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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訪視美農番荔
 枝產銷班
臺東縣100年度1期作稻米品質競賽圓滿落幕—共

 同角逐“十大經典好米”與“團體賽”榮耀
番荔枝夏季修剪掌握時機，以確保開花結果
榮退人員及介紹新同事
本場於蘭嶼鄉辦理「芋與甘藷有機栽培及病蟲害

 防治技術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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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番荔枝採收季節，為了解基層農友的需

求，並協助番荔枝產銷上的問題，農委會黃副主

任委員有才於8月17日下午，結束與馬總統3D臺

東網路農場ACTION活動後，立即在本場林學詩

場長陪同下，專程前往臺東縣卑南鄉美農番荔枝

產銷班第一班與莊政雄班長及產銷班班員20多位

農友座談，直接面對面與農民溝通。臺東縣政府

副處長徐定國、農糧署東區分署臺東辦事處主任

陳和良、臺東地區農會總幹事李建通等人亦到場

參與座談。

農民提問及建言踴躍，內容涵蓋農業政策與

技術問題，包括：鳳梨釋迦外銷藥檢、鳳梨釋迦

安全用藥、卑南水圳水質混濁、農機及農業設施

補助及農業政策等提出多項問題，皆由各機關代

表現場詳細答覆說明。黃副主任委員表示，釋迦

是臺東的寶，原產地在中南美洲的釋迦，而臺東

縣目前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外銷產地；針對臺東

地區鳳梨釋迦外銷，農委會積極輔導設置優質水

果專區，也希望地方加強整合，建立外銷優質穩

定的供應體系，來提升鳳梨釋迦產業，開拓國際

市場，讓產業永續發展，增加農民收益。

這次的「與民有約」活動，與會班員發言非

常踴躍，班員深深感受到黃副主

任委員的親和力，除了使

政府更瞭解番荔枝產業

之需求，也讓農民對

農委會施政內容更

加了解，對產業長

遠發展更具信心。

為協助離島農民解決雜糧作物栽培及病蟲

害防治問題，本場於8月10-11日派員前往蘭嶼鄉

辦理「芋與甘藷有機栽培及病蟲害防治技術講

習會」，當地農民熱烈參與，蘭嶼鄉公所農觀

課林光泉課長亦代表鄉長對本場輔導離島農業

的熱忱與精神表示感謝，相信這次的講習會讓

當地農民受益良多。

為了加深農民的印象，本次講習會著重在

田間現場實習及生產管理技術解說兩大部分，

第一天(8月10日)下午，本場人員於野銀部落永

興農場勘察田間情形，並進行甘藷蟻象及水芋

斜紋夜盜蟲性費洛蒙誘蟲器的組裝與設置要點

現場示範，野銀部落謝俊

雄先生則召集約42位農民

實地操作演練，大家聚精

會神聆聽解說兩種誘蟲器

的組裝方法，以及性費洛

蒙在病蟲害防治上的運用

原理，隨後將誘蟲盒懸掛

於田間。

第二天(8月11日)課程

安排於蘭嶼鄉公所會議室，參加民眾約48人。

由陳副研究員振義說明「芋與甘藷有機栽培技

術」，從栽培技術、選種、田間管理、病蟲害

介紹、收穫調製等作一個詳細的解說。次由許

助理研究員育慈與黃國興先生教導民眾利用寶

特瓶製作誘蟲盒，並詳細說明性費洛蒙如何引

誘田間的害蟲等，讓與會農民進一步瞭解生物

防治的新技術。講習會結束前與農民一同前往

野銀部落田間驗收前一天誘蟲的效果，現場看

到誘蟲盒內捕捉到甘藷蟻象約100餘隻，民眾嘖

嘖稱奇，大開眼界，更深信生物防治技術為作

物病蟲害防治的利器。

黃副主委答覆農友提問

黃副主委與卑南鄉美農番荔枝產銷班第一班班員合影

訪視 番荔枝產銷班美農
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

莊政雄班長提出意見→

文˙圖／江淑雯

本場於蘭嶼鄉辦理本場於蘭嶼鄉辦理
芋與 有機栽培及病蟲害防治技術講習會甘藷

文˙圖／陳振義

蘭嶼鄉農民第二天撿視誘蟲盒內捕獲
甘藷蟻象約100餘隻的情形

稻米品質競賽

8月15日

8月16日

8月17日

8月18日

8月19日

一期作關山鎮稻米品質競賽

一期作長濱鄉稻米品質競賽

一期作臺東地區稻米品質競賽

一期作臺東地區稻米品質競賽

一期作臺東地區稻米品質競賽

關山鎮農會

長濱鄉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鹿野地區農會

池上鄉農會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活 動 日 期

番荔枝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

芋與甘藷病蟲害物理防治示範

芋與甘藷有機栽培及病蟲害防治技術講習會

100年臺東區農業訓練中心入門訓練-園藝入門班

100年度農村社區發展地方料理計畫－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學習

太麻里

蘭嶼鄉永興農場

蘭嶼鄉公所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1樓會議室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2樓會議室

8月05日

8月10日

8月11日

8月23~25日

8月29日

活動看版

輔導產銷履歷制度暨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講習會(番荔枝)

輔導產銷履歷制度暨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講習會
(柑桔類、臍橙、晚崙西亞)

輔導產銷履歷制度暨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講習會
(柑桔類、水蜜桃)番荔枝

東河鄉農會產銷班會議場所

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2樓會議室

成功鎮農會農運大樓3樓會議室

池上鄉農會新興碾米加工廠
農民教室

8月17日

8月18日

8月22日

8月31日

輔導產銷履歷制度暨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講習會(番荔枝、枇杷)

產銷履歷輔導

本場黃國興先生於講習會現場教導
農民如何製作誘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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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荔枝（釋迦）為臺東地區主要經濟果

樹，其夏季修剪之主要目的在於維護樹型及

生產冬期果。夏季修剪需注意事項分述如

下：

臺東地區較適合進行夏季修剪時間在

6月上旬至9月上旬間。但近年氣候變化異

常，以9月上旬（白露）前修剪開花率較高，

且開花量愈多，過晚修剪（白露以後）常有開

花數少甚至不開花之情形。尤以果園位於臺東

市以北或山區者，其日照較短且氣溫較低不開

花之比率會更高，為確保番荔枝能開花結果，

農友應把握切確期間修剪。

(一)維護樹型：修剪方式以疏剪為主。

番荔枝植株於2～3月間施行冬季強剪後，在

4～5月間會萌發大量春梢，造成樹冠內日照不

足、通風不良，不但消耗養分且易罹病蟲害。進

行夏季修剪時可疏剪密生枝、纖弱枝等，改善樹

冠內通風及日照。主幹附近萌生之徒長枝應及早

剪除，因其營養生長太旺盛，會與果實產生營養

競爭，不利於果實肥大。故夏季疏枝修剪愈早施

行愈好，以減少養分消耗及病蟲危害。

(二)產期調節生產冬期果：修剪方式以短截去

葉為主。

一、修剪期間：

二、夏季修剪方法：

夏季修剪主要選擇著生於樹冠內部及下半部

之主枝及亞主枝上萌發之春梢進行短截修剪，將

枝條短截為6～10公分（含2至3個芽），並去除

短截枝上之葉片，以促使萌芽開花。若不去葉，

花芽萌發較遲或不萌芽。如能配合灌溉作業，更

可促進萌芽及生長整齊，修剪後約7～10天會開

始萌芽，之後陸續開花，經由夏季修剪，可培養

11月至翌年2月間之冬期果。

夏季修剪不宜強剪，以免影響掛留樹上之

夏期果實發育及品質，同時避免剪除太多枝

梢，影響樹冠遮蔭，致使枝條或果實發生日燒

現象。夏季修剪後開花結果期在8～10月間，為

夏、秋高溫期且為颱風季節，故修剪位置選擇

於樹冠內部及下半部，可避免果實日燒及減少

因颱風造成之果實擦傷。

番荔枝夏季修剪掌握時機

以確保 開 花 結 果
臺東縣5個鄉鎮農會自8月15日起至8月19日

止，陸續辦理100年1期作鄉鎮級稻米品質競

賽，各鄉鎮的冠軍已經出爐，分別為關山鎮羅

金榮、長濱鄉鄭金生、臺東市賴文生、鹿野鄉

陳子寰與池上鄉蕭煥通等農友。

本年度稻米品質競賽評審作業分為三個階

段進行：第一階段初審，由評審委員於水稻抽

穗期至黃熟期間至田間審查生育狀況及生產履

歷紀錄，評選出水稻田間生育較優良者至少

13名以上參賽。第二階段由農糧署東區分署檢

視稻米外觀規格及性狀分析；最後階段由本

場、農糧署及臺東縣政府農業處等專家所組成

的評審小組，進行外觀性狀與官能品評之評審

作業。

鄉鎮賽第1名之農友且其稻穀經農藥殘留量

檢測合格者，即取得參加全國個人賽資格。若

第1名農友之稻穀藥檢不合格，則喪失參加全國

賽資格，由第2名遞補，倘第2名亦檢測不合

格，該鄉鎮即喪失參加全國個人賽資格。團體

賽之參賽資格為獲得鄉鎮級稻米品質競賽前

10名農友，各別取樣成10個樣品，作為團體賽

之參賽樣品；另外，參加全國賽前2名農友個別

抽檢樣品(即參加十大經典好米選拔取樣藥檢之

樣品)，第3名至第10名則混合取樣為1個樣品，

供作檢測農藥殘留用，倘其中之一有檢測不合

格者，該鄉鎮即喪失參加全國團體賽資格。

臺東縣本年度稻米品質競賽已於8月19日圓

滿落幕，轄區內5個農會所評選出的冠軍將與來

自全國58個鄉鎮代表，一起角逐100年全國「十

大經典好米」與團體賽的獎項，期能為素有良

質米故鄉美譽的臺東，再添光彩。

文˙圖／丁文彥

臺東縣     年度 期作稻米品質競賽圓滿落幕1

長濱鄉農會稻米品質競賽冠軍 鹿野地區農會稻米品質競賽冠軍

本年度各鄉鎮稻米品質競賽冠軍名單與感言：

得      獎      感      言地    區

關山鎮農會

長濱鄉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鹿野地區農會

池上鄉農會

冠軍得主

羅金榮

鄭金生

賴文生

陳子寰

蕭煥通

平時常與班員互相討論，並參加農會或改良場舉辦的講習會，獲獎全是運氣好的關係。

能在建國100年得到這項殊榮，實屬幸運。

感謝農會輔導員的建議，參加了今年的稻米品質競賽，沒想到首次參賽即獲得冠軍，實在感
到意外與高興。

今年由於氣候的影響，栽培過程中必須調整施肥的時間，讓水稻葉片適度的退青，再依葉色
的深淺施用穗肥；水分管理也非常重要，水稻雖然大部分時間必須泡在水中，適度的曬田可
以讓土壤暫時休息，讓根系健全的發展，有助於植株的生長及稻米品質的表現。

種植水稻要細心照顧，施肥或病蟲害防治時間與施用量要特別留意，不能偷懶，如此才能生
產出好吃的稻米。種稻雖然辛苦，但看到水稻生長良好，品質優良，心中就感到欣慰，對相
隔11年能夠再度得獎，覺得非常高興。

夏季修剪－植株經疏剪及春梢
短截去葉

枝條短截修剪後開花情形

蘇課長自民國68年起進入本

場服務，至今已逾32個年頭，歷

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副研

究員兼課長等職務。早期從事植

物病蟲害方面、中期針對農業推

廣業務及產銷班輔導工作。於

99年擔任農業推廣課課長期間，

推動農業推廣業務不遺餘力，也

與轄內農友、產銷班員與各級農

會夥伴建立深厚的感情。蘇課長

於7月2日自本場退休。

本場榮退人員─ 蘇東生

學歷:

經歷:

到任:

電話:

嘉義私立協同中學

     幼兒保育科畢業

綠島鄉立托兒所保

     育員、綠島鄉民代

     表會書記

100年８月1日到場

     服務任職於秘書室

     文書

(089)325110轉320

田文華介紹新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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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荔枝（釋迦）為臺東地區主要經濟果

樹，其夏季修剪之主要目的在於維護樹型及

生產冬期果。夏季修剪需注意事項分述如

下：

臺東地區較適合進行夏季修剪時間在

6月上旬至9月上旬間。但近年氣候變化異

常，以9月上旬（白露）前修剪開花率較高，

且開花量愈多，過晚修剪（白露以後）常有開

花數少甚至不開花之情形。尤以果園位於臺東

市以北或山區者，其日照較短且氣溫較低不開

花之比率會更高，為確保番荔枝能開花結果，

農友應把握切確期間修剪。

(一)維護樹型：修剪方式以疏剪為主。

番荔枝植株於2～3月間施行冬季強剪後，在

4～5月間會萌發大量春梢，造成樹冠內日照不

足、通風不良，不但消耗養分且易罹病蟲害。進

行夏季修剪時可疏剪密生枝、纖弱枝等，改善樹

冠內通風及日照。主幹附近萌生之徒長枝應及早

剪除，因其營養生長太旺盛，會與果實產生營養

競爭，不利於果實肥大。故夏季疏枝修剪愈早施

行愈好，以減少養分消耗及病蟲危害。

(二)產期調節生產冬期果：修剪方式以短截去

葉為主。

一、修剪期間：

二、夏季修剪方法：

夏季修剪主要選擇著生於樹冠內部及下半部

之主枝及亞主枝上萌發之春梢進行短截修剪，將

枝條短截為6～10公分（含2至3個芽），並去除

短截枝上之葉片，以促使萌芽開花。若不去葉，

花芽萌發較遲或不萌芽。如能配合灌溉作業，更

可促進萌芽及生長整齊，修剪後約7～10天會開

始萌芽，之後陸續開花，經由夏季修剪，可培養

11月至翌年2月間之冬期果。

夏季修剪不宜強剪，以免影響掛留樹上之

夏期果實發育及品質，同時避免剪除太多枝

梢，影響樹冠遮蔭，致使枝條或果實發生日燒

現象。夏季修剪後開花結果期在8～10月間，為

夏、秋高溫期且為颱風季節，故修剪位置選擇

於樹冠內部及下半部，可避免果實日燒及減少

因颱風造成之果實擦傷。

番荔枝夏季修剪掌握時機

以確保 開 花 結 果
臺東縣5個鄉鎮農會自8月15日起至8月19日

止，陸續辦理100年1期作鄉鎮級稻米品質競

賽，各鄉鎮的冠軍已經出爐，分別為關山鎮羅

金榮、長濱鄉鄭金生、臺東市賴文生、鹿野鄉

陳子寰與池上鄉蕭煥通等農友。

本年度稻米品質競賽評審作業分為三個階

段進行：第一階段初審，由評審委員於水稻抽

穗期至黃熟期間至田間審查生育狀況及生產履

歷紀錄，評選出水稻田間生育較優良者至少

13名以上參賽。第二階段由農糧署東區分署檢

視稻米外觀規格及性狀分析；最後階段由本

場、農糧署及臺東縣政府農業處等專家所組成

的評審小組，進行外觀性狀與官能品評之評審

作業。

鄉鎮賽第1名之農友且其稻穀經農藥殘留量

檢測合格者，即取得參加全國個人賽資格。若

第1名農友之稻穀藥檢不合格，則喪失參加全國

賽資格，由第2名遞補，倘第2名亦檢測不合

格，該鄉鎮即喪失參加全國個人賽資格。團體

賽之參賽資格為獲得鄉鎮級稻米品質競賽前

10名農友，各別取樣成10個樣品，作為團體賽

之參賽樣品；另外，參加全國賽前2名農友個別

抽檢樣品(即參加十大經典好米選拔取樣藥檢之

樣品)，第3名至第10名則混合取樣為1個樣品，

供作檢測農藥殘留用，倘其中之一有檢測不合

格者，該鄉鎮即喪失參加全國團體賽資格。

臺東縣本年度稻米品質競賽已於8月19日圓

滿落幕，轄區內5個農會所評選出的冠軍將與來

自全國58個鄉鎮代表，一起角逐100年全國「十

大經典好米」與團體賽的獎項，期能為素有良

質米故鄉美譽的臺東，再添光彩。

文˙圖／丁文彥

臺東縣     年度 期作稻米品質競賽圓滿落幕1

長濱鄉農會稻米品質競賽冠軍 鹿野地區農會稻米品質競賽冠軍

本年度各鄉鎮稻米品質競賽冠軍名單與感言：

得      獎      感      言地    區

關山鎮 農會

長濱鄉 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鹿野地區農會

池上鄉 農會

冠軍得主

羅金榮

鄭金生

賴文生

陳子寰

蕭煥通

平時常與班員互相討論，並參加農會或改良場舉辦的講習會，獲獎全是運氣好的關係。

能在建國100年得到這項殊榮，實屬幸運。

感謝農會輔導員的建議，參加了今年的稻米品質競賽，沒想到首次參賽即獲得冠軍，實在感
到意外與高興。

今年由於氣候的影響，栽培過程中必須調整施肥的時間，讓水稻葉片適度的退青，再依葉色
的深淺施用穗肥；水分管理也非常重要，水稻雖然大部分時間必須泡在水中，適度的曬田可
以讓土壤暫時休息，讓根系健全的發展，有助於植株的生長及稻米品質的表現。

種植水稻要細心照顧，施肥或病蟲害防治時間與施用量要特別留意，不能偷懶，如此才能生
產出好吃的稻米。種稻雖然辛苦，但看到水稻生長良好，品質優良，心中就感到欣慰，對相
隔11年能夠再度得獎，覺得非常高興。

夏季修剪－植株經疏剪及春梢
短截去葉

枝條短截修剪後開花情形

蘇課長自民國68年起進入本

場服務，至今已逾32個年頭，歷

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副研

究員兼課長等職務。早期從事植

物病蟲害方面、中期針對農業推

廣業務及產銷班輔導工作。於

99年擔任農業推廣課課長期間，

推動農業推廣業務不遺餘力，也

與轄內農友、產銷班員與各級農

會夥伴建立深厚的感情。蘇課長

於7月2日自本場退休。

本場榮退人員─ 蘇東生

學歷:

經歷:

到任:

電話:

嘉義私立協同中學

     幼兒保育科畢業

綠島鄉立托兒所保

     育員、綠島鄉民代

     表會書記

100年８月1日到場

     服務任職於秘書室

     文書

(089)325110轉320

田文華介紹新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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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訪視美農番荔
 枝產銷班
臺東縣100年度1期作稻米品質競賽圓滿落幕—共

 同角逐“十大經典好米”與“團體賽”榮耀
番荔枝夏季修剪掌握時機，以確保開花結果
榮退人員及介紹新同事
本場於蘭嶼鄉辦理「芋與甘藷有機栽培及病蟲害

 防治技術講習會」

▊
 
▊
 
▊
▊
▊
 

時值番荔枝採收季節，為了解基層農友的需

求，並協助番荔枝產銷上的問題，農委會黃副主

任委員有才於8月17日下午，結束與馬總統3D臺

東網路農場ACTION活動後，立即在本場林學詩

場長陪同下，專程前往臺東縣卑南鄉美農番荔枝

產銷班第一班與莊政雄班長及產銷班班員20多位

農友座談，直接面對面與農民溝通。臺東縣政府

副處長徐定國、農糧署東區分署臺東辦事處主任

陳和良、臺東地區農會總幹事李建通等人亦到場

參與座談。

農民提問及建言踴躍，內容涵蓋農業政策與

技術問題，包括：鳳梨釋迦外銷藥檢、鳳梨釋迦

安全用藥、卑南水圳水質混濁、農機及農業設施

補助及農業政策等提出多項問題，皆由各機關代

表現場詳細答覆說明。黃副主任委員表示，釋迦

是臺東的寶，原產地在中南美洲的釋迦，而臺東

縣目前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外銷產地；針對臺東

地區鳳梨釋迦外銷，農委會積極輔導設置優質水

果專區，也希望地方加強整合，建立外銷優質穩

定的供應體系，來提升鳳梨釋迦產業，開拓國際

市場，讓產業永續發展，增加農民收益。

這次的「與民有約」活動，與會班員發言非

常踴躍，班員深深感受到黃副主

任委員的親和力，除了使

政府更瞭解番荔枝產業

之需求，也讓農民對

農委會施政內容更

加了解，對產業長

遠發展更具信心。

為協助離島農民解決雜糧作物栽培及病蟲

害防治問題，本場於8月10-11日派員前往蘭嶼鄉

辦理「芋與甘藷有機栽培及病蟲害防治技術講

習會」，當地農民熱烈參與，蘭嶼鄉公所農觀

課林光泉課長亦代表鄉長對本場輔導離島農業

的熱忱與精神表示感謝，相信這次的講習會讓

當地農民受益良多。

為了加深農民的印象，本次講習會著重在

田間現場實習及生產管理技術解說兩大部分，

第一天(8月10日)下午，本場人員於野銀部落永

興農場勘察田間情形，並進行甘藷蟻象及水芋

斜紋夜盜蟲性費洛蒙誘蟲器的組裝與設置要點

現場示範，野銀部落謝俊

雄先生則召集約42位農民

實地操作演練，大家聚精

會神聆聽解說兩種誘蟲器

的組裝方法，以及性費洛

蒙在病蟲害防治上的運用

原理，隨後將誘蟲盒懸掛

於田間。

第二天(8月11日)課程

安排於蘭嶼鄉公所會議室，參加民眾約48人。

由陳副研究員振義說明「芋與甘藷有機栽培技

術」，從栽培技術、選種、田間管理、病蟲害

介紹、收穫調製等作一個詳細的解說。次由許

助理研究員育慈與黃國興先生教導民眾利用寶

特瓶製作誘蟲盒，並詳細說明性費洛蒙如何引

誘田間的害蟲等，讓與會農民進一步瞭解生物

防治的新技術。講習會結束前與農民一同前往

野銀部落田間驗收前一天誘蟲的效果，現場看

到誘蟲盒內捕捉到甘藷蟻象約100餘隻，民眾嘖

嘖稱奇，大開眼界，更深信生物防治技術為作

物病蟲害防治的利器。

黃副主委答覆農友提問

黃副主委與卑南鄉美農番荔枝產銷班第一班班員合影

訪視 番荔枝產銷班美農
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

莊政雄班長提出意見→

文˙圖／江淑雯

本場於蘭嶼鄉辦理本場於蘭嶼鄉辦理
芋與 有機栽培及病蟲害防治技術講習會甘藷

文˙圖／陳振義

蘭嶼鄉農民第二天撿視誘蟲盒內捕獲
甘藷蟻象約100餘隻的情形

稻米品質競賽

8月15日

8月16日

8月17日

8月18日

8月19日

一期作關山鎮稻米品質競賽

一期作長濱鄉稻米品質競賽

一期作臺東地區稻米品質競賽

一期作臺東地區稻米品質競賽

一期作臺東地區稻米品質競賽

關山鎮農會

長濱鄉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鹿野地區農會

池上鄉農會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活 動 日 期

番荔枝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

芋與甘藷病蟲害物理防治示範

芋與甘藷有機栽培及病蟲害防治技術講習會

100年臺東區農業訓練中心入門訓練-園藝入門班

100年度農村社區發展地方料理計畫－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學習

太麻里

蘭嶼鄉永興農場

蘭嶼鄉公所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1樓會議室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2樓會議室

8月05日

8月10日

8月11日

8月23~25日

8月29日

活動看版

輔導產銷履歷制度暨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講習會(番荔枝)

輔導產銷履歷制度暨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講習會
(柑桔類、臍橙、晚崙西亞)

輔導產銷履歷制度暨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講習會
(柑桔類、水蜜桃)番荔枝

東河鄉農會產銷班會議場所

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2樓會議室

成功鎮農會農運大樓3樓會議室

池上鄉農會新興碾米加工廠
農民教室

8月17日

8月18日

8月22日

8月31日

輔導產銷履歷制度暨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講習會(番荔枝、枇杷)

產銷履歷輔導

本場黃國興先生於講習會現場教導
農民如何製作誘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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