機」方便又實用。

本次講習會由本場場長主持，強調政府三

大保證：一幫：就是幫助人民做生意，提升臺

灣競爭力。二不：就是絕不開放大陸勞工來臺

工作，不增加大陸農產品進口項目。三要：就

是要關稅減讓、要投資保障、要保護智慧財產

權。在兩岸經濟協議，不談農產品開放，請農

友放心。接著由本場農業環境課林永順課長與

黃政龍助理研究員介紹研製改良的「水田中耕

除草機」，強調本除草機有以下特色：1.除草

面積從以往的兩行增加為三行，2.除草輪以不

銹鋼製成，堅固又不易生銹，3.後方配置不銹

鋼浮船，可避免機體在泥濘田區下沉，是相當

景觀外，恰逢農友以中耕除草機進行除草作

業，黃場長向參訪貴賓解說有機水稻在池上推

廣種植情形、除草機用途與除草相關作業資

訊。當日午宴由池上鄉農會與多力米公司安

排，在風景優美的大坡池旁野餐，除享用美味

的池上米風味餐外，並體驗獨特的大坡池竹筏

野趣。

便利、安全且性能優良的除草機；而且除草作

業前可以配合施用追肥，本機械可以將其攪拌

翻埋進入土中。雖然本機較日式除草機的機體

約重3公斤，但經研製改良為2.4馬力二行程汽

油引擎後，推進容易，田間操作速度反而加

速，平均每分地作業時間只需花費50-60分鐘，

期未來與廠商洽商，將除草機規格商品化上市

後，推廣予農民使用，有效提升有機水稻栽培

雜草管理的效率。

進行田間實際操作示範時，有農友反應希

望能同時操作本場研製改良的「水田中耕除草

機」與日式除草機以便比較，與會農友並隨後

詢問試操作的農友，兩種除草機使用後的心

得。現場操作的農友表示，日式除草機動力不

足，需要操作人員推動方能前進，使用上較為

費力，而且沒有加裝浮船裝置，也容易讓機體

陷入泥濘地中無法動彈，因此大力推薦並讚揚

本場所研製改良的「水田中耕除草機」。

黃場長最後表示，雖然本次所研製改良的

「水田中耕除草機」在使用上已經相當便利，

爾後成本也會較日製機型價廉，維修也很方

便。但仍會繼續研發更省時省工的機型，供農

民使用。同時呼籲有意從事有機水稻栽培的農

友，一定要落實有機水稻栽培流程：1.土壤消

毒，2.溫湯浸種，3.播種前先施用有機肥料，

4.可施用矽酸爐渣預防胡麻葉枯病的發生；黃

場長並大力推薦農友在第一期作選擇栽種抗

病、豐產、質優的臺東30號。本場亦會在本期

水稻收割前，在池上舉辦有機水稻栽培管理示

範觀摩會，大家一起來努力，讓縱谷地區的有

機水稻面積三年內倍增。

黃場長向代表成員說明有機水田中耕除草作業 「臺歐盟池上產地證明標章制度學習之旅」成員在風光旖旎的
池上稻田中合影

為推廣高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臺東32號

及原住民特色風味餐，本場於今(99)年3月19日

晚上，在關山鎮農會休閒旅遊中心，舉辦「高

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臺東32號暨原民野菜品

嘗會」，與會貴賓除品嘗高級壽司米與原民野

菜並欣賞關山工商原舞團精彩的演出，餐點好

吃活動又精彩，紛紛舉起大姆指稱「 」！部

分與會者並表達栽種有機原住民野菜的高度意

願。

黃場長

表示，本次

活動特別選

在縱谷水稻

種植區域的

中心點─關

山鎮，便利

池上與鹿野

地區的貴賓

往返，安排

在晚上則是

希望貴賓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以輕鬆的心情

讚

來品嘗美食。黃場長隨後親自講述「高級壽司

米─水稻32號與原民蔬菜之栽培利用」，強調

臺東32號具有豐產、優質、耐儲存與黏性佳的

特性，製作壽司粒粒分明、晶瑩剔透、保濕性

佳又容易入味，也能替代糯米來製作成粽子、

油飯或飯糰，可口又容易消化。在原民蔬菜部

分，黃場長指出，原民野菜，例如糯米團、蘭

嶼木耳菜及紫背草等，幾無病蟲危害，相當適

合有機栽培，其平均的草酸含量低於衛生署所

列舉高草酸含量蔬菜，健康又可口。本次品嘗

會以原住民野菜搭配臺東32號米食，就是希望

能藉由品嘗會推廣原民蔬菜，鼓勵農友栽種，

期在臺東形成中、小型具原民特色的產業。

以臺東32號製作的壽司與原民野菜風味餐，可口又好吃。

本 場 舉 辦

高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 暨原民野菜品嘗會臺東32號

好看又好吃，來賓佳評如潮

黃場長講述「高級壽司米─臺東32號與原民蔬菜
之栽培利用」

農友現場操作說明本場及日製的「水田中耕除草機」效能之比較與會農友現場檢視及比較本場改良的除草機與日本製除草機不同之處 

黃場長主持「水田中耕除草機試驗成果示範觀摩會」

本場舉辦 ，「水田中耕除草機試驗成果示範觀摩會」 農友反應熱烈



池上鄉公所人員強調，池上米的地理標章

驗證過程相當嚴謹，提供消費者：1.產地，

2.產量控管，3.品質，4.安全等4大保證，農友

所生產的稻米每期均須申請且通過檢驗後，方

可使用「池上米」的地理標章，鄉公所也會不

定期查驗市面上的產品，以確保池上米的品

質。Ms. Ewa Synowiec司長表示，這種做法與

歐盟的地理標示制度略有不同，歐洲國家的地

理標示認證一旦申請通過，即永久有效。雖然

雙方的做法不同，但地理標示制度是對於當地

農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一種品質保證，除

深具當地特色外，亦能有效提升農友的收入與

當地的觀光產業，如池上鄉有意願向歐盟提出

池上米的地理標示註冊，也樂意提供各方協

助。

活動第二日一早，一行人本場黃　昌場

長、池上鄉農會代表與建興米廠梁正賢老闆的

引導下，參觀池上鄉農會碾米工廠、池上花

為促進臺灣與歐盟國家在地理標示系統運

作的經驗交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

財局)特地邀請歐盟執委會代表及其駐臺17國經

貿辦事處代表，於3月26日前來臺東縣，進行為

期2天的「臺歐盟池上米產地證明標章制度學習

之旅」，來訪貴賓層級高、代表性強，影響力

極為可觀，對提升臺東及其產品在國際的能見

度極有幫助。

池上米是我國最早以地理標示申請標章保

護的農產品。所謂地理標示(Geographical 

Indication,GI)，是以產地命名註冊，對地方

特色農產品、工藝品等的權利進行保護和控

制，來維護產品的競爭力和消費者的權益。此

制度最初起緣於法國的葡萄酒釀造業，後來逐

漸擴及其他特定產地的產品保護，為世界各國

及世界貿易組織所認可。由於地理標示通常代

表該地區特定產品的特色及其優越性，對提升

產品的價值極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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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與歐盟駐臺17國經貿辦事處代表訪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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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高級壽司米─水稻新品種臺東32號暨原民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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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水田中耕除草機試驗成果示範觀摩會」，農友
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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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與歐盟駐臺17國經貿辦事處代表訪東
進行地理標示認證經驗交流與學習之旅

黃場長向歐盟執委會貿易總署Ms. Ewa Synowiec司長一行，
說明池上米地理標示(GI)標籤與商標不同之處。

黃場長向代表成員解說池上米碾製及儲藏過程

許育慈帶領農友參觀本次的示範果園 李崑鵠班長感謝本場推動東方果實蠅區域
共同防治計畫

農友檢視田間懸掛的東方果實蠅長效型誘殺器
與誘殺成效

活
動

看
板

第123期第一版的第二段原文：盧主任籲請農友配合：落實果園清園工作，正

確使用核准藥劑進行病蟲害防治，依果樹大小合理酌留果實數量，果實授粉

後120天後才進行採收， 不要採收出貨，以避免嚴重裂果，以共同維護鳳梨釋迦品質與

食用安全。其中之「5~12月前」修訂為 不要採收。

5~12月前

12月前

勘
誤啟

示

本 場
舉 辦 「泰源幽谷柑桔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示範成果觀摩會」
成效卓著，晚崙西亞橙外觀與品質皆佳

許育慈助理研究員接續說明本次區域共同

防治實施過程與成效，其表示本場籌措防治資

材並與東河鄉農會自今(99)年1月起輔導及協助

農友進行共同防治作業，至2月底止，短短2個

月間，在南溪地區，監測到的蟲口數由每旬每

誘蟲盒321隻大幅降低為50隻；在原來果實蠅密

度較低的北源地區，也由每旬每誘蟲盒88隻降

到33.4隻，防治成效相當良好，本場將於當地

持續進行二年的防治計畫，籲請農友繼續落實

區域共同防治作業，希望泰源地區成為果實蠅

低流行區，才能顯著提升該區所產柑桔類果品

的品質與產量。另外，由於目前正值果樹抽春

稍與開花時期，亦說明在此時可能對柑桔類果

樹造成嚴重危害的其它害蟲種類與防治方法，

如潛葉蛾、木蝨及蚜蟲等，提醒農友加強防

治，隨後即前往李崑鵠班長的果園實地觀摩。

實地觀摩時，李班長首先對於防檢局與本

場投入資源與人力，在泰源地區推動「東方果

實蠅區域共同防治」計畫表示感謝，其今年所

生產的香丁，外觀、品質與產量都優於往年，

只要農友能夠繼續配合落實共同防治作業，就

能減少農藥的使用且有效降低果實蠅的危害。

為使泰源幽谷成為東方果實蠅低流行區，

所生產的柑桔質優又安全，本場自去(98)年

12月中旬起在泰源地區推動「東方果實蠅區域

共同防治」計畫監測結果顯示，果蠅數蟲口數

每誘蟲盒由每旬321隻大幅降低到50隻，防治成

效卓著。本場特於今(99)年3月11日，在東河鄉

北源村順那柑桔產銷班集貨場舉辦「泰源幽谷

柑桔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示範成果觀摩

會」。農友表示，今年所生產的「晚崙西亞

橙」，外觀與品質皆優於往年，期望今年東河

鄉生產的「晚崙西亞橙」價高又暢銷。

這次成果觀摩會，由本場副場長王仕賢率

領植物保護同仁、一級主管及研究人員一同參

加。觀摩會首先由王副場長講述「兩岸經濟協

議(ECFA)」的重要內容不會影響到我國的農

業，且簽署ECFA時，不談農產品開放議題等，

請農友放心，共同支持政府洽簽ECFA，讓臺灣

經濟活起來；周泳成研究員講述「東方果實蠅

與柑桔病害防治」，再次加深農友對病蟲害防

治管理的認識，並提醒農友除繼續利用長效型

誘蟲盒誘殺成蟲與定期監測東方果實蠅蟲口數

外，配合落實田間清園管理工作，就能有效降

低園區東方果實蠅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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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

4月02日 傾聽人民心聲－臺東地區有機農業深度旅遊發展宣導講習暨座談會 達仁鄉公所二樓會議室

4月08日 番荔枝安全用藥及政策宣導講習座談會 北坑番荔枝產銷班會議場所

4月10日 2010樂活臺東～香草藝術饗宴 本場豐里工作站

玉荷包荔枝蟲害非農藥防治成果示範觀摩會 太麻里日昇會館農民活動中心4月13日

4月19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綜合防治宣導講習會 關山德高活動中心

4月20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綜合防治宣導講習會 池上富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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