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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更新日誌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12.31 政策宣導－新增 12/30 宣導「Taiwan go 魅力觀光破千萬」 推廣課 

104.12.31 推廣活動－新增 105 年 1-1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2.31 政策宣導－新增 12/31 協助宣導「用 4G 魔法，變出智慧生活」專文

訊息 

推廣課 

104.12.30 活動花絮－新增 12/30 本場 104 年年終工作檢討暨員工聯誼會活動資

料 

秘書室 

104.12.30 政策宣導－新增 12/30 宣導「進步透明，開放資料領先全球」 推廣課 

104.12.30 政策宣導－新增 12/30 宣導「臺灣，因品牌更有價值」 推廣課 

104.12.25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12-5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2.25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2-5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2.25 政策宣導－新增 12/23 兩公約宣導網站連結 秘書室 

104.12.2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張惠真職稱資料 推廣課 

104.12.23 新聞稿－新增 12/23 轉作國產大豆 ~ 海線再生稻區展亮點 資料 推廣課 

104.12.22 推廣活動－檢查並更新檔案為 ODF 格式共 83 筆，OK 推廣課 

104.12.22 政策宣導－新增 12/22 行政院時政講義主題專區宣導 推廣課 

104.12.22 招標資訊－檢查並更新檔案為 ODF 格式共 24 筆，OK 推廣課 

104.12.21 最新消息－更新研發成果專利取得資料 推廣課 

104.12.21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更新研發成果專利取得資料 推廣課 

104.12.18 便民服務－檢查並更新檔案為 ODF 格式，OK 推廣課 

104.12.18 政策宣導－新增 12/18 協助宣導《有「實價登錄」，誰還能騙很大》

專文訊息 

推廣課 

104.12.18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12-4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2.18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2-4 推廣活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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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12.16 政策宣導－新增 12/16 宣導「引領青年技職發展再現技職尊榮」 推廣課 

104.12.15 新聞稿－新增 12/15 天天用好菌，作物生長好 產量高－有機液菌肥

讓蔬果品質再升級新聞稿 

環境課 

104.12.15 活動花絮－新增 12/15 天天用好菌，作物生長好 產量高－有機液菌

肥讓蔬果品質再升級資料 

推廣課 

104.12.15 最新消息－新增 12/15 雜糧技術服務團示範推廣計畫－大豆栽培技

術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4.12.15 最新消息－新增 12/17 合理化施肥講習會資料 環境課 

104.12.15 政策宣導－新增 12/15 協助宣導<可以不怕老，但一定怕失能>專文訊

息 

推廣課 

104.12.11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12.11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2-3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2.11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12-3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2.11 活動花絮－新增 12/11 農委會舉辦 104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頒

獎表揚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4.12.11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96 期資料 推廣課 

104.12.1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96 期資料 推廣課 

104.12.10 活動花絮－新增 12/09 本場假臺中市東勢區農會辦理臺中市農業技

術諮詢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4.12.10 新聞稿－新增 12/10 二期作轉作黑豆~省肥省工農民笑呵呵  推廣課 

104.12.10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主計室林碧卿主任資料 推廣課 

104.12.10 政策宣導－新增 12/10 協助宣導<小小兵出擊>專文訊息 推廣課 

104.12.09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埔里分場張富翔資料 推廣課 

104.12.09 政策宣導－新增 12/08 宣導「給我好空氣大家齊努力」 推廣課 

104.12.07 活動花絮－新增 12/04 本場高德錚副場長參加「彰化青農頭號班級首

映會暨各級農會農事四健家政成果展」活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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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12.04 政策宣導－新增 12/04 宣導「政府有補助數位好生活－寬頻上網升級 

2G 升速 4G」 

推廣課 

104.12.04 政策宣導－新增 12/04 宣導「暢遊寶島就是現在」 推廣課 

104.12.04 最新消息－新增 12/15 有機液菌肥在茄果類蔬菜栽培之應用觀摩會 環境課 

104.12.04 最新消息－新增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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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課 

104.12.04 本場公告－新增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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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04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2-2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2.04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12-2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2.04 政策宣導－新增 12/04 宣導 2016 中正梅花節活動 推廣課 

104.12.03 政策宣導－新增 12/01 宣導 11 月份「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

畫政策宣導及成效管控作業」計畫內容 

改良課 

104.12.01 最新消息－新增花卉、水稻、蔬菜各 1 則資料 推廣課 

104.12.01 常見問答－新增花卉、水稻、蔬菜各 1 則資料 推廣課 

104.12.01 政策宣導－新增 11/30 協助宣導<臺灣文化，穿梭世界點光>專文訊息 推廣課 

104.11.30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11.30 最新消息－新增 12/10 雜糧技術服務團示範推廣計畫－大豆栽培技

術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104.11.30 政策宣導－新增 11/23 宣導「政府結合網路購物平台推廣臺灣商品」 推廣課 

104.11.27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11-5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1.27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1-5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1.27 政策宣導－新增 11/23 宣導「創新創業號列車加速中－從臺灣到矽

谷！」 

推廣課 

104.11.27 最新消息－新增特刊第 130 號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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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11.2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第 130 號資料 推廣課 

104.11.23 政策宣導－新增宣導衛福利部<長照政策專區> 推廣課 

104.11.23 最新消息－新增 12/03 本場辦理 104 年度合理化施肥暨作物栽培管理

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4.11.23 最新消息－新增 11/26 本場辦理 104 年度合理化施肥暨有機質肥料施

用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4.11.20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1-4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1.20 活動花絮－新增 11/20 本場假彰化縣永靖鄉農會辦理「彰化縣農業技

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4.11.20 政策宣導－新增 11/19 宣導「消費提振措施-省電、省水，還能省錢！」 推廣課 

104.11.20 活動花絮－新增 11/19 保加利亞科學院學者至臺中場交流並發表演

講 

推廣課 

104.11.18 活動花絮－新增 11/17 2015 國蘭產業研討會圓滿成功 推廣課 

104.11.18 政策宣導－新增 11/18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 推廣課 

104.11.18 政策宣導－新增 11/17 宣導「強化體質提振經濟」 推廣課 

104.11.17 最新消息－新增 11/24 本場辦理「豌豆健康管理暨病蟲害安全用藥教

育」講習會 

環境課 

104.11.16 政策宣導－新增 11/16 宣導「網路報稅健保一卡就通」 推廣課 

104.11.16 活動花絮－新增 10/30 本場於 104 年 10 月 30、31 日開放日辦理青農

創業 PK 賽暨青農產品展示競賽  

推廣課 

104.11.16 活動花絮－新增 10/30 104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開放日之臺中轄區農會

農產業特色展競賽及頒獎  

推廣課 

104.11.16 最新消息－新增研究彙報第 128 期資料 推廣課 

104.11.16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8 期資料 推廣課 

104.11.16 智財權取得－更新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資料 推廣課 

104.11.13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1-3 推廣活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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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11.13 新聞稿－新增 11/13 環境友善農耕讚，稻米生產再升級  推廣課 

104.11.12 活動花絮－新增 11/12「臺灣宜蘭農田水利會參訪團」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4.11.11 政策宣導－新增 11/11 宣導「金融挺產業經濟向前行」 推廣課 

104.11.10 最新消息－新增臺中區農情月刊第 195 期資料 推廣課 

104.11.10 出版刊物－臺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95 期資料 推廣課 

104.11.10 政策宣導－新增 11/10 宣導<戰勝「孑孓危機」大家一起來> 推廣課 

104.11.10 政策宣導－新增 11/10 宣導「消費有補助，內需動起來」 推廣課 

104.11.10 最新消息－新增 11/9「四季蘭帶椰纖介質盆花之外銷處理技術」技

術移轉公告 

埔里分場 

104.11.10 最新消息－新增 11/9「木黴菌株 TCFO9768 及應用於生物性有機液肥

製作方法」技術移轉公告 

埔里分場 

104.11.10 本場公告－新增 11/9「四季蘭帶椰纖介質盆花之外銷處理技術」技

術移轉公告 

埔里分場 

104.11.10 本場公告－新增 11/9「木黴菌株 TCFO9768 及應用於生物性有機液肥

製作方法」技術移轉公告 

埔里分場 

104.11.09 活動花絮－新增 11/6「 104 年度中部地區優質番石榴評鑑」活動 推廣課 

104.11.06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1-2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1.05 活動花絮－新增 11/5 場長接待印尼農業部教育標準化與專業證照中

心參訪團 

推廣課 

104.11.05 最新消息－新增 11/13 水稻環境友善栽培管理技術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4.11.05 政策宣導－新增 11/4 協助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宣導「補充保費降醫療

照護不打折」 

推廣課 

104.11.03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4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10

月份會計月報 

主計室 

104.11.03 學習護照專區－新增 11/17 國蘭產業研討會活動 推廣課 

104.11.03 最新消息－新增特用作物、植保、蔬菜各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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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11.03 常見問答－新增特用作物、植保、蔬菜各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4.11.02 政策宣導－新增 11/02 宣導 11 月份「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

畫政策宣導及成效管控作業」計畫內容  

改良課 

104.11.02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11.02 政策宣導－新增 10/29 協助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宣導「行動醫療 守護

每個偏遠角落」 

推廣課 

104.11.02 政策宣導－新增 10/29 協助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宣導「數位學習教育 e

起來」 

推廣課 

104.10.31 活動花絮－新增 10/30 傳承與分享農業經營創新成果 推廣課 

104.10.31 活動花絮－新增 10/30 本場「青農傳承、欣欣向農」系列活動熱鬧展

開 

推廣課 

104.10.30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1-1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0.30 最新消息－新增 10/29 本場 104 年度第 2 期水稻濕穀一批公告資料 推廣課 

104.10.30 招標資訊－新增 10/29 本場 104 年度第 2 期水稻濕穀一批公告資料 秘書室 

104.10.29 政策宣導－新增 10/29 協助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宣導「政府的努力看到

到」 

推廣課 

104.10.28 最新消息－新增 10/28 豌豆健康管理暨病蟲害安全用藥教育講習會

資料 

環境課 

104.10.27 活動花絮－新增 10/27 林學詩場長於 104 年 10 月 27 日接待泰國

皇家基金會參訪團 

推廣課 

104.10.27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梁世昀資料 推廣課 

104.10.27 最新消息－新增 10/26 公告本場辦理「適合製作米粉絲與碗粿之米原

料優質生產技術」之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資料 

推廣課 

104.10.27 本場公告－新增 10/26 公告本場辦理「適合製作米粉絲與碗粿之米原

料優質生產技術」之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資料 

改良課 

104.10.26 政府資訊公開－更新組織、職掌、連絡方式資料 推廣課 

104.10.26 活動花絮－新增 10/26 恭賀臺中市北屯區蔬菜產銷班第 3 班 榮獲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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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 年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殊榮 

104.10.26 活動花絮－新增 10/24 本場副場長參加 2015 年二林特色風味料理嚐

鮮暨葡萄新酒發表行銷會  

推廣課 

104.10.26 政策宣導－新增 10/26 協助教育部宣導「全民資安素養自我評量」活

動 

推廣課 

104.10.23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0-4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0.22 最新消息－新增臺中區農業專訊第 90 期-番石榴栽培管理出刊了 推廣課 

104.10.2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90 期-番石榴栽培管理資料 推廣課 

104.10.22 活動花絮－新增 10/21 臺中場假彰化縣福興鄉農會辦理 「豌豆健康

管理暨病蟲害安全用藥教育」講習會 

推廣課 

104.10.22 政策宣導－新增 10/22 宣導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知識管理協調官

出缺資訊 

推廣課 

104.10.21 政策宣導－新增 10/21 宣導「農業翻轉，青農報到！」 推廣課 

104.10.21 活動花絮－新增 10/20 恭賀彰化縣福興鄉乳牛產銷班第 3 班榮獲

104 年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殊榮 

推廣課 

104.10.20 政策宣導－新增 10/16 協助經濟部宣導 為協助青年創業圓夢，建置

跨部會創業服務資源單一入口－「青年創業及圓夢網」 訊息 

推廣課 

104.10.20 活動花絮－新增 10/17 本場林學詩場長關心轄區產業發展，參加彰化

縣溪州鄉、北斗鎮農業產業文化及行銷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0.19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10.16 活動花絮－新增 10/16 場長接待 2015 年亞太地區國際青年菁英領袖

研習班 

推廣課 

104.10.16 活動花絮－新增 10/16 培育中部特用作物及雜糧栽培者 活化與再

利用農地 

推廣課 

104.10.16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0-3 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0.16 最新消息－新增本場謹訂於 11 月 17 日舉開「2015 國蘭產業研討會」

預告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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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10.15 最新消息－新增本場謹訂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10 月 31 日舉辦「青

農傳承、欣欣向農」活動 

推廣課 

104.10.15 政策宣導－新增 10/15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 推廣課 

104.10.14 活動花絮－新增 10/14 本場假南投縣中寮鄉農會辦理南投縣農業技

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4.10.14 活動花絮－新增 10/13 本場辦理臺中區田媽媽養成培育 - 在地食材

應用研習  

推廣課 

104.10.14 最新消息－新增 10/21 本場辦理「豌豆健康管理暨病蟲害安全用藥教

育」講習會 

環境課 

104.10.13 最新消息－新增 11/17 本場舉辦 2015 年國蘭產業研討會訊息 埔里分場 

104.10.12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94 期資料 推廣課 

104.10.12 活動花絮－新增 10/12 臺中農改場「特用作物及雜糧栽培進階班」

開訓囉  

推廣課 

104.10.12 活動花絮－新增10/10 本場專案輔導第一屆青年農民齊聚展成果 開

創農業  

推廣課 

104.10.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94 期資料 推廣課 

104.10.12 政策宣導－新增 10/12 宣導「智慧生活有你 4G 寬頻服務」 推廣課 

104.10.08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0-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0.08 政策宣導－新增 10/8 協助宣導別讓地球不開心專文訊息 推廣課 

104.10.08 政策宣導－新增 10/8 協助考選部宣導 2 筆考試訊息 推廣課 

104.10.07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4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9 月

份月報  

主計室 

104.10.07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10.07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10.07 最新消息－新增 10/13 田媽媽養成培育－在地食材應用研習 推廣課 

104.10.06 活動花絮－新增 10/02 林場長學詩接待「舊金山灣區臺灣商會狄會長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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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佩華」來場參訪 

104.10.05 最新消息－新增果樹 1 則、蔬菜 2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4.10.05 常見問答－新增果樹 1 則、蔬菜 2 則資料 推廣課 

104.10.02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0-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10.02 活動花絮－新增 10/02 本場洪梅珠代表台中場與皓峰生技公司、中美

兄弟製藥公司簽署紫錐花機能性配方及其製作方非專屬技術移轉合

約 

推廣課 

104.10.02 最新消息－協助宣導亞洲生產力組織公開甄選計畫官及資訊公關人

員等職缺 

推廣課 

104.10.01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10/01 水稻白葉枯病、飛蝨類及瘤

野螟發生警報 

環境課 

104.10.01 新聞稿－新增 10/01「水稻白葉枯病、飛蝨類及瘤野螟發生警報」水

稻白葉枯病及飛蝨類現蹤，且正值瘤野螟成蛾盛期，籲請農民即刻

防治  

推廣課 

104.10.01 活動花絮－新增 9/23 本場辦理「雜糧栽培管理 ( 小麥、大豆 ) 班」

培訓活化休耕地生力軍 

推廣課 

104.09.30 新聞稿－新增 9/30 強颱「杜鵑」遠離，農作物復耕復育刻不容緩 改良課 

104.09.30 政策宣導－新增 9/30 宣導「臺灣，深得您心，走向千萬觀光大國」 推廣課 

104.09.25 政策宣導－新增 9/21 宣導「實價登錄，實實在在的好幫手」 推廣課 

104.09.25 本場簡介－更新本場中文簡介影片 推廣課 

104.09.23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資料 推廣課 

104.09.22 最新消息－更新 10/30 農業經營達人經驗分享暨學員回娘家研習會

資訊 

推廣課 

104.09.22 政策宣導－新增 9/21 宣導「加創新傳產不一樣了！」 推廣課 

104.09.22 活動花絮－新增 9/19 林學詩場長參加臺中市大甲區農會 2015「百年

風華 香芋大甲」芋頭節活動 

推廣課 

104.09.21 重大政策－更新行政院重大政策連結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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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9.21 政策宣導－協助 9/17 衛福部宣導「健康存摺」相關訊息 推廣課 

104.09.21 推廣活動－更新 104 年 9-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9.21 最新消息－新增 10/30 農業經營達人經驗分享暨學員回娘家研習會

資訊 

推廣課 

104.09.18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9-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9.17 活動花絮－新增 9/17 本場於南投縣仁愛鄉武界部落舉行「武界部落

有機番茄栽培輔導示範觀摩會」 

推廣課 

104.09.17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105 年度預算 主計室 

104.09.15 最新消息－新增 9/15 農委會辦理「在地農業好幸福創意行銷競賽」

訊息 

推廣課 

104.09.15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93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9.1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93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9.1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刪除梁偉欽資料 推廣課 

104.09.11 政策宣導－新增 9/11 宣導「創業有簽證投資居留更便利」 推廣課 

104.09.11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9-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9.11 本場公告－更新 9/10 木黴菌株 TCT10166 公告資料 埔里分場 

104.09.11 植物保護－病蟲害警報－新增 9/10 連續降雨造成葡萄露菌病及晚腐

病發生，臺中場籲請農友加強防治，以減少病害蔓延 

環境課 

104.09.10 新聞稿－新增 9/10 連續降雨造成葡萄露菌病及晚腐病發生，臺中場

籲請農友加強防治，以減少病害蔓延 

推廣課 

104.09.10 最新消息－新增 9/10 分場 3 筆公告資料 推廣課 

104.09.10 本場公告－新增 9/10 分場 3 筆公告資料 埔里分場 

104.09.10 最新消息－新增 9/10 宣導考選部考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9.10 最新消息－新增品種權取得資料 推廣課 

104.09.10 智財權取得－更新品種權取得資料及呈現方式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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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9.09 政策宣導－新增 9/9 宣導「走進客家庄感受客家情」 推廣課 

104.09.08 活動花絮－新增 9/4 本場假臺中市清水區農會辦理臺中市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4.09.08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4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8 月

份月報  

主計室 

104.09.08 活動花絮－新增 9/4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梨栽培管理班」培訓學員獲

益良多 

推廣課 

104.09.07 活動花絮－更新 9/3 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泰國政府稻米廳參訪團」 

稻米廳 Ms.Rossakon Keosaard 暨農協 Mr.Ubolsak Bualuang-Ngam 一行

22 人參訪本場圖說資料 

推廣課 

104.09.07 政策宣導－新增 9/7 宣導「CONTACT TAIWAN 讓人才走進來」 推廣課 

104.09.07 最新消息－新增特刊第 129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9.0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29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9.04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9-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9.04 政策宣導－新增 9/4 宣導「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政策宣導

及成效管控作業」計畫資料 

改良課 

104.09.04 政策宣導－新增 9/4《如果有一天，水比石油還貴...》專文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4.09.04 活動花絮－新增 9/3 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泰國政府稻米廳參訪團」 

稻米廳 Ms.Rossakon Keosaard 暨農協 Mr.Ubolsak Bualuang-Ngam 一行

22 人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4.09.03 最新消息－新增協助宣導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辦理「農

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推廣課 

104.09.03 公告本場－新增 9/3 辦理研發成果「梨台中 1 號」及「梨台中 3 號」

之中華民國品種權有償讓與招標案 

推廣課 

104.09.03 政策宣導－新增 9/3 宣導「原鄉文化 2.0--用產業傳承原鄉文化」 推廣課 

104.09.01 活動花絮－新增 8/30 彰化社頭鄉農會舉辦第一屆優質桂圓評鑑活動 推廣課 

104.09.01 活動花絮－新增 8/29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前往彰化縣竹塘鄉與溪州

鄉訪視蔬菜復耕與黃金廊道設施無花果栽培現況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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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8.31 常見問答－新增果樹 2 則、蔬菜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4.08.28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9-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8.28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9-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8.26 最新消息－新增 8/26 桃園市政府舉辦「2015 桃園購物節」活動訊息 推廣課 

104.08.26 活動花絮－新增 8/25 本場辦理「彰化縣農業技術座談會」活動  推廣課 

104.08.26 活動花絮－新增 8/24 以農民學習需求為出發－本場與鹿谷鄉農會首

度攜手合辦「農業實務基礎訓練班」 

推廣課 

104.08.25 政策宣導－新增 8/25 宣導「LED 路燈，照明節能一級棒」 推廣課 

104.08.24 最新消息－新增 9/21 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網路演練活動 秘書室 

104.08.24 活動花絮－新增 8/20 臺中農改場園藝入門班訓練 學員收穫滿滿  推廣課 

104.08.21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8-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8.21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8-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8.21 最新消息－新增本場官網變更網址公告 推廣課 

104.08.21 相關服務－本場網路服務－修改土肥診斷服務後台管理連結 推廣課 

104.08.2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92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8.20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果樹吳庭嘉資料 推廣課 

104.08.20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第 192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8.19 政策宣導－新增 8/19 宣導「農創百寶箱 E 點萬事通」 推廣課 

104.08.18 最新消息－新增 8/17 本場專利權有償讓與招標案 推廣課 

104.08.18 本場公告－新增 8/17 公告本場專利權有償讓與招標案 推廣課 

104.08.18 最新消息－新增 8/17 公告本場「穀物多層振動分級機」技術移轉非

專屬授權案 

環境課 

104.08.18 本場公告－新增 8/17 公告本場「穀物多層振動分級機」技術移轉非

專屬授權案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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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8.17 最新消息－協助宣導臺灣大學辦理「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員集團驗

證培訓課程(第 4 期)」 

推廣課 

104.08.17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沈原民個人簡歷 環境課 

104.08.14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8-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8.14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8-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8.14 最新消息－新增研究彙報第 127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8.14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7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8.14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更新內容 主計室 

104.08.12 本場公告－新增 8/11 本場研發葡萄「台中 3 號」品種非專屬授權移

轉案 

改良課 

104.08.12 活動花絮－新增 8/11 災後復耕復育服務－協助農友即早恢復生產  推廣課 

104.08.11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4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7 月

份報表  

主計室 

104.08.11 政策宣導－新增 8/11 衛福部宣導「參加國保幸福有保－我的國保幸

福故事」短文徵選活動 

推廣課 

104.08.10 新聞稿－新增 8/10 中度颱風「蘇迪勒」侵襲後，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籲請農友儘速做好復耕復育管理措施！ 

推廣課 

104.08.07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8-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8.07 本場公告－新增 8/7 辦理徵詢他機關或周知所屬現職工友（含技工、

駕駛）有意移撥至本場技工 7 名，公告至 104 年 08 月 28 日止  

秘書室 

104.08.06 政策宣導－新增 8/6 宣導「創意臺灣 ide@Taiwan2020」 推廣課 

104.08.06 新聞稿－新增 8/6 中颱「蘇迪勒」來勢洶洶，臺中場籲請農友做好防

颱工作！  

推廣課 

104.08.04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第 191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8.0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91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7.31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8-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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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7.31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8-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7.31 政策宣導－新增 7/31 宣導「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政策宣

導及成效管控作業」計畫資料 

改良課 

104.07.30 活動花絮－新增 7/29 芒果臺中一號閃亮登場！本場於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辦理芒果臺中一號新品種記者會  

推廣課 

104.07.30 政策宣導－新增 7/30 宣導「勞保有年金退休生活更安心」 推廣課 

104.07.30 新聞稿－新增 7/30 釀酒高粱節水又省工、黃金廊道真正夯  推廣課 

104.07.30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7.30 常見問答－新增果樹 2 則、特用作物 1 則 推廣課 

104.07.30 最新消息－新增 7/30 國合會海外志工秋季招募訊息 推廣課 

104.07.30 最新消息－新增 7/30 宣導考選部考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7.29 活動花絮－新增 7/28 本場辦理青年農民園產品加工進階訓練 推廣課 

104.07.29 政策宣導－新增 7/22 宣導「創新有一套，創業成風潮」 推廣課 

104.07.28 活動花絮－新增 7/28 台中農場蔬菜栽培班結訓 學員收穫豐富 推廣課 

104.07.28 招標資訊－公告標售本場報廢財物一批，於 104 年 8 月 6 日本場合

作社開標 

秘書室 

104.07.24 活動花絮－新增 7/24 本場與台中市政府農業局共同辦理 104 年度營

農計畫「青年加農、賢拜傳承」創業補助計畫教育訓練 

推廣課 

104.07.24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7-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7.24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104 年度 1~6 月會計月報資料 主計室 

104.07.24 政府資訊公開－ 修改 預算及決算資料  推廣課 

104.07.23 最新消息－新增 7/23 宣導考選部考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7.22 政策宣導－新增 7/22 農委會舉辦「104 年農村領航獎選拔計畫」 推廣課 

104.07.22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103 年度決算 XML 壓縮檔 主計室 

104.07.22 政策宣導－新增 7/22 宣導「法定工時減勞工權益增」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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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7.22 最新消息－新增 7/30 本場於埤頭鄉召開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

計畫－釀酒高粱栽培技術田間示範觀摩會 

推廣課 

104.07.21 政策宣導－新增 7/21 協助外交部宣導短片 推廣課 

104.07.2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128 號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4.07.21 本場簡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介－新增英文版簡介 推廣課 

104.07.20 最新消息－新增 7/20 本場辦理 104 年度「農民學院農業專業訓練班」

報名資訊 

推廣課 

104.07.20 便民服務－農民服務中心－新增本場場徽下載 推廣課 

104.07.20 政策宣導－新增 7/17 宣導「用心，連接世界」 推廣課 

104.07.20 政策宣導－新增 7/17 宣導「用行動愛地球」 推廣課 

104.07.20 政府資訊公開－《本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個人資料及作業規範》變

更名稱為《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推廣課 

104.07.20 政策宣導－新增 7/16《我們這一家》專文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4.07.17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7-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7.17 活動花絮－新增 7/14 本場高德錚副場長參加彰化埔心鄉農會舉辦第

一屆三蜜香優質金蜜芒果果品評鑑活動  

推廣課 

104.07.16 活動花絮－修改 7/14 社頭鄉番石榴植株異常；臺中農改場提出解決

之道 資料 

環境課 

104.07.15 活動花絮－新增 7/14 本場於社頭鄉辦理番石榴栽培管理講習會  推廣課 

104.07.1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89 期-節水節肥灌溉技術資料 推廣課 

104.07.15 活動花絮－新增 7/14 本場林學詩場長受邀参加臺中市農會、臺中市

政府及農糧署『在地非基改國產大豆契約收購記者會』 

推廣課 

104.07.14 本場公告－修改徵求計畫助理一名資料 人事室 

104.07.14 活動花絮－新增 7/13 農民學院蔬菜初階班在臺中場開訓囉！ 推廣課 

104.07.13 最新消息－新增 7/13 標售本場 104 年度第 1 期作水稻濕穀 1 批(第 2

次招標)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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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7.13 招標資訊－新增 7/13 標售本場 104 年度第 1 期作水稻濕穀 1 批(第 2

次招標) 

秘書室 

104.07.13 最新消息－新增 7/12 宣導考選部考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7.13 本場公告－徵求計畫助理一名，報名至 7 月 23 日止 人事室 

104.07.13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遷場 30 周年紀念專刊-特刊 126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7.10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7-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7.10 最新消息－新增特刊 126 號－遷場 30 周年紀念專刊訊息 推廣課 

104.07.10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 7/10 遷場 30 周年紀念專刊-特刊 126 期目錄

資料 

推廣課 

104.07.10 活動花絮－新增 7/9 本場辦理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場長拜

訪國姓鄉農會及訪視黃國峰青年農民 

推廣課 

104.07.09 活動花絮－新增 7/8 林場長與農委會科技處李紅曦副處長等一行人

訪視田尾鄉及溪湖鎮農家農業經營情形 

推廣課 

104.07.09 政策宣導－新增 6/30 宣導「故宮珍藏不只联知道」 推廣課 

104.07.08 最新消息－新聞稿－新增 7/8 節水灌溉抗大旱，黃金廊道展亮點 推廣課 

104.07.08 活動花絮－新增 7/8 本場林學詩場長於溪州鄉主持黃金廊道－節水

灌溉與雨水收集處理系統示範觀摩會  

推廣課 

104.07.08 活動花絮－新增 7/7 本場林學詩場長、農委會農水處張敬昌處長、農

糧署翁震炘組長等陪同鄭汝芬立委赴彰化縣溪州鄉訪視黃金廊道的

推動情形及瞭解農民經營設施農業的現況  

推廣課 

104.07.08 最新消息－更新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推廣課 

104.07.08 智財權取得－更新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推廣課 

104.07.07 最新消息－新聞稿－新增 7/7 輕颱「蓮花」來襲，臺中場籲請農友做

好防颱工作！  

推廣課 

104.07.06 活動花絮－新增 7/4 場長參加集集鎮農會創立 100 周年暨鳳荔節-香

蕉、紅龍果等農特產品展售活動 

推廣課 

104.07.06 政策宣導－新增 6/30 宣導「TAF 創新起飛」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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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7.06 最新消息－更新 7/13 標售本場 104 年度第 1 期作水稻濕穀 1 批 秘書室 

104.07.06 招標資訊－更新 7/13 標售本場 104 年度第 1 期作水稻濕穀 1 批 秘書室 

104.07.03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7-2 週 推廣課 

104.07.03 本場公告－辦理徵詢他機關或周知所屬現職工友(含技工、駕駛)有意

移撥至本場技工 7 名，公告至 104 年 07 月 30 日止 

秘書室 

104.07.03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7/2 本場於彰化縣溪州鄉辦理黃金廊道

無花果成果示範觀 

推廣課 

104.07.03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7/2 大甲區農會新任總幹事黃瑞祥拜會

本場 

推廣課 

104.07.02 最新消息－新增 7/13 標售本場 104 年度第 1 期作水稻濕穀 1 批 秘書室 

104.07.02 招標資訊－新增 7/13 標售本場 104 年度第 1 期作水稻濕穀 1 批 秘書室 

104.07.02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7/1 本場林場長學詩接待巴林工務、市政

暨都市計畫部植物司代理司長伊山姆來場  

推廣課 

104.07.02 最新消息－新增 7/8 召開黃金廊道－節水灌溉與雨水收集處理系統

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4.07.02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7/1 臺中市有機發展協會來場拜訪 推廣課 

104.07.01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中部地區休閒農業產業現況 推廣課 

104.07.01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30 本場辦理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

習行後交流座談 

推廣課 

104.07.01 性別平等專區－新增本場性騷擾防治措施及申訴調查處理要點 人事室 

104.06.30 常見問答－新增蔬菜 2 則、果樹 1 則等資料 推廣課 

104.06.30 政策宣導－新增 6/30 宣導「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政策宣

導及成效管控作業」計畫資料 

改良課 

104.06.30 推廣活動與資訊－更新休閒農業資料  推廣課 

104.06.30 政策宣導－新增 6/30 宣導「房地合一居住有正義」 推廣課 

104.06.30 政策宣導－新增 6/30 宣導衛生福利部有關食品標示新制懶人包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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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6.30 活動花絮－新增 6/29 林場長接待印尼農業部稻米研究中心主任賈米

爾及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亞斯圖乙行 7 人 

推廣課 

104.06.29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4.06.29 本場簡介－歷任首長介紹－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6.29 本場簡介－首長介紹－更新照片 推廣課 

104.06.29 政策宣導－新增 6/29 宣導「自己的家園自己護」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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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作業規範資料 

推廣課 

104.06.29 最新消息－新增 6/25 協助宣導宜蘭大學有機產業發展中心辦理研習

相關課程  

環境課 

104.06.26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24 本場洪梅珠秘書等參加二水鄉農會

與泰山公司假二水鄉福佑宮辦理仙淨傳說暨花漾二八攝影比賽記者

會  

推廣課 

104.06.26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6.26 政策宣導－新增 6/26 宣導「產業永續花東起飛」 推廣課 

104.06.25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24 本場林學詩場長於臺中地區農業技

術座談會在沙鹿區農會與農友座談  

推廣課 

104.06.23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23 本場林學詩場長率同仁關切優秀農

民經營現況  

推廣課 

104.06.2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90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6.22 最新消息－新增 6/22 菊花台中 1 號－陽光品種非專屬授權移轉案公

告資料 

改良課 

104.06.22 本場公告－新增 6/22 菊花台中 1 號－陽光品種非專屬授權移轉案公

告資料 

改良課 

104.06.22 政策宣導－新增 6/22 刊登「一起為生命畫個圓」專文訊息 推廣課 

104.06.22 政策宣導－新增 6/18 宣導「效能臺灣競爭有力」 推廣課 

104.06.22 政策宣導－新增 6/18 宣導「污水都接管生活好品質」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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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6.22 便民服務－修改農民服務中心資料 推廣課 

104.06.18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17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訪視彰化縣永靖

鄉台盛有機農場暨參加「與主委有約」全國青農網路 LIVE 沙龍  

推廣課 

104.06.18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6-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6.17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27 期內容資料及第 128 期部份內容資料 推廣課 

104.06.17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12 金門農試所同仁至本場參訪及參加小

麥及高粱座談會  

推廣課 

104.06.16 最新消息－新增 7/29 農試所舉辦 104 年原住民部落農產業發展研討

會資料 

推廣課 

104.06.16 最新消息－新增 6/17 敬邀參加「 與主委有約 」 全國青農網路 LIVE 

沙龍  

推廣課 

104.06.15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13 葡萄成熟了！本場林學詩場長參加

溪湖鎮、大村鄉葡萄產業文化活動  

推廣課 

104.06.12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12 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中興大學植物

病理系來場參訪  

推廣課 

104.06.12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6-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6.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27、128 期目錄資料 推廣課 

104.06.12 政策宣導－新增 6/10 宣導「自動查驗，入出國境不卡關」 推廣課 

104.06.12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6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6.12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農業經營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104.06.11 活動花絮－更新 6/11 芬蘭四健協會草根大使 Iida Vesterinen 拜會場長 推廣課 

104.06.11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6.11 最新消息－新增 6/4 宣導考選部考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6.11 最新消息－新增 6/10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4 年公共事務青年人才

培訓」活動訊息 

推廣課 

104.06.11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更新 6/10 花卉閃耀之星-洋桔梗研究與產業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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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望交流研討會  

104.06.10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10 花卉閃耀之星-洋桔梗研究與產業展

望交流研討會  

推廣課 

104.06.10 新聞稿－新增 6/10 花卉閃耀之星-洋桔梗研究與產業展望交流研討會  推廣課 

104.06.10 政策宣導－新增 6/10 宣導「離島建設在地特色」 推廣課 

104.06.09 政策宣導－新增 6/9 協助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宣導「行政院青年創業專

案－青年創業及圓夢網」  

推廣課 

104.06.09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9「北荷蘭省商務代表團」乙行四人參

訪本場  

推廣課 

104.06.09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5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土壤肥料管理班

樂在學習歡欣結訓」  

推廣課 

104.06.08 政策宣導－新增 6/6 宣導「為產業加智慧再創新藍海」 推廣課 

104.06.05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6-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6.05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06/05 本場辦理青年農民「園產品加工進

階訓練」  

推廣課 

104.06.05 政策宣導－新增 6/5 協助衛生福利部宣導有關日本輸入食品管制之

新政策懶人包 

推廣課 

104.06.04 最新消息－新增 6/4 預告本場研發之葡萄品種「台中 3 號」擬採用專

屬授權方式 

改良課 

104.06.0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6.03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6-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6.03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6.03 常見問答－新增果樹、蔬菜、植保等 Q&A 資料 推廣課 

104.06.02 最新消息－政策宣導－新增 6/2 協助臺灣大學宣導「農產品產銷履歷

輔導員集團驗證培訓課程(第 3 期)」  

推廣課 

104.06.02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6/1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土壤肥料管理

班」開訓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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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6.02 政策宣導－新增 6/1 宣導「完善照護網尊嚴幸福老」 推廣課 

104.06.01 活動花絮－新增 5/29 農委會許天來技監率團至本場進行「青年農民

專案輔導計畫」實地查證  

推廣課 

104.05.29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6-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5.2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89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5.2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 193 期水稻栽培管理技術手

冊 

推廣課 

104.05.28 最新消息－本場公告－新增辦理徵詢他機關或周知所屬現職工友

（含技工、駕駛）有意移撥至本場技工 3 名 

秘書室 

104.05.28 出版刊物－新增 102、103 年年報資料 推廣課 

104.05.28 活動花絮－新增 5/28 本場與農林農工作辦學生職涯探索與農業體驗

試辦計畫「蔬菜栽培管理技術班」 

推廣課 

104.05.28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5.27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5/26恭賀轄區 5 位農民榮獲 2015 年十

大神農及模範農民  

推廣課 

104.05.27 更新人力資源資料 人事室 

104.05.26 政策宣導－新增 5/26 宣導「我低一點，你更方便」 推廣課 

104.05.26 政策宣導－新增 5/26 宣導「照顧原民卡安心」 推廣課 

104.05.26 政策宣導－新增 5/25 宣導「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政策宣

導及成效管控作業」計畫資料 

改良課 

104.05.22 活動花絮－新增 5/22 學員學習紅龍果栽培技術 生產安全優質的紅

龍果 

推廣課 

104.05.22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5-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5.22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5.22 最新消息 －本場公告－新增 5/21 本場研發「芒果臺中 1 號」品種非

專屬授權移轉案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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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5.21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5/20 本場林學詩場長於「彰化地區農業

技術座談會」在福興鄉農會與農友座談  

推廣課 

104.05.21 政策宣導－新增 5/21 宣導「農村再生幸福新希望」 推廣課 

104.05.20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5.20 活動花絮－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5.20 最新消息－因雨延期，更新 5/21 召開黃金廊道－節水灌溉與雨水收

集處理系統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4.05.20 活動花絮－新增 5/18 本場辦理 104 年度農民學院紅龍果栽培管理

班第二班開訓  

推廣課 

104.05.20 最新消息－新增 6/10 洋桔梗研究與產業展望交流研討會 改良課 

104.05.20 最新消息－新增 6/5 園產品加工進階訓練 推廣課 

104.05.19 活動花絮－新增 5/19 臺灣區冷凍蔬果工業同業公會來場進行矮性菜

豆品種觀摩 

改良課 

104.05.19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薑黃基原鑑定與指標成分分析方法」技術移

轉非專屬授權案 

改良課 

104.05.19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紫錐花機能性配方及其製造方法」技術移轉

非專屬授權案 

改良課 

104.05.19 資料庫連結－新增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ARDO)提供各會員國使用發

展「圖書館網絡(DELNET)」線上資料庫 

推廣課 

104.05.19 政策宣導－新增 5/18 宣導「托育放心家長安心」 推廣課 

104.05.15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5-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5.15 新聞稿－新增 5/15「合理化施肥國際訓練班」圓滿閉幕  環境課 

104.05.15 最新消息－新增 5/14 宣導考選部考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5.15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 －新增 5/15 2015「合理化施肥國際訓練班」圓

滿閉幕  

推廣課 

104.05.13 活動花絮－新增 5/13「合理化施肥國際訓練班」活動花絮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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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5.12 活動花絮－新增 5/8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紅龍果栽培管理第一班」知

識交流熱絡歡喜結訓  

推廣課 

104.05.12 政策宣導－新增 5/12 宣導「辦理電子戶籍謄本之使用說明」資料 推廣課 

104.05.12 新聞稿－新增 5/11「合理化施肥國際訓練班」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舉行 

環境課 

104.05.11 活動花絮－新增 5/11「合理化施肥國際訓練班」在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舉行  

推廣課 

104.05.11 政策宣導－新增 5/11 宣導「莫拉克快速重建 國際肯定」資料 推廣課 

104.05.11 政策宣導－新增 5/11 宣導「數位學伴」資料 推廣課 

104.05.11 政策宣導－新增 5/11 宣導「TAIWAN GO 魅力觀光創新高」資料 推廣課 

104.05.11 最新消息－新增 5/21 召開黃金廊道－節水灌溉與雨水收集處理系統

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104.05.11 最新消息－新增 5/20 召開 104 年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4.05.08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5-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5.08 最新消息－新增本場水稻乾穀下腳品 1 批 14000 公斤招標資訊 秘書室 

104.05.08 招標資訊－新增本場水稻乾穀下腳品 1 批 14000 公斤招標資訊 秘書室 

104.05.08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5.08 相關服務－新增政府資訊公開專區連結 推廣課 

104.05.08 最新消息－新增 5/7 宣導考選部考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5.08 新聞稿－新增 5/8 水稻穗稻熱病及二化螟發生警報資料 推廣課 

104.05.08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5/8 水稻穗稻熱病及二化螟發生

警報資料 

環境課 

104.05.07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5/5邀請荷蘭RijnPlant公司林昭儀小姐來

場演講  

推廣課 

104.05.05 最新消息－新增 5/5 科發基金聘用專任助理人員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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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5.05 本場公告－新增 5/5 科發基金聘用專任助理人員資料 推廣課 

104.05.05 政策宣導－新增 5/5 宣導「叫我第 1 名－臺灣就業展望冠全球」資料 推廣課 

104.05.05 政策宣導－新增 5/5 宣導「臺灣產業的領航者－科學園區」資料 推廣課 

104.05.04 常見問答－更新水稻、蔬菜、果樹等 Q&A 資料 推廣課 

104.05.04 常見問答－農產品食安單元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5.01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5-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5.01 最新消息－新增 5/1 宣導考選部考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4.29 政策宣導－新增 4/29 宣導「免學費 上學無負擔」資料 推廣課 

104.04.28 便民服務－常見問答－新增農產品食安類別，8 個問答資料 推廣課 

104.04.27 政策宣導－新增 4/27 宣導「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政策宣

導及成效管控作業」計畫 資料 

改良課 

104.04.27 政策宣導－新增 4/27 南疆沃海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4.04.27 政策宣導－新增 4/27 微型保險-繳小錢買大保障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4.04.24 活動花絮－新增 4/23 中區農業改良場「農藝入門班」勤學習歡欣結

訓  

推廣課 

104.04.24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4-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4.24 本場公告－新增 04/23 公告辦理徵詢他機關或周知所屬現職工友(含

技工、駕駛)有意移撥至本場技工 3 名 資料 

秘書室 

104.04.2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8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4.23 活動花絮－新增資料 推廣課 

104.04.22 活動花絮－新增資料 推廣課 

104.04.22 政策宣導－新增 4/21 購物不瞎拼，平台來幫你 推廣課 

104.04.21 活動花絮－新增 4/20 本場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曾德賜教

授蒞臨專題演講 

推廣課 

104.04.21 政府資訊公開－新增內部控制專區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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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4.17 政策宣導－新增 4/17 勞動市場增溫 推廣課 

104.04.17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4.17 活動花絮－新增農民學院園藝班結訓資料 推廣課 

104.04.16 網路資源－政府單位－新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色生活資訊網連結 秘書室 

104.04.16 政策宣導－新增 4/16 故宮南院－南台灣觀光新亮點 推廣課 

104.04.15 最新消息－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推廣課 

104.04.15 更新首頁 banner 圖片 推廣課 

104.04.15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生技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4.04.14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花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4.04.14 最新消息－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推廣課 

104.04.13 政策宣導－新增 4/13「官邸變身社企聚落」及「電費降價了！」兩

則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4.04.13 最新消息－新增 4/13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資料 2 則 推廣課 

104.04.10 新聞稿－新增 4/10 春石斛蘭台中 1 號「新夢幻」獲台灣國際蘭展新

花獎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104.04.10 最新消息－新增 4/15 本場辦理台中區 104 年度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

練訊息 

推廣課 

104.04.10 最新消息－新增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104.04.10 最新消息－新增活動花絮資料二筆 推廣課 

104.04.09 最新消息－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推廣課 

104.04.08 本場公告－新增 4/8 徵求薦任第 6 至第 7 職等助理研究員一名 人事室 

104.04.08 最新消息－新增 4/8 徵求薦任第 6 至第 7 職等助理研究員一名 人事室 

104.04.02 最新消息－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4-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4.02 最新消息－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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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4.01 最新消息－新增活動花絮資料 推廣課 

104.04.01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農村生活與資訊傳播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104.04.0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88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4.0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7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4.01 植物保護－新增病蟲害發生警報資料 推廣課 

104.04.01 最新消息－新增新聞稿資料最新消息－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4-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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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作業規範 資料 

推廣課 

104.03.31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布吉納法索「進步

暨改變聯盟黨」狄亞佩主席一行 7 人參訪本場 資料 

推廣課 

104.03.31 常見問答－新增蔬菜 2 則、水稻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4.03.31 政策宣導－新增 3/30 宣導「健康存摺－就醫資料跟你走」資料 推廣課 

104.03.30 植物保護－新增病蟲害發生警報資料 推廣課 

104.03.30 最新消息－新增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104.03.30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資料 改良課 

104.03.27 最新消息－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4-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4.03.27 政策宣導－新增 3/26 宣導「人力需求創 3 年同期新高」及「全球幸

福國臺灣排第 5」二則資料 

推廣課 

104.03.27 政策宣導－修改宣導「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政策宣導及

成效管控作業」計畫 資料 

改良課 

104.03.27 最新消息－新增 3/26 考選部宣導 104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相關訊息 推廣課 

104.03.26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3/24 林學詩場長主持臺中地區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暨輔導文心蘭產業 資料 

推廣課 

104.03.26 植物保護－新增病蟲害發生警報資料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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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3.26 最新消息－新聞稿－新增 3/25 氣溫回升黑角舞蛾蠢動，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籲請農民提前做好防治工作 資料 

推廣課 

104.03.25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中部地區果樹產業現況資料 改良課 

104.03.25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4.03.25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農經研究室圖片 推廣課 

104.03.25 本場簡介－歷任首長介紹－更新照片 推廣課 

104.03.25 新聞稿－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3.25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3.25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特作雜糧研究室圖片 改良課 

104.03.25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生資研究室圖片 環境課 

104.03.24 活動花絮－新增 3/24 林學詩場長參加彰化縣農會第 17 屆第 3 次會員

代表大會 

推廣課 

104.03.24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林訓仕個人資料 改良課 

104.03.24 近年研究成果－更新蔬菜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4.03.24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4.03.24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楊嘉凌個人資料 改良課 

104.03.24 最新消息－修改活動花絮資料 推廣課 

104.03.24 近年研究成果－更新稻作研究方面資料 環境課 

104.03.24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 3/23 本場林學詩場長於本場主持「溫室

葡萄葉片管理栽培技術示範田間觀摩會」  

推廣課 

104.03.23 新聞稿－新增 3/23 綠葉襯紫果，溫室葡萄葉片管理有「眉角」資料 推廣課 

104.03.23 最新消息－本場公告－新增 3/20 公告本場辦理「高肥效有機液肥之

製作及在水稻栽培之應用方法」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環境課 

104.03.20 活動花絮－新增 3/20 林學詩場長輔導林宥岑青年農民暨訪視埔里分

場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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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3.20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3-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4.03.20 本場公告－新增 3/20 雜糧徵田間短工 1 員公告資料 改良課 

104.03.20 本場公告－新增 3/20 生資室徵計畫助理人員公告資料 環境課 

104.03.20 最新消息－新增 3/20 雜糧徵田間短工 1 員公告資料 改良課 

104.03.20 最新消息－新增 3/20 生資室徵計畫助理人員公告資料 環境課 

104.03.19 最新消息－新增 3/23 於本場舉開「溫室葡萄葉片管理栽培技術示範

田間觀摩會」資料 

推廣課 

104.03.19 便民服務－更新智財權取得資料  推廣課 

104.03.19 最新消息－修改招標資訊資料 秘書室 

104.03.19 政府資訊公開－修改預算及決算資料  主計室 

104.03.18 最新消息－新增 3/24 本場於臺中市石岡區召開 104 年度「臺中地區

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4.03.17 政策宣導－新增 3/16「政府當你的創業天使」文宣資料 推廣課 

104.03.16 最新消息－活動花絮－新增3/12本場高德錚副場長接待保加利亞Dr. 

Rossitza Rodeva 與 Dr. Irina Moskova 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4.03.13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中部地區蔬菜產業現況－更新資料 改良課 

104.03.13 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3-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4.03.13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3-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4.03.13 最新消息－公告辦理徵詢他機關或周知所屬現職工友（含技工、駕

駛）有意移撥至本場技工 3 名，公告至 104 年 04 月 10 日止 

秘書室 

104.03.12 植物保護－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4.03.12 行動版－修改項目及連結 推廣課 

104.03.12 最新消息－新增推廣活動單元 推廣課 

104.03.12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修改農村生活與資訊傳播研究室 資料 推廣課 

104.03.11 本場簡介－修改人力資源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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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3.10 政策宣導－新增 3/9「經濟自由度超越日韓」及「有機休閒在花東」

兩則資料 

推廣課 

104.03.10 新聞稿－新增 3/10 小麥種子繁殖及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104.03.10 活動花絮－新增 3/10 本場林學詩場長主持大城鄉「小麥種子繁殖及

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 資料 

推廣課 

104.03.10 最新消息－新增 4/8 本場辦理 104 年度農業推廣人員講習會資料 推廣課 

104.03.10 最新消息－新增 3/5 考選部 104 年特考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3.06 最新消息－新增 104 年 3-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4.03.06 最新消息－政策宣導－修改宣導「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

政策宣導及成效管控作業」計畫 資料 

環境課 

104.03.05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資料－修改徐錦木資料 環境課 

104.03.05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資料－修改楊廷珍資料 推廣課 

104.03.04 最新消息－新增 3/10 小麥優質種子繁殖及示範觀摩計畫-小麥種子繁

殖及栽培技術示範推廣觀摩會」  

改良場 

104.03.04 本場公告－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3.04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更新 104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資料 主計室 

104.03.04 政策宣導－新增 3/4 黃金廊道 3 月份宣導資料 改良課 

104.03.04 新增學習護照專區資料 推廣課 

104.03.04 最新消息－新增 3/10--104 年「芒果合理化施肥－有機質肥料施用暨

安全用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104.03.04 活動花絮－新增 3/2 本場邀請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朱建鏞教授蒞臨

專題演講「花卉育種產業之開創」 

推廣課 

104.03.03 本場簡介－修改首長介紹資料 推廣課 

104.03.03 修改相關連結區資料 推廣課 

104.03.03 修改人力資源－廖君達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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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2.26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103 年度決算書 主計室 

104.02.26 政策宣導－新增 2/26 考選部宣導 104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報名訊息 

推廣課 

104.02.26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3-1 週資料 推廣課 

104.02.2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6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2.24 政策宣導－新增 2/24 買的開心賣的放心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4.02.17 插入新年快樂輪播 推廣課 

104.02.17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4.02.16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2.13 活動花絮－新增 2/13 本場林學詩場長於彰化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與

農友座談  

推廣課 

104.02.13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2-3 週資料 推廣課 

104.02.13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主計室 

104.02.13 政策宣導－新增 2/12「政府幫你到矽谷創業」資料 推廣課 

104.02.11 活動花絮－本場林學詩場長參加彰化縣各界慶祝農民節暨表揚大會  推廣課 

104.02.10 政策宣導－新增 2/10「看清認明有牌才能收廢油」資料 推廣課 

104.02.10 相關服務－新增 學習護照專區 資料 推廣課 

104.02.10 最新消息－新增 2/26 本場於臺中市太平區農會辦理「荔枝病蟲害管

理暨合理化施肥技術」講習會  

環境課 

104.02.10 新聞稿－新增 2/9 選購國產好米，美味歡渡春節 推廣課 

104.02.09 活動花絮－新增本場林學詩場長輔導施勝豐及陳國鎮青年農民  推廣課 

104.02.06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2-2 週資料 推廣課 

104.02.05 政策宣導－修改 2/3 黃金廊道電子看板宣導資料 改良課 

104.02.05 主題專區－新增小麥及豌豆主題館，將技術移轉專區下架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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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2.05 技術移轉專區－下架 推廣課 

104.02.03 政策宣導－新增 2/3 黃金廊道電子看板宣導資料 改良課 

104.02.03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2/2 梨赤星病之感染源已出現於

龍柏上，籲請農友加強管理以減少赤星病蔓延 

環境課 

104.02.03 新聞稿－新增 2/2 梨赤星病之感染源已出現於龍柏上，籲請農友加強

管理以減少赤星病蔓延 

推廣課 

104.02.02 活動花絮－新增 1/31 本場林學詩場長參加南投縣各界慶祝農民節活

動 

推廣課 

104.02.02 政策宣導－新增 1/30「別再說我的工作是責任制」資料 推廣課 

104.02.02 活動花絮－新增 1/30 本場林學詩場長主持 2015 年臺灣與布吉納法索

稻作增產合作計畫研習開訓典禮  

推廣課 

104.01.30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2-1 週資料 推廣課 

104.01.30 活動花絮－新增 1/30 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臺灣園藝學會一行人參訪

本場  

推廣課 

104.01.29 最新消息－新增 1/28 徵求約聘人員公告資料 人事室 

104.01.29 本場公告－新增 1/28 徵求約聘人員公告資料 人事室 

104.01.28 Q&A－新增蔬菜、花卉、土壤肥料等 3 則資料 推廣課 

104.01.27 學習護照專區－推廣課要求於首頁設置專區服務有農業學習護照的

農民 

推廣課 

104.01.27 政策宣導－新增 1/26「給寶貝多一分保護」資料 推廣課 

104.01.27 政策宣導－新增 1/26「禽流感大作戰 中央地方齊協力」資料 推廣課 

104.01.26 本場簡介－首長的話－更新資料 場長 

104.01.26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辦理徵詢他機關或周知所屬現職工友（含技

工、駕駛）有意移撥至本場技工 3 名  

秘書室 

104.01.23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5 週資料 推廣課 

104.01.22 活動花絮－新增 1/22 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喜願行、聯華實業及好農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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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壯遊等一行人參訪本場  

104.01.22 活動花絮－新增 1/22 本場於水里鄉果樹產銷班舉辦「南投地區農業

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104.01.22 活動花絮－1/21 新增本場高德錚副場長接待印度國會議員 Tarun 

Vijay 及夫人乙行 2 人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4.01.22 活動花絮－新增 1/21 本場林學詩場長及農委會郭坤峯科長拜訪員林

農工及台盛農場 

推廣課 

104.01.22 活動花絮－新增 1/20 本場舉辦「 103 年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發表

會」，全程活動圓滿完成 

推廣課 

104.01.21 新聞稿－新增 1/21「大寒」來襲，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友做好

防寒準備工作! 

推廣課 

104.01.21 活動花絮－新增 1/14 本場高德錚副場長率領本場同仁與鄭汝芬立委

關切彰化溪州番石榴凍傷情形  

推廣課 

104.01.21 智財權取得－更新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推廣課 

104.01.2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25 號-遷場 30 周年試驗研究暨推廣成果專

刊 

推廣課 

104.01.21 活動花絮－新增 1/14 本場林學詩場長接待宏捷食品及泰成粉廠公司

等一行人，洽談小麥產品研發應用及推廣合作事宜  

改良課 

104.01.21 技術移轉專區－更新 103 年技轉項目  推廣課 

104.01.20 政策宣導－新增 1/19 愛心租屋給弱勢 租金補助免課稅資料 推廣課 

104.01.2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85 期資料 推廣課 

104.01.19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更新 104 年 1-4 週資料 推廣課 

104.01.16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4 週資料 推廣課 

104.01.15 新聞稿－新增 1/15 海線作物新選擇~省工節水的小麥  推廣課 

104.01.14 最新消息－新增 1/19「芋苗期健康管理及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環境課 

104.01.14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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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4.01.14 性別平等專區－人事單位要求於首頁新增性別平等專區 人事室 

104.01.14 相關法規專區－將政府資訊公開單元中的法規連結至首頁的相關法

規專區 

人事室 

104.01.14 廉政資訊專區－將政風園地更名為廉政資訊專區 人事室 

104.01.14 政策宣導－新增 1/13 黃金廊道電子看板宣導資料 改良課 

104.01.14 政策宣導－新增 1/13 智慧傳承有你真好宣導資料 推廣課 

104.01.12 最新消息－新增 1/12 臺中場「 103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農業相關類

科專業知能集中實務訓練 」開訓  

推廣課 

104.01.12 活動花絮－新增 1/7 本場林學詩場長及同仁訪視嘉義六腳育苗產業

及台南市安南區種苗產業  

推廣課 

104.01.09 最新消息－新增 1/9 徵求課員公告資料 人事室 

104.01.09 本場公告－新增 1/9 徵求課員公告資料 人事室 

104.01.09 推廣活動與資訊－推廣活動－新增 104 年 1-3 週資料 推廣課 

104.01.09 活動花絮－新增 1/8 本場林學詩場長啟動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業學

習護照新制度  

推廣課 

104.01.08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1.07 政策宣導－新增 1/7「景氣回溫 經濟成長」資料 推廣課 

104.01.07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農業學習護照」終身學習歷程

全紀錄  

推廣課 

104.01.05 智財權取得－智慧財產權--專利取得－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1.05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4.01.05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第 125 期資料 推廣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