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更新日誌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12.3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第 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2.31 活動花絮－新增 12/30 本會國際處與紐西蘭台商參觀彰化縣二林鎮紅

龍果產區 
推廣課 

103.12.31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12.31 智財權取得－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12.3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第 192 期資料 推廣課 
103.12.29 活動花絮－新增 12/28 本場林學詩場長參加彰化縣溪州鄉農會溪州芭

樂外銷加拿大啟運記者會 

推廣課 

103.12.2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2-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2.27 政策宣導－新增 12/27 臺灣好風光，世界來觀光 推廣課 

103.12.27 招標資訊－新增 12/27 標售本場報廢財物一批相關資料 秘書室 

103.12.2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2-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2.27 政策宣導－新增 12/27 臺灣好風光，世界來觀光 推廣課 
103.12.27 招標資訊－新增 12/27 標售本場報廢財物一批相關資料 秘書室 
103.12.26 政策宣導－新增 12/24 食品掃黑，守護食安 推廣課 
103.12.26 活動花絮－新增 12/25 林場長至彰化大城鄉、竹塘鄉關心農民栽培小麥

生育情形及青年農民栽培大宗蔬菜、小番茄等作物現況 
推廣課 

103.12.24 本場公告－新增 12/24 本場報廢財產公開拍賣處理公告資料 秘書室 
103.12.22 本場公告－新增 12/22 徵求約聘人員(職務代理)一名相關資料 人事室 
103.12.19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2.19 最近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12.18 活動花絮－新增 12/17 本場第 2 屆青年農民簽約儀式資料 推廣課 
103.12.1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4 期資料 推廣課 
103.12.1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87 期資料 推廣課 
103.12.17 最近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12.17 新聞稿－新增 12/17 再生稻田來轉作，硬質玉米有夠夯資料 推廣課 
103.12.16 新聞稿－新增 12/16 大豆收穫省工~農民笑呵呵 資料 推廣課 
103.12.16 政策宣導－新增 12/16 教育部 103 年度第 2 批學產土公開標租(第 2 次

公告)資訊 
秘書室 

103.12.15 最近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12.15 政策宣導－新增 12/15 來去花東，快速安全又輕鬆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3.12.15 最近消息－新增 12/18 硬質玉米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 改良課 
103.12.15 最近消息－新增 12/16 大豆栽培技術暨機械收穫示範推廣觀摩會 改良課 
103.12.12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12.12 新聞稿－新增近日低溫來襲，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友做好防寒準

備工作資料 
推廣課 

103.12.10 政策宣導－新增 12/10 政府協助求償黑心油品損害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3.12.10 政策宣導－新增 12/10 因應 FTA，面對挑戰做好準備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3.12.10 新聞稿－新增 12/10 再生稻田種玉米，轉作替代真正夯資料 推廣課 
103.12.10 智財權取得－品種權取得－更新資料 改良課 
103.12.10 本場公告－12/09 公告徵詢他機關或周知所屬現職工友、技工、駕駛有

意移撥至本場技工 3 名 
秘書室 

103.12.09 政策宣導－新增 12/09 杜絕黑心，守護食安訪談專文資料 推廣課 
103.12.09 新聞稿－新增 12/09 進口替代作物薏苡～水田移植栽培技術資料 推廣課 
103.12.09 最新消息－新增 12/17 辦理硬質玉米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 改良課 
103.12.08 政策宣導－新增 12/05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103.12.08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12/05 本場高德錚副場長與彰化縣各區農會總幹

事參加彰化縣青年夢田組合禮記者會暨農產品展售活動 
推廣課 

103.12.05 活動花絮－新增 12/4 林場長接待中興大學園藝系李教授金龍師生參訪

資料 
推廣課 

103.12.05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2.05 新聞稿－新增 12/5 再生稻區輪作雜糧，省工、低病蟲害效益高 推廣課 
103.12.05 政策宣導－協助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宣導 12/05「性別平等，輕鬆『好生』

活」資料 
推廣課 

103.12.04 Q&A－新增蔬菜、土壤肥料、農業推廣等 Q&A 資料 推廣課 
103.12.04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11/28 本場林學詩場長陪同國際園藝學會理事長 

Prof. Roderick A. Drew 參訪中部園藝產業 
推廣課 

103.12.03 新聞稿－新增 12/3 葡萄防病有一套，安全用藥沒煩惱－葡萄晚腐病管

理技術－掌握用藥及套袋技巧 
推廣課 

103.11.28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2-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1.28 最新消息－新增 12/09 進口替代作物薏苡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資

料 
改良課 

103.11.28 政策宣導－協助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宣導 11/27「勞工都納保職災有依靠」

及 11/28「165 反詐騙」資料 
推廣課 

103.11.28 合理化施肥專區－更新 103 年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3.11.28 最新消息－新增 12/09 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3.11.28 最新消息－新增 12/05 高粱及大豆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 改良課 
103.11.27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新增 11/26 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印尼國立農業

訓練中心人員等一行人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3.11.26 雙語詞彙－新增農委會提供雙語詞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11.26 政策宣導－協助經濟部宣導為加強協助青年創業，辦理「創新創業籌

資法制論壇」 
推廣課 

103.11.26 最新消息－新增 12/3「葡萄晚腐病管理技術--掌握用藥及套袋技巧」田

間觀摩會 資料 
環境課 

103.11.25 活動花絮－新增 11/12 高副場長拜訪金門酒廠 推廣課 
103.11.24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 －新增 11/21 本場於龍井農會辦理「大豆栽培技

術示範推廣觀摩會活動」照片 
推廣課 

103.11.21 活動花絮－新增 11/21 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參訪本場資料 推廣課 
103.11.2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1.20 新聞稿－更新 11/19 機械採收~轉作大豆省時擱省工 資料 推廣課 
103.11.20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新增 11/15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與本場林學詩場

長等一行人至大甲區農會關心青年農民農業經營情形 
推廣課 

103.11.18 線上申辦－更新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之應用研討會

講義 資料 
環境課 

103.11.1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3 期資料 推廣課 
103.11.18 本場公告－新增 10/21 玫瑰純露生產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推廣課 
103.11.17 新聞稿－新增 11/19 機械採收～轉作大豆省時擱省工資料 推廣課 
103.11.17 最新消息－新增 12/5、12/9、12/10 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3.11.17 政策宣導－新增 11/17「選人才為未來」及「青年圓夢網陪你闖天下」

資料 
推廣課 

103.11.17 合理化施肥專區－更新 103 年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3.11.17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 推廣課 
103.11.14 政策宣導－新增 11/14 《 你「農」我「農」，青農正紅 》專文、 「產

學攜手就業有我」二則資料 
推廣課 

103.11.14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1.1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第 38 期將番茄栽培下架(部份內容有疑

慮) 
改良課 

103.11.14 政風園地－檢舉信箱－刪除檢舉郵政信箱 人事室 
103.11.14 線上申辦－新增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之應用研討會

講義 7 篇 
埔里分場 

103.11.13 合理化施肥專區－更新 103 年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3.11.13 最新消息－新增 12/2、12/3 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3.11.13 活動花絮－新增 11/11 加強與以色列建構作物管理灌溉技術合作講習

會 
推廣課 

103.11.13 新聞稿－新增 11/14 作畦栽培~再生稻田轉作大豆新技術 推廣課 
103.11.13 最新消息－新增 11/19 及 11/21 大豆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 改良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11.11 相關連結－新增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專區 推廣課 
103.11.11 活動花絮－新增 11/10 本場作物營養管理診斷進階班圓滿結訓 推廣課 
103.11.10 最新消息－新增 11/12 及 11/14 大豆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 改良課 
103.11.10 新聞稿－新增 11/12 再生稻田種大豆～國產替代真夯 推廣課 
103.11.0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1.07 活動花絮－新增 11/06 本場辦理作物營養管理診斷進階班訓練課程資

料 
推廣課 

103.11.07 活動花絮－新增 10/31 本場辦理產銷履歷教育宣導暨青年農民經驗分

享資料 
推廣課 

103.11.07 Q&A－新增蔬菜、植保、水稻 Q&A 資料 推廣課 
103.11.06 活動花絮－新增 10/31 林場長與轄內農會人員及青年農民合影 推廣課 
103.11.06 政策宣導－新增 11/05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103.11.05 政策宣導－新增 11/5「全民反賄選」資料 推廣課 
103.11.05 政策宣導－新增 11/5「產業拚轉型 升級要創新」資料 推廣課 
103.11.05 活動花絮－新增 11/1 繼往開來～歡慶遷場 30 周年研發成果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3.11.04 最新消息－新增 103 年台中 192 號水稻濕穀公開標售資料 秘書室 
103.11.04 招標資訊－新增 103 年台中 192 號水稻濕穀公開標售資料 秘書室 
103.11.03 本場公告－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11.03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11.03 政策宣導－新增 10/31 食品追溯追蹤 追追追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3.10.3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0.30 本場簡介－更新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介資料 推廣課 
103.10.29 政策宣導－新增 10/29 油必有方 油品分流管制資料 推廣課 
103.10.29 活動花絮－新增 10/28 場長接待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農業發展

與政策定期班一行 29 人 
推廣課 

103.10.29 相關連結－更新農民學院資料 推廣課 
103.10.29 雙語詞彙－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10.29 活動花絮－新增 10/24 社頭鄉農會主辦台中地區優質番石榴果品評鑑

成果 
推廣課 

103.10.28 活動花絮－新增 10/28 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財團法人農業工程中心譚

智宏博士等人 
推廣課 

103.10.27 活動花絮－新增 10/21 場長接待印尼農業部科技署考察團來場參訪 推廣課 
103.10.24 政策宣導－新增 10/24 金融來相挺 創意抵黃金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3.10.24 活動花絮－新增 10/22 林學詩場長與陳彥雄陪伴師親臨陳柏榮青年農

民集貨場資料 
推廣課 

103.10.24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0-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10.24 活動花絮－新增 10/22 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3.10.24 最新消息－新增 10/31-103 年度臺中農改場「產銷履歷教育宣導暨青年

農民經驗分享」活動 
推廣課 

103.10.22 最新消息－更新 10/31-11/01『繼往開來歡慶遷場 30 周年研發成果活動』 推廣課 
103.10.22 本場簡介－更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位置圖資料 推廣課 
103.10.21 政策宣導－新增 10/21 勇敢抓 BUG-堅持廉潔 開創未來微電影徵件競

賽活動資料 
人事室 

103.10.21 活動花絮－新增 10/20 菊祥如意花在田尾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3.10.21 首頁－插入輪播動畫 推廣課 
103.10.21 最新消息－新增 10/31「遷場 30 周年研發成果發表會」 推廣課 
103.10.21 最新消息－新增 10/31-11/01『繼往開來歡慶遷場 30 周年研發成果活動』 推廣課 
103.10.21 活動花絮－新增 10/21 台中場特用作物及雜糧栽培管理班歡喜結訓資

料 
推廣課 

103.10.20 政策宣導－新增 10/20 杜絕登革熱防蚊總動員資料 推廣課 
103.10.1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0-4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0.17 最新消息－新增 11/1 台中區發展農村地方美食成果展 推廣課 
103.10.17 政策宣導－新增 10/17 台灣女孩勇敢追夢資料 推廣課 
103.10.17 新增 本場網路服務項目資料 推廣課 
103.10.16 政策宣導－新增 10/16 經濟榮景 ing 4 小龍排第 2 資料及 10/16 幸福公

路東西無阻資料 
推廣課 

103.10.16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更新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主計室 
103.10.1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2 期資料 推廣課 
103.10.16 本場公告－新增 10/15 公告辦理他機關現職工友（含技工、駕駛）移撥

調任本場技工 3 名 
秘書室 

103.10.15 活動花絮－新增 10/14 台中農改場辦理田媽媽養成培育訓練 推廣課 
103.10.15 技轉移轉專區－新增 103 年技轉項目 推廣課 
103.10.15 活動花絮－新增 10/13 臺中場 103 年「進階選修訓練特用作物及雜糧栽

培管理班」開訓資料 
推廣課 

103.10.13 政策宣導－新增 10/13 創業也可以做公益...資料 推廣課 
103.10.09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0-3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0.09 最新消息－新增 10/22 召開 103 年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3.10.0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86 期資料 推廣課 
103.10.07 最新消息－新增10/18-10/20雲林縣政府舉辦理 2014全國農業機械暨資

材展活動 
環境課 

103.10.07 活動花絮－新增 10/7 臺中場 103 年農民學院初階訓練「花卉栽培管理

班」結訓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10.06 活動花絮－新增 10/3 青年農民園產品採收後處理訓練資料 推廣課 
103.10.03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0-2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10.03 活動花絮－新增 10/2 林學詩場長主持 103 年度契作仙草栽培管理田

間示範宣導會資料 
推廣課 

103.10.03 新聞稿－新增 10/3 高產優良好滋味－耐熱甘藍新品種台中 2 號資料 推廣課 
103.10.0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陳令錫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3.10.03 期刊資料庫－更新資料，新增本場訂閱的 2 本電子期刊連結 推廣課 
103.10.02 政策宣導－新增 10/2 政府民間攜手為食安把關資料 推廣課 
103.10.02 最新消息－新增第 2 屆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實施計畫 推廣課 
103.10.01 最新消息－新增 10/14 辦理 103 年度台中區田媽媽養成培育訓練資料 推廣課 
103.09.30 政策宣導－新增 9/30 有創意來創業資料 推廣課 
103.09.30 最新消息－新增 10/3 耐熱甘藍新品種「臺中 2 號」田間栽培示範摩會 改良課 
103.09.29 新聞稿－新增水稻褐飛蝨、白背飛蝨及瘤野螟已零星發生，臺中農改

場籲請農民即日起進行防治 
推廣課 

103.09.26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0-1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9.26 政策宣導－新增劣質豬油事件專區連結 推廣課 
103.09.26 Q&A－新增蔬菜、植保、水稻 Q&A 資料 推廣課 
103.09.26 活動花絮－新增 9/23 林學詩場長接待亞太糧肥技術中心黃有才主任和

蔡宛恬農業專家 
推廣課 

103.09.26 活動花絮－新增 9/23 邀請世界聞名的國際稻米研究所 (IRRI) 兩位水

稻白葉枯病領域學者 Dr.Ricardo Oliva 和 Dr.Casiana Vera Cruz 蒞臨 
推廣課 

103.09.26 活動花絮－新增 9/18 高德錚副場長代表本場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

發 102 年優質農業研發成果管理單位獎。 
推廣課 

103.09.26 最新消息－新增第三者驗證制度介紹與酪梨、荔枝栽培講習會 推廣課 
103.09.25 最新消息－新增 103 年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員訓練講習簡章 推廣課 
103.09.24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4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9.24 活動花絮－新增 9/23 二水鄉農友 參訪並研習茄子合理化施肥與安全

用藥課程 
推廣課 

103.09.24 新聞稿－新增 9/24 臺灣首創春石斛蘭新品種隆重誕生－臺中 1 號(新
夢幻)、臺中 2 號(紅雀)、臺中 3 號(金島) 

推廣課 

103.09.24 活動花絮－新增 9/22 林學詩場長主持水稻雜糧課程規劃專家會議 推廣課 
103.09.24 活動花絮－新增 9/23 林學詩場長賀竹塘鄉農會參加首屆「 2014 全國

名米產地冠軍賽」選拔活動榮獲臺稉 9 號組冠軍 
推廣課 

103.09.24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中部地區休閒農業產業現況資料 推廣課 
103.09.24 招標資訊－新增 10/6 小麥台中選 2 號 5000 公斤公開標售 秘書室 
103.09.23 政策宣導－新增 9/23 東海共享漁獲滿載宣導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9.23 新聞稿－新增 9/22 柑桔黑星病新聞稿 環境課 
103.09.23 植物保護－修改用藥最新資訊連結位置 推廣課 
103.09.23 植物保護－修改吉園圃安全蔬果網站連結位置 推廣課 
103.09.19 新聞稿－新增 9/19 輕度颱風「鳳凰」來襲，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

友做好防颱準備工作 ！ 
推廣課 

103.09.19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9-4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9.19 最近消息－新增 10/3 辦理 103 年度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青年農民「園產

品採收後處理暨產銷履歷」訓練 
推廣課 

103.09.19 網路資源－更新法人團體資料 推廣課 
103.09.18 網路資源－更新農業大專院校資料 推廣課 
103.09.18 網路資源－更新政府單位資料 推廣課 
103.09.18 合理化施肥－更新 103 年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3.09.18 最新消息－新增 9/25 合理化施肥－有機質肥料施用暨安全用藥宣導教

育講習 
環境課 

103.09.18 最新消息－新增 9/23 茄子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3.09.17 活動花絮－新增 9/16林學詩場長接待福岡RKB每日放送電視台記者阿

佐部伸一先生 
推廣課 

103.09.17 政策宣導－新增 9/16 基本工資再調升勞工生活有保障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3.09.16 活動花絮－新增 9/15 林學詩場長主持花卉栽培管理初階班開訓 推廣課 
103.09.16 活動花絮－新增 9/12 林學詩場長主持果樹產業職能基準專家會議 推廣課 
103.09.16 本場公告－新增 9/15 公告辦理他機關現職工友（含技工、駕駛）移撥

調任本場技工 3 名 
秘書室 

103.09.12 最新消息－新增網站資料異地備援訊息 推廣課 
103.09.12 本場公告－新增 9/4 菜豆台中 2 號及 9/4 菜豆台中 3 號技轉資料 改良課 
103.09.12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9-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9.12 網路資源－修改法人團體資料 推廣課 
103.09.11 本場公告－新增 9/11 木黴菌株 TCT111 及應用於生物性堆肥製作方法

技轉資料 
埔里分場 

103.09.1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1 期 推廣課 
103.09.10 最新消息－新增 9/11 豌豆健康管理及安全用藥講習會 環境課 
103.09.10 政策宣導－新增 9/10 景氣燈號連 6 綠資料 推廣課 
103.09.10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沈原民個人簡歷 環境課 
103.09.09 最新消息－新增 9/16 茄科蔬菜安全用藥及有機質肥料使用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3.09.05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9-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9.05 活動花絮－新增 9/4 場長主持青年農民「故事行銷」訓練開訓 推廣課 
103.09.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0 期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9.05 政策宣導－新增 9/3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103.09.05 政策宣導－新增 9/4「四癌篩檢有補助 全民健康有照顧」資料 推廣課 
103.09.03 本場公告－新增 9/2 液化澱粉孢桿菌 TCB9722 及應用於生物性有機液

肥製作方法技轉資料 
環境課 

103.09.03 本場公告－新增 9/2 稻草分解菌種複合式製劑製作及應用技術技轉資

料 
環境課 

103.09.03 本場公告－新增 9/2 豌豆台中 16 號技轉資料 改良課 
103.09.03 最新消息－新增 9/3 志工召募資訊 人事室 
103.09.02 活動花絮－新增 8/30 場長參加大甲芋頭節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3.09.02 政策宣導－新增 8/29「防治登革熱安心免煩惱」資料 推廣課 
103.09.02 政策宣導－新增 8/29「經濟穩定復甦 貧富差距縮小」資料 推廣課 
103.09.02 網路資源－生活資訊站－新增公務人員保險服務連結 人事室 
103.09.02 活動花絮－新增 8/29 場長參加大村葡萄產銷 21 班中秋親子活動 推廣課 
103.09.02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主計室 
103.08.29 最新消息－新增 8/29 農民學院訓練近期開課資訊 推廣課 
103.08.29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9-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8.29 活動花絮－新增 8/28 場長訪視二林鎮農會、埤頭鄉農會、溪洲鄉農會

及青年農民 
推廣課 

103.08.29 最新消息－新增 9/26 產銷履歷商機座談會報名資訊 推廣課 
103.08.28 活動花絮－新增 8/27 接待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楊柏松

一行 82 人 
推廣課 

103.08.28 出版刊物－年報－更新 78 年以前之呈現方式 推廣課 
103.08.27 合理化施肥－更新 103 年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3.08.27 最新消息－新增 9/5本場舉辦 103年度合理化施肥－有機質肥料施用暨

安全用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3.08.27 出版刊物－年報－更新 79-84 年之呈現方式 推廣課 
103.08.27 政策宣導－新增 8/27「經濟成長連三升 展望明年會更好」資料 推廣課 
103.08.27 活動花絮－新增 8/26 接待泰國農業部稻米廳副廳長一行 15 人參訪 推廣課 
103.08.26 活動花絮－新增 8/26 蕙蘭產銷講習會資料 推廣課 
103.08.22 活動花絮－新增 8/21 接待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洪堯昆董事長 推廣課 
103.08.22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8-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8.22 出版刊物－年報－更新 85-87 年之呈現方式 推廣課 
103.08.22 政策宣導－新增 8/22「道路串起生活圈共榮便利又安全」資料 推廣課 
103.08.22 最新消息－新增 8/26 蕙蘭產銷講習會資料 埔里分場 
103.08.22 活動花絮－新增 8/20 林場長參加彰化縣社頭鄉 103 年度優質龍眼果

品評鑑活動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8.22 活動花絮－新增 8/20 辦理 103 年度臺中區田媽媽養成培育訓練 推廣課 
103.08.22 活動花絮－新增 8/19 林場長參加 103 年度臺中市優質龍眼果品評鑑

活動 
推廣課 

103.08.22 活動花絮－新增 8/21 林學詩場長及國姓鄉農會葉榮鑫總幹事共同主持 
「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3.08.21 政策宣導－新增 8/20「救災總動員國軍作先鋒」資料 推廣課 
103.08.20 活動花絮－新增 8/19 林學詩場長接待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台中分局葛文

俊分局長及總局鄒慧娟組長 
環境課 

103.08.20 出版刊物－年報－更新 88 年以後之呈現方式 推廣課 
103.08.19 最新消息－新增 8/19 芒果新品種「台中 1 號」育成資料 改良課 
103.08.19 活動花絮－新增 8/18 場長拜訪北斗鎮農會總幹事及訪視溪州鄉黃金廊

道專區農友相關資料 
環境課 

103.08.19 最新消息－新增 8/19 十大神農選拔報名資料 推廣課 
103.08.18 政策宣導－新增 8/18 國際健康產業台灣新機會資料 推廣課 
103.08.18 出版刊物－年報－更新 97 年以後之呈現方式 推廣課 
103.08.1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 191 期茭白筍健康管理手冊 推廣課 
103.08.15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8-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8.14 新聞稿－更新資料的呈現方式 推廣課 
103.08.13 政策宣導－新增 8/13 高雄加油－行政院跨部會災後協助措施資料 推廣課 
103.08.13 政策宣導－新增 8/13 擁抱好薪情 企業向前行資料 推廣課 
103.08.13 最新消息－新增 8/12 場長接待泰國農業部官員一行三人 推廣課 
103.08.13 新聞稿－新增 8/12 場長接待泰國農業部官員一行三人 推廣課 
103.08.13 活動花絮－新增 8/12 場長接待泰國農業部官員一行三人 推廣課 
103.08.11 最新消息－新增 8/26 上午、8/27 上午及下午 103 年度合理化施肥－有

機質肥料施用暨水稻安全用藥宣導教育講習 
環境課 

103.08.11 合理化施肥－更新 103 年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3.08.08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8-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8.08 政風園地－檢舉信箱－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08.08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3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8.07 最新消息－新增 8/20 台中區田媽媽養成培育訓練 推廣課 
103.08.05 最新消息－新增 8/5 國產小麥供應鏈整合加值之產官學界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3.08.05 活動花絮－新增 8/5 國產小麥供應鏈整合加值之產官學界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3.08.05 政策宣導－新增 8/1 消保知識探索樂園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3.08.01 政策宣導－新增 8/1 台灣治安好全球都稱讚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3.08.01 政策宣導－新增 7/30 火車快飛便捷花東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3.08.0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8-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7.31 政策宣導－新增 7/31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103.07.30 Q&A－新增蔬菜、果樹 Q&A 資料 推廣課 
103.07.2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79 期 推廣課 
103.07.29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資料 推廣課 
103.07.25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8-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7.24 新聞稿－新增 7/24「麥德姆」颱風遠離，農作物復育啟動 資料 推廣課 
103.07.24 出版刊物－年報－新增 102 年年報資料 推廣課 
103.07.24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2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7.22 政策宣導－新增 7/22 推動智慧綠建築，節能生活好幸福資料 推廣課 
103.07.21 新聞稿－新增 7/21 中度颱風麥德姆來襲防颱工作新聞資料 推廣課 
103.07.21 最新消息－活動－新增 7/24 台灣生物科技大展-農業科技館資料 改良課 
103.07.18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7-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7.16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07.16 政策宣導－新增 7/14 台灣家族添夥伴原住民族增 2 族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3.07.15 本場公告－新增徵求約聘人員(職務代理)一名公告資料 人事室 
103.07.15 最新消息－求才－新增徵求約聘人員(職務代理)一名資料 人事室 
103.07.1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7-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7.1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85 期－高接梨栽培管理專輯 推廣課 
103.07.1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78 期 推廣課 
103.07.10 政策宣導－新增 7/10 公糧收購新規定 改良課 
103.07.09 新聞稿－新增 7/10 硬質玉米新品系，彰化栽植一級棒 推廣課 
103.07.09 新增智財權取得 推廣課 
103.07.07 最新消息－新增 7/7 硬質玉米新品系區域試驗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3.07.04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7-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7.0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林煜恒個人簡歷資料 改良課 
103.07.0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24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7.02 本場簡介－新增人力資源資料 改良課 
103.07.02 新聞稿－新增 6/13、618、6/20 新聞稿 推廣課 
103.07.01 政策宣導－新增 7/1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103.07.01 政策宣導－新增衛生福利部活動宣導 推廣課 
103.07.01 修改首長信箱資料 推廣課 
103.07.01 修改本場公告資料 推廣課 
103.07.01 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推廣課 
103.07.01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資訊查報及責任分區表資料 環境課 
103.07.01 Q&A－新增蔬菜、果樹、水稻 Q&A 資料 推廣課 
103.07.01 最新消息－新增 APO 求才公告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6.30 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推廣課 
103.06.30 相關連結－圖書管理系統下架(不對外開放) 推廣課 
103.06.27 招標資訊－新增 6/27 越光水稻濕穀公開標售招標資訊 秘書室 
103.06.2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7-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6.27 政策宣導－新增 6/25 社會有回饋，財政有活水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3.06.2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22、123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6.26 最新消息－新增場長交接典禮資訊 推廣課 
103.06.26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3.06.26 英文網站－更新場長的話、歷任首長介紹 推廣課 
103.06.26 本場簡介－更新場長的話、歷任首長介紹 推廣課 
103.06.25 本場公告－新增釀酒用糯紅高粱種源開發計畫研究助理聘用公告 改良課 
103.06.2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張瑞炘個人簡歷資料 改良課 
103.06.20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6-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6.20 植物保護－新增稻熱病疫情現況連結 環境課 
103.06.18 最新消息－新增 6/20 釀酒高粱地方試作田間示範觀摩會 改良課 
103.06.17 招標資訊－新增 6/24 水稻濕穀公開標售招標資訊 秘書室 
103.06.17 便民服務－農民服務中心－更新首長信箱 推廣課 
103.06.16 政策宣導－新增 6/16「一鄉一日照托老安心子女放心」及「大家都要

自由經濟示範區」文宣廣告 
推廣課 

103.06.13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6-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6.12 最新消息－新增 6/18 水稻稻熱病防治示範觀摩會資料 環境課 
103.06.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77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6.10 本場簡介－更新組織編制、職掌與架構資料 推廣課 
103.06.10 政策宣導－新增 6/10 行政院青年顧問團報名資料 推廣課 
103.06.09 政策宣導－新增 6/9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103.06.09 最新消息－新增 6/13 葡萄健康管理觀摩會資料 環境課 
103.06.07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資訊查報責任分區表資料 環境課 
103.06.06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資訊查報資料 環境課 
103.06.06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6-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6.04 政策宣導－新增 6/3－6 年 660 億治水有夠力宣導資訊 推廣課 
103.06.03 政策宣導－新增 6/3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改革方案宣導網址 推廣課 
103.05.30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6-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5.27 新聞稿－新增 5/27 把握黃金復育期，減少農作物損失 改良課 
103.05.26 最新消息－新增 5/27 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3.05.23 本場公告－新增徵求約僱人員(書記職代)一名公告資料 人事室 
103.05.23 最新消息－新增徵求約僱人員(書記職代)一名訊息 人事室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5.23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5-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5.23 政策宣導－新增 5/22 核四停工在缺電風險宣導資訊 推廣課 
103.05.23 政策宣導－新增 5/23 老農津貼懶人包(行動版) 推廣課 
103.05.21 政策宣導－新增 5/20 物流有智慧，台灣做得到 推廣課 
103.05.21 相關連結－新增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政策宣導資訊網連結 改良課 
103.05.16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5-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5.15 新聞稿－新增 5/15 水稻穗稻熱病及二化螟蟲發生警報新聞稿 推廣課 
103.05.14 最新消息－新增 5/21 降低稻田紅米混雜技術講習座談會 改良課 
103.05.14 政策宣導－新增 5/14 顧客走入台灣醫療邁向國際 推廣課 
103.05.09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5-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5.09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新增資料 推廣課 
103.05.0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第 190 期竹筍病蟲害發生及管

理 
推廣課 

103.05.0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76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5.02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5-2 週推廣活動 電腦室 
103.05.02 政策宣導－新增 5/2 這樣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你我可以放心！ 推廣課 
103.05.02 Q&A－新增土肥、果樹、水稻 Q&A 資料 推廣課 
103.04.30 最新消息－新增 4/29 菜豆台中 5 號技轉公告 改良課 
103.04.30 本場公告－新增 4/29 菜豆台中 5 號技轉公告 改良課 
103.04.30 政策宣導－新增 4/28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103.04.30 政策宣導－新增 4/28 小魚也能立大功，台灣農業出頭天 推廣課 
103.04.25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5-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4.25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新增資料 電腦室 
103.04.24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新增資料 推廣課 
103.04.23 政策宣導－新增 4/23「繳稅少一點，回饋多一些！」及更新「政府拼

觀光，行銷臺灣夯！」 
推廣課 

103.04.22 快速連結－活動花絮－新增資料 電腦室 
103.04.22 新聞稿－新增 4/21 葡萄露菌病警報新聞稿 推廣課 
103.04.22 政策宣導－新增台灣彰化農田水利會 4/18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

計畫宣導 
改良課 

103.04.22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4/21 葡萄露菌病警報 環境課 
103.04.2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3 年第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4.18 政策宣導－新增 4/18「政府拼觀光，行銷臺灣夯！」 推廣課 
103.04.18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4.18 最新消息－新增 4/24 中華電信設備維護訊息 電腦室 
103.04.17 政策宣導－新增 4/17「政府來相挺，青年圓夢去！」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4.15 Q&A－蔬菜Ｑ＆Ａ－更新 13 茭白筍台中一號種苗訂購實施辦法 改良課 
103.04.1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4-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4.09 政策宣導－新增 4/7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103.04.08 政策宣導－新增 4/8「基本工資持續升，勞工生活再加分！」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3.04.08 新聞稿－新增 4/7 番茄晚疫病之防治資料 推廣課 
103.04.08 植物保護－病蟲害警報－新增 4/7 番茄晚疫病之防治資料 環境課 
103.04.03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4-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4.03 期刊資料庫－新增遠流智慧藏資料庫連結 推廣課 
103.04.03 最新消息－新增 4/16 硬質玉米栽培技術暨政策宣導講習會 資料 改良課 
103.04.03 最新消息－新增 4/23 合理化施肥－有機質肥料施用暨安全用藥宣導教

育講習 資料 
環境課 

103.04.03 政策宣導－新增 4/3「服貿協議有配套，國內產業嘸免驚」及 4/3「安

心成家非夢事，歡喜逗陣作厝邊」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3.04.02 英文網站－組織架構－更新埔里分場資料 埔里分場 
103.04.02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埔里分場資料 埔里分場 
103.04.0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3.04.02 Q&A－新增土肥、花卉資料 推廣課 
103.04.02 政策宣導－新增 4/2 稻熱病疫情現況網頁專區連結 環境課 
103.04.01 出版刊物－特刊－更新特刊第 121 號資料 電腦室 
103.04.01 出版刊物－書籍目錄－新增農作物有機栽培技術專刊內容 電腦室 
10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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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第一季資料 
推廣課 

103.03.31 政策宣導－新增台灣彰化農田水利會 3/31 推廣旱作灌溉及現代化管理

設施及 3/31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宣導 
改良課 

103.03.28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4-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3.28 政府資訊公開－新增 103 年度服務創新精進執行計畫 秘書室 
103.03.28 政策宣導－新增 3/27「兩岸服貿協議是台灣急起直追的關鍵!」及 3/27

「農地不休耕，財源強強滾」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3.03.28 新聞稿－新增 3/28 水稻葉稻熱病發生警報 推廣課 
103.03.28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3/28 水稻葉稻熱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3.03.28 快速連結－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電腦室 
103.03.2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75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3.26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3/25 番茄刺皮癭蟎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3.03.26 新聞稿－新增 3/25 番茄刺皮癭蟎已零星發生，台中場籲請農友把握早

期防治時機 
推廣課 

103.03.26 政策宣導－新增 3/24 黃金廊道文宣資料 改良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3.26 政策宣導－新增 3/24 臺灣好聲音南北都好聽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3.03.25 新聞稿－新增 3/24 黑角舞蛾防治新聞 推廣課 
103.03.25 政策宣導－新增 3/24 台馬航線生力軍觀光返鄉更便利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3.03.25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3/24 黑角舞蛾警報 環境課 
103.03.24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陳世芳個人簡歷 推廣課 
103.03.2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3-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3.21 快速連結－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電腦室 
103.03.20 政策宣導－新增金融服務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文宣 推廣課 
103.03.19 最新消息－新增人事異動資料 電腦室 
103.03.19 為民服務－更新作物病蟲害診斷流程 電腦室 
103.03.19 英文網站－新增作物病蟲害診斷流程 電腦室 
103.03.19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資料 電腦室 
103.03.19 英文網站－更新 Briefing 資料 電腦室 
103.03.1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21 號資料 電腦室 
103.03.18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1 期資料 電腦室 
103.03.1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84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3.14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3-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3.14 政策宣導－新增堅持和平理性，中華民國始終如一(nologo)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3.03.14 新聞稿－新增 3/13 低溫期間農作物應加強防寒管理措施 改良課 
103.03.12 植物保護－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3.03.11 英文網站－更新所有資料 電腦室 
103.03.11 最新消－活動－新增 3/20-103 年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電腦室 
103.03.11 最新消息－新增 3/21、3/27、3/28 合理化施肥有機質肥料施用暨安全用

藥宣導教育講習及技術座談會資料 
環境課 

103.03.11 本場簡介－歷任首長介紹－新增末永仁照片 電腦室 
103.03.11 最新消息－修正「農業生物資材產業發展研討會」參加貴賓名單 環境課 
103.03.11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103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資料 電腦室 
103.03.10 英文網站－新增台中地區重要產業資料 電腦室 
103.03.10 英文網站－新增近期研究成果資料 電腦室 
103.03.10 英文網站－新增組織架構資料 電腦室 
103.03.10 英文網站－新增簡介資料 電腦室 
103.03.10 快速連結－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電腦室 
103.03.10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蔬菜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103.03.10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花卉產業資料 電腦室 
103.03.0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3-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3.06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呈現方式 電腦室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3.06 近年研究成果－更新農業機械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103.03.06 Q&A－新增設施園藝、果樹、有機農業等 Q&A 資料 推廣課 
103.03.06 最新消息－公佈「農業生物資材產業發展研討會」參加貴賓名單 環境課 
103.03.06 最新消息－徵求短工一名資料下架 電腦室 
103.03.05 本場公告－新增水稻臺中 194 號辦理品種之繁殖、優質生產與銷售非

專屬技術移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3.03.04 最新消息－活動－新增 3/7 提升番石榴品質栽培技術說明會資料 電腦室 
103.03.04 政策宣導－新增農委會提供國人國內旅遊總旅次大幅增加資料 推廣課 
103.03.04 快速連結 －活動花絮－新增 3/3 彩色海芋設施栽培觀摩會照片 電腦室 
103.03.04 本場公告－新增「優質火龍果產期調節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移

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3.03.03 英文網站－建立新的英文網站架構(後台資料) 電腦室 
103.03.03 新聞稿－新增水稻栽培防寒有一套，改良場提供諮詢服務資料 推廣課 
103.03.03 最新活動－新增 103 年度「農業推廣人員講習會」資料 推廣課 
103.03.03 本場公告－新增「水稻蛾類害蟲性費洛蒙管理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

授權案資料 
環境課 

103.02.27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新增新單元 電腦室 
103.02.27 近年研究成果－新增新單元 電腦室 
103.02.27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3.02.27 最新活動－新增傾聽人民心聲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活動照

片 
電腦室 

103.02.2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3-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2.2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74 期月刊資料 推廣課 
103.02.2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20 號氣候智能型農作生產研討會資料 電腦室 
103.02.27 雙語詞彙－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3.02.26 本場公告－新增徵求短工一名公告 改良課 
103.02.26 最新消息－新增技工 2 名移撥公告 秘書室 
103.02.26 本場公告－新增技工 2 名移撥公告 秘書室 
103.02.25 政策宣導－新增資料 秘書室 
103.02.25 最新消息－新增 3/3 彩色海芋設施栽培觀摩會 改良課 
103.02.21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2.21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102 年度單位決算資料 主計室 
103.02.19 出版刊物－特刊－更新特刊 119 號良質米產業發展研討會專輯資料 電腦室 
103.02.19 本場公告－新增本場「有機高效肥製作方法」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資料 
埔里分場 

103.02.19 政策宣導－新增近日低溫特報農作物應加強防寒管理措施 改良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3.02.19 新聞稿－新增近日低溫特報農作物應加強防寒管理措施 推廣課 
103.02.18 快速連結－增加雙語詞彙資料 電腦室 
103.02.18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103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資料 主計室 
103.02.18 本場簡介－新增中文簡介影片 電腦室 
103.02.18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趙佳鴻個人簡歷資料 環境課 
103.02.17 最新消息－新增 03/18「農業生物資材產業發展研討會」資料 環境課 
103.02.17 智財權取得－更新研發成果專利取得資料 推廣課 
103.02.14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2.14 最新消息－新增硬質玉米播種採收機械來，農民省工笑呵呵 推廣課 
103.02.14 新聞稿－新增硬質玉米播種採收機械來，農民省工笑呵呵 推廣課 
103.02.13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馬年到，馬上預防赤星病好時機 環境課 
103.02.13 新聞稿－新增馬年到，馬上預防赤星病好時機 推廣課 
103.02.13 相關連結－新增 YouTube 連結資料 電腦室 
103.02.13 相關連結－新增 Flickr 連結資料 電腦室 
103.02.13 相關連結－新增 FaceBook 連結資料 電腦室 
103.02.13 最新消息－新增 102 年科技計畫成果發表會資料 電腦室 
103.02.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資料 電腦室 
103.02.12 最新消息－新增農民學院訓練資訊 推廣課 
103.02.11 最新消息－新增 2/13、2/14、2/27 活動訊息 電腦室 
103.02.11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 電腦室 
103.02.10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 電腦室 
103.02.10 優良品種與栽培技術－新增果樹育種、栽培技術等 資料 電腦室 
103.02.07 Q&A－新增果樹(2 則)、其他(1 則)等 Q&A 資料 推廣課 
103.02.0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2.07 安全農業－農產品產銷履歷資料－更新本場產銷履歷小組名單 推廣課 
103.02.06 本場公告－新增徵求「推動生物農藥產業化」委辦計畫聘用助理一名

資料 
環境課 

103.02.06 優良品種與栽培技術－新增花卉育種、栽培技術 資料 電腦室 
103.02.05 優良品種與栽培技術－新增花卉育種、栽培技術 資料 電腦室 
103.02.05 優良品種與栽培技術－新增蔬菜育種、栽培技術、營養成份分析、分

子育種 資料 
電腦室 

103.02.05 政策宣導－新增衛服部與國發會函轉宣導公文 電腦室 
103.01.29 優良品種與栽培技術 －新增雜糧(含保健)育種、栽培技術、產品開發

資料 
電腦室 

103.01.28 快速連結－資料庫查詢－新增華藝線上圖書館連結 電腦室 
103.01.28 優良品種與栽培技術－新增稻作育種、栽培技術、稻米品質、分子育 電腦室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種資料 

103.01.27 優良品種與栽培技術－新增稻作育種、栽培技術、稻米品質、分子育

種資料 
電腦室 

103.01.27 首頁－新增線上申辦單元 電腦室 
103.01.27 最新消息－更新年終成果發表記者會資料 推廣課 
103.01.24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1.24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各研究室詳細介紹)－更新農業機械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103.01.2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徐錦木、葉文彬個人資料 改良課 
103.01.22 安全農業－有機農業－更新資料 埔里分場 
103.01.2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張瑞炘個人簡歷 改良課 
103.01.2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73 期資料 推廣課 
103.01.20 最新消息－修改呈現方式 電腦室 
103.01.20 推廣活動與資訊－農業推廣教材目錄下架 電腦室 
103.01.17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1.17 新聞與公告－本場公告－新增 103.01.15 公告本場「紫錐花濃縮滴劑與

沖泡粉製造方法」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改良課 

103.01.17 新聞與公告－本場公告－新增 103.01.15 公告本場「紫錐花原料基原鑑

定與活性指標成分分析」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改良課 

103.01.16 新聞與公告－本場公告－新增 103.01.15公告本場辦理「葡萄台中 4號」

品種專屬授權移轉授權金招標案 
改良課 

103.01.15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19 號-良質米產業發展研討會專輯資料 電腦室 
103.01.15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0 期資料 電腦室 
103.01.13 植物保護－修改植物保護手冊連結位址 環境課 
103.01.10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3.01.10 便民服務－Q&A－新增水稻 1 則、特作雜糧 2 則等 Q&A 資料 推廣課 
103.01.09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白桂芳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3.01.08 政策宣導－新增宣導自 103 年起「再生稻及落粒栽培水稻不可申報繳

交公糧」政策資料 
改良課 

103.01.08 新聞與公告－本場公告－新增 103.01.07 公告本場甘藍「臺中 1 號」辦

理品種之繁殖與銷售非專屬授權移轉案 
改良課 

103.01.06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3 年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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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