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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更新日誌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1.12.28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2 年 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2.28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80 期(102 年 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2.28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2 年 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2.28 本場簡介－修改人力資源資料 電腦室 
101.12.28 本場簡介－修改組織架構資料 電腦室 
101.12.28 本場簡介－修改組織編制與職掌資料 電腦室 
101.12.27 政策宣導－新增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專區 改良課 
101.12.26 本場公告－12/25 文心蘭台中 1 號金幣品種非專屬授權移轉案 改良課 
101.12.26 新聞稿－新增 12/26 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推廣課 
101.12.24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研發成果專利取得資料 推廣課 
101.12.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2.22 安全農業－修改吉園圃安全蔬果資料 環境課 
101.12.21 科技與生活－花卉與花語－修改國產切花產地分佈圖資料 改良課 
101.12.2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修改花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1.12.21 重要研究成果－修改花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1.12.21 栽培技術－花卉－新增資料 改良課 
101.12.21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12/20 洋桔梗露菌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12.2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60 期資料 推廣課 
101.12.21 最新消息－新增 12/26 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改良課 
101.12.20 新聞稿－新增 12/20 發佈發佈洋桔梗露菌病警報 環境課 
101.12.19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張金元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1.12.18 重要研究成果－修改土壤肥料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101.12.18 重要研究成果－修改新增果樹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1.12.18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陳盟松個人資料 改良課 
101.12.18 農業園地－休閒農業－新增「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網站」連結 推廣課 
101.12.17 相關服務－修改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連結網址 電腦室 
101.12.17 便民服務窗口－更新農民服務中心服務項目 推廣課 
101.12.17 最新消息－新增 12/22 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12 月份工作執行會議 環境課 
101.12.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2.13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人事室 
101.12.13 最新消息－新增 12/18 豌豆健康管理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環境課 
101.12.12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12.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79 期資料 電腦室 
101.12.10 本場簡介－簡介影片－恢復上架 電腦室 
101.12.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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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5 資料庫查詢－新增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及期刊全文影像系統連

結 
電腦室 

101.12.05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特作雜糧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101.12.05 政府資訊公開－更新行政指導有關文書----101 年度創新精進執行計畫 秘書室 
101.12.04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1.12.04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1.12.04 Q&A－新增果樹 Q&A、其他 Q&A 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12.03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2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2.03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9 期(101 年 12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2.03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2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2.0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2-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1.27 新聞稿－新增 11/28 柳橙合理化施肥、11/27 百合合理化施肥、11/26 水

稻合理化施肥等田間示範成果觀摩會新聞稿 
推廣課 

101.11.27 最新消息－新增 12/6 番茄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改良課 
101.11.27 最新消息－更新 11/28 辦理 101 年度農業推廣人員有機農業講習會課程

表 
推廣課 

101.11.26 最新消息－新增 11/28 柳橙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路線圖 環境課 
101.11.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1-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1.2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59 期資料 推廣課 
101.11.23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15 期資料 電腦室 
101.11.22 新聞稿－新增 11/23 LED 燈源用於菊花電照觀摩會 推廣課 
101.11.22 最新消息－新增 11/26 召開 101 年第二期作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田間觀

摩資料 
改良課 

101.11.21 最新消息－新增 11/27 百合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101.11.21 最新消息－新增 11/28 辦理 101 年度農業推廣人員有機農業講習會 推廣課 
101.11.20 新聞稿－新增 11/21 電腦幫你澆水兼施肥-自動肥灌機具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101.11.20 最新消息－新增 11/28 柳橙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環境課 
101.11.19 招標資訊－新增 11/28 廢品及廢鐵招標資訊 秘書室 
101.11.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1.16 最新消息－新增 11/23LED 燈源用於菊花電照觀摩會 改良課 
101.11.15 本場公告－新增 2 名技工移撥公告 秘書室 
101.11.15 最新消息－新增 11 月 21 日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1.11.14 最新消息－新增 11/21 新研發自動肥灌機具於洋桔梗栽培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1.11.14 最新消息－新增 11/21 葡萄健康管理暨合理化施肥技術講習會 改良課 
101.11.13 政策宣導－新增 11/25 國稅局活動宣導 秘書室 
101.11.13 本場公告－新增 11/9 糠油潤膚皂製作技術非專屬授權案技術移轉案 改良課 
101.11.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1.06 最新消息－新增 11/21 茭白筍健康管理暨合理化施肥技術講習暨技術座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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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 
101.11.06 最新消息－新增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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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06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1.11.06 新聞稿－新增 11/7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101.11.05 本場公告－公告 101 年度 2 期水稻濕穀 1 批，11/12 開標 秘書室 
101.11.02 招標資訊－新增 101 年度 2 期水稻濕穀約 45,000 公斤公開標售案 秘書室 
101.11.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1.01 資料下載－更新農民服務中心服務項目 推廣課 
101.10.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0.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8 期(101 年 1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0.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10.3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58 期資料 推廣課 
101.10.31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1.10.31 Q&A－新增果樹 Q&A、土肥 Q&A、蔬菜 Q&A 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10.31 最新消息－新增 11/7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環境課 
101.10.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0.25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1.10.25 安全農業－吉園圃安全蔬果－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下架 環境課 
101.10.24 政策宣導－新增 2012 年消費者權益報導獎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1.10.24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10.24 新聞稿－新增 10/23 水稻褐飛蝨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10.24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10/23 水稻褐飛蝨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10.22 農業園地－將講義甜柿蟲害之發生與防治下架 環境課 
101.10.22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14 期資料 電腦室 
101.10.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0-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0.19 活動花絮－新增照片 電腦室 
101.10.18 招標資訊－新增紫錐花原料萃取粉末 92 公斤(整批出售)公開標售案 秘書室 
101.10.18 新聞稿－新增 10/17「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活動，歡迎大家逗陣來

參加 
推廣課 

101.10.18 活動花絮－「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活動，歡迎大家逗陣來參加 電腦室 
101.10.18 植物保護－農藥最新資訊－新增花卉病蟲害防治藥劑及作用機制彙整

表 
環境課 

101.10.18 最新消息－新增 10/20 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水稻栽培管理研習會報

名資訊 
推廣課 

101.10.15 最新消息－新增 10/19 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頒獎活動 推廣課 
101.10.15 本場公告－新增 2 名技工移撥公告 秘書室 
101.10.15 最新消息－新增 10/19 水稻新品種栽培特性研習會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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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0-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0.1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00 期資料 電腦室 
101.10.09 最新消息－新增 10/3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紀

錄 
電腦室 

101.10.08 新增 10/17~20 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活動 輪播 電腦室 
101.10.08 最新消息－新增 10/17~20 米穀飄香 禾樂融融系列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1.10.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0-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10.04 新增 病蟲害警報 輪播 電腦室 
10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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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產業補助一覽表 1011003 (第三季) 資料 
推廣課 

101.10.02 新聞稿－新增 10/1 水稻瘤野螟發生警報 推廣課 
101.10.01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10/1 水稻瘤野螟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09.28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0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9.28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7 期(101 年 10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9.28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0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9.2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0-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9.28 Q&A－新增水稻 Q&A、花卉 Q&A、蔬菜 Q&A 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09.28 政府資訊公開－決算與預算－新增 102 年度預算案資料 會計室 
101.09.28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1.09.2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57 期資料 推廣課 
101.09.27 最新消息－新增 10/3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1.09.27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郭建志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1.09.26 本場公告－更新適用製作果菜渣堆肥分離菌株 TCST9801 及純化培

育、應用技術技術移轉公告 
埔里分場 

101.09.2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第卅期目錄資訊 電腦室 
101.09.24 新增"中秋快樂"輪播 電腦室 
101.09.2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9-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9.21 本場公告－更新 9/20 甘藍台中 2 號品種權移轉招標案資料 改良課 
101.09.20 最新消息－增加 9/26 召開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9 月份工作執

行會議 
環境課 

101.09.20 本場公告－新增 9/20 甘藍台中 2 號品種權移轉招標案 改良課 
101.09.20 本場公告－新增 9/20 菊花染色技術技轉案 改良課 
101.09.20 政策宣導－新增 9/29 中區國稅局親子風箏稅如意活動 秘書室 
101.09.20 本場公告－新增 9/19 適用製作果菜渣堆肥分離菌株 TCST9801 及純化

培育、應用技術技術移轉公告 
埔里分場 

101.09.20 新增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之輪播 電腦室 
1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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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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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9.20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9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9.20 新聞稿－新增 9/19 稻白葉枯病、細菌性條斑病、大螟及二化螟發生警

報 
推廣課 

101.09.19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9/19 水稻白葉枯病、細菌性條斑病、

大螟及二化螟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09.1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9-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9.12 網路資源－政府單位－新增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連結 人事室 
101.09.1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9-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9.06 插入 9/14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輪播 電腦室 
10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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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推廣課 
101.09.0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56 期資料 推廣課 
101.09.06 Q&A－新增水稻 Q&A、土壤肥料 Q&A 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09.05 政策宣導－新增內政部外來人士在台生活諮詢服務網連結 電腦室 
101.09.05 最新消息－新增 9/19 豌豆健康管理暨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暨技術座談

會 
環境課 

101.09.04 合理化施肥技術－9/11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9.0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9-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8.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9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8.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6 期(101 年 9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8.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9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8.3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9-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8.30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葉士財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1.08.29 政策宣導－新增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宣導 人事室 
101.08.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8-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8.29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廖君達個人資料、農經、預測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101.08.27 最新消息－新增 8/21 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

會會議紀錄資料 
推廣課 

101.08.27 最新消息－修改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8 月份工作執行會議 環境課 
101.08.22 政策宣導－新增性別平等及毒品防治文宣 電腦室 
101.08.21 最新消息－新增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8 月份工作執行會議 環境課 
101.08.20 首長的話－更新資料 場長 
101.08.20 政策宣導－新增檔案管理局應用系統連結 秘書室 
101.08.20 合理化施肥技術－8/23、8/28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8.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8-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8.15 插入輪播－8/21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電腦室 
101.08.15 最新消息－新增 8/21 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

會資料 
推廣課 

101.08.14 政策宣導－新增第五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資訊 秘書室 



 6 

101.08.14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3 項技轉資料 推廣課 
101.08.14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技轉資料 推廣課 
101.08.14 最新消息－新增台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籌備會公開徵求會員 埔里分場 
101.08.14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病害－甘藷病害－更新甘藷簇葉病資料 環境課 
101.08.10 修改重要研究成果－智慧財產權--品種權取得(1010503) 資料 電腦室 
101.08.10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101.08.09 招標資訊－新增 101 年 1 期水稻濕穀得標資料 秘書室 
101.08.09 最新消息－新增報廢客貨車招標公告 秘書室 
101.08.09 招標資訊－新增報廢客貨車招標公告、濕穀得標公告 秘書室 
101.08.06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稻作、果樹及農村生活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101.08.06 新聞稿－新增 8/3 颱風災後蔬菜易發生病害，請農友把握黃金防治期及

時防治 
推廣課 

101.08.03 新聞稿－新增 8/3 把握黃金復育期，減少農作物損失 推廣課 
101.08.0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8-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8.03 Q&A－新增水稻 Q&A、特用作物 Q&A、土壤肥料 Q&A 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08.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8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8.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5 期(101 年 8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8.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8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8.01 最新消息－蘇拉颱風侵襲前農作物減輕災害因應措施 改良課 
101.07.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8-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7.2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10 號及特刊第 111 號資料 電腦室 
101.07.2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55 期資料 推廣課 
101.07.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7-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7.19 合理化施肥技術－7/31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7.19 本場公告－新增 2 名技工移撥公告 秘書室 
101.07.18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新增 7/18 中部地區甜柿白粉病及角

斑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07.18 新聞稿－新增 7/18 中部地區甜柿白粉病及角斑病發生警報 推廣課 
101.07.1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88 號資料 電腦室 
101.07.17 最新消息－新增 7/24「茭白有機栽培技術」成果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101.07.16 本場公告－新增 7/13 紫錐菊袋茶原料生產技術與袋茶配方技術移轉非

專屬授權案 
改良課 

101.07.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7-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7.12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13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7.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77 期資料 推廣課 
101.07.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54 期資料 推廣課 
101.07.12 新聞稿－新增 7/12 減輕採收前高接梨腐爛措施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101.07.11 最新消息－新增 7/17 甘藷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成果觀摩資料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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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7.10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修改第 53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7.10 最新消息－新增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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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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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產業補助一覽表 1010709 (第二季) 資料 
推廣課 

101.07.0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7-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7.03 Q&A－新增果樹 Q&A、特用作物 Q&A 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07.02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7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7.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4 期(101 年 7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7.02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7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7.0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會計室主任資料 電腦室 
101.06.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7-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6.29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1.06.27 網路資源－更新法人團體資料 電腦室 
101.06.27 最新消息－新增 7/4 傾聽人民心聲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1.06.26 最新消息－新增 7/3 葡萄健康管理暨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環境課 
101.06.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6-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6.22 新增－農作物復耕復育技術服務團隊 輪播 電腦室 
101.06.22 最新消息－新增蔡宜峰博士獲本會模範公務人員 人事室 
101.06.21 政策宣導－新增節約能源園地文宣 秘書室 
101.06.21 本場公告－新增 6/21 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徵人公告 秘書室 
101.06.19 最新消息－新增 6/14 台中地區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議紀錄 電腦室 
101.06.18 最新消息－新增 7/6 梨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資料 改良課 
10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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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6.18 最新消息－新增 6/27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環境課 
101.06.1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6-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6.15 政策宣導 － 修改內政部「國民年金公仔徵選」及「國民年金知識大考

驗有獎徵答」活動 資料 
電腦室 

101.06.1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58 號資料 電腦室 
101.06.1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57 號資料 電腦室 
101.06.14 最新消息－新增大雨過後~『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作物復耕復育技術服

務團』啟動 
改良課 

101.06.14 新聞稿－新增 6/14 災後技術服務團啟動，協助農民進行復育 推廣課 
101.06.14 農業園地－漂鳥營－下架 推廣課 
101.06.13 新聞稿－新增 6/12 豪雨災害下農作物復育與災害減輕措施 推廣課 
101.06.13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1.06.13 本場公告－新增 101 年度 1 期水稻濕穀約 100,000 公斤公開標售投標須

知 
秘書室 

101.06.12 招標資訊－新增 101 年度 1 期水稻濕穀約 100,000 公斤公開標售投標須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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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101.06.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57、75 號資料 電腦室 
101.06.12 本場公告－新增 6/11 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徵人公告 秘書室 
101.06.11 最新消息－新增 6/29 梨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資料 改良課 
101.06.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修改 101 年第 6-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6.0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6-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6.08 相關服務－新增田邊好幫手連結 banner 電腦室 
101.06.08 新聞稿－新增 6/8 苦瓜減『肥』生長更健康 推廣課 
101.06.07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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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6.07 最新消息－新增 6/13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資料 改良場 
101.06.06 出版刊物－年報－新增 100 年年報 電腦室 
101.06.0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09 號資料 電腦室 
101.06.06 最新消息－新增 6/15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路線圖 改良課 
101.06.06 本場公告－新增 6/4 茭白筍台中 1 號留種及繁殖技術非專屬授權移轉案 改良課 
101.06.0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88、100 號資料 電腦室 
101.06.05 Q&A－新增其他 Q&A 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06.05 本場簡介－修改台中區農業改良場位置圖資料 電腦室 
101.06.04 政策宣導－新增民眾詢問捐款國庫事宜書函 會計室 
101.06.04 最新消息－新增 6/15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成果觀摩 改良課 
101.06.04 新聞稿－新增 6/4 日頭赤炎炎 五步驟防曬 慎防中暑 推廣課 
101.06.0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6-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6.0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88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31 本場公告－新增 5/31 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枯草桿菌種(TCB9407)及 5/31

廢棄菇類栽培木屑堆肥製作方法等二項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埔里分場 

101.05.31 最近消息－新增 6/6 水稻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改良課 
101.05.31 最近消息－新增 6/7 水稻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改良課 
101.05.3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100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6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5.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3 期(101 年 6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5.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6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5.30 最近消息－新增 6/8 苦瓜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改良課 
101.05.2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57、67、71、88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6-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5.2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67、69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24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5/24 彰化縣秈稻產區二化螟發生警

報 
環境課 

101.05.24 新聞稿－新增 5/24 彰化縣秈稻產區二化螟發生警報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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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23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95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23 最新消息－新增 5/18 傾聽人民心聲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紀錄 電腦室 
101.05.22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病害－木瓜及鳳梨病害、桃梅病害－更新

資料 
環境課 

101.05.2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69、71、75、95、97、100、108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2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推教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101.05.2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47、69、75、80、95、100、108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21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1.05.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5-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5.1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67、75、95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16 政策宣導－新增內政部「國民年金公仔徵選」及「國民年金知識大考驗

有獎徵答」活動 
電腦室 

101.05.16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病害－香蕉病害－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1.05.1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57、67、69、71、75、95、96、100、102、

108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14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病害－蔬菜病害－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1.05.14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植保、土肥等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101.05.14 新聞稿－新增 5/11 水稻穗稻熱病發生警報及中部地區荔枝細蛾發生警

報 
推廣課 

101.05.14 最新消息－修改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53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5-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5.11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5/11 水稻穗稻熱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05.11 新增 病蟲害警報輪播 電腦室 
101.05.11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5/11 中部地區荔枝細蛾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05.1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53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10 政策宣導－新增環保署舉辦「環境教育 哇寶趣」活動 環境課 
101.05.09 新增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輪播 電腦室 
101.05.09 合理化施肥技術－5/25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改良課 
101.05.09 新增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輪播 電腦室 
101.05.09 最新消息－新增 5/18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1.05.09 網路資源－修改花蓮場資料 電腦室 
101.05.0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57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0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108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08 最近消息－新增 5/16 菜豆栽培管理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改良課 
101.05.07 政策宣導－新增研考會「全民上網愛臺灣」推廣活動網站 電腦室 
101.05.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5-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5.04 合理化施肥技術－5/17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改良課 
101.05.04 Q&A－新增植保、果樹、其他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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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3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12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5.03 合理化施肥技術－5/18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5.03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智慧財產權－品種權取得資料 改良課 
101.05.02 政策宣導－新增內政部有關為提升電子戶籍謄本使率之網站 秘書室 
101.05.02 合理化施肥技術－5/11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4.30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5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4.30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2 期(101 年 5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4.30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5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4.30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69、100、108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4.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5-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4.27 最新消息－新增 4/24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紀

錄 
電腦室 

101.04.24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修改第 67、75、100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4.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4.20 合理化施肥技術－5/3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改良課 
101.04.20 出版刊物－特刊－修改第 78、89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4.19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更新 111 期第 3 篇資料 電腦室 
101.04.18 合理化施肥技術－4/23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4.17 新聞稿－鳳梨施肥合理化，產量品質一樣好，省肥省錢好處多 推廣課 
101.04.17 新增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之輪播 電腦室 
101.04.17 最新消息－新增 4/24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1.04.17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11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4.17 合理化施肥技術－5/2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4.16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1.04.16 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1.04.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4-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4.1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 76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4.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52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4.12 合理化施肥技術－4/24, 4/26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4.11 最新消息－新增 5/8 國際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資料(不顯示) 埔里分場 
101.04.09 新增鳳梨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觀摩會輪播 電腦室 
101.04.09 最新消息－新增 4/18 鳳梨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觀摩會 埔里分場 
101.04.09 出版刊物－錄影帶目錄－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1.04.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4-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4.06 Q&A－新增植保、水稻、蔬菜、土肥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04.05 新增病蟲害發生警報輪播 電腦室 
101.04.05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4/3 葡萄露菌病發生謷報 環境課 
101.04.05 新聞稿－新增 4/3 葡萄露菌病發生謷報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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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0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 180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4.02 農業園地－農特產品－新增伴手禮資料 推廣課 
101.04.02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4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4.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1 期(101 年 4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4.02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4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3.3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4-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3.30 合理化施肥技術－4/17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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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產業補助一覽表 1010329(第一季) 資料 
推廣課 

101.03.28 本場公告－新增技工移撥公告 秘書室 
101.03.28 最新消息－事求人－新增技工移撥公告 秘書室 
101.03.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3-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3.23 最新消息－新增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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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3.2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51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3.21 新增事求人輪播及修改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輪播結束時間 電腦室 
101.03.21 合理化施肥技術－4/10辦理101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

談會 
改良課 

101.03.21 合理化施肥技術－4/10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1.03.21 新聞稿－新增 3/20 黑角舞蛾及 3/21 水稻葉稻熱病發生警報新聞稿 推廣課 
101.03.20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3/20 黑角舞蛾及 3/21 水稻葉稻熱病

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03.19 最新消息－事求人－新增助理研究員一名求才資訊 人事室 
101.03.19 最新消息－新增 4/3 本場春石斛蘭新品系展示會資料 埔里分場 
101.03.19 最新消息－新增 3/14 梨有害生物整合性防治宣導及技術諮詢座談會會

議紀錄 
環境課 

101.03.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3-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3.15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1.03.14 最新消息－新增 3/20 召開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 3 月份工作執

行會議 
環境課 

101.03.14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蔬菜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1.03.14 新增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輪播 電腦室 
101.03.13 最新消息－新增 3/21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1.03.13 政策宣導－新增中華民國登山協會宣導活動 電腦室 
101.03.12 政策宣導－新增國稅局宣導活動 秘書室 
101.03.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3-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3.08 農民學院－更新連結 推廣課 
101.03.0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08 號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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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3.06 Q&A－新增植保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03.0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49、150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3.06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10 期資料 電腦室 
101.03.06 合理化施肥技術－3/14, 3/22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

技術座談會 
改良課 

101.03.05 最新消息－新增 3/14 舉辦 101 年度「梨有害生物整合性防治宣導」及

技術諮詢座談會 
環境課 

101.03.0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3-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3.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3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3.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70 期(101 年 3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3.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3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3.01 最新消息－新增 2/23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紀

錄 
電腦室 

101.03.01 最新消息－新增 3/13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

談會 
電腦室 

101.03.01 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講習會」輪播 電腦室 
101.02.29 合理化施肥技術－3/13辦理101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技術座

談會 
環境課 

101.02.29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1.02.29 新聞稿－麥步向前--台灣小麥品種選育(暫時下架) 推廣課 
101.02.24 農業園地－農業策略聯盟－暫時下架 推廣課 
101.02.2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101 年第 3-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2.2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3-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2.24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101.02.24 農業園地－農特產品－南投縣農特產品－更新錯誤文字 電腦室 
101.02.21 最新消息－事求人－新增助理研究員一名求才資訊 人事室 
101.02.20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101 年技轉項目 推廣課 
101.02.20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技轉、專利取得等資料 推廣課 
101.02.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2.15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與決算－新增 100 年總決算資料 會計室 
101.02.15 插入傾聽人民心聲輪播 電腦室 
101.02.15 最新消息－新增 2/23 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1.02.1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2.10 植物保護－病蟲害警報－新增 2/9 梨赤星病警報 環境課 
101.02.10 網路資源－更新政府單位、法人團體資料 電腦室 
101.02.10 相關連結－更新茭白筍主題館 banner 電腦室 
101.02.06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與決算－新增 101 年總預算資料 會計室 
101.02.06 Q&A－新增果樹、土壤肥料、花卉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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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2.04 合理化施肥技術－2/22、2/24 辦理 101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暨

技術座談會 
環境課 

101.01.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2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1.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69 期(101 年 2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1.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2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1.31 最新消息－新增 2/7 舉開 100 年度台中市大雅區冬季裡作「韃靼蕎麥品

種說明暨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1.01.20 新增新年快樂輪播 電腦室 
101.01.13 相關連結－新增茭白筍主題館、國際農業數位知識網絡平台連結 電腦室 
101.01.13 最新消息－新增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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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1.13 出版刊物－技術專刊－新增 179 期甜菜根 電腦室 
101.01.09 重要研究成果－蔬菜研究室－更新資料 改良課 
101.01.09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98 期內容資料 電腦室 
101.01.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1.01.06 Q&A－新增果樹、土壤肥料、植保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1.01.05 政策宣導－新增調查局「舉報商品囤積單一窗口」 推廣課 
101.01.04 植物保護－病蟲發生警報－新增作物晚疫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1.01.03 新增輪播 電腦室 
101.01.03 最新消息－新增 1/10 傾聽人民心聲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101.01.02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1.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廉政電子報 第 68 期(101 年 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1.02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1 年 1 月份) 兼辦政風 
101.01.02 政府資訊公開－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修改農業科技計畫期

中期末摘要報告連結 
電腦室 

101.01.0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資料 電腦室 
101.01.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101 年第 1-1 推週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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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