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更新日誌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12.29 
新消息－新增公告本場「葡萄台中 4 號」品種專屬授權招標案資

料 
改良課 

106.12.29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葡萄台中 4 號」品種專屬授權招標案資

料 
改良課 

106.12.29 
新消息－新增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第 196 期－蔬菜嫁接苗生產及

機械應用技術出刊了 
推廣課 

106.12.29 
出版刊物－新增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第 196 期－蔬菜嫁接苗生產及

機械應用技術資料 
推廣課 

106.12.29 新消息－新增 107 年 1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29 推廣活動－新增 107 年 1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27 
活動花絮－新增 12/26 心花朵朵開～北斗鎮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

心聲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6.12.25 
招標資訊－更新 107/1/2 第 2 次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經管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資料 
秘書室 

106.12.25 
新消息－更新 107/1/2 第 2 次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經管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資料 
秘書室 

106.12.25 
新消息－新增 12/25 徵求在地青年農民組織與輔導計畫進用臨時人

員資料 
推廣課 

106.12.25 
活動花絮－新增 12/22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106 年年終工作檢討會暨員

工聯誼會活動資料 
人事室 

106.12.22 
活動花絮－新增 12/22 歡迎學員及青農回娘家，研習農業微生物應用

與農產品行銷資料 
推廣課 

106.12.22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5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22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5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22 
政策宣導－新增 12/22 協助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宣導「《礦業法》修正

－兼顧環保與產業需求」資料 
推廣課 

106.12.22 
新消息－新增 12/27 作物合理化施肥暨微生物肥料施用教育講習資

料 
環境課 

106.12.22 
新消息－新增 12/26 作物合理化施肥暨微生物肥料施用教育講習資

料 
環境課 

106.12.22 
活動花絮－新增 12/21 本場於南投縣埔里鎮農會辦理「百香果栽培管

理講習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資料 
埔里分場 

106.12.21 
活動花絮－新增 12/21 日本京都大學農機專家飯田訓久教授及清水浩

教授參訪本場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12.21 
新消息－新增 12/21 第 2 次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經管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資料 
秘書室 

106.12.21 
招標資訊－新增 12/21 第 2 次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經管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資料 
秘書室 

106.12.21 
新聞稿－新增 12/20 羽毛分解菌應用於友善農耕蔬菜作物之生產田間

成果觀摩會資料 
環境課 

106.12.21 
政策宣導－新增 12/21 協助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宣導「做環保集綠點享

回饋」資料 
推廣課 

106.12.21 
新消息－新增 11/24 徵求中央單位各機關學校現職工友(含技工、

駕駛)１名移撥至本場 資料 
秘書室 

106.12.20 新消息－新增 12/20 本場辦理 107 年約僱技術員甄試簡章資料 人事室 

106.12.19 
新消息－更新 12/20 羽毛分解菌應用於友善農耕蔬菜作物之生產田

間成果觀摩會資料(12/22 提前至 12/20) 
推廣課 

106.12.18 新消息－新增農情月刊第 220 期資料 推廣課 

106.12.18 出版刊物－新增農情月刊第 220 期資料 推廣課 

106.12.15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15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15 
新聞稿－新增 12/15 大陸冷氣團發威，臺中場籲請農友儘速做好作物

防寒措施！ 
環境課 

106.12.15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106

年 11 月份會計報告資料 
主計室 

106.12.15 
新消息－新增 12/22 羽毛分解菌應用於友善農耕蔬菜作物之生產田

間成果觀摩會資料 
環境課 

106.12.15 
政策宣導－新增 12/15 協助內政部宣導「身分證設計的群眾參與」座

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6.12.13 廉政專區－新增行政院洗錢制辦公室洗錢防制宣導影連結片資料 人事室 

106.12.12 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第 99 期－農業經營典範與價值提升 推廣課 

106.12.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99 期－農業經營典範與價值提

升 
推廣課 

106.12.12 
政策宣導－新增 12/1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產業創新條例』大

翻修」資料 
推廣課 

106.12.11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106 年資料 推廣課 

106.12.11 
活動花絮－新增 12/9 本場與彰化縣竹塘鄉農會進行「水稻台中 194

號種子繁殖與優質生產技術」技術移轉簽約儀式資料 
改良課 

106.12.11 
活動花絮－新增 12/9 本場陪同蔡英文總統訪視臺中市青年農民，攜

手打造新農業資料 
推廣課 

106.12.08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12.08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08 
活動花絮－新增 12/7 本場參加「2017 台灣醫療科技展－農業館」展

示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08 
活動花絮－新增 12/7 夢想從改變開始～第 4 屆百大青農「輔導啟航 

共識凝聚」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07 
政策宣導－新增 12/7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107 年專技普考導

遊、領隊人員考試) 
推廣課 

106.12.06 
活動花絮－新增 12/5 本場辦理 106 年度在地食材利用與食農教育體

驗研習資料 
推廣課 

106.12.06 
活動花絮－新增 12/5 印尼農業部園藝總署蔬菜與草藥作物司 Dr. 

Prihasto Setyanto 司長參訪本場資料 
推廣課 

106.12.06 新消息－新增水稻 1 則、果樹 1 則、蔬菜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12.06 常見問答－新增水稻 1 則、果樹 1 則、蔬菜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12.05 政策宣導－新增 12/05 性平觀測小熊闖關抽獎遊戲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04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106 年資料 推廣課 

106.12.01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2.01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29 
新消息－新增 11/29 第 1 次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經管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資料 
秘書室 

106.11.29 
招標資訊－新增 11/29 第 1 次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經管國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資料 
秘書室 

106.11.29 
活動花絮－新增 11/29 安全好青蔥～福興鄉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

心聲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6.11.28 
政策宣導－新增 11/28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勞動基準法修法」資

料 
推廣課 

106.11.28 
活動花絮－新增 11/27 農業技術臺中團補徵人力－繼續為農業工作打

拼資料 
推廣課 

106.11.24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24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2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24 
新消息－新增 11/24 徵求中央單位各機關學校現職工友(含技工、

駕駛)１名移撥至本場 資料 
秘書室 

106.11.24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6.11.24 活動花絮－新增 11/23 集思廣益－青農輔導共識匯聚工作坊資料 推廣課 

106.11.22 
活動花絮－新增 11/21 榮耀時刻～106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頒

獎資料 
推廣課 

106.11.22 
活動花絮－新增 11/21 本場獲中華種苗學會年度「團體事業貢獻獎」

資料 
改良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11.20 
政策宣導－新增 11/3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通過」資料 
推廣課 

106.11.20 智財權取得－更新專利取得資料 推廣課 

106.11.20 新消息－修正農情月刊第 219 期資料 推廣課 

106.11.20 出版刊物－修正農情月刊第 219 期資料 推廣課 

106.11.17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1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17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1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15 新消息－新增農情月刊第 219 期資料 推廣課 

106.11.15 出版刊物－新增農情月刊第 219 期資料 推廣課 

106.11.14 農業天然災害應變作業要點－更新並更名農情資訊查報資料 環境課 

106.11.13 
活動花絮－新增 11/11 本場陪同林聰賢主任委員至臺中市東勢區與青

年農民座談，解決營農問題資料 
推廣課 

106.11.10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1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10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1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10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106 年資料 推廣課 

106.11.10 
政策宣導－新增 11/10 協助台南場宣導胡麻機械採收暨田間管理觀摩

會資料 
環境課 

106.11.09 
活動花絮－新增 11/09 2017 年台灣國際農業週閃亮登場，本場以「番

茄苗嫁接輔助機具」參展資料 
推廣課 

106.11.09 英文網站－更新中部地區稻作產業現況資料 改良課 

106.11.09 英文網站－更新稻作、雜糧、果樹、蔬菜等研究室簡介 改良課 

106.11.09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沈原民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6.11.09 新消息－新增土壤 2 則、蔬菜 2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11.09 常見問答－新增土壤 2 則、蔬菜 2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11.09 活動花絮－新增 11/8 2017 第一屆國際園藝學會產地參訪花絮資料 改良課 

106.11.09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5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105

總決算 
主計室 

106.11.09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改郭建志職稱 環境課 

106.11.09 
新消息－新增 11/8 公告本場研發「蘿蔔台中 2 號」品種非專屬授

權移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6.11.09 
本場公告－新增 11/8 公告本場研發「蘿蔔台中 2 號」品種非專屬授

權移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6.11.08 
活動花絮－新增 11/08 品種也要世代交替，大甲區水稻新選擇－台中

192 號資料 
改良課 

106.11.08 
新聞稿－新增 11/08 品種也要世代交替，大甲區水稻新選擇－台中

192 號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11.08 
新聞稿－新增 11/04 探究盆景之美與技藝 ~ 臺灣舉辦第一屆國際園

藝學會盆景研討會資料 
推廣課 

106.11.07 
新消息－新增 11/7 本場 106 年度第 2 期作水稻濕穀 1 批公開標售

資料 
秘書室 

106.11.07 
招標資訊－新增 11/7 本場 106 年度第 2 期作水稻濕穀 1 批公開標售

資料 
秘書室 

106.11.04 
活動花絮－新增 11/04 探究盆景之美與技藝 ~ 臺灣舉辦第一屆國際

園藝學會盆景研討會 
改良課 

106.11.04 
活動花絮－新增 11/04 2017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臺中場「園藝療育及

家庭園藝」令人驚艷 
推廣課 

106.11.03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1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03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1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1.03 
政策宣導－新增 11/3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政府帶頭投資台灣，

加速中！」資料 
推廣課 

106.11.03 活動花絮－新增 11/03「106 年西語記者團 II」一行 10 人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11.01 新消息－新增 11/08 水稻台中 192 號品種示範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106.11.01 
新消息－新增 11/01 徵求中央單位各機關學校現職工友(含技工、

駕駛)１名移撥至本場資料 
秘書室 

106.10.27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1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0.27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1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0.27 
活動花絮－新增 10/27 優質綠蘆筍－二林鎮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

心聲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106.10.27 
政策宣導－新增 10/2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所得稅法修正－全民

稅改、全民受惠」資料 
推廣課 

106.10.26 
活動花絮－新增 10/25 埤頭鄉農會「埤頭 F4 就是有食力」產業創新

活動熱鬧滾滾資料 
推廣課 

106.10.25 
活動花絮－新增 10/24 本場協辦 106 年智慧農業 4.0 稻作領航產業－

日本直播系統在臺灣試作成果發表會資料 
推廣課 

106.10.24 
政策宣導－新增 10/24 協助農糧署公告 107 年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一覽

表 
改良課 

106.10.24 
政策宣導－新增 10/24 協助虎尾科技大學宣導 2017 臺灣智慧農業機

械國際研討會資料 
環境課 

106.10.23 

政策宣導－新增 10/23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107 年第一次專技

高考醫師牙醫師藥師分階段考試、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

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獸醫師考試、 107 年專技高考

藥師考試) 

推廣課 

106.10.21 活動花絮－新增 10/21 茄食報到、健康久久 食農教育活動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10.21 
活動花絮－新增 10/21「新農業心生活~茄子總動員」開放日活動熱

鬧登場 
推廣課 

106.10.21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0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0.21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0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0.20 活動花絮－新增 10/19 茄子奧斯卡大賽-2017 年茄子品種競賽活動 改良課 

106.10.20 
活動花絮－新增 10/19「新農業心生活~茄子總動員」開放日活動本

周末熱鬧開鑼!! 
推廣課 

106.10.20 
活動花絮－新增 10/17 泰國皇家基金會「葡萄栽培管理研習團」一行

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10.20 
政策宣導－新增 10/20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107 年第一次中醫

師、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 
推廣課 

106.10.18 
新消息－新增 10/18 徵求中央單位各機關學校現職工友(含技工、

駕駛)１名移撥至本場 資料 
秘書室 

106.10.18 
政策宣導－新增 10/1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水情吃緊抗旱準備要

趁早！」資料 
推廣課 

106.10.17 
活動花絮－新增 10/15 臺中場祝賀社頭鄉農會創會百週年暨 106 年度

番石榴評鑑及農特產品行銷推廣活動 
推廣課 

106.10.17 
活動花絮－新增 10/14 二水鄉農會「農情鄉仙 Q 樂」農業產業文化

活動熱鬧滾滾 
推廣課 

106.10.17 
活動花絮－新增 10/13 狂賀 106 年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評選結果公

佈 
推廣課 

106.10.16 
政策宣導－新增 10/16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107 年公務人員初等

考試) 
推廣課 

106.10.13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0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0.13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0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0.13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9 月

份月報 
主計室 

106.10.13 
活動花絮－新增 10/12 全國青年農民聯誼會暨彰化縣青年農民成果展

在東勢林場舉行 
推廣課 

106.10.13 新消息－新增農情月刊第 218 期資料 推廣課 

106.10.13 出版刊物－新增農情月刊第 218 期資料 推廣課 

106.10.12 便民服務－更新本場派遣人員申訴管道資料 秘書室 

106.10.12 新消息－新增 10/13 本場物品報廢拍賣 秘書室 

106.10.12 
政策宣導－新增 10/1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國道．綠廊道』與

生態為友」資料 
推廣課 

106.10.11 
新消息－新增 10/21 本場辦理「新農業心生活～茄子總動員」系列

活動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10.11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5 月

份月報 
主計室 

106.10.06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0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0.06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0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10.06 
活動花絮－新增 10/05 本場辦理臺中區田媽媽養成培育－在地食材應

用研習資料 
推廣課 

106.10.03 
政策宣導－新增 9/2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早早打 卡安心！」

資料 
推廣課 

106.10.02 
新消息－新增 10/02 徵求中央單位各機關學校現職工友(含技工、

駕駛)１名移撥至本場 資料 
秘書室 

106.10.02 
新消息－新增 10/6 本場辦理「豌豆栽培、安全用藥暨合理化施肥

技術」講習會資料 
環境課 

106.09.30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10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9.30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10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9.29 
活動花絮－新增 9/29 南向好椪柑~石岡區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

聲座談會 
推廣課 

106.09.29 
活動花絮－新增 9/28 本場參加「2017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農業館」展示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9.27 
活動花絮－新增 9/27 國合會「農民組織發展研習班」(拉丁美洲專

班)外籍學員參訪本場資料 
推廣課 

106.09.27 
政策宣導－新增 9/2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推動服務型智慧政

府」資料 
推廣課 

106.09.26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5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105

總決算 
主計室 

106.09.26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7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107

總預算 
主計室 

106.09.26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8 月

份月報 
主計室 

106.09.25 
活動花絮－新增 9/25「番石榴栽培管理進階班」培訓學員精進管理

知能  
推廣課 

106.09.22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9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9.22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9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9.22 
政策宣導－新增 9/2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107 年 1 月 1 日起基

本工資調升」資料 
推廣課 

106.09.22 活動花絮－新增 9/21 美南州議會領袖訪問團一行 5 人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9.20 
新消息－新增 8/18 徵求中央單位各機關學校現職工友(含技工、駕

駛)１名移撥至本場 資料 
秘書室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9.15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106 年 資料 推廣課 

106.09.14 新消息－新增農情月刊第 217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9.14 出版刊物－新增農情月刊第 217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9.14 
政府宣導－新增 9/14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AI 小國 大戰略」資

料 
推廣課 

106.09.13 
新消息－新增 9/13 公告本場辦理「適合磨製低筋麵粉之小麥台中

35 號種原繁殖及優質生產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改良課 

106.09.13 
本場公告－新增 9/13 公告本場辦理「適合磨製低筋麵粉之小麥台中

35 號種原繁殖及優質生產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改良課 

106.09.13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7 

月報 
主計室 

106.09.13 
活動花絮－新增 9/12 一拍就上影!本場辦理「新媒體行銷操作實務」

課程 
推廣課 

106.09.12 

新消息－新增 9/12 公告本場「Nucleic acid construct, expression 

vector and method for the enhancing the production of recombinant 

protein」之 EP1609867 號歐盟專利有償讓與受理申請日期與相關注

意事項 

推廣課 

106.09.12 

本場公告－新增 9/12 公告本場「Nucleic acid construct, expression 

vector and method for the enhancing the production of recombinant 

protein」之 EP1609867 號歐盟專利有償讓與受理申請日期與相關注

意事項 

推廣課 

106.09.12 新消息－新增 9/12 番石榴栽培管理班延期辦理 推廣課 

106.09.11 
新聞稿－新增 8/11 颱風「泰利」可能來襲，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

農友提前做好防颱準備工作！ 
環境課 

106.09.11 
政策宣導－新增 9/11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原住民身分法》增

列平埔原住民身分別」資料 
推廣課 

106.09.08 
政策宣導－新增 9/8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106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

府公務人員考試) 
推廣課 

106.09.0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98 期－百香果綜合栽培管理技

術  
推廣課 

106.09.08 
活動花絮－新增 9/8 果樹產業傳承與創新「果樹產期調節研究發展與

產業調適研討會」紀實  
改良課 

106.09.08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9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9.08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9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9.07 新消息－新增「吉時從農、青春築夢」，第 4 屆百大青農遴選  推廣課 

106.09.07 活動花絮－新增 9/6 學員學習小型農機具維修保養的技術 推廣課 

106.09.07 新消息－新增果樹 1 則、土壤 1 則、蔬菜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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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04 
政策宣導－新增 9/2 安心溯源好農產－106 年度產銷履歷輔導員授證

暨達人頒獎典禮資料 
推廣課 

106.09.01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8 月份第 5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9.01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8 月份第 5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8.31 
活動花絮－新增 8/31 雜糧向前行 ~ 竹山鎮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

心聲座談會 資料 
推廣課 

106.08.31 
政策宣導－新增 8/31 協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宣導

「106 年度新世代農業電子商務實作研習班」中區農糧班(二)資料 
推廣課 

106.08.31 
活動花絮－新增 8/30 防除田間紅米混雜及水稻合理化施肥講習暨傾

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資料 
改良課 

106.08.31 
政策宣導－新增 8/31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衛生好環境你我都開

心」資料 
推廣課 

106.08.30 
新消息－新增 8/30 徵求在地青年農民組織與輔導計畫進用臨時人

員 資料 
推廣課 

106.08.29 
新消息－新增 8/31 豌豆、胡瓜(連續採收)作物栽培、安全用藥暨

合理化施肥技術講習會 資料 
環境課 

106.08.28 政策宣導－新增 8/28 協助衛生福利部宣導「預防熱傷害」資料 推廣課 

106.08.28 
新消息－修改 9/8「果樹產期調節研究發展與產業調適研討會」資

料 
改良課 

106.08.25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8 月份第 5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8.25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8 月份第 5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8.25 
活動花絮－新增 8/25 友善環境、生態永續－茭白筍友善耕作及副產

物再利用講習會資料 
推廣課 

106.08.25 
活動花絮－新增 8/24 萬豐部落有機蔬菜栽培管理技術講習暨傾聽人

民心聲座談會  
改良課 

106.08.25 新消息－新增 135 期研究彙報資料 推廣課 

106.08.25 
政策宣導－新增 8/25 協助衛生福利部宣導「國保玩創意腳本拿腳

金」影片腳本徵選活動資訊 
推廣課 

106.08.25 

活動花絮－新增 8/24 IFOAM 國際有機運動推動聯盟北美代表 

David Gould 與印度 BD 農業協會主席暨 BD 農法學校校長 Jakes 

Jayakaran 一行人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8.24 
本場公告－新增 8/23 公告本場辦理「木黴菌株 TCT301 及應用於有

機液肥製作方法 」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資料 
埔里分場 

106.08.24 
本場公告－新增 8/23 公告本場辦理「木黴菌株 TCF9409 應用於果菜

渣廚餘堆肥製作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資料 
埔里分場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8.24 
新消息－新增 8/30 防除田間紅米混雜暨水稻合理化施肥講習暨傾

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資料 
改良課 

106.08.23 新消息－新增徵求「改善季節性缺工計畫」聘僱人員 1 名 資料 推廣課 

106.08.22 
政策宣導－新增 8/2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

動會」資料 
推廣課 

106.08.2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楊嘉凌課長) 推廣課 

106.08.22 
政策宣導－新增 8/2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106 年 8 月份公共服

務政策溝通短片」資料 
推廣課 

106.08.2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蕭政弘秘書) 推廣課 

106.08.21 活動花絮－新增 8/18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青年農民經驗交流分享 推廣課 

106.08.18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8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8.18 
新消息－新增 8/18 徵求中央單位各機關學校現職工友(含技工、駕

駛)１名移撥至本場 資料 
秘書室 

106.08.18 活動花絮－新增 8/17 本場辦理「食農教育講座與活動」 資料 推廣課 

106.08.18 
活動花絮－新增 8/17 美國國會助理訪問團第 8 團一行 12 人參訪

本場 資料 
推廣課 

106.08.17 
新消息－新增 9/8「果樹產期調節研究發展與產業調適研討會」資

料 
改良課 

106.08.17 
活動花絮－新增 8/16 多明尼加媒體人士「就在今日」 (Hoy Mismo) 

節目協調人山多瓦 (Freddy Sandoval) 夫婦一行參訪本場 資料 
推廣課 

106.08.17 活動花絮－新增 8/15 絲瓜嫁接抗萎凋－農民豐收沒煩惱 資料 改良課 

106.08.15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35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8.14 新消息－新增農情月刊第 216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8.14 出版刊物－新增農情月刊第 216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8.11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8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8.11 
活動花絮－新增 8/10 本場協辦「第二屆生物肥料與生物農藥國際研

討會」參訪活動，彰顯研發及技術移轉成果 資料 
環境課 

106.08.11 
新消息－新增 8/24 召開「萬豐部落有機蔬菜栽培管理技術講習暨

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資料 
改良課 

106.08.10 
政策宣導－新增 8/10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購物塑膠袋擴大管

制」資料 
推廣課 

106.08.09 
新消息－更新 8/15 召開「絲瓜嫁接抗萎凋病技術觀摩暨傾聽人民

心聲座談會」資料 
改良課 

106.08.08 
新消息－新增 8/15 召開「絲瓜嫁接抗萎凋病技術觀摩暨傾聽人民

心聲座談會」 
改良課 

106.08.07 
活動花絮－新增 8/7 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視察本場 期勉跨域整合

打造臺灣農業新典範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8.07 
政策宣導－新增 8/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2017 原住民族日」資

料 
推廣課 

106.08.07 
政策宣導－新增 8/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因

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資料 
推廣課 

106.08.07 
政策宣導－新增 8/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人

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資料 
推廣課 

106.08.04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8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8.04 
新消息－新增果樹 1 則、特用作物 1 則、農機 1 則、生物資材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8.04 
常見問答－新增果樹 1 則、特用作物 1 則、農機 1 則、生物資材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8.03 
新消息－新增 8/29 連續採收作物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講習會資

料 
環境課 

106.08.03 
活動花絮－新增 7/31 日本 SEFCOTEC 公司高橋博保社長及謙德科

技公司黃清連執行長等一行參訪本場暨指導水稻直播技術 
改良課 

106.08.02 
活動花絮－新增 8/1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與余宛如立法委員拜訪南投青

農，創新農村新活力資料 
推廣課 

106.08.01 出版刊物－特刊－更新特刊 133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8.0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新同仁蔡佳怡資料 推廣課 

106.08.01 
活動花絮－新增 7/31 外交部遠朋國建班第 152 期(法文班)一行參訪

本場 
推廣課 

106.07.28 
活動花絮－新增 7/28 林學詩場長參加彰化縣傑出農民協會教育訓練

課程暨會員大會資料 
推廣課 

106.07.28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8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7.28 
本場公告－新增 7/27 公告本場辦理「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枯草桿菌種

(TCB9407)」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埔里分場 

106.07.28 
招標資訊－新增 7/28 公告標售 106 年度報廢小客車 1 輛，請踴躍參

加投標 
秘書室 

106.07.28 

政策宣導－新增 7/28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師、第二次食品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

動產經紀人、記帳士考試) 

推廣課 

106.07.28 
政策宣導－新增 7/28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食

品安全建設」資料 
推廣課 

106.07.28 
活動花絮－新增 7/27 紐西蘭植物與食品研究機構研究員 Mr. Allan 

White 及 Mr. Ben Lupton 等 2 人參訪本場  
改良課 

106.07.27 
活動花絮－新增 7/27 術精進與政策溝通 ~ 臺中地區農業技術諮詢暨

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7.27 
新聞稿－新增 7/27 中度颱風「尼莎」恐影響臺灣，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籲請農友提前做好防颱準備工作 資料 
推廣課 

106.07.25 政策宣導－新增 7/25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太空台灣來了」資料 推廣課 

106.07.25 
政策宣導－新增 7/25 協助農委會政風室宣導「1 分鐘看懂洗錢防制

新法」 
人事室 

106.07.25 
活動花絮－新增 7/24 夏季粉嫩香甜好滋味！芒果「臺中 1 號」品嚐

暨試銷馬來西亞果品展示 
改良課 

106.07.25 
學習護照專區－新增 8/25 茭白筍友善耕作及副產物再利用講習會資

料 
埔里分場 

106.07.25 新消息－新增 8/25 茭白筍友善耕作及副產物再利用講習會資料 埔里分場 

106.07.25 重大政策－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6.07.25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6.07.21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7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7.21 活動花絮－新增 7/21 本場參加 2017 台灣美食展農業館展出 推廣課 

106.07.20 活動花絮－新增 7/20 農作物新選擇－龍井區薏苡試作 改良課 

106.07.19 
政策宣導－新增 7/19 協助法務部矯正署宣導「矯正機關自營商品展

售商城」網站資訊 
推廣課 

106.07.19 
活動花絮－新增 7/18 睽違 33 年，低筋小麥新品種台中 35 號育成記

者會 
改良課 

106.07.19 活動花絮－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6.07.19 
政策宣導－新增 7/19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原鄉離島照護再升

級」資料 
推廣課 

106.07.18 
活動花絮－新增 7/17 強化前線政策溝通－農委會重大農業政策教育

訓練說明會資料 
推廣課 

106.07.17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洪梅珠副場長資料 推廣課 

106.07.17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智慧財產權植物品種權取得 改良課 

106.07.17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106 年資料 推廣課 

106.07.17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7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7.12 新消息－新增農情月刊第 215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7.12 出版刊物－新增農情月刊第 215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7.12 
新消息－新增 7/11 公告本場研發「茭白台中 1 號留種及繁殖技

術」非專屬授權移轉案 
埔里分場 

106.07.12 
本場公告－新增 7/11 公告本場研發「茭白台中 1 號留種及繁殖技

術」非專屬授權移轉案 
埔里分場 

106.07.12 
新消息－新增特刊第 133 號－設施蔬菜與無土栽培之研發應用研

討會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7.1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設施蔬菜與無土栽培之研發應用研討會－特

刊第 133 號資料 
推廣課 

106.07.12 政策宣導－新增 7/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讓臺灣美麗再現」資料 推廣課 

106.07.12 新消息－新增果樹 1 則、花卉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7.12 常見問答－新增果樹 1 則、花卉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7.11 
政策宣導－新增 7/11 協助考選部宣導考試訊息(106 年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推廣課 

106.07.10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6 月

份月報 
推廣課 

106.07.10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7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7.07 活動花絮－新增 7/7「設施蔬菜與無土栽培之研發應用研討會」紀實 推廣課 

106.07.07 
政策宣導－新增 7/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洗錢防制新法上路」資

料 
推廣課 

106.07.07 政策宣導－新增 7/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食安五環」資料 推廣課 

106.07.06 相關連結－更新本場 QRcode 推廣課 

106.07.05 相關連結－新增本場 QRcode 推廣課 

106.07.04 
活動花絮－新增 7/4 本場辦理農業專業技術團專業訓練－培訓準農業

師傅資料 
推廣課 

106.07.03 
政策宣導－新增 7/3 協助內政部移民署宣導「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站」資料 
推廣課 

106.06.30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7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6.30 
政策宣導－新增 6/30 協助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宣導「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資料 
推廣課 

106.06.29 活動花絮－新增 6/29 本場參加 2017 台灣生物科技大展 推廣課 

106.06.29 
活動花絮－新增 6/29 友善環境耕作，本場辦理有機蔬菜栽培技術班

訓練 
推廣課 

106.06.29 
政策宣導－新增 6/29 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宣導

「荔枝椿象生態與防治」資料 
環境課 

106.06.29 
政策宣導－新增 6/29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水環境計畫－因應氣

候變遷的治水計畫」資料 
推廣課 

106.06.27 
政策宣導－新增 6/27 協助內政部宣導「晶片國民身分證研討會」資

料 
推廣課 

106.06.26 
政策宣導－新增 6/26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護青少年安心 FUN 暑

假」資料 
推廣課 

106.06.23 
新聞稿－新增 6/23「葡萄露菌病發生警報」葡萄露菌病已發生，籲

請農友及早防治  
環境課 

106.06.23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6 月份第 5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6.22 活動花絮－新增 6/22 強打通路的葡萄 ~ 臺中市新社區農業技術講習

會 

推廣課 

106.06.21 新消息－新增 6/21 在地青年農民組織與輔導計畫進用臨時人員 1

名訊息 

推廣課 

106.06.20 政策宣導－新增 6/20 函轉經濟部辦理之第三屆「總統創新獎」受理

報名資訊 

改良課 

106.06.20 政策宣導－新增 6/20 協助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宣導「解決農業

資金需求」座談會倶料 

推廣課 

106.06.16 本場公告－新增 6/16 公告本場辦理「芽孢桿菌 TCB102-B7 繁殖技術

及其應用方法」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埔里分場 

106.06.16 活動花絮－新增 6/16 國立中興大學黃振文副校長率領師生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6.16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6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6.16 活動花絮－新增 6/15 本場參與彰化縣優質葡萄評鑑暨行銷推廣活動 改良課 

106.06.15 新消息－新增農情月刊第 214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6.15 出版刊物－新增農情月刊第 214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6.15 政策宣導－新增 6/15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

畫」資料 

推廣課 

106.06.14 活動花絮－新增 6/14 美國農部資深研究員 David Gealy 與 Jai Rohila 

博士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6.14 招標資訊－新增 6/14 標售本場臺中 192 號濕穀 1 批約 87,000 公斤 改良課 

106.06.14 政策宣導－新增 6/14 協助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宣導「新農業-2017 臺灣

智慧農業機械國際研討會 ICOIAM-2017TAIWAN」資料 

環境課 

106.06.14 活動花絮－新增 6/13「2017 年新農業僑商企業家邀訪團」一行參訪

本場 

推廣課 

106.06.14 活動花絮－新增 6/13 中興大學姊妹校泰國農業大學 (Kasetsar 

University) 學生研習團師生一行 14 人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6.14 政策宣導－新增 6/14 協助國立清華大學宣導「長距離低功耗物聯網

網路創新應用研討會」資料 

推廣課 

106.06.14 政策宣導－新增 6/14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節電一夏大家一起

來」資料 

推廣課 

106.06.14 政策宣導－新增 6/14 協助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宣導「青年資源讚」資

訊網資料 

推廣課 

106.06.14 活動花絮－更新資料 推廣課 

106.06.13 新消息－新增農業技術團【彰化團】正在招募農業生力軍，歡迎

有興趣者加入農業師傅行列 資料 

推廣課 

106.06.1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林煜恒個人簡歷 資料 改良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6.12 政策宣導－新增 6/12 協助交通部觀光局宣導「國民旅遊卡懶人包」

資料 

人事室 

106.06.12 新消息－新增蔬菜 1 則、植保 1 則、土肥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6.12 常見問答－新增蔬菜 1 則、植保 1 則、土肥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6.12 新聞稿－新增 6/12 第二波梅雨鋒面即將來襲，臺中場籲請農友儘速

做好作物防雨措施！ 

環境課 

106.06.12 出版刊物－特刊－更新特刊 126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6.09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專利取得

情形 

推廣課 

106.06.09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6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6.09 活動花絮－新增 6/9 本場「土壤肥料管理班傳授正確土壤管理與施肥

技能」 

推廣課 

106.06.09 活動花絮－新增 6/8 本場協助薩爾瓦多推動「農民組織運銷能力提升

計畫」辦理設施栽培研習課程 

推廣課 

106.06.08 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第 97 期－韭黃健康管理技術出刊了 推廣課 

106.06.0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97 期－韭黃健康管理技術 推廣課 

106.06.08 政策宣導－新增 6/8 協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宣導「衛生紙丟馬桶」資

料 

推廣課 

106.06.08 本場公告－新增 6/6 公告本場辦理「羽毛分解菌產脲節桿菌株 TC4-

1C 及其量產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環境課 

106.06.07 活動花絮－新增 6/7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代表 Ms. Moira Turley 及該處

經濟組組長 Mr. Wilson Chau 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6.07 本場公告－新增 6/6 公告本場辦理「微生物肥料用之液化澱粉芽孢桿

菌 Tcb45 菌株及其量產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環境課 

106.06.07 政策宣導－新增 6/7 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宣導「農業保險貸款要

點」資料 

環境課 

106.06.07 政策宣導－新增 6/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

條例」資料 

推廣課 

106.06.06 新聞稿－新增 6/6 豪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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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良課 

106.06.06 新消息－政策宣導－新增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宣導辦理消費者

購買產銷履歷農產品「抽加菜金」 

推廣課 

106.06.06 招標資訊－新增 6/8 辦理本場報廢財物一批，於 106 年 6 月 8 日公開

拍賣 

秘書室 

106.06.06 新消息－新增 6/6 在地青年農民組織與輔導計畫進用臨時人員 2 名

訊息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6.06 活動花絮－新增 6/5 關心 6 月豪雨葡萄災損，臺中場前往輔導產區農

民 

改良課 

106.06.02 政策宣導－新增 6/2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

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民航人員、稅務人員、原住民族考試) 

推廣課 

106.06.01 政策宣導－新增 6/1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新世代反毒策略」資料 推廣課 

106.05.31 新聞稿－新增 5/31 第一波梅雨鋒面來襲，臺中場籲請農友儘速做好

作物防雨措施!資料 

推廣課 

106.05.26 新消息－新增 5/31 辦理 106 年度作物合理化施肥暨微生物肥料施

用教育講習資料 

環境課 

106.05.26 政策宣導－新增 5/26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產業創新 5+2 新農業

有夠力」資料 

推廣課 

106.05.26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6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5.25 活動花絮－新增 5/25 夏季酸甜好滋味 ~ 南投縣中寮鄉芒果農業技術

講習會 

改良課 

106.05.24 活動花絮－新增 5/24「農產業分析與研發佈局」工作坊，增強本場

研發能量 

推廣課 

106.05.24 本場公告－新增 5/24 告本場辦理「稻草分解菌種複合式製劑製作及

應用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資料 

埔里分場 

106.05.24 本場公告－新增 5/24 公告本場辦理「複合式禽畜糞堆肥發酵菌種製

作技術及其應用方法」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資料 

埔里分場 

106.05.24 活動花絮－新增 5/24 產銷履歷 × 食在安心系列報導－全國第一通過

產銷履歷驗證的桑椹 

推廣課 

106.05.23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更新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106 年 資料 推廣課 

106.05.22 活動花絮－新增 5/22 畜產試驗所鄭裕信所長拜會本場 環境課 

106.05.22 出版刊物－電子書－新增研究彙報 134 期、105 年年報資料 推廣課 

106.05.19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5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5.19 活動花絮－新增 5/19「蔬菜栽培管理技術初階班」培訓學員從實作

印證理論資料 

推廣課 

106.05.18 活動花絮－新增 5/18 訪視農業技術服務團農業師傅農場工作情形資

料 

推廣課 

106.05.18 活動花絮－新增 5/18 致力推動友善農耕，積極辦理土壤健檢資料 推廣課 

106.05.18 新消息－新增 5/24 本場與台中市大甲區農會共同辦理「降低稻田

紅米混雜教育宣導暨水稻合理化施肥」栽培技術講習座談會資料 

改良課 

106.05.16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4 月

份月報 

主計室 

106.05.15 政策宣導－新增 5/15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建設計計畫－

城鄉建設」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5.15 政策宣導－新增 5/15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建設計計畫－

綠能建設」資料 

推廣課 

106.05.15 活動花絮－新增 5/13「食尚農業 智慧青農」第二屆百大青農成果

發表會，本場輔導青農成果豐碩資料 

推廣課 

106.05.12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刪除已過期之宣導) 推廣課 

106.05.12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5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5.12 活動花絮－新增 5/12 輔導仁愛鄉武界部落生產有機蔬菜 推廣課 

106.05.12 政策宣導－新增 4/28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106 年專技高考會計師、不

動產估價師、專利師考試) 

推廣課 

106.05.11 活動花絮－新增 5/11 國立嘉義大學盧永祥教授及馬來西亞柔佛州居

鑾縣菜農聯合會成員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5.11 活動花絮－新增 5/11 中興大學李金龍教授帶領園藝學系碩士班學生 

21 名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5.11 新消息－新增農情月刊第 213 期 資料 推廣課 

106.05.11 出版刊物－新增農情月刊第 213 期 資料 推廣課 

106.05.11 活動花絮－新增 5/11 產銷履歷 × 食在安心系列報導－聽梵音長大的

小番茄 

推廣課 

106.05.11 活動花絮－更新 5/10 呼應業界需求～矮性菜豆品種試作與研發資料 推廣課 

106.05.10 活動花絮－新增 5/10 呼應業界需求～矮性菜豆品種試作與研發資料 推廣課 

106.05.10 政策宣導－新增 5/10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建設計計畫－

數位建設」資料 

推廣課 

106.05.10 新消息－新增 5/10 公告本場研發「菊花台中 9 號－櫻粉」、「菊

花台中 10 號－艾琳娜」品種非專屬授權移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6.05.10 本場公告－新增 5/10 公告本場研發「菊花台中 9 號－櫻粉」、「菊

花台中 10 號－艾琳娜」品種非專屬授權移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6.05.10 活動花絮－新增 5/10 本場協助大甲區農會推動水稻友善環境農耕 推廣課 

106.05.10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植保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106.05.10 新消息－新增蔬菜 1 則、果樹 1 則、設施園藝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5.10 常見問答－新增蔬菜 1 則、果樹 1 則、設施園藝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5.10 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 5/10「水稻穗稻熱病及二化螟發生警報」水

稻進入抽穗期，且正值二化螟成蛾盛期，籲請稻農掌握穗稻熱病及

二化螟防治時機 

環境課 

106.05.10 新聞稿－新增 5/10「水稻穗稻熱病及二化螟發生警報」水稻進入抽

穗期，且正值二化螟成蛾盛期，籲請稻農掌握穗稻熱病及二化螟防

治時機 

環境課 

106.05.08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刪除已過期之宣導)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5.05 政策宣導－新增 5/5 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 106 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

經營計畫輔導說明會及計畫申請須知文件資料 

推廣課 

106.05.05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5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5.05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5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5.05 政策宣導－新增 5/5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建設計計畫－水

環境建設」資料 

推廣課 

106.05.05 政策宣導－新增 5/5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建設計計畫－軌

道建設」資料 

推廣課 

106.05.05 政策宣導－新增 5/5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亞洲。矽谷」資料 推廣課 

106.05.05 政策宣導－新增 5/5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

人員、調查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

員考試) 

推廣課 

106.05.04 活動花絮－新增 5/4 本場 106 年度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從認識國

產穀類與蔬果的營養到如何吃出健康 

推廣課 

106.05.0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秘書室資料 推廣課 

106.05.01 活動花絮－新增 4/30 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訪視慶全地瓜生產合作

社暨關心彰化縣青年農民發展資料 

推廣課 

106.05.01 活動花絮－新增 4/28 農業知識充電站，學員研習紅龍果栽培管理精

進技術資料 

推廣課 

106.04.28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5 月份第 1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4.28 新消息－新增 5/2 荔枝、龍眼安全管理及合理化施肥講習會資料 環境課 

106.04.28 政策宣導－新增 4/28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

例」資料 

推廣課 

106.04.28 政策宣導－新增 4/28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改善空污一起來努

力」資料 

推廣課 

106.04.28 政策宣導－新增 4/28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綠能建設」資料 

推廣課 

106.04.28 政策宣導－新增 4/28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106 年司法官特考及專技高

考律師考試第一試) 

推廣課 

106.04.26 新消息－新增 4/25 木黴菌 TCT768 製作技術及其應用於菇菌類廢

棄物堆肥化應用方法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埔里分場 

106.04.26 本場公告－新增 4/25 木黴菌 TCT768 製作技術及其應用於菇菌類廢

棄物堆肥化應用方法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埔里分場 

106.04.25 新消息－新增 105 年年報資料 推廣課 

106.04.25 出版刊物－年報－新增 105 年年報資料 推廣課 

106.04.25 新消息－新增 134 期研究彙報資料 推廣課 

106.04.25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34 期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4.24 政策宣導－新增 4/1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網路爭議訊息如何治

理？」資料 

推廣課 

106.04.21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4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4.21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4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4.21 活動花絮－新增 4/21 強化絲瓜安全生產技術－南投縣魚池鄉農業技

術講習會 

推廣課 

106.04.18 本場公告－新增 4/17 公告本場「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技術移轉非

專屬授權案 

環境課 

106.04.18 本場公告－新增 4/17 公告本場 106 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自即

日起受理申請 

推廣課 

106.04.17 政策宣導－新增 4/17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毒品零容忍」資料 推廣課 

106.04.14 新消息－新增臺中區農情月刊第 212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4.14 出版刊物－臺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212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4.14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4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4.14 活動花絮－新增 4/14 高德錚副場長於 4 月 14 日參加臺中市各界慶

祝農民節活動  

推廣課 

106.04.14 活動花絮－新增 4/14「園藝入門班」培育從農新手學與問累積知識

能量  

推廣課 

106.04.14 政策宣導－新增 4/14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第二次中醫師等考試)) 推廣課 

106.04.14 政策宣導－新增 4/14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第二次醫師(第一階段考試)) 推廣課 

106.04.11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3 月

月報 

主計室 

106.04.10 政策宣導－新增 4/10 協助宣導文化部辦理社區營造青銀合創實驗方

案徵件至 106 年 5 月 1 日止之資料 

推廣課 

106.04.10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 106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資料 推廣課 

106.04.10 新消息－新增蔬菜 1 則、果樹 2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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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07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4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4.06 活動花絮－新增 4/6 106 度農業推廣人員講習－從農業推廣網絡分享

食農教育經驗  

推廣課 

106.04.05 政策宣導－新增 4/5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 推廣課 

106.04.05 政策宣導－新增 4/5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打

造未來新台灣」資料 

推廣課 

106.04.05 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第 96 期－甘藍栽培技術與病蟲害管

理出刊了 

推廣課 

106.04.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96 期－甘藍栽培技術與病蟲害

管理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3.31 活動花絮－新增 3/30 農業專業技術團成立記者會 推廣課 

106.03.31 活動花絮－新增 3/31 深入在地，了解中彰投地區農產業現況－陳副

主委吉仲與中彰投地區農會總幹事農業座談會 

推廣課 

106.03.31 活動花絮－新增 3/31 陳吉仲副主任委員關心青年農民，鼓勵打造友

善耕作新農業 

推廣課 

106.03.31 活動花絮－新增 3/31 培育農業新生力軍農藝入門班學員滿載而歸 推廣課 

106.03.30 政策宣導－刪除 3/2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不公義年金 一定要

改」資料 

推廣課 

106.03.30 政策宣導－新增 3/29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勞資協商例休星期幾

都可以」資料 

推廣課 

106.03.30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蔬菜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106.03.29 新聞稿－3/29 近期氣候劇烈變化，復以間歇性降雨，臺中場籲請農

友防治水稻葉稻熱病 

環境課 

106.03.29 政策宣導－新增 3/29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教育新南向，向下札

根！」資料 

推廣課 

106.03.28 活動花絮－新增 3/28「春季葡萄管理技術再精進」 - 南投縣草屯鎮

農業技術講習會 

推廣課 

106.03.28 活動花絮－新增 3/28 埔里鎮農會 106 年度農民節暨傑出農民表彰活

動紀實  

埔里分場 

106.03.28 政策宣導－新增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網站連結資料 推廣課 

106.03.28 網路資源－新增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網站連結資料 推廣課 

106.03.27 新消息－新增 3/27 公告本場研發「菊花台中 1 號－陽光」品種非

專屬授權移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6.03.27 本場公告－新增 3/27 公告本場研發「菊花台中 1 號－陽光」品種非

專屬授權移轉案資料 

改良課 

106.03.27 新消息－新增 4/7 水稻及茄科蔬菜栽培管理暨合理化施肥講習座談

會 

改良課 

106.03.24 新聞稿－新增 3/24 溫室葡萄葉蟎發生警報資料 環境課 

106.03.24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3 月份第 6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3.24 相關連結－新增農業科技決策支援資訊平台連結資料 改良課 

106.03.23 新消息－新增 3/22 公告本場「適合製作純米粉絲之米原料水稻台

中秈 197 號生產與儲存條件」非專屬授權案資料 

改良課 

106.03.23 本場公告－新增 3/22 公告本場「適合製作純米粉絲之米原料水稻台

中秈 197 號生產與儲存條件」非專屬授權案資料 

改良課 

106.03.23 新消息－新增 4/11 辦理本場百香果病蟲害防治藥劑延伸使用與栽

培管理技術座談會訊息 

環境課 

106.03.22 政策宣導－新增 3/23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3.22 政策宣導－新增 3/22 協助行政院傳播處宣導「不公義年金 一定要

改」資料 

推廣課 

106.03.22 政策宣導－新增 3/22 協助衛福部宣導長照 2.0 宣導影片資料 推廣課 

106.03.21 活動花絮－新增 3/21 林學詩場長出席新社區農會慶祝 106 年度農民

節表彰活動暨輔導山城產業資料 

推廣課 

106.03.18 活動花絮－新增 3/17 仁愛鄉農會 2017 優秀農民表揚大會暨青年農民

聯誼分會成立大會活動紀實資料 

埔里分場 

106.03.17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3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3.17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3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3.17 新消息－新增 3/17 公告本場辦理『石斛蘭「臺中 1 號新夢幻」、

「臺中 2 號紅雀」及「臺中 3 號金島」』品種非專屬授權案資料 

埔里分場 

106.03.17 本場公告－新增 3/17 公告本場辦理『石斛蘭「臺中 1 號新夢幻」、

「臺中 2 號紅雀」及「臺中 3 號金島」』品種非專屬授權案資料 

埔里分場 

106.03.17 政策宣導－新增 3/17 協助衛生福利部宣導「分級醫療」政策 推廣課 

106.03.17 活動花絮－新增 3/16 林學詩場長出席 106 年度外埔區各界慶祝農民

節表彰大會暨輔導果樹產業資料 

推廣課 

106.03.16 新消息－新增 3/27「降低稻田紅米混雜」教育宣導暨水竹槄合理

化施肥栽培技術講習座談會資料 

改良課 

106.03.14 新消息－新增 3/14 公告本場「具調節血脂功效之米穀配方」技術

移轉非專屬授權案資料 

改良課 

106.03.14 本場公告－新增 3/14 公告本場「具調節血脂功效之米穀配方」技術

移轉非專屬授權案資料 

改良課 

106.03.14 政策宣導－新增 3/14 協助宣導台灣農業設施協會徵求會員公告 環境課 

106.03.14 新聞稿－新增 3/14 中部地區荔枝椿象已開始活動，台中場籲請民眾

及早防治 

環境課 

106.03.13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106

年 2 月月報 

主計室 

106.03.10 活動花絮－新增 3/10 低筋小麥新品種－台中 35 號育成資料 改良課 

106.03.10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3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3.10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3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3.09 新消息－新增臺中區農情月刊第 211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3.09 出版刊物－臺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211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3.09 政策宣導－新增 3/9 協助經濟部宣導第 25 屆國家品質獎參選簡介資

料 

秘書室 

106.03.08 活動花絮－新增 3/8 蕙蘭「臺中 198C」獲 2017 臺灣國際展新花獎 埔里分場 

106.03.06 政策宣導－新增 3/6 協助宣導考試訊息 推廣課 

106.03.06 活動花絮－新增 3/6 農業專業技術團訓練班－臺中技術團開鑼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3.06 新消息－新增 3/3 公告本場水稻「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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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06 本場公告－新增 3/3 公告本場水稻「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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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06 政策宣導－新增 3/6 協助宣導「打造智慧運輸連結美好生活！」 資

料 

推廣課 

106.03.03 活動花絮－新增 3/3「 106 年西語記者團」一行 10 人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3.03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3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3.02 新消息－新增 4/6 農業推廣人員講習會資料 推廣課 

106.03.02 新聞稿－新增 3/2 新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即將來襲，台中場籲請農友

儘速做好作物防寒措施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106.03.02 新消息－新增水稻、植保、土壤肥料各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3.02 常見問答－新增水稻、植保、土壤肥料各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3.0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蔡宛育個人資料 改良課 

106.03.01 政策宣導－新增 3/1 協助行政院主計總處宣導「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

普查」 資料 

推廣課 

106.03.01 政策宣導－新增 3/1 協助宣導「對抗禽流感，防疫總動員！」 資料 推廣課 

106.02.24 活動花絮－新增 2/24 本場舉辦「105 年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發表

會」，讓科研成果與技術推廣相互激盪與精進 資料 

環境課 

106.02.24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中部地區育苗產業現況 資料 改良課 

106.02.23 活動花絮－新增 2/23 本場於 106 年 2 月 23 日假臺中市和平區農會辦

理「臺中市農業技術講習會」 資料 

推廣課 

106.02.23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有機農業重要產業 資料 環境課 

106.02.22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中部地區育苗產業現況 資料 改良課 

106.02.22 新消息－新增 106 年農民學院－農業訓練班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訓

練課程資訊 

推廣課 

10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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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2.21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中部地區重要花卉產業現況 資料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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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2.21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中部地區雜糧特作產業現況 資料 改良課 

106.02.21 中部地區重要產業－更新中部地區稻作產業現況 資料 改良課 

106.02.21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總預

算資料  

主計室 

106.02.15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106 年度預算、決算、月報－新增 1 月

份月報 

主計室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2.15 活動花絮－新增 2/4 林學詩場長至二林及大城關心水稻及雜糧產業發

展 

推廣課 

106.02.14 政策宣導－新增 2/14 協助石岡區農會宣傳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措施－農業專業技術團訓練計畫招募農業技術服務團 

推廣課 

106.02.14 政策宣導－新增 2/14 協助法務部宣導「反毒大本營」 資料 推廣課 

106.02.13 政策宣導－新增 2/13 協助宣導「4 月 7 日言論自由日」 資料 推廣課 

106.02.13 政策宣導－新增 2/13 協助宣導「機場捷運通運」 資料 推廣課 

106.02.10 新消息－新增 106 年 02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2.10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2 月份第 3 週推廣活動資料 推廣課 

106.02.10 新聞稿－新增 2/10 梨赤星病中間寄主防治有成，仍應於雨後注意梨

赤星病預防資料 

環境課 

106.02.10 本場簡介－業務資訊－更新生資研究室人員資料 環境課 

106.02.10 新消息－新增臺中區農情月刊第 210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2.10 出版刊物－臺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210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2.09 便民服務－智財權取得－新增 106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資料 推廣課 

106.02.08 活動花絮－新增 2/8 洪梅珠秘書於 2 月 8 日參加臺中市臺中地區各

界慶祝 106 農民節大會  

推廣課 

106.02.08 活動花絮－新增 2/8 智利共和國眾議員古迪耶雷斯 (Romilio 

Gutierrez) 夫婦一行參訪本場 

推廣課 

106.02.07 活動花絮－新增 2/7 臺中場新春暨研發成果記者會，展現做人研發能

量 

推廣課 

106.02.06 活動花絮－新增 2/6 林學詩場長參加大村鄉各界慶祝農民節活動 推廣課 

106.02.06 新聞稿－新增 2/6 入冬首波寒流即將來襲，台中場籲請農友儘速做好

作物防寒措施資料 

改良課 

106.02.06 活動花絮－新增 2/4 林學詩場長出席南投縣各界慶祝 106 年農民節

表彰大會 

推廣課 

106.02.03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2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 資料 推廣課 

106.02.03 活動花絮－新增 2/3 林學詩場長於 2 月 3 日參加彰化縣各界慶祝農民

節活動  

推廣課 

106.02.03 新消息－新增花卉、果樹、特用作物各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2.03 常見問答－新增花卉、果樹、特用作物各 1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1.26 網路資源－政府單位－更新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網連結 推廣課 

106.01.26 政策宣導－新增 1/18 協助宣導「通過《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修正」 資料 

推廣課 

106.01.25 活動花絮－新增 1/25 給稻田扮新妝 讓生態添幸福 資料 推廣課 

106.01.25 新聞稿－新增 1/25 給稻田扮新妝 讓生態添幸福 資料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1.25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106.01.25 政策宣導－新增 1/18 協助宣導「106 年度綜所稅免稅額調高」 資料 推廣課 

106.01.25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沈原民個人資料 環境課 

106.01.25 活動花絮－新增 1/24 員林農工林玉芬校長率同實習處同仁蒞臨本場

交流 資料 

推廣課 

106.01.24 活動花絮－新增 1/24 林場長參加埔心鄉農民節活動 推廣課 

106.01.24 新聞稿－新增 1/24 番茄與馬鈴薯晚疫病之防治資料 推廣課、環

境課 

106.01.23 出版刊物－電子書－新增研究彙報 132、133 期、特刊 132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1.2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生資研究室及埔里分場資料 推廣課 

106.01.20 活動花絮－新增 1/20 本場假彰化縣溪湖鎮農會辦理「彰化縣農業技

術講習會」 

推廣課 

106.01.20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1 月份第 4 週推廣活動 資料 推廣課 

106.01.19 政策宣導－新增 1/19 協助宣導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網連結資料 人事室 

106.01.18 活動花絮－新增 1/18 菲律賓 Nueva Vizcaya State University 教授參

訪本場 資料 

推廣課 

106.01.18 新聞稿－新增 1/17 入冬首波強烈大陸冷氣團即將來襲，臺中場籲請

農友儘速做好作物防寒措施! 資料 

推廣課 

106.01.18 活動花絮－新增 1/18 安全農業新產品瓜類白粉病的剋星－甲殼素合

劑記者會 

推廣課 

106.01.18 活動花絮－新增 1/17 106 年設施農業升級與產業加值化計畫第 1 次

技術分享暨 工作交流會議 資料 

推廣課 

106.01.18 政策宣導－新增 1/18 協助宣導「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 資料 推廣課 

106.01.17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生技、農經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106.01.16 新消息－新增臺中區農情月刊第 209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1.16 出版刊物－臺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209 期資料 推廣課 

106.01.16 新消息－新增 1/25 稻田生態景觀示範觀範會資料 環境課 

106.01.13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 資料 推廣課 

106.01.13 政策宣導－新增 1/13 協助宣導「無人機操作實務系列課程」相關資

訊 

環境課 

106.01.12 活動花絮－更新 1/10 金雞來報喜 農委會表揚 2017 年全國十大神農

及模範農民相片 

推廣課 

106.01.12 活動花絮－更新 1/10 伊利諾大學景觀系主任 William Sullivan 教授

來訪並專題演講  

推廣課 

106.01.11 活動花絮－新增 1/10 金雞來報喜 農委會表揚 2017 年全國十大神農

及模範農民 

推廣課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106.01.11 政策宣導－新增 1/11 協助宣導 106 年「IEEE International Elite 

School」 活動訊息資料 

推廣課 

106.01.10 活動花絮－新增 1/10 伊利諾大學景觀系主任 William Sullivan 教授

來訪並專題演講  

推廣課 

106.01.1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 75 期第 16 篇二林鎮農會電話資

料 

推廣課 

106.01.10 常見問答－特用作物－更新問題 34 二林鎮農會電話資料 推廣課 

106.01.10 政策宣導－新增 1/10 協助宣導「擴大國內旅遊振興觀光」 資料 推廣課 

106.01.10 政策宣導－新增 1/10 協助宣導「住宅法修正通過」 資料 推廣課 

106.01.09 活動花絮－新增 1/9「蔡分場長榮任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副場長歡送茶

會」 資料 

推廣課 

106.01.06 推廣活動－新增 106 年 01 月份第 2 週推廣活動 資料 推廣課 

106.01.05 出版刊物－特刊－更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遷場 30

周年紀念專刊-特刊 126 號 資料 

推廣課 

106.01.05 出版刊物－特刊－更新良質米產業發展研討會專輯特刊 119 號 資料 改良課 

106.01.05 新消息－新增土壤 1 則、果樹 2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1.05 常見問答－新增土壤 1 則、果樹 2 則 Q&A 資料 推廣課 

106.01.04 新消息－更新特刊 132 期-故鄉好味道料理封面 推廣課 

106.01.04 本場簡介－新增西班牙文本場簡介影片 推廣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