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縣議會第 18 屆第 2 次定期會
臺東縣政府農業處工作報告

報告人：處長許瑞貴

壹、前言
臺東縣位於本省東南為農業重要縣份，由於潔淨自然的青山綠水及廣
闊的太帄洋，孕育出優質獨特的農林漁牧產品，惟近年來受到農業轉型及
國際化影響，農業行銷之重要性及前瞻性日趨重要。
本處以健康關懷、樂活農村及科技農業為導向的健康休閒之優質農業。
除持續推展各項農業產業的輔導、推廣、行銷外；對於網路市場的重要性
亦逐年重視，更於去年將網路農場導入商城販售的模式，推動虛實合一的
產業鏈，配合產官學合作機制，將其落實於「處處是通路

處處有商機」。

積極開發市場，透過各種縣內外展售活動，開暢通路落實產銷均衡以
維持優質價格期增益農民收入，目前施政情形及重點如下：

貳、重要施政成果
一、農務推廣及農地管理業務（農務科）
(一)推廣米穀生產
1.實施情形：
訂定稻作生產目標，辦理稻種更新、產銷專業區及輔導農場登
記及管理。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04 年 2 期稻作實際種植面積 6,342 公頃，總產量 45,362 公噸，
產值約 11 億元。
(二)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1.實施情形：
辦理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04 年 1 期作申報輔導轉(契)作面積 60 公頃，申報地區特產面
積 137 公頃，休耕面積 1,827.65 公頃，合計 2024.65 公頃。
(三)土壤肥料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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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情形：
推動合理化施肥措施並加強肥料管理。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輔導國產有機質肥計 2,234 公頃；有機農業適用肥料補助
74.51 公頃。
(2) 103 年執行「臺東縣化學肥料補貼運費補助計畫」
，計補貼
25 萬 6 千包（40 公斤裝每包補貼 20 元）
，合計 512 萬元整。
(3)抽查肥料包裝或容器上標示及肥料廣告內容工作，計 30
件。
(四)特用作物生產
1.實施情形：園藝及特用作物推廣。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A.持續輔導卑南鄉優質鳳梨釋迦集團產區。
B.續辦水果產銷履歷驗證產銷班，計 2 班。
(2)茶產業結構調整計畫：
A.辦理特色茶「紅烏龍」1 場次及經典名茶春季優良茶分
級評鑑競賽 2 場次。
B.辦理全縣製茶技術競賽活動 1 場次
C.輔導建置衛生安全製茶廠 10 家及優質茶生產專區 2 家。
D.辦理茶葉農藥殘留檢驗 52 件。
(3)東部永續發展計畫-臺東縣保健及特用作物產銷輔導計
畫：
辦理充實農業生產所需農機具，辦理講習課程 5 場次及展
售活動 3 場次。
(五)有機農糧
1.實施情形：有機農業輔導、有機農糧產品檢查及品質抽驗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輔導有機農作面積 553 公頃，計 189 戶，辦理有機驗證費用
補貼及有機農業產銷講習課程。
(2)辦理有機農糧產品檢查、田間及市售抽樣檢驗（稻米及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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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73 件。
(六)農業資源調查
1.實施情形：辦理農業調查統計及農情觀測。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督導鄉鎮辦理農情、產量報告及面積調查。
(2)完成主要作物及單位產量之調查工作。
(3)辦理蔬菜、果品按月生產農情觀測工作。
(七)農地管理
1.實施情形：辦理農業用地利用管理業務。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輔導公所辦理核發農業使用證明許可同意計 607 件，農業用
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計 89 件及農舍興建申請 141 件，
並配合計畫完成農業用地稽查等業務。
(2)配合各單位辦理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之相關案件，同意辦
理變更預計完成 4 件。
(3)辦理 104 年度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工作 4 件。
(4)配合稅捐處、地政處、審計室執行農業用地稽查業務。
(八)農業天然災害查報與救助作業
1.實施情形：辦理蘇迪勒颱風農業天然災害查報救助工作。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農委會同意辦理蘇迪勒颱風農業災害綠島鄉香蕉作物專案補
助。
二、森林公園管理、綠色造林、林木防治及保育計畫業務（林務科）
(一)臺東縣 104 年度獎勵輔導造林計畫
1.實施情形：辦理本縣 104 年度獎勵造林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預期輔導造林面積 89.29 公頃。
(二)臺東縣 104 年度全民造林運動計畫-造林地撫育管理計畫
1.實施情形：辦理本縣 104 年度全民造林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預期輔導租地造林地面積 490.25 公頃。
(三)臺東縣 104 年度帄地造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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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情形：辦理本縣 104 年度帄地造林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預期輔導帄地造林面積 243.53 公頃。
(四)臺東縣 104 年度環境綠化育苗計畫
1.實施情形：辦理本縣 104 年度環境綠化育苗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撫育：無患子、光蠟樹、阿勃勒等十餘種喬木計 7,591 株。
(2)育苗：繁星花、茶花、桂花、龍柏、杒鵑等 3,000 株。
(五)褐根病防治計畫
1.實施情形：辦理本縣 104 年度褐根病防治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
(1)辦理褐根病宣導活動：預定辦理１場宣導講習活動。
(2)病株防治工作：預定防治面積 2,700 帄方公尺。
(六)104 年臺東縣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入侵種管理計畫
1.實施情形：舉辦自然資源教育課程及外來種動物移除生態保育
宣導，包括在地生物多樣性的認識。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本年度目標預定完成本縣公私有林地、
荒廢農地等之防除面積，小花蔮澤蘭 105 公頃及銀膠菊 50 公
頃，進行採用僱工的方式清除。
(七)臺東森林公園綠地養護計畫
1.實施情形：維護臺東森林公園現有景觀特色，推動森林公園保
安林代管。
2.預期目標及達成情形：預定本年度完成森林公園代管計畫。
（八）未來推動重點
1.持續維護森林公園現有景觀環境及環境綠美化共識，營造健康
優質之親子娛樂場所，改善生活環境品質，提升旅遊環境品質，
提昇觀光國際魅力並達成發展觀光產業。
2.完成森林公園保安林代管計畫
（1）短期(2014~2015)
【1】調查公園內設施使用情形，裁撤使用頻度較低之設施，如
缺乏林蔭之休憩座椅，體健器材等。
【2】森林公園內現有設施修繕，提高設施與建物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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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森林公園遊憩特性調查
【4】提高琵琶湖、鷺鷥湖及園區植栽多樣性
【5】 每年舉辦植樹節與林木認養之活動，鼓勵民眾參與綠美
化，並落實環境教育觀念。
（2）中期(2016~2018)
【1】運用琵琶湖區天然湧泉特色與隱匿於豐富林相之特性，營
造位於林分內天然形成之小池成為適合螢火蟲生長之棲
地，打造「琵琶湖螢火蟲復育區」，做為夏季戶外教學最
佳環境。
【2】委託專業單位針對森林公園內動物進行調查，做為管理規
劃之參考。
【3】在分區內設置解說牌，以各分區特色為解說重點，引導遊
客了解其環境背景與園區主題風貌。
【4】培訓園區解說員，未來可視情況採團體預約制、假日駐園、
或配合學校校外教學；給予民眾專業知識的解說，宣導保
安林之意義，落實生態教育之意義。
（3）長期(2019~2023)
利用短、中期管理成果，在不違反保安林經營準則下，進
一步規劃生態旅遊與生態教育課程；另外結合民間團體成
立森林公園擁護社團，與民眾共同參與森林公園未來之規
劃經營，提升社會大眾對代管機關或託管機關之正面觀
感。
三、漁政業務（漁業科）
（一） 漁港疏浚及漁業建設計畫
1.實施情形：
（1）辦理「104 年度長濱及大武漁港航道搶通開口契約」全期
經費 1,000 萬元、
「104 年度長濱漁港疏浚工程」500 萬元、
「104 年度大武漁港區域疏浚工程」1,500 萬元等，疏浚
案於 104 年 6 月開工。
（2）執行 104 年度大武及長濱漁港搶通工程開口契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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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萬元(其中 500 萬元為砂石標售收支對列)，並爭取
漁業署補助「大武漁港區域疏浚工程」1,500 萬元及「長
濱漁港疏浚工程」500 萬元。
2.預期目標：
（1）計畫計清疏長濱漁港約 4.8 萬立方公尺淤砂、大武漁港約
25 萬立方公尺淤砂，維持易受漂砂漁港港口航道暢通，保
障漁民生計。
(2)「104 年度長濱及大武漁港航道搶通開口契約」於 3 月份發
包完成，已陸續執行搶通工作，疏浚工程獲漁業署核定後
旋即發包，工程進行中，長濱案業於 8 月 1 日完工，大武
案預計於 9 月底完工。
（二）富岡港、蘭嶼開元港等交通船專用碼頭改善規劃工作
1.實施情形：
（1）「臺東市富岡港交通船碼頭改善工程計畫」依行政院各部
會 4/27 審查意見修正完成，送陳行政院後已於 8/20 審查
通過，同意執行，工程總經費計新台幣 7 億 1,703 萬元，
並依會中指示再酌修計畫細部內容。
（2）「蘭嶼開元港新舊港區合併規劃」於 104 年 8 月召開第四
次期末審查，因尚有港池配置調整問題待修正，預計於年
底前結案。
（3）獲交通部補助「104 年台東縣轄漁港交通船碼頭候船環境
改善計畫工程」計 350 萬元，本府自籌 150 萬元辦理富岡、
綠島、蘭嶼交通船設施改善工程，已於 104 年 9 月開工。
2.預期目標：
（1）「臺東市富岡港交通船碼頭改善既港區整體規劃」刻修正
細部計畫內容中，俟計畫核定後可進入設計工作發包等實
質開發階段。
（2）「蘭嶼開元港新舊港區合併規劃」將儘速督促規劃公司完
成期末報告，並辦理地方說明會議，呈報陳行政院爭取計
畫預算核定。
（3）改善富岡、綠島、蘭嶼漁港交通船候船設施，增加候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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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友善旅客服務水準，以因應逐年成長之旅運量。
（三）漁業資源保育及永續漁業
1.實施情形：
（1）小港人工魚礁禁漁區廢棄漁網清除，為永續漁業經營，特
別委託人員於 104 年 8 月在本縣成功鎮小港人工魚礁禁漁
區完成覆網之調查及清除工作，計清除廢棄漁網約 39 公
斤。
（2）執行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補助 104 年度漁船船筏收購及處
理計畫，合計新臺幣 500 萬元，緩和漁業資源捕撈壓力，
達成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3）進行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自治條例訂定，俾以管理及促進
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永續發展。
2.預期目標：
（1）小港人工魚礁禁漁區廢棄漁網清除，以恢復沿近海域礁區
之聚魚效益，增加水產生物棲息空間，延長魚礁使用壽命，
並可防止漁場老化，提高沿近海漁業生產力。
（2）近年來漁業資源枯竭，主要為過度利用開發漁業資源及少
數人非法濫捕等，而魚苗放流可以補充天然生產力的不足，
也是增殖漁業資源最有效直接的方法之一。
（3）進行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自治條例訂定，制訂管理規(罰)
則及研擬收費措施，維護富山漁村生態旅遊環境，避免生
態旅遊環境遭人為或自然因素影響所造成之劣化，達成富
山漁村生態旅遊利基之創造。
（四）臺東市富岡港候船室招租工作
1.實施情形：
目前候船室內部一樓作為售票、候船場所，餘有部分空間閒置，
形成髒亂死角。候船室外廣場，每年暑假期間以 500 元/公尺/
月價格由民間承租，年收入約 500*30.5*3=4.5 萬，但需負擔
12.7 萬元以上管理維護(水)費，為活化及整治候船室整體風貌，
將進行招租工作。
2.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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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收入月租金 4 萬 x12=48 萬元(年租金)，承租範圍公共設
施之後續管理維護（水：12 萬/年、電費：21 萬/年）及環境
清潔工作均由承租者負責，既能減少政府財政壓力，亦能將整
體空間有效規劃。
（五）長濱及大武漁港岸上砂石標售工作
1.實施情形：
辦理長濱及大武漁港岸上砂石標售工作，活化港區空間機能，
增加政府財源收入，更有餘裕經費投入漁港建設維護，俾達以
港養港目標。
2.預期目標：
本年度預計砂石收入 500 萬元，實際收入達 1,100 萬元以上，
達成預定目標。
四、家畜禽產業管理、產品驗證輔導及野生動物保育計畫(畜產業務)
(一)執行違法家禽查緝業務
1.實施情形：每月配合執行聯合查緝及不定期至違法家禽屠宰場
所執行取締及勸導工作。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1)以維護本縣消費者食肉衛生安全。
(2)104 年 5 月至 104 年 11 月計配合全省聯合查緝 12 次及不定期
執行取締及勸導工作 35 場次。
(二)畜牧場斃死畜禽處理方式查核業務
1.實施情形
輔導辦理畜牧場斃死畜禽處理方式、紀錄查核工作。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確實掌握斃死畜禽流向，防範斃死畜禽流用，以保障本縣消費者
食肉衛生安全，查核豬場 45 場、雞 56 場、牛場 5 場，合計 106
場。
(三)畜禽產品驗證與管理及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業務
1.實施情形
(1)辦理市售有機畜產品（含畜產加工品）
、家畜產銷履歷產品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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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農產品產品標示檢查及產品抽驗。
(2)加強辦理飼料販賣登記、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管理及飼料添
加物抽驗，維護畜產品品質，確保消費者食肉衛生及身體健
康。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1)至有機商店及各大型賣場，執行市售有機畜產品、畜產加工
品、產銷履歷畜產品檢查及檢驗，臺灣優良農產品(CAS)畜產
品標示檢查 8 場次 95 件，採樣送驗 8 場次、採樣送檢 3 件，
有機禽樣品標示檢查 7 場次。
(2)飼料檢體 51 件(含雞、豬、牛飼料等)，檢驗項目有黃麴毒素、
受體素、銅、鋅、磺胺藥、三聚氰胺、其他藥物，稽查飼料
廠 2 場次、自配戶豬場 7 場次、養牛場 5 場次、養雞場 3 場
次。
(四)103 年臺東縣推動野生動植物管理計畫
1.實施情形：
(1)持續於鄉鎮公所執行台灣獼猴驅趕工作及本年度配合農委會
林務局辦理誘捕絕紮後異地野放工作，確保農民生計及生態
保育取得帄衡。
(2)查緝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流浪之暫時收容、救傷及野
放。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1)持續於鄉鎮公所辦理臺灣獼猴出現頻繁地區之驅趕防治工作
121 人/次。
(2)查緝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 3 件、救傷、收容、照養後野
放約 95 隻。
(3)為因應寒、暑假及例假日期間遊客眾多，且目前狂犬病疫情
尚未解除，為阻導民眾餵食並避免遊客遭臺灣獼猴咬傷事件
發生，補助地方社區巡守隊，於東河鄉泰源（登以橋）進行
獼猴餵食勸導及保育宣導工作計 101 天*1 人/日=1,000 元。
五、農產品展售業務-農產行銷科
(一)臺東縣網路農場/農產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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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情形：為有效整合臺東縣網路農場功能，網路農場轉型增
加農產商城功能，於 102 年 8 月 22 日啟動營運，以電子商務強
化輔導整合性行銷功能。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台東網路農場於 102 年調整轉型成臺
東網路農場/農產商城帄台，將 10 個農漁會及 3 個商城（台東
有機協會、美地有機農園、原生植物園）共 900 多件優質農產
品於網路銷售，讓消費者可以隨時進行線上採購本縣優質農產，
經過一連串的行銷活動大力推廣，截至 104 年 8 月，網路總瀏
覽人次已達 1180 萬人次，帄均每日超過 5 萬人次瀏覽，銷售金
額已超過 850 萬元。藉由網站行銷通路，對內造福本縣農友、
對外提供健康優質農產，共創雙贏成果。
(二) 2015 台東健康農業展
1.實施情形：於 3 月 28、29 日假臺北花博圓山廣場舉辦，彙整 24
個攤位參展。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2 天活動現場消費及訂購單，達到新台
幣 63 萬之銷售業績。
(三) 2015 上海臺灣品名展
1.實施情形：本縣農業處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外貿協會參加
2015 年上海台灣名品博覽會，以城市行銷為主題，彙整農會及
農民組成臺東館前往，將對本縣農業推廣有極大的效益。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此次展示不僅是推廣農特產品，同時
也藉此大力推廣台東縣觀光旅遊，現場販售台東特色水果-大目
釋迦，反應良好，台東館銷售額達到 250 萬元，為本縣農特產
品再創佳績。
(四)臺東縣釋迦暨農特產品創新行銷計畫
1.實施情形：預定於 6 月假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舉辦，彙整 60 個
攤位參展。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增進大都會消費者對臺東物產之認識，
進而支持購買，達到新台幣 78 萬之銷售業績。
(五)2015 天津臺灣品名展
1.實施情形：本縣農業處第二年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外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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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5 年天津台灣名品博覽會，彙整農會及農民組成臺東館
前往，將對本縣農業推廣有極大的效益。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天津市場購買力出乎意料的強，又因
為季節關係，此次帶去的水果為鳳梨，銷售反應良好，台東館
銷售額達到 220 萬元，為本縣農特產品再創佳績。
六、水土保持業務（水土保持科）
(一)落實水土保持輔導監測－坡地監督管理計畫
1.實施情形：加強山坡地不當使用之查報取締工作：查獲山坡地
不當使用計 52 件，限期改正 36 件，罰款件數為 49 件。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辦理本縣衛星影像變異點查證共 355
件，查獲違規計 53 件。
(二)加強山坡地水土保持
1.實施情形：
(1)山坡地非農業使用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核及督導：依據水土保
持法、山坡地保育條例等各項法規，辦理山坡地非農業使用
申請案件之水土保持計畫申報審核及督導作業。自 104 年 4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共計辦理 315 件。
(2)預計辦理水土保持教育宣導計 18 場次。
(3)辦理農路及水土保持維護工程計 29 件。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1)加強山坡地災害緊急通報及宣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土石流演練作業手冊」及「土石流危險區疏散路
線、避難區規劃成果」
，預計辦理土石流防災演練 2 次及防災
宣導會 17 場次。
(2)特定水土保持區之管理計畫：針對本縣目前已公告特定水土
保持區－東河鄉泰源村 1 號崩塌地及 2 號崩塌地辦理監測及
管理工作；成功鎮忠孝里（東－5）業經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公
告廢止；太麻里華源村（東－32）、延帄鄉桃源村（東－90）
辦理廢止檢討工作，規劃檢討作業中；海端鄉龍泉(東 DF-020)
辦理劃定作業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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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農會輔導、休閒農業輔導及農村再生業務（農業企劃）
(一)健全農會組織及財務業務
1.實施情形
(1)輔導各農會按時召開各種法定會議並切實執行其決議及建議
案件以發揮組織功能。
(2)輔導依照法令規定切實處理會務及人事業務。
(3)加強農會監督健全財務制度。
(4)輔導加強辦理農會改善經營管理與服務及推動農業專案貸款
及信用保證業務計畫工作。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1)派員列席指導理、監事及會員代表大會並督促總幹事依照有
關法令切實執行其決議及建議案件。
(2)督導各農會依法處理會務及人事業務，加強選任人員訓練，
並會同有關機關辦理各級農會年度考核。
(3)輔導農會財務業務按時編製月報表及預決算督導及監督縣農
會辦理基層農會財務稽核工作。
(4)依照計畫進度辦理加強農民便民措施及業務改進，以加強會
員服務工作。
（二）
、促進農會業務健全發展
1.實施情形
(1)強化拓展供銷信用及保險業務。
(2)發展三級農會聯營及推展農民購物中心業務，並促進企業化
經營。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輔導各農會按照預定強化拓展供銷信用及保險業務計畫進度執
行。
(三)、輔導農會信用業務
1.實施情形
輔導各級農漁會加強信用部業務並落實內部查核。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1)輔導追蹤督導農漁會信用部加強清理逾期放款及辦理催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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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審慎放款，以穩固授信資產品質。
(2)輔導農漁會信用部依農業金融法案相關規定全面建立嚴密內
部控制制度，並落實內部查核。
(3)定期辦本縣農漁會信用部業務座談會，建立雙向溝通的管
道。
(四)、休閒農業輔導計畫
1.實施情形
辦理休閒農業行銷推廣，帶動地方經濟，協助農業經營轉型，
創造就業機會。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1)推動臺東休閒農業之發展，善用各區生態環境、景觀、文化
與產業資源。
(2)塑造各休閒農業區特色及整合串聯各休閒農業區及農業旅遊
景點，吸引旅客。
(3)辦理休閒農業行銷推廣，帶動地方經濟，協助農業六級化經
營轉型，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4)輔導各休閒農業區組織運作，以發揮組織功能讓其能自主帶
領各休區朝永續發展的方向前進。
(五)、推動農村再生計畫
1.實施情形
辦理農村再生活化、窳陋及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宣導等活動。
2.預期目標值、達成情形
(1)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
護農村生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建設富麗新農村。
(2)依據農村再生條例暨水保局規定辦理農村再生總體計畫擬
定。
(3)透過教育宣導與評鑑等途徑，密集宣導有關農村再生條例內
容及相關法令規定，使全民認識農村生活、環境及瞭解農村
再生精義和計畫提報方式。
(4)104 年度提案社區 38 個、通過 37 個、核定 32 個，並加強輔
導通過之農村再生計畫公告、審查及核定，透過農村美學(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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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空間改善)增加擴大社區參與度。
八、動物防疫業務（動物防疫所）
（一）豬疾病防治
1.辦理宣導教育訓練 1 場次，參加產銷班會 9 場次，輔導牧場落
實防疫及衛生管理，降低豬病發生。
2.推動全縣豬隻施打豬瘟及口蹄疫苗，分別完成 66622 頭次；35249
頭次。
3.監測豬瘟口蹄疫抗體 393 頭次，結果全部合格。
（二）動物用藥品管理及畜牧場用藥監測
共抽查 58 場 231 件，結果全部合格。
（三）水產動物疾病防治工作
水產動物疾病檢驗及監測計 39 場次，養殖池水質檢測計 75 場
次。
（四）動物疾病檢診及疫情通報
強化動物疾病檢診體系受理各種動物疾病檢診 41 件及疫情通報
計 80 件次。
（五）草食動物疾病防治
牛羊鹿疾病治工作，完成羊痘疫苗注射 61 場 2594 頭、口蹄疫疫
苗注射 118 場 4762 頭。推動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草食動物結核
病及布氏桿菌病檢除，完成 11 場 1282 頭，檢驗結果全部正常。
（六）家禽疾病防治
輔導養禽場衛生防疫工作，計消毒 457 場次，禽流感採樣監測 4 場
次，檢驗結果全部正常。
（七）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
1.犬貓注射狂犬病疫苗計 8554 隻。
2.野生動物救護計 12 件。
（八）動物保護
1.落實犬隻寵物登記及寵物業管理
(1)辦理犬隻寵物登記共 1186 隻。
(2)訪視輔導本縣寵物業者計 21 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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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廣寵物絕育及收容犬隻認領養，以減少流浪犬問題
(1)辦理犬隻絕育補助 463 隻及本所協助犬貓絕育 180 隻。
(2)民眾領養流浪犬、貓計 450 隻。
3.落實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
受理動物保護申訴案件計 22 件，違反動物保護法勸導改善計 6
件，屠宰場人道屠宰查核計 6 場次，不製造、不販賣、不使用獸
鋏五金業查核宣導計 3 場次。
4.流浪動物管理
(1)輔導各鄉（鎮、市）公所捕捉流浪犬、貓計 243 隻，比去年同
期減少 581 隻，並運送至本縣流浪動物收容中心安置。
(2)辦理民眾棄養案件稽查 11 件，防範民眾飼養的犬 20 隻進入收
容中心 。

參、結語
目前臺東縣農業正處於一個轉變期，傳統農業模式，在現今社會的競
爭中，已亟需改變，大從農業制度、小至耕作方式，我們不斷的追求創新、
力求改變，企圖從農特產市場創造專屬於我們自己的品牌，而且是大家所
認可的。臺東的好山好水好物產，因受交通因素，消費者無從購買，故本
處由物產前端輔導立基，後端積極的辦理各式的異地行銷活動，從高雄、
臺中、臺北各地展售，遠至國外的行銷，近一年來也陸陸續續開花結果。
此外，在網路市場逐年重要情況下，今年本處更將網路農場導入商城販售
的模式，推動虛實合一的產業鏈，配合產官學合作機制，將其落實於「處
處是通路 處處有商機」
。
我們已為臺東的農業開創出一條新路，未來在各項計畫逐年的推動下
臺東農業將有條理、有方向的將推上一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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