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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更新日誌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0.12.2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48 期資料 電腦室 

100.12.27 政府資訊公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 －新

增 100 年產業補助一覽表(第四季) 
推廣課 

100.12.2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2-5 週廣活動 推廣課 

100.12.23 最新消息－新增 12/20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紀

錄 
電腦室 

100.12.21 政府資訊公開－新增本場內部保有及管理之個人資料項目彙整表資料 電腦室 

100.12.21 本場公告－更新 12/16 有機高效肥製作方法技術移轉案資料 推廣課 

100.12.2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5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20 本場公告－公告 12/16 紫錐花保健食品配方技術移轉案 改良課 

100.12.1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2-4 週廣活動 推廣課 

100.12.19 本場公告－公告 12/16 有機高效肥製作方法技術移轉案 埔里分場 

100.12.16 招標資訊－新增 100 年度廢品與廢鐵等 1 批公開標售案  秘書室 

100.12.16 招標資訊－新增 100 年 2 期水稻濕穀 1 批得標資訊 秘書室 

100.12.1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09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9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7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5 最新消息－新增 12/22 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工作執行會議 環境課 

100.12.14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26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4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27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3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0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3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1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3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03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3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06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3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1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3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6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8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21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24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25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2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12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12.12 最新消息－新增 12/20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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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0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2.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4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6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7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8-I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8-II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9 合理化施肥技術－12/15 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

技術座談會改為 12/21 
環境課 

100.12.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54、55、56、58、59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9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40、41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9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張金元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0.12.0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73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74、79、82、83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8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2/15 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

習暨技術座談會 
環境課 

100.12.08 本場公告－新增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徵人公告 秘書室 

100.12.0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57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00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60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7 出版刊物－年報－新增 75-80 年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5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61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67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6 Q&A－新增蔬菜、土壤資料 推廣課 

100.12.0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72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88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6 出版刊物－年報－新增 81-95 年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77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75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76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99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85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86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87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80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81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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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0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93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2.02 招標資訊－新增 100 年 2 期水稻濕穀 1 批約(50,000 公斤)第 1 次公開標

售案 
秘書室 

100.12.02 招標資訊－新增水稻濕穀(下腳品)招標資料 秘書室 

100.12.0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專長資料 電腦室 

100.12.0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33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23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20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4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2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0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4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2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 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12.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2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2.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67 期(100 年 12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2.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2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1.29 最新消息－新增 11/23 傾聽人民心聲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紀

錄 
電腦室 

100.11.29 技術移轉專區－100 技轉項目－新增電動自走式升降作業機及優質紅龍

果產期調節技術等二項資料 
推廣課 

100.11.29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技術及專利資料 推廣課 

100.11.29 本場簡介－組織編制與職掌－更新資料 人事室 

100.11.2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2-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1.25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0.11.25 網路資源－更新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連結 電腦室 

100.11.21 相關連結－更新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連結 電腦室 

100.11.1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1.19 最新消息－更新 11/18 開放日活動花絮 電腦室 

100.11.18 最新消息－新增 11/18 開放日活動花絮 電腦室 

100.11.18 政策宣導－新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宣導 人事室 

100.11.17 政府資訊公開－新增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電腦室 

100.11.16 本場公告－新增 11/15 文心蘭台中 1 號金幣品種非專屬授權移轉案 改良課 

100.11.16 最新消息－新增 11/23 傾聽人民心聲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0.11.15 出版刊物－錄影帶目錄－更新網頁 電腦室 

100.11.1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75 期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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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1.08 最新消息－新增 11/10 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委員會議 環境課 

100.11.0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47 期資料 電腦室 

100.11.07 Q&A－新增果樹、植保資料 推廣課 

100.11.04 招標資訊－新增 11/21 二期水稻濕穀公開變賣資料 秘書室 

100.11.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1.04 招標資訊－11/21 招標 100 年 2 期水稻濕穀公開變賣 秘書室 

100.11.03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11.03 最近消息－本場於 11 月 18~19 日舉辦「建國百年、健康農業」暨研發

及技轉成果發表會活動 
電腦室 

100.11.0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雜糧及農機資料 電腦室 

100.11.03 最新消息－事求人－徵助理研究員一名 人事室 

100.11.0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46 期資料 電腦室 

100.11.02 新聞稿－新增 11/2 二期稻作晚植稻白背飛蝨及褐飛蝨發生警報 推廣課 

100.11.02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11/2 二期稻作晚植稻白背飛蝨及褐

飛蝨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0.11.02 本場公告－更新 10/31 薹用芥藍新品種「臺中 1 號」辦理品種非專屬授

權移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0.11.01 本場公告－新增 10/31 薹用芥藍新品種「臺中 1 號」辦理品種非專屬授

權移轉案  
改良課 

100.11.0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水稻及蔬菜資料 電腦室 

100.11.01 政策宣導－新增第一屆台灣百大米餐廳大賽活動資訊 推廣課 

100.11.01 新聞稿－更新 11/2 創造優質新農業―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推廣成果位

置圖 
推廣課 

100.10.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1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0.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66 期(100 年 11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0.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1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0.31 最新消息－11/9 召開良米研究團隊 102 年度構想書審查會議 改良課 

100.10.31 新聞稿－新增 11/2 創造優質新農業―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推廣成果  推廣課 

100.10.3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0.27 政策宣導－新增注意椪柑採收適期，切勿提早採收影響品質資料 改良課 

100.10.27 最新消息－新增注意椪柑採收適期，切勿提早採收影響品質資料 改良課 

100.10.2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10 期新知專欄-園藝科技術語辭典

可上網檢索資料內容 
電腦室 

100.10.25 本場公告－10/24「立體式介質耕番茄管理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埔里分場 

100.10.24 最新消息－新增 11/2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0.10.24 網路資源－農委會暨所屬單位－新增農業行動化平臺網站(田邊好幫手)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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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100.10.24 政令宣導－新增田邊好幫手網站連結及開心種作物，樂抽 ipad2 網站連

結 
電腦室 

100.10.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0-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0.19 最新消息－新增 10/13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記

錄 
電腦室 

100.10.18 本場公告－10/17 公告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非專屬授權技術移轉案 環境課 

100.10.18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31、11/01 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

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環境課 

100.10.17 最新消息－新增 11/4 召開「國蘭合理化施肥、栽培管理技術及行銷講習

會 
埔里分場 

100.10.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0-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0.1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74 期資料 電腦室 

100.10.14 最新消息－更新 10/25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業生產與環境調適研討會資料 改良課 

100.10.13 插入輪播 電腦室 

100.10.13 政令宣導－新增農委會農民學院學員農場見習 DM 推廣課 

100.10.13 最新消息－新增 10/25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業生產與環境調適研討會資料 改良課 

100.10.12 最新消息－新增 10/28 基層土壤肥料指導人員專業能力實務訓練班 環境課 

100.10.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0-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10.07 最新消息－更新 10/13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資料 電腦室 

100.10.06 政風園地－法務部法令宣導－新增反賄選菊全海報 兼辦政風 

100.10.06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國家機密保護法 兼辦政風 

100.10.06 Q&A－果樹－更新問題 10 內容資料 改良課 

100.10.06 最新消息－新增 10/21 基層土壤肥料指導人員專業能力實務訓練班 環境課 

100.10.06 最新消息－新增 10/20 基層土壤肥料指導人員專業能力實務訓練班 環境課 

100.10.06 最新消息－新增 10/14 作物有害生物整合性防治及視訊診斷服務教育講

習會 
環境課 

100.10.05 最新消息－新增 10/13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0.10.05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13 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

習暨技術座談會 
環境課 

100.10.05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12 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

習暨技術座談會 
改良課 

100.10.04 出版刊物－年報－新增 99 年度資料 電腦室 

100.10.04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08、109 期資料 電腦室 

100.10.04 農業園地－農特產品－更新台中市及彰化縣農特產品資料 電腦室 

100.10.04 本場簡介－台中區農業環境－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0.10.04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生技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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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4 政府資訊公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新增 
100 年產業補助一覽表 1001004 (第三季) 資料 

推廣課 

100.10.03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0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0.03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65 期(100 年 10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0.03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0 月份)資料 兼辦政風 

100.10.03 Q&A－新增蔬菜、土肥資料 推廣課 

100.09.3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0-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9.27 政策宣導－100 年底進口日本梨穗完成審查，均來自未受汙染地區  推廣課 

100.09.27 政策宣導－101 年一期作全面受理農民繳交濕穀、 推廣課 

100.09.27 政策宣導－新增 1991 報平安留言平台相關訊息 電腦室 

100.09.26 農業園地－農業專業訓練講義－新增資料 推廣課 

100.09.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9-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9.23 農業園地－農業專業訓練講義－果樹栽培－有機班-果樹有機栽培管理

下架 
推廣課 

100.09.2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45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9.19 本場公告－新增 9/16「穀物特徵自動選別機結構改良」及「百香果自動

嫁接系統」3 項等 4 項中華民國專利權辦理有償讓與招標案 
推廣課 

100.09.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9-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9.16 最新消息－新增 9/14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記

錄 
推廣課 

100.09.13 期刊資料庫－更新連結 電腦室 

100.09.0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9-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9.09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品種權取得明細資料 改良課 

100.09.08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9/20 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暨技術座談會 
環境課 

100.09.08 最新消息－新增 9/14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0.09.08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100 年技轉項目 4 項 推廣課 

100.09.08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技術移轉情形、專利取得情形等資料 推廣課 

100.09.08 Q&A－新增土壤肥料、果樹資料 推廣課 

100.09.06 最新消息－新增 9/16 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9 月份工作執行會議 環境課 

100.09.06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9/15 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暨技術座談會 
改良課 

100.09.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9-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9.02 相關連結－農民學院－新增農學 E 報及農場見習連結 推廣課 

100.09.01 本場公告－公告「水果包裝紙盒改良結構設計」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

案，至 9/30 止 
推廣課 

100.08.3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07 期內容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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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8.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64 期(100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8.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8.31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0.08.30 最新消息－新增 8/24 傾聽人民心聲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記

錄 
推廣課 

100.08.30 期刊資料庫－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0.08.29 政策宣導－新增動植物防疫檢疫宣導系列活動 環境課 

100.08.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8-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8.2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07 期目錄資料 電腦室 

100.08.25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農業經營研究室(1000825)資料 推廣課 

100.08.24 新聞稿－新增 8/23 中部地區果樹類粉介殼蟲發生警報新聞稿 推廣課 

100.08.23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果樹類粉介殼蟲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0.08.22 新聞稿－更新 8/23 施得好不如施得巧-青蔥生育好質量有保障 改良課 

100.08.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8-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8.19 新聞稿－新增 8/23 施得好不如施得巧-青蔥生育好質量有保障  推廣課 

100.08.18 農業園地－新鮮葡萄園－暫停開放 電腦室 

100.08.1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44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8.16 最新消息－新增 8/23 蔥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示範觀摩會 改良課 

100.08.16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0.08.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8-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8.09 新聞稿－新增 8/10「平整淺灌、除內阻外」，讓秧苗常綠、福壽螺不再

來—水稻福壽螺防治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0.08.08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

術座談會 
環境課 

100.08.0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8-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8.05 最新消息－新增 8/17 水稻福壽螺防治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0.08.05 最近消息－新增水芋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0.08.03 農業園地－農特產品－更新台中市農特產品 電腦室 

100.08.03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研發「優質紅龍果產期調節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

授權移轉案，公告至 100 年 9 月 10 日止 
改良課 

100.08.0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 73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8.0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43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8.02 最新消息－新增 8/10 水稻福壽螺防治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0.08.02 新聞稿－新增 8/3「平整淺灌、除內阻外」，讓秧苗常綠、福壽螺不再

來 — 水稻福壽螺防治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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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2 Q&A－新增土壤肥料、其他資料 推廣課 

100.08.0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生技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100.08.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8.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63 期(100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8.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8.0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8-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7.28 最新消息－新增 7/26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記

錄 
推廣課 

100.07.28 新增 輪播 電腦室 

100.07.28 最新消息－新增 8/3 水稻福壽螺防治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0.07.28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

術座談會 
改良課 

100.07.26 政風園地－檢舉信箱－更新本場檢舉信箱 政風 

100.07.26 最新消息－新增 7/27 麻竹筍無病毒種苗生產技術新聞稿 推廣課 

100.07.26 新聞稿－新增 7/27 麻竹筍無病毒種苗生產技術 推廣課 

100.07.25 技術技術－蔬菜－更新甘藍合理化施肥技術內容 改良課 

100.07.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7-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7.21 新增 輪播 電腦室 

100.07.21 最新消息－新增 7/27 麻竹筍無病毒種苗生產技術田間觀摩會 環境課 

100.07.21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辦理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

術座談會 
環境課 

100.07.20 新增 輪播 電腦室 

100.07.20 最新消息－新增 7/26 召開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

會 
推廣課 

100.07.20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0.07.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7-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7.14 新聞稿－新增 7/14 健康優質美味的夏天蔬菜-韭黃---夏季韭黃栽培與病

蟲害防治技術 
推廣課 

100.07.12 新聞稿－新增 7/12 中部地區果樹類葉蟎發生警報 推廣課 

100.07.12 新增輪播－病蟲害發生警報 電腦室 

100.07.12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果樹類葉蟎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0.07.12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0.07.11 新聞稿－新增 7/12 炎夏的消暑聖品—優質安全的花胡瓜--設施花胡瓜健

康管理 
推廣課、環

境課 

100.07.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7-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7.08 最新消息－新增 7/14 夏季韭黃栽培與病蟲害防治技術田間成果觀摩會 環境課 

100.07.08 Q&A－新增果樹、土壤肥料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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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08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洪惠娟、楊旻憲專長資料 埔里分場 

100.07.07 出版刊物－書籍目錄－新增花卉組織培養實用手冊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07.07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07 期資料 電腦室 

100.07.06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白桂芳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0.07.06 新聞稿－新增 7/8 以合理化施肥生產優質健康的食材–茄子 改良課 

100.07.06 最新消息－新增 7/12 設施花胡瓜健康管理（合理化施肥及病蟲害整合性

防治）成果田間觀摩 
環境課 

100.07.06 新聞稿－新增 7/6 水稻合理化施肥可減肥省成本，穩定產量及提升米質

一舉數得  
推廣課 

100.07.04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7.04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62 期(100 年 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7.04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7.04 新聞稿－新增 7/4 合理化施肥種出有安全健康概念的良質米 推廣課 

100.07.04 最新消息－100 年底進口日本梨穗完成審查，均來自未受汙染地區 改良課 

100.07.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7-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6.30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蔡宜峰、邱禮弘、魏芳明異動資料 電腦室 

100.06.30 最新消息－新增 7/8 茄子合理化施肥成果示範觀摩 改良課 

100.06.30 政府資訊公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新增 
100 年產業補助一覽表 1000622 (第二季) 資料 

推廣課 

100.06.28 新聞稿－新增 6/29 合理化施肥水稻省成本--種出高品質的好稻米  改良課 

100.06.28 最新消息－新增 7/6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改良課 

100.06.27 新聞稿－新增 6/28 水稻合理化施肥可減肥省成本，穩定產量及提升米質

一舉數得 
推廣課 

100.06.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6-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6.24 新聞稿－新增 6/27 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稻米品質－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

推廣成果  
推廣課 

100.06.23 新聞稿－新增 6/24 合理化施肥，帶出米食好味道 推廣課 

100.06.23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02、104 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06.23 最新消息－新增 7/4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環境課 

100.06.23 新聞稿－新增 6/23 葡萄合理化施肥，降低生產成本  推廣課 

100.06.23 新聞稿－新增 6/22 少成本、高品質，落花生合理化施肥成果優 推廣課 

100.06.2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03、106 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06.21 最新消息－新增 7/01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改良課 

100.06.21 最新消息－新增 6/28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改良課 

100.06.21 新聞稿－新增 6/21 合理化施肥種出好品質--有健康概念的稻米 推廣課 

100.06.21 新聞稿－新增 6/20 種出有安全健康概念的良質米－合理化施肥，侯塞

雷！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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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6.20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05 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0.06.2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月刊第 142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6.20 最新消息－新增 6/27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示範成果田間觀摩 改良課 

100.06.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6-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6.20 最新消息－新增 6/14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記

錄 
推廣課 

100.06.17 新聞稿－新增省工、高產、高收益之優質薏苡水田移植栽培技術 推廣課 

100.06.17 新聞稿－新增合理化施肥減肥省成本--水稻健康高產米質佳 推廣課 

100.06.16 最新消息－新增 6/22 落花生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0.06.14 最新消息－新增 6/29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0.06.14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06 期資料 電腦室 

100.06.13 最新消息－新增 6/24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0.06.13 最新消息－新增 6/21 水稻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 環境課 

100.06.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6-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6.13 合理化施肥技術－修改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日期 
環境課 

100.06.10 最新消息－新增 6/17 薏苡水田移植栽培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0.06.09 最新消息－新增 6/20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示範觀摩 環境課 

100.06.09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06.08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06.08 相關連結－新增合理化施肥主題館連結 電腦室 

100.06.08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環境課 

100.06.08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6 月份工作執行會議資料 環境課 

100.06.07 最新消息－新增 6/16 水稻台稉 9 號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0.06.07 最新消息－新增 6/14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0.06.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6-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6.0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稻作、果樹及埔里分場資料 電腦室 

100.06.02 Q&A－新增蔬菜、設施園藝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0.06.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6.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61 期(100 年 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6.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6.01 政策宣導－新增行政院消保會辦理「電子報 讀大獎」活動資料 電腦室 

100.06.01 重大政策－新增與農委會\新聞與公報\農業新聞的連結 場長室 

100.05.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6-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5.24 最新消息－新增 5/18 傾聽人民心報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

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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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5-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5.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5-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5.19 新聞稿－新增一期稻作穗稻熱病發生警報 推廣課 

100.05.18 最新消息－更新番石榴栽培技術與經營管理研討會資料 環境課 

100.05.18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05.18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一期稻作穗稻熱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0.05.17 最新消息－更新番石榴栽培技術與經營管理研討會資料 環境課 

100.05.1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月刊第 141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5.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5-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5.1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第 178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5.13 最新消息－新增植保徵約僱人員公告資料 環境課 

100.05.12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05.12 新聞稿－食用玉米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觀摩會 推廣課 

100.05.11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05.11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傾聽人民心聲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0.05.11 最新消息－新增番石榴栽培技術與經營管理研討會資料 環境課 

100.05.09 政策宣導－新增環保署「我喜歡的綠色商店票選活動」資料 電腦室 

100.05.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5-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5.06 最新消息－新增食用玉米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觀摩會資料 環境課 

100.05.04 Q&A－新增土壤肥料、植保、花卉、設施園藝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0.05.03 最新消息－新增彰化地區洋桔梗產業發展及栽培技術座談會會議紀錄 改良課 

100.05.0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月刊第 140 期資料 電腦室 

100.05.02 農業園地－農特產品－更新台中縣農特產品介紹(一鄉一特產)資料 推廣課 

100.05.02 本場公告－新增蕎丹納膠囊及紫山蕎膠囊二項公告資料 改良課 

100.04.29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4.29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60 期(100 年 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4.29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4.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5-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4.28 最新消息－更新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5 月份工作執行會議時間 環境課 

100.04.27 栽培技術－果樹－新增從修剪開始調節番石榴產量提高果實品質 改良課 

100.04.26 新聞稿－新增葡萄合理化施肥成果田間說明會 推廣課 

100.04.26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環境課 

100.04.25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關公務電腦遭駭客攻擊案例 政風室 

100.04.25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5 月份工作執行會議 環境課 

100.04.25 政策宣導－新增 2011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活動連結 電腦室 

100.04.25 相關連結－新增農民學院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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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4-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4.20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環境課 

100.04.1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修正 100 年第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4.18 最新消息－新增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議記

錄 
推廣課 

100.04.1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4.15 新聞稿－新增一期稻作葉稻熱病發生警報新聞稿 推廣課 

100.04.15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一期稻作葉稻熱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0.04.15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改良課 

100.04.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4-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4.1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 40 期-世界水稻的分類資料 推廣課 

100.04.13 快速連結－更新資料庫連結資料 電腦室 

100.04.13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 4 月 25 日辦理彰化地區洋桔梗產業發展及栽培

技術座談會 
改良課 

100.04.12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改良課 

100.04.12 科技與生活－休閒農業農園－下架「市民農園」資料 推廣課 

100.04.12 快速連結－更新資料庫連結資料 電腦室 

100.04.11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病害－更新綠豆及紅豆病害資料 環境課 

100.04.11 最新消息－新增葡萄合理化施肥成果田間說明會 改良課 

100.04.11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改良課 

100.04.0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 72 期資料 電腦室 

100.04.08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04.08 Q&A－新增水稻、土肥、蔬菜、果樹、雜糧等資料 推廣課 

100.04.08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0.04.07 快速連結－新增資料庫連結 電腦室 

100.04.07 最新消息－新增田尾地區花農品種權宣導與教育講習會資料 推廣課 

100.04.0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37、138 及 139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4.0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 176 及 177 期資料 推廣課 

100.04.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4-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4.01 本場簡介－本場位置圖－新增分場位置圖 電腦室 

100.04.0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埔里分場資料 電腦室 

100.04.0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水稻及花卉資料 電腦室 

100.04.01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病害－水稻蟲害－新增水稻蟲害防治推薦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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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資料 

100.04.01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蟲害－水稻及小麥病害－新增水稻病害防

治推薦用藥資料 
環境課 

100.03.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3.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59 期(100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3.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3.31 最新消息－徵求"約聘人員（職務代理人）"，有意加入工作團隊的請立

即行動 
人事室 

100.03.31 政府資訊公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新增

100 年產業補助一覽表(第一季)資料 
推廣課 

100.03.30 政府資訊公開－新增 100 年度服務創新精進執行計畫資料 秘書室 

100.03.28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環境課 

100.03.2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3-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3.23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改良課 

100.03.22 政風園地－最新消息－新增日本福島核災專區報導 政風室 

100.03.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3-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3.18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

議紀錄 
推廣課 

100.03.18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改良課 

100.03.17 最新消息－新增 4/15 於農委會舉辦「農業創新經營管理課程」 推廣課 

100.03.1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 71 期資料 電腦室 

100.03.16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改良課 

100.03.15 新聞稿－新增中部地區黑角舞蛾發生警報 推廣課 

100.03.15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黑角舞蛾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0.03.15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改良課 

100.03.14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0.03.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3-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3.10 快速連結－本場公告－更新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補助計畫作業規範等相

關資料 
推廣課 

100.03.09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台中區推廣股長聯繫會議紀錄 推廣課 

100.03.09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雜糧)資料 電腦室 

100.03.09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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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3.08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0.03.08 最新消息－新增寒流後請加強梨樹生育管理措施 改良課 

100.03.08 Q&A－新增水稻、土肥、其他等資料 推廣課 

100.03.07 新增病蟲害發生警報輪播 電腦室 

100.03.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3-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3.04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蔥露菌病已輕微發生，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籲請農友提前加強防治，以減少病害蔓延 
電腦室 

100.03.04 新聞稿－新增蔥露菌病已輕微發生，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友提前加

強防治，以減少病害蔓延  
推廣課 

100.03.03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98、9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資料 會計室 

100.03.03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環境課 

100.03.01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0.03.01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更新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資料 會計室 

100.03.01 英文簡介－更新埔里分場資料 埔里分場 

100.03.01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埔里分場資料 埔里分場 

100.03.01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分場)、組織架構(分場)等資料 埔里分場 

100.03.0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3-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3.01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環境課 

100.02.25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2.25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58 期(100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2.25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2.22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 100 年度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 推廣課 

100.02.22 最新消息－新增 100年度梨有害生物整合性防治及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

講習暨技術諮詢座談會 
環境課 

100.02.21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台中區推廣股長聯繫會議 推廣課 

100.02.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2.21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100.02.21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花卉)資料 電腦室 

100.02.18 最新消息－新增求才資料 人事室 

100.02.14 新聞稿－新增梨赤星病之感染源已形成於龍柏上，臺中區農改場籲請農

友注意梨赤星病管理以減少損害 
推廣課 

100.02.14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梨赤星病之感染源已形成於龍柏

上，臺中區農改場籲請農友注意梨赤星病管理以減少損害  
環境課 

100.02.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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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11 最新消息－新增文旦促進提早開花及結果工作項目參考資料 改良課 

100.02.10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0.02.10 Q&A－新增果樹、設施園藝等資料 推廣課 

100.02.10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環境課 

100.02.08 政策宣導－新增法務部「人權大步走專區」連結 電腦室 

100.01.3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2-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1.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 月份)、機

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1.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57 期(100 年 2 月份)、更新第

30 期至第 56 期資料 
政風室 

100.01.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100.01.27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蔬菜)資料 電腦室 

100.01.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1.21 最新消息－新增會計主任交接訊息 電腦室 

100.01.21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100.01.21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會計)資料 電腦室 

100.01.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1.20 出版刊物－新增特刊第 102、103、104、105、106 號目錄資料 電腦室 

100.01.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1.19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花卉、農場)資料 電腦室 

100.01.18 相關連結－新增有機稻米主題館連結 電腦室 

100.01.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1.12 最新消息－新增 100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訊息 
推廣課 

100.01.12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寒流一波波的來，又濕又冷的天氣，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友預防番茄晚疫病 
環境課 

100.01.12 新聞稿－新增寒流一波波的來，又濕又冷的天氣，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籲

請農友預防番茄晚疫病  
推廣課 

100.01.11 植物保護－病害診斷與防治－更新水稻與小麥病害、落花生病害等資料 環境課 

100.01.11 出版刊物－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36 期、技術專刊 175、176 期、農業

專訊 71 期資料 
電腦室 

100.01.11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資料 電腦室 

100.01.11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0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會

資料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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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1.07 Q&A－新增特用作物、果樹、設施園藝、其他等資料 推廣課 

100.01.07 本場簡介－更新歷任首長資料 電腦室 

100.01.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1.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0 年第 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0.01.0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0 年第 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民國 89 年 8 月 16 日 網站全面更新，更新日誌重新登錄，民國 96 年 9 月 27 日網站再度全面更

新，民國 97 年 8 月 27 日將網站 DNS 轉至農委會，網站轉移至農委會共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