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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97.12.31 政風園地－防詐騙宣導－新增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

表(9712)資料 
政風室 

97.12.30 政風園地－防詐騙宣導－新增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

表(9711)資料 
政風室 

97.12.30 農業科技研發－更新技術移轉資料 改良課 

97.12.3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2.26 本場簡介－更新 生物技術研究室 郭肇凱個人資料 改良課 

97.12.25 首長的話－新增場長資料 電腦室 

97.12.23 招標資訊－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等勞務外包第 3 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12.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2.22 招標資訊－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等勞務外包第 4 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12.18 政風園地－法務部法令宣導－新增法務部反毒活動 政風室 

97.12.16 本場簡介－更新預測研究室葉士財個人資料 環境課 

97.12.16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水稻技術座談會訊息 推廣課 

97.12.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2.11 農業科技研發－更新技術移轉、專利取得、商標取得等資料 改良課 

97.12.10 政風園地－防詐騙宣導－新增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

表(9710)資料 
政風室 

97.12.09 本場簡介－更新農村生活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97.12.0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2.08 其他服務－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作物合理化施肥宣導資料及新增

97 年度辦理合理化施具體個案輔導名冊 
環境課 

97.12.04 最新消息－新增玫瑰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訊息 環境課 

97.12.03 Q&A－更新果樹、土肥等資料 推廣課 

97.12.03 招標資訊－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等勞務外包 114 人第 3 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12.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2.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12 月份)資
料 

政風室 

97.12.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12 月份)資
料 

政風室 

97.12.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1 期 (97 年 12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12.01 本場公告－新增第 2 次公告本場「甘藍台中 1 號」辦理品種權專屬授

權移轉授權金招標案 
改良課 



97.11.2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水稻新品種及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觀摩會 推廣課 

97.11.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1.2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 172 期資料 電腦室 

97.11.2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 62 期資料 電腦室 

97.11.21 其他服務－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

息 
環境課 

97.11.20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行政室 

97.11.20 最新消息－新增 97 年水稻新品種暨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觀摩會訊息 改良課 

97.11.17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年11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11.17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年11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11.17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0 期 (97 年 11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11.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1.13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高產薏苡新品種台中 3 號（薏光）之育成  推廣課 

97.11.13 招標資訊－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等勞務外包 114 人第 2 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11.13 政策宣導－2009 世界運動會主場館命名活動連結 電腦室 

97.11.12 最新消息－新增 97 年度第 2 次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訊息 推廣課 

97.11.12 最新消息－新增 97 年水稻新品種示範田間觀會訊息 改良課 

97.11.11 招標資訊－97 年度 2 期濕穀一批約 62000 公斤第一次招標公告 行政室 

97.11.11 最新消息－新增加拿大農業博士蒞場演講訊息 改良課 

97.11.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1.10 最新消息－新增本場研究員曾勝雄先生榮獲九十七年度優秀農業人員

獎訊息 
人事室 

97.11.07 最新消息－新增甜柿果園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訊息 環境課 

97.11.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0 期資料 電腦室 

97.11.05 Q&A－更新果樹、農機、植保、土肥等資料 推廣課 

97.11.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1.05 招標資訊－園藝治療庭園綠美化工程第二次公告資料、非破壞性手提

式蔬果甜酸度品質測定器第 1 次招標公告 
行政室 

97.11.05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省工養液肥灌與登高管理作業新利器、合理

化施用肥料，減少成本且能提高落花生產量  
推廣課 

97.11.04 最新消息－新增舉開水稻新品種示範暨合理化施肥田間觀摩會訊息 改良課 

97.10.28 其他服務－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

息 
環境課 

97.10.28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10.2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0.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0.23 政策宣導－新增健康九九衛生教生網連結 行政室 

97.10.21 最新消息－新增舉開秋作落花生合理化施肥栽培技術試驗田田間成果

觀摩會訊息 
改良課 

97.10.20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省肥省工新利器--有機複合肥在良質米之應

用 
推廣課 

97.10.20 為民服務窗口－新增土壤採樣須知及分析流程、作物病蟲害診斷流程 環境課 

97.10.20 最新消息－新增秋作落花生合理化施肥栽培技術試驗田田間成果觀摩

會訊息 
改良課 

97.10.17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三聚氰胺最新公告  政風室 

97.10.17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及養液自動灌溉系統及電腦

自走式升降作業機操作示範觀摩會等訊息 
推廣課、環

境課 

97.10.16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10.1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葡萄露菌病發生警報 推廣課 

97.10.16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病蟲害發生警報－葡萄露菌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7.10.16 招標資訊－深水井壹座 140 公尺、園藝治療庭園綠美化工程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10.14 相關連結－新增 K 好書 A 好禮－2008 優良政府出版品人氣王票選活

動 
電腦室 

97.10.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0.13 本場簡介－農村生活研究室－更新資料 推廣課 

97.10.09 政風園地－防詐騙宣導－新增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

表 (9709) 資料 
政風室 

97.10.09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新型生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製作技術」技

術移轉非專屬授權案  
推廣課 

97.10.09 相關連結－新增土壤肥力診斷服務 環境課 

97.10.08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水稻蛾類害蟲性費洛蒙管理技術」非專屬

授權案技術移轉案 
環境課 

97.10.08 招標資訊－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等勞務外包 114 人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10.07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 「麻竹筍無病毒種苗生產技術之建立」非專

屬授權案技術移轉案 
環境課 

97.10.07 招標資訊－非破壞性手提式蔬果甜酸度品質測定器壹套公告資料(第 3
次) 

行政室 

97.10.07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病蟲害發生警報－二期稻作瘤野螟及褐飛蝨

發生警報 
環境課 

97.10.0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09 期資料 電腦室 

97.10.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10.07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及填表說明等資政風室 



料 

97.10.03 Q&A－更新果樹、蔬菜、特用作物、植保、土肥等資料 推廣課 

97.10.03 最新消息－新增優質農產品產銷管理體系之研究－遠端管理應用技術

交流參訪活動訊息 
環境課 

97.10.03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新增農會連結 電腦室 

97.10.03 其他服務－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農改場檢體資料上傳系統 環境課 

97.10.02 新增雙語詞彙 電腦室 

97.10.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29 期 (97 年 10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10.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10 月份)資
料 

政風室 

97.10.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10 月份)資
料 

政風室 

97.09.30 其他服務－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97 年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

單  
環境課 

97.09.30 最新消息－新增 混成教學計畫課程實施講習 (主題：有益微生物育苗

接種劑之應用) 訊息 
推廣課 

97.09.26 本場簡介－生物技術研究室－郭肇凱個人資料 改良課 

97.09.26 招標資訊－溫室微氣候環境無線監控系統壹套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9.24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 「溫室無線監測系統」非專屬授權案技術移

轉案 
環境課 

97.09.24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9.22 招標資訊－非破壞性手提式蔬果甜酸度品質測定器壹套公告資料(第 2
次) 

行政室 

97.09.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9-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9.18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大蒜促成栽培—二期稻作白葉枯病發生警報 推廣課 

97.09.1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08 期資料 電腦室 

97.09.18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病蟲害發生警報-二期稻作白葉枯病發生警

報 
環境課 

97.09.18 最新消息－新增 97 年度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訊息 推廣課 

97.09.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9-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9.11 招標資訊－非破壞性手提式蔬果甜酸度品質測定器壹套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9.11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大蒜促成栽培—二期稻作瘤野螟發生警報新

聞稿 
推廣課 

97.09.09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病蟲害發生警報-二期稻作瘤野螟發生警報  環境課 

97.09.09 本場簡介－稻作與米質研究室－許愛娜個人資料 改良課 

97.09.0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9-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9.04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競賽暨農特產伴手禮產

品展示相關訊息 
推廣課 

97.09.04 Q&A－更新植保資料 推廣課 

97.09.03 其他服務－新增合理化施肥技術 電腦室 

97.09.03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推教、生技成果資料 推廣課、改

良課 

97.09.03 植物保護-CAS 吉園圃-新增認識吉園圃(農糧署吉園圃宣導服務網)連
結  

環境課 

97.09.03 安全農業-吉園圃-新增認識吉園圃(農糧署吉園圃宣導服務網)連結  環境課 

97.09.02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9.02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大蒜促成栽培—生育短收穫早效益高風險低

新聞稿 
推廣課 

97.09.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9-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9.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28 期 (97 年 09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09.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9.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9.01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預測、埔里分場成果資料 環境課、埔

里分場 

97.08.27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8.26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 98 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受理申請日

期與相關注意事項  
改良課  

97.08.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8.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8.14  農業科技研發－更新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資料  改良課  

97.08.13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年報－新增研究彙報 96 期、 97 期資料及 96 
年年報資料  

電腦室  

97.08.13  Q&A －更新水稻資料  改良課  

97.08.13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稻作與米質研究成果資料  改良課  

97.08.13  栽培技術－稻作－新增富潛力的優良稉稻新品種－台中 192 號及更

新本場水稻優良品種介紹資料  
改良課  

97.08.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8.11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肥水不落外人田 ---- 生物性廚餘堆肥

製作技術之研發與技術移轉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8.11  農業科技研發－更新智慧財產品種權資料  改良課  

97.08.08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生物技術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7.08.06  Q&A －更新果樹、植保、水稻、花卉、土肥資料  推廣課  



97.08.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8.06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蔬菜、特作與雜糧、果樹、稻作與米質研究成果

資料  
改良課  

97.08.06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生物技術、蔬菜、農場管理、特作與雜糧、

果樹、稻作與米質、推廣教育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推

廣課  

97.08.04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行政室  

97.08.04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27 期 (97 年 08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08.04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8.04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8.04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花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7.08.04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花卉研究成果資料  改良課  

97.08.04  農業科技研發－更新資料  改良課  

97.07.31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7.3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7.07.29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總說明、遊說法  
政風室  

97.07.29  政風園地－防詐騙宣導－新增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

表 (9707) 資料  
政風室  

97.07.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7.29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7.24  安全農業－更新資料  環境課  

97.07.24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面對物價飛漲—低成本的水稻栽培管理

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7.22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7.21  本場公告－新增「耕種後舊介質再利用」非專屬授權技術移轉案資料

公告  
改良課  

97.07.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7-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7.16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7.1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07 期資料  電腦室  

97.07.1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 61 期資料  電腦室  

97.07.16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7.1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7-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7.11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電腦室  

97.07.08  最新消息－新增 2008 農業技術交易展訊息  改良課  

97.07.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7-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7.07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7.01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花卉市場新寵兒—迷你劍蘭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7.03  招標資訊－電腦機房暨資訊網路更新工程招標案第一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7.02  Q&A －更新果樹、植保資料  推廣課  

97.07.0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7-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7.01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行政室  

97.06.25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6.25  科技與生活－有機農產與吉園圃－更新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  環境課  

97.06.2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05、106 期資料  電腦室  

97.06.25  政風園地－防詐騙宣導－新增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

表 (9706) 資料  
政風室  

97.06.2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6-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6.24  農業園地－漂鳥營－新增 97 年白鷺營活動報告  推廣課  

97.06.23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夏季復耕好蔬菜—葉用蘿蔔“台中 1 
號”及油菜“金寶－台中 3 號”、良質米合理化施肥新利器 – 有機複合

肥料應用成果介紹及新型生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應用於水稻栽培管理

觀摩會等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6.23  農業政策政令－更新資料  場長室  

97.06.23  科技與生活－有機農產與吉園圃－更新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  環境課  

97.06.23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改良課  

97.06.23  本場公告－新增「食用玫瑰生產技術」非專屬授權技術移轉案資料公

告  
改良課  

97.06.19  政風園地－法務部法令宣導－新增海報  政風室  

97.06.17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及有機複合肥研發及

應用良質米合理化施肥生產技術田間觀摩會等訊息  
環境課  

97.06.17  招標資訊－ 97 年 1 期水稻濕榖 1 批約 84600 公斤公開標售第一

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6.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6-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6.10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及薏苡優質安全及高

產栽培技術田間成果觀摩會等訊息  
環境課、改

良課  

97.06.1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6-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6.06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柑橘類潰瘍病發生警報資

料  
環境課  

97.06.04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遊說書表格式  政風室  

97.06.04  政風園地－防詐騙宣導－新增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

表 (9705) 資料  
政風室  

97.06.04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6.04  招標資訊－社會科學統計軟體第三次公告資料、超臨界萃取修飾幫浦

四次公告資料、水稻機械收割及稻草剪碎 14 公頃第一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6.04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25 期 (97 年 06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06.04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6.04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6.03  Q&A －更新果樹資料  推廣課  

97.06.0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6-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6.03  招標資訊－桌上型菌種冷凍乾燥機 二組第二次公告資料，旋風式磨粉

機 壹台、觸控式恆溫烘箱 壹台等第一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5.29  招標資訊－變壓器及高壓比壓器更新工程等第三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5.28  招標資訊－薏苡籽實 6800 公斤標售第一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5.2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5.26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農民教育講習會訊息  環境課  

97.05.23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一期稻作水稻穗稻熱病、斑飛蝨發

生警報資料  
環境課  

97.05.22  招標資訊－桌上型菌種冷凍乾燥機 二組、遊覽車租賃 壹輛 ( 每梯次 
3 日共 7 梯次合計 21 日 ) 等第一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5.21  招標資訊－社會科學統計軟體、變壓器及高壓比壓器更新工程等第二

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5.20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甘藍台中 1 號」品種權專屬授權移轉授權

金招標案資料  
改良課  

97.05.1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5.16  招標資訊－超臨界萃取修飾幫浦、礱穀機等第三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5.16  本場公告－新增「新型生物性廚餘堆肥製造方法」及「有機複合肥應

用於良質米生產模式」非專屬授權技術移轉案資料公告  
環境課  

97.05.1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花卉市場新寵兒—迷你劍蘭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5.1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04 期資料  電腦室  

97.05.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5.08  招標資訊－社會科學統計軟體、變壓器及高壓比壓器更新工程等第一

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5.08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水稻二化螟性費洛蒙監測示範觀摩會新

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5.08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非專屬授權技術移

轉案資料  
環境課  

97.05.08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遊說登記及財務收支報表簿冊閱覽實

施及收費辦法 (97.04.30 訂定 )  
政風室  



97.05.07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電腦室  

97.05.06  最新消息－新增迷你劍蘭栽培與利用發表會訊息  改良課  

97.05.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5.06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遊說法施行細則  政風室  

97.05.06  招標資訊－超臨界萃取修飾幫浦、礱穀機等第二次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5.06  政策宣導－新增自殺防治中心連結網站  電腦室  

97.05.02  安全農業－新增產銷履歷相關法規、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資料  推廣課  

97.05.02  農業園地－農產品生產履歷－新增產銷履歷相關法規資料  推廣課  

97.05.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24 期 (97 年 05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05.02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5.02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5.02  Q&A －更新水稻、果樹、土肥資料  推廣課  

97.05.01  農業園地－農產品生產履歷－新增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資料  推廣課  

97.04.29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台灣好梨—品嚐正當時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4.29  最新消息－新增水稻二化螟性費洛蒙監測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97.04.2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4.28  招標資訊－更新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4.25  招標資訊－超臨界萃取修飾幫浦、礱穀機、等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4.2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 60 期資料  電腦室  

97.04.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4.18  招標資訊－恆溫恆濕控制箱、耕耘機、精密型電子式天平等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4.1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03 期資料  電腦室  

97.04.15  最新消息－新增「上網簽署減碳 10 大宣言」連結資料 ( 農委會 
970414 農秘字第 0970119189 號函 )970422 止  

行政室  

97.04.1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4-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4.0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4-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4.02  栽培技術－花卉－新增有機蔬菜在栽培技術策略之應用、有機綠葉類

蔬菜栽培通論、有機葉菜類生產模式之建立、有機綠葉類蔬菜栽培各

論資料  

環境課  

97.04.02  科技與生活－堆肥製作與垃圾處理－新增生物性堆肥製作技術與實習

資料  
環境課  

97.04.02  科技與生活－有機農產與吉園圃－新增有機葉菜類栽培技術專輯資料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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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4.02  招標資訊－更新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4.02  Q&A －更新植保、土肥資料  推廣課  

97.04.01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土壤研究成果資料  環境課  



97.04.0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土壤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7.03.3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4-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3.31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迎春裝飾新選擇—花色繽紛的春石斛新

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3.27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23 期 (97 年 04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03.27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3.27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3.27  招標資訊－新增超高速離心機 壹台第三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3.27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中部地區黑角舞蛾發生警報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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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柑橘類黑點病發生警報資料  
環境課  

97.03.2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中部地區柑橘類黑點病發生警報新聞稿

資料  
推廣課  

97.03.26  政府資訊公開－更新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資料  會計室  

97.03.2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3-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3.2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01、102 期資料  電腦室  

97.03.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3-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3.17  政風園地－法務部法令宣導－新增好賭的省思、滯納健保費民眾的福

音資料  
政風室  

97.03.17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新型生物性花果栽培介質製作觀摩會新

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3.17  招標資訊－新增柴油動力搬運車壹台、梨果實之機能性成分及保健功

能分析研究案一式、柿果實之機能性成分及保健功能分析研究案一式

等第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3.13  招標資訊－新增報廢財產及非消耗品一批第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3.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3-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3.11  招標資訊－新增超高速離心機 壹台第二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3.05  最新消息－新增新型生物性花果類栽培介質製作方法田間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97.03.05  Q&A －更新果樹、土肥資料  推廣課  

97.03.05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小麥生產改進試作田間觀摩會新聞稿資

料  
推廣課  

97.03.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3-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3.05  招標資訊－新增簡易溫室及育苗溫室工程、酵素免疫分析儀壹組等第

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29  招標資訊－新增田間氣象監測器 二台、四溶媒梯度混合裝置 壹台等

第二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29  招標資訊－更新外文期刊 23 種第三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26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22 期 (97 年 03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02.26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2.26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2.25  招標資訊－新增超高速離心機 壹台第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25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健康美食—韃靼蕎麥麵上市了新聞稿資

料  
推廣課  

97.02.22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 84 號詳文資料  推廣課  

97.02.22  招標資訊－新增恆溫恆濕控制箱 壹台第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21  最新消息－新增小麥生產改進試作田間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97.02.20  招標資訊－新增光合作用測定儀壹台第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20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二林農民栽培蕎麥收益高二倍新聞稿資

料  
推廣課  

97.02.18  招標資訊－新增田間氣象監測器 二台、四溶媒梯度混合裝置 壹台等

第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2.18  網路資源、最新消息－新增節能標章網站超連結資料  電腦室  

97.02.15  政府資訊公開－更新 9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資料  會計室  

97.02.14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農經、農村、土壤、特作、蔬菜、花卉等

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97.02.14  最新消息－新增秋裡作蕎麥優質安全及高產栽培技術田間成果觀摩會

資料  
改良課  

97.02.1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2.14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農作物低溫寒害預防

及復育措施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97.02.12  招標資訊－更新外文期刊 23 種第二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12  最新消息－新增「民法親屬編修正重點」連結資料 ( 農委會 970204 
農法字第 0970106385 號函 )  

行政室  

97.02.05  招標資訊－新增 3.06kWp 太陽光電系統設計、架設工程第一次招標

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2.05  Q&A －更新果樹、水稻資料  推廣課  

97.02.04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作業機制資料  環境課  

97.02.01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97.02.0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作物環境課、植物保護研究室、病蟲害預

測研究室等資料  
環境課  

97.01.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21 期 (97 年 02 月份 ) 資料  政風室  



97.01.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1.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7 年 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7.01.29  政府資訊公開－新增 97 年度服務創新精進執行計畫資料  行政室  

97.01.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1.2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 171 期
資料  

電腦室  

97.01.24  招標資訊－新增果園機械除草、台中區農業專訊四期、台中區農情月

刊 12 期、外文期刊 23 種等第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1.22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4 條條文  政風室  

97.01.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1.18  最新消息－更新綠色生活資訊網連結資料 ( 農委會 970116 農資字

第 0970102895 號函 )  
電腦室  

97.01.16  政風園地－法務部法令宣導－新增竄改電腦報稅資料，稅官盜領退稅

款遭法辦資料  
政風室  

97.01.14  招標資訊－新增資訊相關軟硬體維護服務壹年第二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1.14  政風園地－法務部法令宣導－新增山上任意挖採藥草或林木，當心觸

法！、車輛牌照未註銷，無妄之災跟著來資料  
政風室  

97.01.1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1.14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研究室、生技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7.01.10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 97 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受理申請日

期與相關注意事項資料  
改良課  

97.01.10  網路資源－新增中洲技術學院超連結資料  場長室  

97.01.09  最新消息－新增能源作物與景觀綠肥輪作栽培模式之建立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97.01.08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行政室  

97.01.0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 59 期資料  電腦室  

97.01.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1.07  招標資訊－新增資訊相關軟硬體維護服務壹年第一次招標公告資料  行政室  

97.01.07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95 期資料  電腦室  

97.01.0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00 期資料  電腦室  

97.01.02  Q&A －更新果樹、水稻、花卉、植保資料  推廣課  

97.01.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7.01.02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冬季最佳水果『雪梨』新聞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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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