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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更新日誌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98.12.3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2.3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50 期至第 60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3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25 期至第 49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2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15 期至第 24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28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唐菖蒲合理化施肥成果觀摩會 推廣課 

98.12.2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6 期至第 14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28 最新消息－舉開 98 年彰化縣二林鎮冬季裡作「優質蕎麥」田間栽培成

果觀摩會 
改良課 

98.12.2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1 期至第 5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2.25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及甜柿栽培管理」教

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12.25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更新第 79 期至第 90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24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8.12.24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度 12 月份「台中地區傾聽人民的聲音暨農業技術

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98.12.24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50％亞磷酸溶液配方」非專屬授權案技術移轉案 環境課 

98.12.24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更新第 58 期至第 78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24 本場公告－更新「水稻台稉 9 號品種及種子生產繁殖技術」境外(日本)
專屬授權移轉授權金招標案資料 

改良課 

98.12.23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更新第 28 期至第 57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23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研發「一種提昇瓜果品質養液添加劑」非專屬授權

案技術移轉案 
改良課 

98.12.22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更新第 21 期至第 27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22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水稻台稉 9 號品種及種子生產繁殖技術」境外(日
本)專屬授權移轉授權金招標案 

改良課 

98.12.22 最新消息－新增「番石榴合理化施肥」田間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98.12.21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更新第 1 期至第 10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2.18 出版刊物－特刊－增新特刊第 96 號－98 年度台中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

美饌烹藝競賽－茭白筍食譜．故事料理 
電腦室 

98.12.17 最新消息－召開 98 年度 12 月份「台中地區傾聽人民的聲音暨農業技術

座談會」 
推廣課 

98.12.16 栽培技術－花卉－更新菊花穴盤扦插育苗生產技術圖片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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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6 植物保護－更新架構 環境課 

98.12.16 首頁－新增 AgTech 農業科技專案計畫服務網連結(98.12.15 農科字第

0980021104 號函) 
電腦室 

98.12.15 招標資訊－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等勞務外包 114 人第 3 次公開開標訂於

12 月 24 日下午 2 點 
行政室 

98.12.13 招標資訊－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等勞務外包 114 人訂 12 月 14 日下午 2
點辦理第二次公開招標 

行政室 

98.12.11 出版刊物－特刊－增新特刊第 96 號－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專輯 電腦室 

98.12.11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綜合性合理化施肥新聞稿 推廣課 

98.12.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2.11 最新消息－99 年度各單位填報產銷班或農民團體推動產銷履歷安全果

樹計畫經費需求表下架 
推廣課 

98.12.11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縣農業經營專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議記錄 推廣課 

98.12.10 最新消息－舉開「唐菖蒲合理化施肥示範觀摩會」 改良課 

98.12.09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改良課 

98.12.09 技術移轉專區－更新技術轉移資料 改良課 

98.12.09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蟲害－更新資料 環境課 

98.12.09 本場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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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2.09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葡萄合理化施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資料 推廣課 

98.12.08 安全農業－吉園圃安全蔬果－更新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 環境課 

98.12.08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冬果葡萄合理化施肥」田間觀摩會資料 推廣課 

98.12.07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及植保研究室資料 人事室 

98.12.04 招標資訊－新增報廢財產及非消耗品等 1 批 行政室 

98.12.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2.0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23 期資料 電腦室 

98.12.04 最新消息－99 年度各單位填報產銷班或農民團體推動產銷履歷安全果

樹計畫經費需求表 
推廣課 

98.12.04 Q&A－新增土肥、生技、果樹等資料 推廣課 

98.12.04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減少化肥用量、降低肥料成本支出－蔬菜合理

化施肥成果觀摩會 
環境課 

98.12.02 最新消息－召開葡萄合理化施肥成果示範觀摩會 副場長室 

98.12.02 最新消息－召開冬果葡萄合理化施肥田間觀摩會 改良課 

98.12.02 最新消息－召開蔬菜合理化施肥成果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98.11.30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3 期(98 年 1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11.30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1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11.30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1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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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27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柑橘病蟲害整合性管理示範觀摩會－整合性

管理技術，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環境課 

98.11.27 最新消息－召開 98 年度「南投地區農業產銷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議

紀錄 
推廣課 

98.11.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1.26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新增張副場長個人資料 副場長室 

98.11.25 最新消息－召開「台中縣農業經營專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8.11.25 合理化施肥技術－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11.25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綜合菌種有機液肥固態配方」技術移轉非專屬授

權案 
推廣課 

98.11.25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智慧財產權--品種權取得資料 改良課 

98.11.24 最新消息－本場「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培訓計畫助理員

第 4 階段甄選結果公告 
人事室 

98.11.24 最新消息－召開柑橘病蟲害整合性管理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98.11.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1.20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植保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8.11.1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更新資料 電腦室 

98.11.1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資料 電腦室 

98.11.17 最新消息－召開 98 年度「南投地區農業產銷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8.11.1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 66 期資料 電腦室 

98.11.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1.1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利 74 期資料 電腦室 

98.11.16 最新消息－本場近期將舉開梨新品種栽培方法講習會(11/26,12/03) 改良課 

98.11.13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研究彙報 103 期資料 電腦室 

98.11.13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結算－新增資料 會計室 

98.11.13 安全農業－吉園圃安全蔬果－更新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 環境課 

98.11.12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推教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98.11.10 招標資訊－新增 98 年度 2 期水稻濕穀〈台中 192 號約 58,000、台稉 9
號約 2,000 公斤〉1 批公開變賣 

行政室 

98.11.10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專利取得情形 改良課 

98.11.10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蔬菜、生技、植保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98.11.10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改良課 

98.11.10 技術移轉專區－更新 98 年技術轉移資料 改良課 

98.11.09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資料 電腦室 

98.11.07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資料 電腦室 

98.11.07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鳳梨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介紹、麻竹筍健

康種苗繁殖技術、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推廣成果資料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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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1.06 合理化施肥技術－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11.05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結算－新增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會計室 

98.11.05 Q&A－新增水稻、蔬菜、果樹等資料 推廣課 

98.11.05 最新消息－本場「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第四階段培訓公

告 
人事室 

98.11.04 首頁相關連結－圖片更新 電腦室 

98.11.04 網路資源－政府單位－更新資料 電腦室 

98.11.03 合理化施肥技術－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11.02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資料 政風室 

98.11.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2 期(98 年 1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11.02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1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11.02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1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11.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0.3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22 期資料 電腦室 

98.10.30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蟲害－更新茶樹蟲害資料 環境課 

98.10.29 招標資訊－新增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等勞務外包案 行政室 

98.10.29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蟲害－更新花卉蟲害資料 環境課 

98.10.29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度 10 月份彰化地區傾聽人民的心聲暨農業技術座

談會會議紀錄資料 
推廣課 

98.10.28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蟲害－更新椰子、果樹、花卉蟲害資料 環境課 

98.10.27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甘藍合理化施肥成果介紹、水稻合理化施

肥技術之應用資料 
改良課 

98.10.2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中部地區枇杷灰斑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10.2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0.26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枇杷灰斑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10.23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植保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8.10.21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度 10 月份彰化地區傾聽人民的心聲暨農業技術座

談會資料 
推廣課 

98.10.21 最新消息－「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甘藍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

摩會 
改良課 

98.10.1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0.19 最新消息－「包心白菜合理化施肥示範觀摩會」、「鳳梨合理化施肥及

禽畜堆肥應用示範成果」觀摩會 
環境課 

98.10.15 最新消息－椪柑果園合理化施肥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98.10.15 合理化施肥技術－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10/22 場次因

故改為 10/28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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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13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蟲害－更新資料 環境課 

98.10.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0.12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生技研究室更新張隆仁個人資料 改良課 

98.10.09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蟲害－更新水稻蟲害資料 環境課 

98.10.08 栽培技術－新增蔬菜資料 改良課 

98.10.08 農業科技發展－本年度科技計畫－更新為 98 年度科技計畫 改良課 

98.10.08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蔬菜研究室新增陳葦玲個人資料 改良課 

98.10.0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 94 期資料 電腦室 

98.10.08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智慧財產權--品種權取得資料 改良課 

98.10.07 本場公告－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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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業者申請書修正案 
改良課 

98.10.07 本場簡介－組織與編制－更新資料 人事室 

98.10.07 合理化施肥技術－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10/16 場次因

故改為 10/22 
環境課 

98.10.07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責任分區表 環境課 

98.10.07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作業體制資料 環境課 

98.10.06 技術移轉專區－更新技術轉移資料 改良課 

98.10.06 栽培技術－新增蔬菜、果樹資料 改良課 

98.10.06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花卉、果樹、生技、農場、預測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環境

課 

98.10.06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特作與雜糧、生技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8.10.06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二期稻作瘤野螟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10.06 Q&A－新增水稻、蔬菜、設施園藝等資料 推廣課 

98.10.05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02 期資料 電腦室 

98.10.05 栽培技術－更新水稻新品種介紹內容 改良課 

98.10.05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稻作與米質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8.10.05 Q&A－更新稻作資料 改良課 

98.10.05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稻作與米質研究室更新許愛娜個人資料 改良課 

98.10.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10.05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8.10.02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01 期資料 電腦室 

98.10.02 出版刊物－年報－新增 97 年年報資料 電腦室 

98.10.02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農機研究室更新何榮祥、田雲生、陳令錫個人資

料 
環境課 

98.10.02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農經研究室、預測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推廣

課 

98.10.02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度 9 月份台中地區傾聽人民的聲音暨農業技術座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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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會議記錄資料 

98.10.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1 期(98 年 10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10.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10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10.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10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10.01 本場公告－新增無農藥殘留之設施花胡瓜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技轉案

資料 
環境課 

98.10.01 植物保護－病蟲害診斷防治-病害－木瓜及鳳梨病害－新增木瓜黑腐病 環境課 

98.09.30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埔里分場資料 埔里分場 

98.09.30 農業園地－農業專業訓練講義－新增有機班-果樹有機栽培管理、設蔬

班-設施蔬菜蟲害管理等資料 
推廣課 

98.09.3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技術專刊－新增 173 期資料 推廣課 

98.09.30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埔里分場資料 埔里分場 

98.09.29 最新消息－舉開「柑桔果園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 環境課 

98.09.29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資料 環境課 

98.09.29 農業園地－休閒農業－更新資料 推廣課 

98.09.29 出版刊物－錄影帶目錄－更新土壤肥料類資料 推廣課 

98.09.29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農機研究室、農村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推廣

課 

98.09.29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農機研究室、農村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推廣

課 

98.09.29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行政室 

98.09.29 政府資訊公開－行政指導有關文書----98 年度創新精進執行計畫 行政室 

98.09.29 最新消息－新增「農業資通訊創新應用技術成果發表會」資料 電腦室 

98.09.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0-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9.25 最新消息－新增辦理 98 年度「台中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競賽暨故

事料理展示」 
推廣課 

98.09.25 最新消息－停止提供莫拉克颱風災害災民就業公告 行政室 

98.09.23 本場公告－新增設施花卉防倒伏升降網架系統、基本型養液自動調配灌

溉機具等二項技轉案資料 
環境課 

98.09.2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21 期資料 電腦室 

98.09.21 政策宣導－新增 H1N1 新型流感專區網站 電腦室 

98.09.18 本場公告－新增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種 TCB428、製作

生物性堆肥之木黴菌種 TCT103、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木黴菌種 TCT301、
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肥製作方法等四項技轉案資料 

環境課 

98.09.17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度 9 月份台中地區傾聽人民的聲音暨農業技術座

談會資料 
推廣課 

98.09.17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輔導果樹吉園圃及產銷履歷制度訓練資訊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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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17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98 年技術轉移資料 改良課 

98.09.17 最新消息－本場「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培訓計畫助理員

甄選結果公告 
人事室 

98.09.16 最新消息－新增提供莫拉克颱風災害災民就業公告 行政室 

98.09.16 最新消息－新增本場推動農業整體產業發展計畫相關事宜 推廣課 

98.09.1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9-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9.11 本場簡介－更新資料 電腦室 

98.09.10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二期稻作瘤野螟及紋枯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09.10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二期稻作瘤野螟及紋枯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09.09 Q&A－更新增土壤肥料資料 環境課 

98.09.09 最新消息－恭喜本場通過菊花台中四號－朝陽品種權審定 改良課 

98.09.0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9-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9.07 Q&A－新增蔬菜、果樹、設施園藝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98.09.03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研究彙報 100 期資料 電腦室 

98.09.03 安全農業－吉園圃安全蔬果－更新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 環境課 

98.09.02 政策宣導－新增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8.09.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0 期(98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9.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9.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9.01 最新消息－本場「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培訓計畫助理員

甄選公告 
人事室 

98.08.3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9-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8.31 最新消息－98 年 9 月 4 日召開茭白筍有機栽培技術觀摩會 埔里分場 

98.08.2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20 期資料 電腦室 

98.08.27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副場長室資料 電腦室 

98.08.27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資料 環境課 

98.08.25 最新消息－恭賀本場作物改良課，副研究員兼課長張致盛，調陞為研究

員兼副場長 
人事室 

98.08.25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資料 環境課 

98.08.25 最新消息－更新莫拉克颱風災後農作物復耕與復育技術服務團名單 改良課 

98.08.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8.21 最新消息－更新莫拉克颱風災後農作物復耕與復育技術服務團連絡電

話 
改良課 

98.08.20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97年 10月 1日修正施

行) 
政風室 

98.08.20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責任分區表 環境課 

98.08.19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作業體制資料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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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18 最新消息－為協助產業重建本場於 98 年 8 月 17 日成立莫拉克颱風災後

農作物復耕與復育技術服務團，請多加利用 
改良課 

98.08.18 最新消息－召開 98 年度「南投地區農業產銷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8.08.18 最新消息－98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水稻受損復育要點 改良課 

98.08.18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莫拉克颱風災後農作物復耕與復育措施 改良課 

98.08.17 最新消息－颱風豪雨災害農作物的損害預防與復育措施(技術專刊 156
期) 

改良課 

98.08.17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責任分區表(台中縣市) 環境課 

98.08.1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8.17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改良課 

98.08.12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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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8.1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9 期資料 電腦室 

98.08.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8.10 Q&A－新增蔬菜、果樹、土壤肥料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98.08.0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修正台中區農情月刊第 6 期資料 電腦室 

98.08.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8.03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9 期(98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8.03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8.03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7.30 安全農業－吉園圃安全蔬果－更新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 環境課 

98.07.29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7.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8-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7.24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7.24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農機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8.07.22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 98 年度第 3 次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及召

開合理化施肥－晶圓梨果園綠肥作物輪植示範成果觀摩會二項資料 
電腦室 

98.07.22 最新消息－本場「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培訓計畫助理員

甄選結果公告 
人事室 

98.07.21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專利取得情形 改良課 

98.07.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7-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7.1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 65 期資料 電腦室 

98.07.1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8 期資料 電腦室 

98.07.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7-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7.07 政風園地－反詐騙宣導－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806) 
政風室 

98.07.07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新增亞太糧肥中心連結 場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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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07 最新消息－新增梨新品種栽培示範園田間觀摩會 改良課 

98.07.07 Q&A－新增植保、特用作物、設施園藝等內容資料 推廣課 

98.07.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7-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7.06 最新消息－新增「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培訓公告 人事室 

98.07.02 最新消息－新增菊花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資料 改良課 

98.07.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8 期(98 年 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6.29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6.29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6.29 最新消息－本場「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第二階段培訓計

畫助理員甄選結果公告 
人事室 

98.06.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7-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6.26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6.26 安全農業－吉園圃－更新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 環境課 

98.06.23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6 月 30 日召開 98 年度第 2 次臺中地區農業技術

座談會 
推廣課 

98.06.23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6 月 26 日舉開 98 年度第一期作「水稻有機栽培

生產技術之應用」田間觀摩會 
改良課 

98.06.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6-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6.19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6 月 30 日舉開 98 年度第一期作「水稻合理化施

肥示範」成果田間說明會 
環境課 

98.06.19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6 月 26 日舉開 98 年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觀摩會 改良課 

98.06.19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結算－新增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會計室 

98.06.18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6 月 29 日於中興大學圖書館舉開「薏苡和蕎麥的

育種栽培、加工利用和保健機能性」研討會 
改良課 

98.06.18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6 月 24 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09
農業技術交易展」 

改良課 

98.06.15 最新消息－98 年大城鄉春作落花生合理化施肥栽培技術試驗田田間成

果觀摩會 
改良課 

98.06.15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柑橘類黑星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06.1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6-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6.12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6.12 最新消息－「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第二階段培訓公告 人事室 

98.06.11 政風園地－法務部法令宣導－新增廉政肅貪法制問題研討會議程表、廉

政肅貪法制問題研討會報名表、廉政肅貪法制問題研討會路線圖 
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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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9805) 
政風室 

98.06.11 最新消息－98 年芳苑鄉春作落花生合理化施肥栽培技術試驗田田間成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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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觀摩會 

98.06.10 招標資訊－新增綜合大樓空調設備及研究大樓電氣迴路汰換改善工程 行政室 

98.06.09 招標資訊－新增 98 年度 1 期水稻溼穀 1 批約 83000 公斤〈台中 192 號

及台稉 9 號〉公開變賣 
行政室 

98.06.09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新增生技研究室秦昊宸個人資料 改良課 

98.06.0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6-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6.06 本場公告－新增「釀製米酒用菌粉配方」非專屬授權案技術移轉案 改良課 

98.06.05 新增人文素養數位學習專區 人事室 

98.06.05 Q&A－新增水稻、特用作物、果樹、蔬菜內容等資料 推廣課 

98.06.04 政策宣導－新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 98 年優質民間網站輔

助計畫及推廣說明會活動 
電腦室 

98.06.03 招標資訊－新增報廢小貨車 1 輛【廠牌中華，80 年領照，98 年 5 月份

報廢，2000cc】公開變賣 
行政室 

98.06.03 最新消息－新增水稻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及 98 年建立 300 班產

銷班合理化施肥示範農場輔導成果經驗發表會 
環境課 

98.06.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6-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6.0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7 期資料 電腦室 

98.06.01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5.27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5.27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5.27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7 期(98 年 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5.27 最新消息－98 年 6 月 6 日召開新型生物性有機營養液菌肥應用於水稻

栽培管理成果觀摩會 
推廣課 

98.05.27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秘書室-更新洪梅珠個人資料 秘書室 

98.05.27 最新消息-更新 98 年度有機農產業發展研討會訊息 環境課 

98.05.26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 93 期資料 電腦室 

98.05.26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麻竹筍無病毒種苗生產技術之建立及葡萄台中 2
號等技轉公告 

電腦室 

98.05.26 最新消息－98 年 6 月 4 日舉開春作薏苡優質安全及高產栽培技術田間

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98.05.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5.22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5 月 27 日召開水稻病蟲害整合性管理示範觀摩會 環境課 

98.05.22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及查閱辦法(98
年 5 月 15 日修正發佈) 

政風室 

98.05.20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新增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97.10.1 生效) 政風室 

98.05.20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更新第 036 期(98 年 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5.1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 64 期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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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19 最近消息-新增 98 年度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研討會 環境課 

98.05.19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5 月 26 日召開 98 年度「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

座談會 
推廣課 

98.05.19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5 月 22 日舉開 98 年度第 1 期作「水稻合理化施

肥技術」田間觀摩會 
改良課 

98.05.18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一期稻作穗稻熱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05.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5.15 最新消息－98 年 5 月 26 日舉開春作薏苡優質安全及高產栽培技術田間

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98.05.15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5.14 最新消息－本場「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計畫助理員甄選

結果公告 
人事室 

98.05.12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荔枝酸腐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05.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5.07 最新消息－98 年 5 月 19、20 日舉開茄子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

歡迎蒞臨參加 
改良課 

98.05.07 Q&A－新增特用作物、土肥內容等資料 推廣課 

98.05.06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研發「玫瑰純露生產技術」非專屬授權案技術移轉

案 
改良課 

98.05.05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改良課 

98.05.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6 期資料 電腦室 

98.05.04 招標公告－新增微生物菌落自動塗佈偵測分析儀 98 年 05 月 19 日 14 時

00 分本場綜合大樓 2 樓第 2 會議室第 1 次公開招標 
行政室 

98.05.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5.04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4.30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4.30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4.30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6 期(98 年 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4.30 最新消息－新增 98 年 4 月 28 日召開 98 年度「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

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98.04.30 安全農業－吉園圃－更新名稱為"吉園圃安全蔬果" 環境課 

98.04.28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國蘭外銷產業之介紹 推廣課 

98.04.24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4.2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5-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4.23 重大政策－主任委員親撰之“通過農村再生條例不能拖”更新 場長室 

98.04.22 最新消息－98 年 4 月 28 日召開 98 年度「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

談會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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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4.21 本場公告－更新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徵才公告 改良課 

98.04.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4.17 本場公告－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徵才公告 改良課 

98.04.17 最新消息－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徵才公告 改良課 

98.04.16 農業政策政令－新增農委會重大政策項目 電腦室 

98.04.16 重大政策－新增農委會農業重大政策項目資料連結 副場長室 

98.04.1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5 期資料 電腦室 

98.04.15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4.14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行政室 

98.04.14 重大政策－新增行政院重大政策及政府入口網就業情報站連結 電腦室 

98.04.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4-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4.13 安全農業－吉園圃－新增 98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管理作業規範 環境課 

98.04.08 最新消息－98 年 4 月 14 日召開 98 年度台中區推廣股長聯繫會議暨十

大神農及美饌烹藝競賽頒獎典禮 
推廣課 

98.04.06 安全農業－吉園圃－更新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相關資料 環境課 

98.04.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4-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4.03 Q&A－新增水稻、土肥、植保、特用作物內容等資料 推廣課 

98.04.02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4.02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糠油潤膚皂製作技術」非專屬授權案技術移轉案 改良課 

98.03.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3.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3.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5 期(98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3.3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4 期資料 電腦室 

98.03.31 相關連結－新增玫瑰主題館連結 電腦室 

98.03.31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3.3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4-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3.2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一期稻作葉稻熱病發生警報 推廣課 

98.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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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課 

98.03.25 招標資訊－新增果樹及藥用植物試驗區排水溝改建工程公開招標案 行政室 

98.03.2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3-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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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課 

98.03.20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新增 9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資料 會計室 

98.03.2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3 期資料 電腦室 

98.03.19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3.17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辦理「葡萄台中 2 號」品種專屬授權移轉授權金招

標案 980330 公告截止 
改良課 

98.03.17 最新消息－98 年 3 月 24 日召開「無農藥殘留之設施花胡瓜病蟲害綜合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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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技術」觀摩會 

98.03.17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玫瑰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介紹 推廣課 

98.03.17 最新消息－98 年 3 月 24 日召開 98 年度第 1 次「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

談會」 
推廣課 

98.03.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3-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3.13 最新消息－新增園藝治療成果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98.03.12 招標資訊－更新菜籽粕 100,000 公斤招標案 行政室 

98.03.12 Q&A－新增果樹、花卉、特用作物資料 推廣課 

98.03.12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8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8.03.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3-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3.02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3.02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3.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4 期(98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2.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3-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2.2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早熟高產蕎麥台中 5 號之育成新聞稿 推廣課 

98.02.26 招標資訊－新增元素分析儀壹套及菜籽粕 100,000 公斤等兩項招標案 行政室 

98.02.24 安全農業－新增有機農業輔導諮詢專家名錄 改良課 

98.02.24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荔枝癭蚋發生警報 環境課 

98.02.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2.17 最新消息－98 年 2 月 24 日舉開 98 年度「南投地區農業產銷班技術諮

詢」座談會 
推廣課 

98.02.17 農業政策政令－新增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相關資料 改良課 

98.02.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2.16 招標資訊－98 年 2 月 25 日下午 2 點於本場第二會議室，辦理農業試驗

研究推廣短期促進就業勞務派遣 6 人招標案 
行政室 

98.02.1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埔里分場郭肇凱個人資料 埔里分場 

98.02.10 農業政策政令－新增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資料 副場長室 

98.02.09 政府資訊公開－函轉法令規章－新增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 電腦室 

98.02.09 網路資源－更新法人團體、農業大專院校資料 電腦室 

98.02.09 Q&A－新增設施園藝、蔬菜、特用作物資料 推廣課 

98.02.0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2.09 最新消息－2 月 23 日在本場大禮堂舉辦「以色列 2009 年度國際農業科

技博覽會說明會」 
副場長室 

98.02.06 網路資源－更新法人團體資料 電腦室 

98.02.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2-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2.0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人與植物生命的交會處-園藝治療主題庭

園及菊花合理化施肥示範觀摩會兩則新聞稿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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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2.03 本場簡介－更新生技研究室、果樹研究室及預測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98.02.02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2.02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2.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3 期(98 年 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2.02 安全農業－更新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及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機構

一覽表 
推廣課 

98.02.02 最新消息－本場訂於 2 月 11 日上午 9 時在本場行政大樓 2 樓禮堂，舉

開「彰化地區果樹技術諮詢」座談會，歡迎參加 
推廣課 

98.01.23 相關連結－新增農業虛擬博物館網站連結 電腦室 

98.01.22 最新消息－本場訂於 2 月 4 日下午 2 時在彰化縣田尾鄉七星育苗場，舉

開「菊花合理化施肥示範觀會」，歡迎參加 
改良課 

98.01.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1.14 其他服務－新增技術移轉專區 改良課 

98.01.12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的釀製紅酒葡萄品種-台中 2 號 推廣課 

98.01.12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改良課 

98.01.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8.01.08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特刊 90、91、92 期資料 電腦室 

98.01.08 便民服務窗口－修正有機協會申請有機農田土壤(水質)分析程序表及申

請表 
環境課 

98.01.06 Q&A－新增蔬菜、土肥資料 推廣課 

98.01.05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1.05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8 年 0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1.05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32 期(98 年 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8.01.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台中區農業專訊 63 期資料 電腦室  

98.01.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台中區農情月刊 112 期資料 電腦室  

98.01.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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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度更新日誌  

 

http://tdares.coa.gov.tw/htmlarea_file/web_articles/tdares/1609/97update.doc
http://tdares.coa.gov.tw/htmlarea_file/web_articles/tdares/1609/97update.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