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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行銷農業創意 社群團隊攜手前行

本場辦理社群網絡行銷服務初階課程，讚 !

本場於區

域教學中心舉

辦「運用社群

網絡行銷與服

務」第一階段

的三天課程在

4月10日劃下
逗點，學員與

講師們不僅相

約第二階段課

程再見，同時更彼此邀約共同參與臉書帳號『東

青農』的經營，也期待能再激發出更多值得留下

紀錄的團隊合作心得及創意�發。

本次課程內容相當豐富每位講師無不使出

渾身解數傾囊相授，其中行銷業界專家李孟娜總

經理分享農業品牌經營、輔導的經驗及提醒學員

們要謹記創造自家產品的獨特價值等重要概念；

童書作家嚴淑女小姐也以農家第二代的心情，透

過介紹案例及故事營造引導，讓現場學員重拾赤

子之心各自發揮創意；生態攝影作家楊維晟老師

以案例介紹方式，與學員們分享靜物攝影技巧，

提醒學員們如何利用取景的視覺效果，建立閱覽

者的深刻印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學系

王聖銘老師則以『臺東農業的社群網絡行銷』為

題與學員分享，強調農業運用社群網絡行銷絕對

是一場集體創造價值的活動；國立臺東大學美術

產業學系張溥騰老師，也以臺東新住民的身分現

身說法，在課程中分享如何善用數位動靜態影像

及編修工具，再透過故事敘述、社群網絡資源甚

或進行創意計畫募集資金等模式建立農業品牌形

象；在課程結束前，講師們均紛紛提醒學員們在

日常生活中要養成影像及文字紀錄的習慣，能將

所累積的資料當作是故事行銷創作素材，進而透

過社群網絡的經營擴大行銷效益。

陳副場長在座談會結束前也指出，希望學員

們能在經營社群網絡之際，更能善用共同的社群

園地與關心臺東農業的網友們分享專屬於自家農

產品創意故事及栽培管理心得，更歡迎夥伴們能

多多運用本場最近已建置完成的社群網絡上所推

播的各項農業服務及知識訊息，拓展社群網絡的

領域及吸納更多的關注。
本場表示，臺東地區水稻目前生長多已至分

蘗期，本場同仁進行轄區水稻病蟲害監測發現，
東河鄉泰源村已有稻熱病發生。本場籲請農友加
強巡視田區，注意稻熱病之防範。

稻熱病為水稻流行病，俗稱「稻瘟」，受氣
候影響可於短時間內爆發疫情，發病週期僅 4-5
天，若疏於防治即可造成葉片枯萎，嚴重時全株
枯死；生長後期發生則容易導致穗稻熱病發生，
嚴重時會影響產量及品質。稻熱病發生與栽培品
種、氣溫、雨水（露水）及氮肥有密切關係，在
天氣忽冷忽熱溫差大的環境下，會減弱稻株抵抗
力，若遇上有雨或清晨葉面露水停滯較久時，葉
表水膜可促使病原菌發芽侵入植株，而罹病嚴重
程度則與田間氮肥管理有關。氮肥過多易使稻株
徒長，導致植株柔弱，葉色濃綠，加速病害發展。

本病害在
感染初期會在
葉表形成墨綠
色小斑點，逐
漸擴大成二端
較尖之紡錘形
病斑，中間呈
灰白色，邊緣
赤褐色，外圍
有薄層黃暈，

為稻熱病主
要 辨 識 依
據。農友可
先判斷植株
生長情形及
葉色做好合
理化施肥，
在病害發生
前進行預防
工 作， 如
施用 4％或 
6％撲殺熱粒劑，於病害好發時期前一週施用，並
保持水深 3∼ 5公分，持續 4∼ 5天；病害發生
時請參考「農藥資訊服務網」（http://pesticide.
baphiq.gov.tw）或「植物保護手冊」（http://
www.tactri.gov.tw/htdocs/ppmtable/）選用防治
藥劑，或洽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詢問（電話 089-
325015）。

今年水稻插秧後生長前期遇低溫造成植株生
長緩慢，許多農友誤以為肥料不足而增施肥料，
最近天氣逐漸回暖，植株易因田間氮肥過量生長
加速，又遇清明節前後常有鋒面南下，降雨機率
增加，可能引發疫情，本場提醒農友務必做好肥
培管理及病害防範工作，以確保收益。

●文 /圖 林駿奇

稻熱病典型病徵：病斑呈二端較尖
之紡錘形，中間灰白色，邊緣呈赤
褐色，外圍帶點黃暈。

王聖銘老師在課堂上與學員們強調
農業運用社群網絡行銷絕對是一場
集體創造價值的活動

田間露水重，加上氮肥施用過量，促使
稻熱病發生加劇。

近日天氣變化多端，

本場籲請農友加強稻熱病之防範

開訓前學員們與林場長合影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活 動看板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4 月 21 日 廉政倫理講習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4 月 22-24 日 農民學院訓練班課程 - 農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4 月 23 日 金針菜栽培及加工技術教育訓練講習會 成功鎮農會超市三樓會議室

4 月 26 日 2014 樂活臺東 - 香華再現
本場豐里試驗地

( 臺東市成都南路 427 巷 21 號 )
4 月 28 日 四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5 月 2 日 水稻栽培管理暨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講習會 池上鄉池上超市二樓農民教室

5 月 6-8 日 農民學院訓練班課程 - 園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傳遞友善食農概念
柑桔銹蟎之生態簡介及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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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並在農友收割後取其乾稻穀，調查稻穀及

白米品質的表現。結果顯示，其稻穀容重量(590 
g/l)、碾糙率(79.8%)、碾白率(69.3%)、直鏈澱粉
含量(18.5%)、食味值(69.9)等各項品質指標表現
均非常優異。

臺東33號在各鄉鎮試種區田間的表現除了呈
現抗稻熱病、株型良好等優點外，第1期作稻穀
容重量平均為590 g/l，稻米品質表現亮眼；第2
期作稻穀容重量雖比第1期作稍低，但仍維持在
576 g/l，稻米品質包括碾糙率、碾白率、蛋白質
含量或食味值的表現均比第1期作為優。由此可

見，臺東33號是一個農藝性狀極佳的水稻栽培品
種，本場除了透過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推廣種

植外，亦將辦理「臺東33號稻種繁殖及採種技
術」非專屬授權技

轉；藉由雙軌並行

的推廣方式，不但

可提供農民選擇品

種種植之參考，藉

以提升稻米品質，

進而增加臺灣稻米

在市場的競爭力。

柑 桔 銹 蟎 又

稱柑桔銹蜱或銹壁

蝨，雌成蟎為長楔

形，淡黃至黃褐

色，體長約0.12公
釐（圖1），通常行
孤雌生殖。為熱帶

或亞熱帶之害蟎，

溫暖多溼下適合其

發育，當月均溫20℃時發生不嚴重，低於10℃則
幾乎不發生；若春季月均溫高於20℃銹蟎開始建
立族群，2-3個月內可達到族群高峰。

柑桔銹蟎主要寄生於柑桔屬植物，成、若

蟎偏好聚集於綠色果實表面及葉背取食，同時注

入唾液造成表皮細胞壞死，使被害果皮表面呈

銀色、紅褐色或黑褐色，後期轉深，俗稱「火燒

柑」，又因被害果皮粗糙故名「象皮病」。此

外，本蟎具有趨光性，但多聚集於陽光無法直射

處，故常在葉背造

成褐色斑紋或在柑

桔類果皮半遮光處

為害造成銹褐色斑

塊（圖2），若在檸
檬上則呈銀灰色；

同時果皮在高密度

銹蟎活動下，其蛻

皮及卵殼附著於其

上，使表面似有一

層塵埃狀（圖3）。
本 蟎 體 型 細

小，初發生時肉眼

不易查覺，因此不

易掌握防治時機；

除了在陽光下觀察

果皮表面是否有塵

埃，決定防治時機

外，重點仍應注意初期在葉部之為害癥狀，尤其

在4至5月為本蟎自老葉遷移至新葉的時期，此時
為重要的防治關鍵。目前尚未發現較有效抑制柑

桔銹蟎之捕食性天敵，田間發現較有效的天敵為

寄生性真菌-湯氏菌，但本菌卻受環境相對溼度影
響，對銹蟎的抑制效果有限。此外，含銅殺菌劑

及其他廣效性殺菌劑對本菌有抑制效果，導致自

然界無有效抑制銹蟎的天敵，致使本蟎成為柑桔

類作物重要害蟲之一。

因此，防治上除了施用化學藥劑外，應配

合加強樹體之整枝修剪，提高通風及日照，同時

注意冬季修剪後清園管理措施，均可降低田間發

生蟲源的密度。最後，田間銹蟎發生與降雨強度

及月均溫有密切關係，若長時間未下雨且月均溫

高於20℃，則應注意田間銹蟎發生情形，適時防
治。此外，也應減少銅劑或其他廣效性殺菌劑使

用，並輪流使用不同作用機制的殺蟎劑，避免抗

藥性產生，提高防治效果。

臺東33號為本場於
民國101年6月育成具抗
稻熱病、高品質之稉稻
中晚熟品種，102年開
始在全國各鄉鎮推廣試

種，頗獲農友好評；103
年第1期作的種植面積已
經超過1,250公頃，且為

103年的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之
一。

本場102年第1、2期作
分別在臺東縣、花蓮縣、宜
蘭縣、雲林縣及臺南市等5個
縣市，共8個鄉鎮10個試種區
推廣種植臺東33號，栽培管
理方式依各地區農民的習性

為鼓勵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本場於4月14
日，邀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宋秉明教授蒞場，以
「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將一個雲端上的理念拉到
地面上進行殘酷的市場競爭之實驗」為題進行一
場專題演講，內容精采豐富。

宋教授以「讓地球更綠色一點」做開場，
鼓勵現場朋友，集合個人力量足以讓地球環境更
好，他以大家常吃的漢堡為例，舉出製作1份漢
堡需要耗費700加侖的水，其中牛肉是耗費最多
水資源的食材。因此大家少肉多蔬食，即可有效
節省水資源，改善我們生存的環境。

宋教授進一步提出其「從有機農田到健康
餐桌」的概念，嘗試以一位庶民的力量，實踐友
善環境式之綠生活的可能性。接著他用大量幻燈
片，介紹一個以大學校園為中心向外發展的食農
教育實踐過程，結合有機農戶、創設綠色實驗餐
廳，並在校園中推動食農教育，向下扎根。

為實踐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的理念，綠色實
驗餐廳使用在地有
機食材，向當地
東華有機農場之農
戶採購，儘量縮短
食物里程，採用低
油、低鹽方式烹調
出營養餐點。藉由
促進消費者自己健
康，進一步關心農
民的健康與尊重大

自然，最終希望
能達到友善環境
之目的。

在殘酷的餐
飲市場競爭中，
經營綠色實驗餐
廳首需面對的難
題有三項：有機
食材價格高、消
費者對有機產品的信任度不夠、外食人口越來越
多。因此推動過程困難重重，理想與現實差距很
大，有必要從教育面來著手。所以宋教授又開設
食農學苑課程，將上課地點從教室拉到田間，讓
學生親自下田操作，教導農業知識，使學生了解
從產地到餐桌的辛苦生產過程，進而支持在地農
業。從180位學生熱烈報名的反應可看出開這門
課是相當成功的。綠色實驗餐廳的理念廣受社會
大眾的支持，有機農戶也受益良多，是一個成功
的經驗。

最後宋教授鼓勵與會的朋友大家一起來努
力，讓花東縱谷做為臺灣的綠生活基地。

演講結束後，本場林場長特別提到，今年
東華大學的綠色實驗餐廳已經是以自給自足的方
式在經營，宋教授的實驗是成功的。也期許農民
或業者們，可効法宋教授的理念『以下游來拉上
游』，藉由穩固的消費者支持更多的有機農場及
相關產業，推行食農教育，讓在地農業更有發
展。

文 /圖 許育慈

宋秉明教授專題演講情形

現場與會人員提問

臺東 33 號植株在田間生長表
現優異

圖 1. 柑桔銹蟎雌成蟎為長楔
形，淡黃至黃褐色。

圖 2. 柑桔銹蟎為害柑桔類，
造成果皮半遮光處為害造成銹
褐色斑塊。

圖 3. 高密度銹蟎在果皮活動，
其蛻皮及卵殼，使表面有一層
塵埃狀。

臺東 33 號的白米晶瑩剔透

水稻臺東3 3號
在各地區鄉鎮試種品質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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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並在農友收割後取其乾稻穀，調查稻穀及

白米品質的表現。結果顯示，其稻穀容重量(590 
g/l)、碾糙率(79.8%)、碾白率(69.3%)、直鏈澱粉
含量(18.5%)、食味值(69.9)等各項品質指標表現
均非常優異。

臺東33號在各鄉鎮試種區田間的表現除了呈
現抗稻熱病、株型良好等優點外，第1期作稻穀
容重量平均為590 g/l，稻米品質表現亮眼；第2
期作稻穀容重量雖比第1期作稍低，但仍維持在
576 g/l，稻米品質包括碾糙率、碾白率、蛋白質
含量或食味值的表現均比第1期作為優。由此可

見，臺東33號是一個農藝性狀極佳的水稻栽培品
種，本場除了透過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推廣種

植外，亦將辦理「臺東33號稻種繁殖及採種技
術」非專屬授權技

轉；藉由雙軌並行

的推廣方式，不但

可提供農民選擇品

種種植之參考，藉

以提升稻米品質，

進而增加臺灣稻米

在市場的競爭力。

柑 桔 銹 蟎 又

稱柑桔銹蜱或銹壁

蝨，雌成蟎為長楔

形，淡黃至黃褐

色，體長約0.12公
釐（圖1），通常行
孤雌生殖。為熱帶

或亞熱帶之害蟎，

溫暖多溼下適合其

發育，當月均溫20℃時發生不嚴重，低於10℃則
幾乎不發生；若春季月均溫高於20℃銹蟎開始建
立族群，2-3個月內可達到族群高峰。

柑桔銹蟎主要寄生於柑桔屬植物，成、若

蟎偏好聚集於綠色果實表面及葉背取食，同時注

入唾液造成表皮細胞壞死，使被害果皮表面呈

銀色、紅褐色或黑褐色，後期轉深，俗稱「火燒

柑」，又因被害果皮粗糙故名「象皮病」。此

外，本蟎具有趨光性，但多聚集於陽光無法直射

處，故常在葉背造

成褐色斑紋或在柑

桔類果皮半遮光處

為害造成銹褐色斑

塊（圖2），若在檸
檬上則呈銀灰色；

同時果皮在高密度

銹蟎活動下，其蛻

皮及卵殼附著於其

上，使表面似有一

層塵埃狀（圖3）。
本 蟎 體 型 細

小，初發生時肉眼

不易查覺，因此不

易掌握防治時機；

除了在陽光下觀察

果皮表面是否有塵

埃，決定防治時機

外，重點仍應注意初期在葉部之為害癥狀，尤其

在4至5月為本蟎自老葉遷移至新葉的時期，此時
為重要的防治關鍵。目前尚未發現較有效抑制柑

桔銹蟎之捕食性天敵，田間發現較有效的天敵為

寄生性真菌-湯氏菌，但本菌卻受環境相對溼度影
響，對銹蟎的抑制效果有限。此外，含銅殺菌劑

及其他廣效性殺菌劑對本菌有抑制效果，導致自

然界無有效抑制銹蟎的天敵，致使本蟎成為柑桔

類作物重要害蟲之一。

因此，防治上除了施用化學藥劑外，應配

合加強樹體之整枝修剪，提高通風及日照，同時

注意冬季修剪後清園管理措施，均可降低田間發

生蟲源的密度。最後，田間銹蟎發生與降雨強度

及月均溫有密切關係，若長時間未下雨且月均溫

高於20℃，則應注意田間銹蟎發生情形，適時防
治。此外，也應減少銅劑或其他廣效性殺菌劑使

用，並輪流使用不同作用機制的殺蟎劑，避免抗

藥性產生，提高防治效果。

臺東33號為本場於
民國101年6月育成具抗
稻熱病、高品質之稉稻
中晚熟品種，102年開
始在全國各鄉鎮推廣試

種，頗獲農友好評；103
年第1期作的種植面積已
經超過1,250公頃，且為

103年的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之
一。

本場102年第1、2期作
分別在臺東縣、花蓮縣、宜
蘭縣、雲林縣及臺南市等5個
縣市，共8個鄉鎮10個試種區
推廣種植臺東33號，栽培管
理方式依各地區農民的習性

為鼓勵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本場於4月14
日，邀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宋秉明教授蒞場，以
「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將一個雲端上的理念拉到
地面上進行殘酷的市場競爭之實驗」為題進行一
場專題演講，內容精采豐富。

宋教授以「讓地球更綠色一點」做開場，
鼓勵現場朋友，集合個人力量足以讓地球環境更
好，他以大家常吃的漢堡為例，舉出製作1份漢
堡需要耗費700加侖的水，其中牛肉是耗費最多
水資源的食材。因此大家少肉多蔬食，即可有效
節省水資源，改善我們生存的環境。

宋教授進一步提出其「從有機農田到健康
餐桌」的概念，嘗試以一位庶民的力量，實踐友
善環境式之綠生活的可能性。接著他用大量幻燈
片，介紹一個以大學校園為中心向外發展的食農
教育實踐過程，結合有機農戶、創設綠色實驗餐
廳，並在校園中推動食農教育，向下扎根。

為實踐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的理念，綠色實
驗餐廳使用在地有
機食材，向當地
東華有機農場之農
戶採購，儘量縮短
食物里程，採用低
油、低鹽方式烹調
出營養餐點。藉由
促進消費者自己健
康，進一步關心農
民的健康與尊重大

自然，最終希望
能達到友善環境
之目的。

在殘酷的餐
飲市場競爭中，
經營綠色實驗餐
廳首需面對的難
題有三項：有機
食材價格高、消
費者對有機產品的信任度不夠、外食人口越來越
多。因此推動過程困難重重，理想與現實差距很
大，有必要從教育面來著手。所以宋教授又開設
食農學苑課程，將上課地點從教室拉到田間，讓
學生親自下田操作，教導農業知識，使學生了解
從產地到餐桌的辛苦生產過程，進而支持在地農
業。從180位學生熱烈報名的反應可看出開這門
課是相當成功的。綠色實驗餐廳的理念廣受社會
大眾的支持，有機農戶也受益良多，是一個成功
的經驗。

最後宋教授鼓勵與會的朋友大家一起來努
力，讓花東縱谷做為臺灣的綠生活基地。

演講結束後，本場林場長特別提到，今年
東華大學的綠色實驗餐廳已經是以自給自足的方
式在經營，宋教授的實驗是成功的。也期許農民
或業者們，可効法宋教授的理念『以下游來拉上
游』，藉由穩固的消費者支持更多的有機農場及
相關產業，推行食農教育，讓在地農業更有發
展。

文 /圖 許育慈

宋秉明教授專題演講情形

現場與會人員提問

臺東 33 號植株在田間生長表
現優異

圖 1. 柑桔銹蟎雌成蟎為長楔
形，淡黃至黃褐色。

圖 2. 柑桔銹蟎為害柑桔類，
造成果皮半遮光處為害造成銹
褐色斑塊。

圖 3. 高密度銹蟎在果皮活動，
其蛻皮及卵殼，使表面有一層
塵埃狀。

臺東 33 號的白米晶瑩剔透

水稻臺東3 3號
在各地區鄉鎮試種品質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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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圖 吳昌祐

故事行銷農業創意 社群團隊攜手前行

本場辦理社群網絡行銷服務初階課程，讚 !

本場於區

域教學中心舉

辦「運用社群

網絡行銷與服

務」第一階段

的三天課程在

4月10日劃下
逗點，學員與

講師們不僅相

約第二階段課

程再見，同時更彼此邀約共同參與臉書帳號『東

青農』的經營，也期待能再激發出更多值得留下

紀錄的團隊合作心得及創意�發。

本次課程內容相當豐富每位講師無不使出

渾身解數傾囊相授，其中行銷業界專家李孟娜總

經理分享農業品牌經營、輔導的經驗及提醒學員

們要謹記創造自家產品的獨特價值等重要概念；

童書作家嚴淑女小姐也以農家第二代的心情，透

過介紹案例及故事營造引導，讓現場學員重拾赤

子之心各自發揮創意；生態攝影作家楊維晟老師

以案例介紹方式，與學員們分享靜物攝影技巧，

提醒學員們如何利用取景的視覺效果，建立閱覽

者的深刻印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學系

王聖銘老師則以『臺東農業的社群網絡行銷』為

題與學員分享，強調農業運用社群網絡行銷絕對

是一場集體創造價值的活動；國立臺東大學美術

產業學系張溥騰老師，也以臺東新住民的身分現

身說法，在課程中分享如何善用數位動靜態影像

及編修工具，再透過故事敘述、社群網絡資源甚

或進行創意計畫募集資金等模式建立農業品牌形

象；在課程結束前，講師們均紛紛提醒學員們在

日常生活中要養成影像及文字紀錄的習慣，能將

所累積的資料當作是故事行銷創作素材，進而透

過社群網絡的經營擴大行銷效益。

陳副場長在座談會結束前也指出，希望學員

們能在經營社群網絡之際，更能善用共同的社群

園地與關心臺東農業的網友們分享專屬於自家農

產品創意故事及栽培管理心得，更歡迎夥伴們能

多多運用本場最近已建置完成的社群網絡上所推

播的各項農業服務及知識訊息，拓展社群網絡的

領域及吸納更多的關注。
本場表示，臺東地區水稻目前生長多已至分

蘗期，本場同仁進行轄區水稻病蟲害監測發現，
東河鄉泰源村已有稻熱病發生。本場籲請農友加
強巡視田區，注意稻熱病之防範。

稻熱病為水稻流行病，俗稱「稻瘟」，受氣
候影響可於短時間內爆發疫情，發病週期僅 4-5
天，若疏於防治即可造成葉片枯萎，嚴重時全株
枯死；生長後期發生則容易導致穗稻熱病發生，
嚴重時會影響產量及品質。稻熱病發生與栽培品
種、氣溫、雨水（露水）及氮肥有密切關係，在
天氣忽冷忽熱溫差大的環境下，會減弱稻株抵抗
力，若遇上有雨或清晨葉面露水停滯較久時，葉
表水膜可促使病原菌發芽侵入植株，而罹病嚴重
程度則與田間氮肥管理有關。氮肥過多易使稻株
徒長，導致植株柔弱，葉色濃綠，加速病害發展。

本病害在
感染初期會在
葉表形成墨綠
色小斑點，逐
漸擴大成二端
較尖之紡錘形
病斑，中間呈
灰白色，邊緣
赤褐色，外圍
有薄層黃暈，

為稻熱病主
要 辨 識 依
據。農友可
先判斷植株
生長情形及
葉色做好合
理化施肥，
在病害發生
前進行預防
工 作， 如
施用 4％或 
6％撲殺熱粒劑，於病害好發時期前一週施用，並
保持水深 3∼ 5公分，持續 4∼ 5天；病害發生
時請參考「農藥資訊服務網」（http://pesticide.
baphiq.gov.tw）或「植物保護手冊」（http://
www.tactri.gov.tw/htdocs/ppmtable/）選用防治
藥劑，或洽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詢問（電話 089-
325015）。

今年水稻插秧後生長前期遇低溫造成植株生
長緩慢，許多農友誤以為肥料不足而增施肥料，
最近天氣逐漸回暖，植株易因田間氮肥過量生長
加速，又遇清明節前後常有鋒面南下，降雨機率
增加，可能引發疫情，本場提醒農友務必做好肥
培管理及病害防範工作，以確保收益。

●文 /圖 林駿奇

稻熱病典型病徵：病斑呈二端較尖
之紡錘形，中間灰白色，邊緣呈赤
褐色，外圍帶點黃暈。

王聖銘老師在課堂上與學員們強調
農業運用社群網絡行銷絕對是一場
集體創造價值的活動

田間露水重，加上氮肥施用過量，促使
稻熱病發生加劇。

近日天氣變化多端，

本場籲請農友加強稻熱病之防範

開訓前學員們與林場長合影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活 動看板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4 月 21 日 廉政倫理講習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4 月 22-24 日 農民學院訓練班課程 - 農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4 月 23 日 金針菜栽培及加工技術教育訓練講習會 成功鎮農會超市三樓會議室

4 月 26 日 2014 樂活臺東 - 香華再現
本場豐里試驗地

( 臺東市成都南路 427 巷 21 號 )
4 月 28 日 四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5 月 2 日 水稻栽培管理暨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講習會 池上鄉池上超市二樓農民教室

5 月 6-8 日 農民學院訓練班課程 - 園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