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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更新日誌 

更新日期  維   護   內   容  提供單位  

99.12.31 首頁－新增”農作物低溫寒害預防及復育措施”輪播 電腦室 

99.12.31 本場公告－更新本場 100 年度聘用短期促進就業人員案 改良課 

99.12.29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56 期(100 年 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2.29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2.29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100 年 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2.29 新聞稿－新增農作物低溫寒害預防及復育措施新聞稿 推廣課 

99.12.28 政府資訊公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新

增 991228 第四季產業補助一覽表 
推廣課 

99.12.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2-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2.24 新增首頁輪播(聖誕快樂) 電腦室 

99.12.20 最新消息－新增梨宣傳稿 改良課 

99.12.20 本場公告－新增本場 100 年度聘用短期促進就業人員案 改良課 

99.12.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2-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2.16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辦理「生物性果菜渣堆肥製作方法」技術移轉

非專屬授權案 
環境課 

99.12.1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12.13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99 年技轉項目資料 改良課 

99.12.13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改良課 

99.12.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2-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2.0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 135 期月刊資料 電腦室 

99.12.09 最新消息－修改 12/13 邀請林信山博士專題演講資料 電腦室 

99.12.07 最新消息－新增 12/13 邀請林信山博士專題演講資料 電腦室 

99.12.07 更新首頁輪播 電腦室 

9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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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2.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2.06 Q&A－新增花卉、雜糧資料 環境課 

99.12.04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秘書室 

99.12.03 最新消息－新增 12/15 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9.12.01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12.01 更新首頁輪播 電腦室 

99.12.01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秘書室 

99.12.01 最新消息－新增 12/3 成果發表活動暨第三屆金推獎及 2010 十大經典好

米得主表揚大會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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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29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55 期(99 年 1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1.29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1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1.29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1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1.2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2-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1.26 新聞稿－新增甘藍合理化施肥示範觀摩會新聞稿 推廣課 

99.11.25 本場簡介－更新本場位置圖 電腦室 

99.11.25 最新消息－新增 12/3,4 本場舉辦台中地區推動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樂活

成果發表活動 
推廣課 

99.11.23 安全農業－有機農業－新增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推薦有機農業技術服務

團名單  
環境課 

99.11.22 最新消息－新增 12/01 甘藍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 改良課 

99.11.22 最新消息－新增 11/16 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99.11.22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11.22 招標資訊－新增 99 年度廢品與廢鐵等 1 批公開標售公告 秘書室 

99.11.22 政策宣導－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11.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1.19 新聞稿－新增花椰菜合理化施肥示範觀摩會新聞稿 推廣課 

99.11.19 最新消息－新增 11/26 甘藍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 改良課 

99.11.18 首頁－新增專題演講及觀摩會動畫資料 電腦室 

99.11.18 最新消息－更新林俊義博士專題演講資料 電腦室 

99.11.16 招標資訊－新增 99 年度 2 期水稻濕穀 1 批約 55,000 公斤招標公告 秘書室 

99.11.16 最新消息－新增 11/19 花椰菜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 改良課 

99.11.15 栽培技術－新增文心蘭台中 1 號資料 改良課 

99.11.1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1.12 最新消息－修改 11/22 邀請林俊義博士專題演講資料 電腦室 

99.11.11 最新消息－新增 11/22 邀請林俊義博士專題演講資料 環境課 

99.11.09 最新消息－新增 11/16 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9.11.09 新聞稿－新增台中縣大甲鎮合理化施肥田間觀摩會新聞稿 推廣課 

99.11.08 Q&A－新增土肥、植保資料 推廣課 

99.11.08 最新消息－新增 11/03 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99.11.05 首頁－調整相關服務與相關連結的位置 電腦室 

99.11.05 雙語詞彙－修改資料及連結 電腦室 

99.11.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 70 期資料 電腦室 

99.11.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 133 期月刊資料 電腦室 

99.11.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1.05 新聞稿－新增降低生產成本、穩定水稻產量 —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推

廣成果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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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0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 132、134 期月刊資料 電腦室 

99.11.04 政策宣導－連結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活動 電腦室 

99.11.04 最新消息－新增 11/09 水稻合理化施肥技術田間觀摩會 改良課 

99.11.0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34 期資料 電腦室 

99.11.04 招標資訊－新增農業試驗研究推廣等勞務外包 117 人 99/11/30 14:00 開

標 
秘書室 

99.11.0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9 年第 1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1.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1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1.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1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1.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54 期(99 年 1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11.01 網路資源－生活資訊站－修改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1.01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1.01 雙語詞彙－修改資料及連結 電腦室 

99.11.0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99 年第 11-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1.01 最新消息－新增 11/05 水稻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田間說明會 改良課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彰化縣溪州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彰化縣埤頭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彰化縣竹塘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彰化縣大村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彰化縣芬園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彰化縣伸港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彰化縣和美鎮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彰化縣二林鎮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南投縣中寮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台中縣新社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台中縣石岡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台中縣潭子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台中縣龍井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台中縣外埔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移除台中縣沙鹿鎮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台中縣大肚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台中縣霧峰鄉農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法人團體－修改台灣生物機電學會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網路資源－政府單位－修改政府出版品網站連結 電腦室 

99.10.29 安全農業－吉園圃安全蔬果－更新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管理作業規範

連結  
環境課 

99.10.28 最新消息－新增 11/1 邀請謝順景博士專題演講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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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27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10.27 最新消息－新增 11/1 邀請謝順景博士專題演講「在企業化及國際化聲

中，談農業科技人之新思維」 
環境課 

99.10.27 安全農業－農產品產銷履歷－更新推動農產品產銷屐歷制度資料 推廣課 

99.10.26 安全農業－有機農業－更新有機農業輔導諮詢專家名錄 資料 環境課 

99.10.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99 年第 10-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0.25 最新消息－新增 11/02 水稻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田間說明會 環境課 

99.10.25 最新消息－新增 10/19 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99.10.25 最新消息－新增 11/03 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9.10.22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作業機制相關資料 環境課 

99.10.22 本場公告－更新本場辦理他機關現職技工移撥調任本場技工甄選公告 秘書室 

99.10.22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郭建志個人資料 環境課 

99.10.21 本場公告－新增本場辦理他機關現職技工移撥調任本場技工甄選公告 秘書室 

99.10.21 本場公告－新增一種防治枇杷白紋羽病及改善植株生育醱酵液之配方

技轉資料  
環境課 

99.10.21 政策宣導－新增花博看氣象連結 電腦室 

99.10.2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郭肇凱個人資料 埔里分場 

99.10.21 最新消息－新增 2010 農業資通訊科技應用成果發表會資料 環境課 

99.10.21 新聞稿－新增 10/21 鳳梨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介紹資料  推廣課 

99.10.19 政府資訊公開－預算與決算－新增 100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資料 會計室 

99.10.19 農業園地－新鮮葡萄園－更新蜜紅葡萄資料 電腦室 

99.10.18 農業園地－修改新鮮葡萄園資料 電腦室 

99.10.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新增 99 年第 10-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0.1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更新 98 年推廣活動資料 電腦室 

99.10.18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資料 電腦室 

99.10.15 重要研究成果－智慧財產權－品種權取得－新增菊花台中 4 號資料 電腦室 

99.10.15 本場簡介－更新人力資源資料 電腦室 

99.10.15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農業推廣課－更新農村生活室資料  電腦室 

99.10.13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70 期期資料 電腦室 

99.10.13 最新消息－新增 10/15 於台中縣大雅鄉，舉開「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

成果示範觀摩 
環境課 

99.10.1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10-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10.08 最新消息－新增 10/19 台中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競賽活動 推廣課 

99.10.08 最新消息－新增 10/19 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9.10.08 最新消息－新增 10/1 台中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99.10.07 Q&A－新增土肥、果樹、植保資料 推廣課 

99.10.04 出版刊物－研究彙報－新增 105 期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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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10-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9.30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10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9.30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10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9.30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53 期(99 年 10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9.30 栽培技術－蔬菜－補圖片資料 電腦室 

99.09.30 科技與生活－補圖片資料 電腦室 

99.09.29 政府資訊公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新

增 產業補助一覽表(第三季)  
推廣課 

99.09.27 最新消息－新增 10/1 台中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9.09.27 最新消息－新增 9/27 凡那比颱風災後甜柿復育技術講習會資料 環境課 

99.09.27 最新消息－新增 9/21 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會議記錄資料 推廣課 

99.09.25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新增陳彥睿、易美秀、許謙信及蔡宛育個人資料 改良課 

99.09.25 新聞稿－新增 9/24 凡那比颱風過後甜柿復育的緊急措施新聞稿  推廣課 

99.09.2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10-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9.24 最新消息－新增凡那比颱風災後甜柿復育措施 改良課 

99.09.24 最新消息－新增凡那比颱風主要農作物之受害情形及復耕復育措施 改良課 

99.09.24 最新消息－更新-因應凡那比颱風造成農業災害，本場成立農作物復耕

及復育技術服務團 
改良課 

99.09.24 最新消息－新增農委會訂於 99 年 10 月 7 日舉辦「農業企業經營管理課

程-資金籌措」 
電腦室 

99.09.21 最新消息－新增 10/1 辦理 99 年度「梨病蟲害防治及合理化施肥宣導」

教育講習暨技術諮詢座談會 
環境課 

99.09.21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9.21 新聞稿－新增 9/20 颱風過後病蟲害管理更重要  推廣課 

99.09.20 最新消息－因應凡那比颱風造成農業災害，本場成立農作物復耕及復育

技術服務團 
改良課 

99.09.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9-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9.20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9.16 出版刊物－更新錄影帶目錄 推廣課 

99.09.16 新聞稿－新增 9/10 水稻第二期作白葉枯病、紋枯病發生警報及 9/15 以

合理化施肥生產優質健康的食材 - 中秋食材聖品茭白筍新聞稿資料  
推廣課 

99.09.16 政策宣導－新增「消保隨堂測驗－網路抽獎活動」資料 推廣課 

99.09.16 便民服務窗口－更新土壤採樣資料 環境課 

99.09.16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土壤採樣資料 環境課 

99.09.16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9.15 最新消息－新增 ICT 應用於安全農產品行銷推廣座談會訊息  環境課 

99.09.14 最新消息－新增 9/21 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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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資料 

99.09.14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作業機制相關資料 環境課 

99.09.1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33 期資料 電腦室 

99.09.14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99 年技轉項目資料 改良課 

99.09.14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情形 改良課 

99.09.14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水稻第二期作白葉枯病、紋枯病發生

警報 
環境課 

99.09.13 農業園地－農特產品－更新南投縣及台中市農特產品圖片 電腦室 

99.09.13 農業園地－農業策略聯盟－番石榴策略聯盟－更新圖片 電腦室 

99.09.13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9.13 最新消息－新增本場辦理他機關現職技工移撥調任本場技工甄選公告 秘書室 

99.09.13 本場公告－新增本場辦理他機關現職技工移撥調任本場技工甄選公告 秘書室 

99.09.1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9-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9.10 栽培技術－花卉－新增園藝治療活動 - 彩繪大地花海製作等12篇資料  改良課 

99.09.08 科技與生活－產銷資訊－更新水梨、番石榴、葡萄與生活等圖片資料 電腦室 

99.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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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9.08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許愛娜個人資料 改良課 

99.09.07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秘書、改良課、環境課、推廣課、分場、秘

書室、會計室主要業務資料 
人事室 

99.09.07 政府資訊公開－組織、職掌、聯絡方式－更新主要業務資料 人事室 

99.09.07 本場簡介－組織編制與職掌－更新職掌資料 人事室 

99.09.07 Q&A－更新植保及蔬菜資料 推廣課 

9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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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9.07 最新消息－新增 8/31 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

座談會會議紀錄資料 
推廣課 

99.09.07 新聞稿－發佈 99 年 9 月 7 日洋桔梗合理施肥及土壤管理技術新聞稿 推廣課 

99.09.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9-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9.03 農業園地－休閒農業－更新連結資料 推廣課 

99.09.0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32 期資料 電腦室 

99.09.02 最新消息－新增 9 月 15 日舉開「茭白筍合理化施肥示範」田間觀摩會

資料 
改良課 

99.09.0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修正 94 期花卉保鮮人人行資料 改良課 

99.09.01 Q&A－更新花卉資料 改良課 

99.09.01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花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9.0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花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9.01 農業園地－網路教學教材－保健植物－更新資料 改良課 

99.09.01 本場簡介－人力資源－更新生技、花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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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8.31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作業機制相關資料 環境課 

99.08.30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8.30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8.30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52 期(99 年 9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8.30 最新消息－更新農業一日體驗營活動花絮照片上網資料 電腦室 

99.08.30 出版刊物－更新特刊 71 號第五節第一篇資料 環境課 

99.08.30 最新消息－新增 9/6 邀請中興大學林金和教授來場專題演講 環境課 

99.08.30 將農業政策政令併入重大政策單元，新聞稿移至快速連結，農業科技發

展併入重要研究成果，農業科技計畫移至政府資訊公開下的施政計畫、

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單元  

電腦室 

9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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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8.30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99 年技轉項目資料 改良課 

99.08.2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9-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8.2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台中場辦理「公益團體農業一日體驗活

動」資料 
推廣課 

99.08.26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場辦理「農業一日體驗活動」資料 推廣課 

99.08.25 本場簡介－新增人力資源資料 電腦室 

99.08.25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8.25 本場簡介－組織編制與職掌－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8.25 最新消息－新增 8/31 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諮詢

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99.08.25 政府資訊公開－組織、職掌、聯絡方式－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8.25 政府資訊公開－條約、中央法規－新增農業法規與解釋令之連結資料 電腦室 

99.08.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8-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8.24 最新消息－新增農業一日體驗營活動花絮照片上網資料 推廣課 

99.08.23 Q&A－更新農機資料 環境課 

99.08.23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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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8.19 招標資訊－新增報廢汽車 1 輛機車 5 輛標售案  秘書室 

99.08.17 栽培技術－雜糧－新增落花生合理化施肥田間栽培技術資料 改良課 

99.08.17 最新消息－新增 8/12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記

錄資料 
推廣課 

99.08.17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99 年技轉項目資料 改良課 

99.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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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8.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8-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8.12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合理化施肥專輯－台中區農業專訊第 69 期 電腦室 

99.08.12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生物技術研究室、農業推廣課資料 電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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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8.11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場辦理「農業一日體驗活動」資料 推廣課 

99.08.10 政策宣導－新增農委會至 9 月中旬前辦理 109 梯「農業一日體驗活動」，

請踴躍至農業漂鳥網線上報名  
推廣課 

99.08.10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99 年技轉項目資料 改良課 

9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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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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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8.0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8-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8.09 最新消息－新增 99 年度台中區第 2 次推廣聯繫會議紀錄資料 推廣課 

99.08.06 Q&A－更新植保、農機、水稻資料 推廣課 

99.08.05 最新消息－新增 8/12 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99.08.03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99.08.03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作業機制相關資料 環境課 

99.08.03 最新消息－新增 7/27「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

詢」座談會會議紀錄資料 
推廣課 

99.08.02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8.02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8.02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51 期(99 年 8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7.30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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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至 99 年 10 月 31 日止  
改良課 

99.07.3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8-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7.27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場長個人資料 電腦室 

99.07.25 招標資訊－新增農作物栽培室及溫室新建工程第 1 次公開招標案得標

資訊 
秘書室 

99.07.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7-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7.23 最新消息－新增「水芋合理化施肥」成果說明會資料 環境課 

99.07.23 最新消息－新增 99 年度台中區第 2 次推廣聯繫會議資料 推廣課 

99.07.23 最新消息－新增雇用殘障田間工作臨時工 1 名 秘書室 

99.07.22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農情及災害查報體系及作業機制相關資料  環境課 

99.07.21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101 期內文資料 電腦室 

99.07.2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電腦室 

99.07.21 最新消息－新增 7/27「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

詢」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99.07.20 合理化施肥技術－更新土壤採樣須知及分析流程資料 環境課 

99.07.20 政府資訊公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新

增 990720 產業補助一覽表 
推廣課 

99.07.20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土壤肥料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9.07.2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7-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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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7.19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7.19 最新消息－8 月 3 日舉開「合理化施肥番石榴果園綠肥大豆栽培利用」

示範成果觀摩會 
環境課 

99.07.16 首長的話－更新場長資料 電腦室 

99.07.16 最新消息－新增場長交接暨宣誓典禮相關資料 電腦室 

99.07.16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土壤肥料研究室、副場長室、果樹研究室資

料 
環境課、電

腦室 

99.07.16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農業機械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9.07.16 農業園地－農業推廣教材目錄－更新土壤肥料資料 環境課 

99.07.15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7.15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農業機械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9.07.15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農業機械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9.07.15 便民服務窗口－更新土壤採樣須知及分析流程資料 環境課 

99.07.15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本場 99 年度辦理合理化施肥具體個案輔導名冊  環境課 

99.07.15 Q&A－更新果樹資料 推廣課 

99.07.14 出版刊物－年報－新增 98 年年報資料 電腦室 

99.07.14 出版刊物－特刊－新增第 97、98、99、100、101 期目錄資料 電腦室 

99.07.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7-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7.12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7.09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7.08 Q&A－新增果樹、蔬菜資料 推廣課 

99.07.0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31 期資料 電腦室 

99.07.06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辦理「葡萄台中 3 號」品種專屬授權移轉授權金招

標案，公告至 99 年 7 月 26 日止  
改良課 

99.07.06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薏仁保健產品生產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移

轉案，公告至 99 年 7 月 16 日止 
改良課 

99.07.06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蕎麥保健產品生產技術」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移

轉案，公告至 99 年 7 月 16 日止 
改良課 

99.07.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7-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7.05 招標資訊－新增農作物栽培室及溫室新建工程第 1 次公開招標案 秘書室 

99.07.05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執行進口種用洋蔥種子委託試作相關事宜 改良課 

99.06.30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6.30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6.30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50 期(99 年 7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6.30 最新消息－新增 7/9 舉開「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示範觀摩會 改良課 

99.06.29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甜柿角斑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9.06.29 最新消息－新增 7/6 舉開 99 年芳苑鄉春作落花生合理化施肥栽培技術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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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田田間成果觀摩會 

99.06.29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地區農業技術座談會會議紀錄 推廣課 

99.06.2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69 期期資料 電腦室 

99.06.25 最新消息－新增 7/1 水稻台中秈 10 號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環境課 

99.06.25 最新消息－新增 6/30 葡萄合理化基肥施用田間成果說明會 改良課 

99.06.25 本場公告－新增「葉用豌豆台中 15 號」品種非專屬授權移轉案 改良課 

99.06.2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7-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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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6.25 最新消息－新增 6/30「2010 農業技術交易展」訊息 電腦室 

99.06.23 最近消息－新增 6/28 舉開「葡萄合理化施肥成果」田間說明會 改良課 

99.06.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6-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6.17 最新消息－新增 6/23 於新社鄉農會，召開「傾聽人民心聲暨台中地區

農業技術座談會」 
推廣課 

99.06.17 最新消息－新增 6/19 舉開「99 年度台中區農業達人創新經營技術經驗

發表會」 
推廣課 

99.06.14 招標資訊－新增 99 年度 1 期水稻濕穀 1 批招標資料 秘書室 

99.06.14 最新消息－新增 6/21 邀請詹明才博士專題演講「植物非抗生素篩選標

示基因於基因轉殖的發展」 
環境課 

99.06.14 最新消息－新增 6/22 及 6/25 二場水稻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田間說明會 環境課 

99.06.14 本場簡介－作物病蟲害預測發生研究室－更新廖君達及葉士財的個人

資料 
環境課 

99.06.1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6-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6.0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30 期資料 電腦室 

99.06.09 最新消息－新增成果發表系列活動訊息 推廣課 

99.06.08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梨台中 2 號品種權」專屬授權移轉授權金招標案 改良課 

99.06.08 最新消息－新增舉開「水稻台中 192 號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說明會 改良課 

99.06.08 政策宣導－新增優質民間網站活動連結 電腦室 

99.06.08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6.0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6-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6.04 最新消息－新增舉開「水稻台稉 16 號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說明會 環境課 

99.06.03 Q&A－新增果樹資料 推廣課 

99.06.03 本場公告－公告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補助計畫作業規範相關資料 推廣課 

99.06.02 最新消息－新增舉開「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成果發表會暨田間觀摩」 環境課 

99.06.02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6.0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29 期資料 電腦室 

99.06.0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農業經營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99.06.01 最新消息－新增 99 年度「梨合理化施肥成果田間說明會」資料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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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年3, 4, 5, 6月份)
資料 

政風室 

99.05.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2, 3, 4, 5, 6 月

份)資料 
政風室 

99.05.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9 期(99 年 6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5.2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年第 6-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5.26 最新消息－新增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近年來試驗研究暨推廣成果發表會

資料 
環境課 

99.05.26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植保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9.05.24 安全農業－農產品產銷履歷－修改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機構一覽表資

料 
推廣課 

99.05.21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5.2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5-5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5.21 最新消息－新增「茄子合理化施肥成果示範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99.05.21 最新消息－新增「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技術諮詢」座

談會會議記錄資料 
推廣課 

99.05.18 政風園地－政風法令規章－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 政風室 

99.05.1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28 期資料 電腦室 

99.05.14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5-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5.13 政策宣導－新增政府各項統計調查，請至行政院主計處網站查詢 會計室 

99.05.13 最新消息－新增舉開 99 年度南投縣草屯鎮「健康薏苡宿根省工栽培」

田間栽培成果觀摩會 
改良課 

99.05.13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 99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彰化地區農業

技術諮詢」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99.05.12 病蟲害發生警報－彰化縣秈稻栽培地區二化螟發生警報  環境課 

99.05.12 病蟲害發生警報－中部地區荔枝細蛾發生警報  環境課 

99.05.07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5-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5.07 最新消息－新增本場園藝治療團隊獲選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績優工作

團隊資料 
改良課 

99.05.05 病蟲害發生警報－一期稻作穗稻熱病發生警報 環境課 

99.05.05 Q&A－新增植保、特用作物、果樹等資料 推廣課 

99.04.30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5-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4.29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8 期(99 年 5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4.28 相關連結－更新圖書館藏連結 電腦室 

99.04.23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5-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4.23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99 年技轉項目資料 改良課 

9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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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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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21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4.20 招標資訊－新增標案直鏈澱粉自動化學分析儀壹套由柏銳企業有限公

司以 200 萬得標 
行政室 

99.04.20 最新消息－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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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4.1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4-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4.16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 99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南投地區農業技

術諮詢」座談會會議記錄資料 
推廣課 

99.04.13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 「龍眼核萃取技術及其應用」技術移轉非專屬授

權案  
改良課 

99.04.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4-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4.09 政府資訊公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新

增 98 年度補助辦理情形 
推廣課 

99.04.07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 99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

產銷技術諮詢」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99.04.0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27 期資料 電腦室 

99.04.06 Q&A－新增植保、特用作物、果樹等資料 推廣課 

99.04.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4-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4.06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枇杷白紋羽病非農藥防治示範觀摩會資

料  
環境課 

9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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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3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7 期(99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3.3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3.3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4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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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課 

99.03.29 網路資源－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3.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4-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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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24 最新消息－新增枇杷白紋羽病非農藥防治示範觀摩會活動訊息 環境課 

99.03.24 最新消息－更改合理化施肥柑桔園苕子綠肥作物栽培利用示範成果觀

摩會活動時間 
環境課 

99.03.24 資訊公開－預算與決算－新增 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資料 會計室 

99.03.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3-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3.19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移除陳世芳個人資料連結 推廣課 

99.03.19 要研究成果－更新推教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99.03.19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推教研究室資料 推廣課 

99.03.19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台中地區柑桔產銷技術 推廣課 



 13 

座談會」會議記錄資料 

99.03.18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3.18 最新消息－新增「園藝治療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99.03.18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宣導及甜柿栽培管理」教育講習會資料 環境課 

99.03.18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環境課及推廣課人力資源資料 電腦室 

99.03.17 最新消息－更新葡萄露菌病已零星發生，台中場籲請農民加強防治等資

料  
環境課 

99.03.16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中部地區荔枝銹蜱發生警報、葡萄露

菌病已零星發生，台中場籲請農民加強防治等資料  
環境課 

99.03.15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3.15 最新消息－新增合理化施肥梨園苕子綠肥作物栽培利用示範成果觀摩

會、合理化施肥柑桔園苕子綠肥作物栽培利用示範成果觀摩會等活動訊

息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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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1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3-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3.10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台中地區柑桔產銷技術

座談會」資料 
推廣課 

99.03.10 合理化施肥技術－新增合理化施肥專輯－台中區農業專訊第 68 期  電腦室 

99.03.1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68 期期資料 電腦室 

9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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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環境課 

99.03.10 本場公告－更新杏鮑菇栽培介質製作方法非專屬授權案技術移轉案資

料 
環境課 

99.03.10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非洲菊合理施肥及土壤管理技術資料 推廣課 

99.03.09 招標資訊－新增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壹套、直鏈澱粉

(Amylose)自動化學分析儀壹套等招標資料 
行政室 

9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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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復育措施資料 
改良課 

99.03.0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3-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3.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26 期資料 電腦室 

99.03.05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梨赤星病已開始發生，台中區農改場籲請

農友加強防治以減少損害 
推廣課 

99.03.04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梨赤星病已開始發生，台中區農改場

籲請農友加強防治以減少損害 
環境課 

99.03.03 Q&A－新增土肥、蔬菜等資料 推廣課 

99.03.03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研發「葉用豌豆台中 15 號」品種非專屬授權移轉

案 
改良課 

99.03.03 栽培技術－蔬菜－更新資料檔案型態為保全狀態 改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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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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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02 要研究成果－更新土壤肥料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9.03.02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土壤肥料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9.03.01 最新消息－新增「非洲菊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觀摩會資料 改良課 

99.03.01 最新消息－新增「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設施葡萄產銷技術座談會」

會議記錄資料 
推廣課 

99.03.01 要研究成果－更新花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3.0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25 期資料 電腦室 

99.03.01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3-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2.26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6 期(99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2.26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2.26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3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2.25 栽培技術－蔬菜－新增牛番茄介質耕栽培技術、茄子合理化施肥技術、

高品質東方甜瓜栽培技術等資料  
改良課 

99.02.25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稻作與米質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2.25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2.24 合理化施肥技術－辦理 99 年度「合理化施肥宣導」教育講習會 環境課 

99.02.24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稻作與米質、花卉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2.23 最新消息－新增召開「傾聽人民心聲暨彰化地區設施葡萄產銷技術座談

會」資料 
推廣課 

99.02.23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果樹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2.12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生物技術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2.12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生物技術、農場管理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2.11 重要研究成果－更新蔬菜、特作及雜糧等研究室資料 改良課 

99.02.11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特作及雜糧、花卉、果樹、蔬菜等研究室資

料 
改良課 

99.02.09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第 55 至第 57 期期資料 電腦室 

99.02.08 技術移轉專區－新增 98 年及 99 年技轉項目資料 改良課 

99.02.08 農業科技發展－更新技轉及專利資料 改良課 

99.02.0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第 47 至第 54 期期資料 電腦室 

99.02.06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2-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2.06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第 32 期至第 46 期資料 電腦室 

99.02.05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植保研究室資料 環境課 

99.02.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第 24 期至第 31 期資料 電腦室 

99.02.04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第 14 期至第 23 期資料 電腦室 

99.02.02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更新第 1 期至第 13 期資料 電腦室 

99.02.01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5 期(99 年 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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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01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2.01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2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2.01 Q&A－新增土肥資料 推廣課 

99.01.29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2-1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1.28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蔬菜、土壤、農機、推教、雜糧等研究室資

料 
電腦室 

99.01.28 最新消息－新增 99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會議記錄 
推廣課 

99.01.26 本場簡介－組織架構－更新副場長室資料 副場長室 

99.01.22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1-4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1.21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93 期至第 124 期資料 電腦室 

9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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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1.21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番茄晚疫病已開始發生，台中場籲請農友

加強防治，以減少本病蔓延 
推廣課 

99.01.20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83 期至第 92 期資料 電腦室 

99.01.20 植物保護－病蟲害發生警報－新增番茄晚疫病已開始發生，台中場籲請

農友加強防治，以減少本病蔓延  
環境課 

99.01.20 本場公告－新增公告本場「 杏鮑菇栽培介質製作方法 」非專屬授權案

技術移轉案附件資料 
電腦室 

99.01.20 招標資訊－更新資料 電腦室 

99.01.20 最新消息－新增 99 年度「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暨南投地區農業技術

諮詢」座談會 
推廣課 

99.01.18 最新消息－本場「水稻台稉 9 號品種及種子生產繁殖技術」境外專屬授

權案，已由日本業者「株式會社千船屋」得標 
秘書室 

99.01.15 招標資訊－新增農業試驗研究推廣短期促進就業勞務外包 10 人 99 年 1
月 25 日下午 14 時 0 分，本場綜合大樓第二會議室公開開標 

行政室 

99.01.1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79 期至第 82 期資料 電腦室 

99.01.15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1-3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1.15 最新消息－公告人才培訓第 5 階段甄選結果 人事室 

99.01.15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99.01.12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 98 年秋裡作優質蕎麥」田間栽培成果

觀摩會  
推廣課 

99.01.08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66 期至第 78 期資料 電腦室 

99.01.08 農業園地－推廣活動－99 第 1-2 週推廣活動 推廣課 

99.01.08 農情資訊查報－更新資料 環境課 

99.01.08 本場公告－公告本場「 杏鮑菇栽培介質製作方法 」非專屬授權案技術 環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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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案 

99.01.07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更新第 61 期至第 65 期資料 電腦室 

9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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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復育措施資料  
推廣課 

99.01.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業專訊－新增第 67 期資料 電腦室 

99.01.05 Q&A－新增植保資料 推廣課 

99.01.05 出版刊物－台中區農情月刊－新增第 124 期資料 電腦室 

99.01.05 本場公告－新增本場農業產業研發及人才培訓提升計畫第五階段培訓

公告資料 
人事室 

99.01.04 農業政策政令－新聞稿－新增葡萄合理化基肥施用技術資料 推廣課 

99.01.04 政風園地－廉政電子報－新增第 044 期(99 年 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1.04 政風園地－機關安全維護－新增安全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99.01.04 政風園地－公務機密維護－新增機密維護常識彙編(99 年 1 月份)資料 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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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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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dares.coa.gov.tw/htmlarea_file/web_articles/tdares/1609/98update.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