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有機及產銷履歷
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訓練班
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
日期：111 年 7 月 01~03 日，7 月 8~10 日，7 月 15~18 日
地址：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一、【主辦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
二、 【主

旨】 國立中興大學自 97 年至 110 年辦理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
訓練課程，深受主管機關信任以及社會人士肯定。本校延續歷年課程辦理
理念再次開辦 111 年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驗證稽核訓練，課程內容含括:
1. 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認驗證適用之法規和標準
2. 農產品產製儲銷過程和技術之相關知識
3. 查核（稽核）技巧、方法及案例分析
4.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或該驗證業務類別之相
關知識

三、 【訓練對象】歡迎對農產品驗證稽核及食品健康安全有興趣之相關人士參加，不限報名
資格。(如有意願擔任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者，可參考農委會規定稽核人員
應符合資格之相關要求如附件二、附件三) 。
四、 【上課期間】111 年 7 月 01~03 日(星期五、六、日)，7 月 8~10 日(星期五、六、日)，
7 月 15~18 日(星期五、六、日、一)。
五、【上課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環境科學大樓 10 樓視聽教室（附件四）。
六、【開課標準】報名人數達 30 人開班，上限為 60 人。以報名且完成繳費者優先錄取。
七、【收費標準】
１、每一日課程每人收費新台幣 3,000 元，依照選課天數計費。
２、選修 5 日 15,000 元，超過 5 日，則後續每一日以 1,000 元/每人每日 計費，
最高收費為 19,000 元。
３、同一機構如有三人以上團體報名，可享報名費 95 折之優惠。
４、詳細金額依錄取通知信件中各人報名天數所計算之金額為主。
八、【報名方式】
１、請至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 http://apacctw.org/APACSWeb/index.html )
線上報名系統進行報名，本年度課程僅受理線上報名。報名截止日為 111 年 06 月
17 日(五)。上課通知將於開課前 5 天以 email 寄發。
２、報名後請盡速繳費，繳費完成之後才視為完成報名程序。繳費方式：請開立「國立
中興大學」抬頭之郵政匯票、或至農產品驗證中心現金繳費。請於報名截止日之前
完成繳費。
３、報名後如於 5/20 前取消報名者，可申請退費報名總金額百分之七十；除非遇颱風天
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而完全取消課程，否則 5 月 21 日之後請恕全額不予退費。
４、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開課日期、內容及講師之權利。

九、【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詳見附件一，請參考課程分類說明、及其各自適用之驗證範圍/業務類別，並請
自行留意計算選擇課程之時數是否符合法規要求(參考附件二、附件三)。

十、【注意事項】
１、課程期間如需請假者，請告知主辦單位進行登記及確認，請假時數超過該學員選課總
時數十分之一者不予發證。若因特殊原因或公務需求須請假超過選課總時數十分之一、
並可提出證明者，請另行向主辦單位申請核可。
２、本次訓練班統一於 7/18 日(一) 進行測驗。有參加測驗且 70 分(含)以上及格者，所
選課程將納入合格證書。經考試合格、且請假時數符合上述 1.之規定者，本中心將於
課程結束後一個半月之內寄發證書。
３、請於報名時確定是否需要統編。如於繳費後要求修改或增加統編，恕無法配合辦理。
４、如遇颱風天災等特殊原因、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台中市政府公告停班停課，則將
延後上課日期，補課日期將另行通知並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５、課程期間住宿及交通自理，相關資訊請參考附件四、附件五。
６、如有其它問題，歡迎來電詢問，聯絡電話：(04)2284-0490 轉分機 221，陳小姐。

十一、【防範 Covid-19 疫情注意事項】
１、出席人員應主動配合主辦單位之防疫措施--需通過體溫檢測方能進入，請務必提早
進校以免耽誤課程。
２、出席人員於課程期間應配戴口罩，請於入場前自行備妥。
３、若有疑似 Covid-19 相關症狀者應避免出席並主動通報衛生防疫單位。
４、 所有參與本課程之人員，如有周遭親友或共同生活者須進行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時，
應同時配合「在家」自主健康管理；同住者如有境外移入及需自我隔離者，請勿前
來上課會場。
5、 報名者請於收到錄取通知 email 之後，回傳已施打三劑新冠肺炎疫苗之證明。

APACC 網站

報名連結

附件一

111 年度有機及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訓練班課表
時間/課程

8:008:10

7/01(五)

開
幕
式

8:10-9:00

9:10-10:00

10:10-11:00

11:10-12:00

13:10-14:00

14:10-15:00

農糧作物臺灣良好
農業規範 TGAP

蜂蜜良好農業規範 TGAP

7/02(六)

安全用藥及綜合防治管理
-病害-

安全用藥及綜合防治管理
-蟲害-

安全用藥及綜合防治管理
-雜草-

7/03(日)

有機農業促進法
暨相關子法簡介

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
農產品品質及標示查驗實務

7/08(五)

有機農業資材使用管理
-病害-

有機農業資材使用管理
-蟲害-

7/09(六)

土壤環境管理

植物營養與肥培管理

7/10(日)

簽
到

16:10-17:00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法規介紹

法規 8h

產銷履歷資訊平台操作

產履

農業概論 6h
稽核技巧 2h

有機農糧產品驗證基準

有機同等性及進口
有機農產品驗證實務

有機

法規 8h

有機農業資材使用管理
-雜草-

有機農業資材使用管理
-加工-

有機

農業概論 8h

作物栽培概論

有機+產履

農業概論 8h

農糧產品加工概論

有機+產履

農業概論 8h

驗證稽核文件與報告撰寫 有機+產履

稽核技巧 8h

農糧產品採後處理與包裝儲運
管理系統稽核指導綱要
ISO 19011

農產品驗證
稽核技巧實務

集團驗證管理查核
與案例分析

7/16(六)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簡介
GHP

食品安全危害分析管制
HACCP

加工場所設備器具
清洗消毒與病媒防治

作業場所設備及
加工流程規劃

農產品現場稽核實習與案例分析

7/17(日)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
ISO 17065

全球良好農業規範
GLOBALG.A.P

課程分類/適用類別
產履

7/15(五)

7/18(一)

15:10-16:00

學習成效評估

閉幕結業

食品安全
有機+產履
衛生準則
(產履必上) 8h
有機+產履

稽核技巧 8h

有機+產履

法規 4h
測驗 2h
(必選)

附件二

有機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之資格要求
摘自「有機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監督管理辦法」附件
2 人力基本規範
2.1

驗證稽核人員
2.1.1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2.1.1.1 國家考試相關職系合格。
2.1.1.2 農產品（作物、畜產、水產、林產、加工產品）生產、加工、研究、開發、技術、
運銷、檢驗、品質管理、有關標準或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審定工作經驗。
2.1.1.2.1 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一年。
2.1.1.2.2 非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二年。

2.1.2 應取得符合性評鑑之稽核相關訓練合格證書，並按農產品類別（作物、畜產、水產、林
產、加工產品）參與實地稽核作業經驗達五場次以上，且實地稽核作業經驗應在取得合
格稽核員資格前兩年內完成。
2.1.3 應通過下列之訓練並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2.1.3.1 有機農產品適用法規、國內外驗證制度至少八小時。
2.1.3.2 農產品產製儲銷過程和技術之相關知識至少十六小時。
2.1.3.3 查核（稽核）技巧、方法及案例分析至少十六小時。
2.1.4 有關第 2.1.3 點所定之訓練，以參加下列者為限：
2.1.4.1 中央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辦理之訓練。
2.1.4.2 中央主管機關計畫委託之機構辦理之訓練。
2.1.4.3 大專院校辦理之訓練。
2.1.4.4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專業機構辦理之訓練。
2.1.5 非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其依第 2.1.3 點通過之訓練時數，不得少於六十小時。

附件三

產銷履歷驗證稽核人員之資格要求
摘自「驗證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查核管理辦法」附件
2 人員
2.1 驗證稽核人員
2.1.1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2.1.1.1 國家考試農業或食品相關職系合格。
2.1.1.2 一年以上執行農產品驗證之工作經驗。
2.1.1.3 農產品生產、加工、研究、開發、技術、運銷、檢驗、品質管理、
有關標準或法規制（訂）定、修正或審定之工作經驗。
2.1.1.3.1 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一年。
2.1.1.3.2 非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二年。
2.1.2 應取得符合性評鑑之稽核相關訓練合格證書，並按驗證制度及其驗證業務類別參
與實地稽核作業達五場次以上，且實地稽核作業經驗應在取得合格稽核人員資格
前兩年內完成並檢附佐證紀錄。稽核人員於取得合格資格前之實地稽核作業，不
具驗證效力。
2.1.3 驗證機構應規定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應通過必要的訓練，始能執行驗證業務。本
項訓練包括下列事項：
2.1.3.1 驗證農產品適用法規、國內外驗證制度。
2.1.3.2 農產品產製儲銷過程和技術之相關知識。
2.1.3.3 查核技巧、方法及案例分析。
2.1.3.4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或該驗證業務類別之
相關知識。
2.1.4 有關 2.1.3 所定之訓練，各項訓練時數不得低於八小時，訓練總時間不
應少於四十小時，且 2.1.3.1 之訓練以參加下列者為限：
2.1.4.1 中央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辦理之訓練。
2.1.4.2 中央主管機關計畫委託或補助之機關（構）、法人辦理之訓練。
2.1.4.3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訓練。
2.1.5 非農業或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依 2.1.4 通過之訓練時數，不得少於六十小時。

附件四

【交通資訊】


國立中興大學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校門口位於
興大路與學府路交叉口）。

 台中市公車：
1. 搭乘統聯客運 73 線、50 線或 23 線（23 線不經台中火車站）
。
2. 台中客運 33 線（停靠台中高鐵站、台中火車站）或 35 線。
3. 中鹿客運 52 線。
4. 搭乘時請注意方向。
 其它交通方式：
1. 台中火車站至中興大學，車程約 10 至 15 分鐘。
2. 高鐵車站至中興大學，車程約 20 至 30 分鐘，也可在高鐵轉
搭台鐵（新烏日站）至五權車站或台中火車站，再走路或搭計
程車到中興大學，或搭台中客運 82 線在第三分局下車，沿學
府路走約 300 公尺到本校校門口；或搭全航客運 158 線（台
中高鐵-兒童藝術館線，不經台中火車站）到國光路側門。
3. 車輛進入本校校園須依規定使用悠遊卡或車牌辨識進入，離校

時繳交停車費用。

附件五

【住宿資訊】
（僅供參考）
 台中福泰桔子商旅-公園店
1. 地址：台中市中區公園路 17 號
2. 電話：(04)2226-2323
 葉綠宿站前館
1. 地址：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 123 號
2. 電話：(04)2223-1789
 台中奇異果快捷旅店
1. 地址：台中市中區中正路 253 號
2. 電話：(04)2229-4466
 台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1. 地址：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94 號
2. 電話： (04)3505-9898
 企業家大飯店
1. 地址：台中市東區和平街 160 號
2. 電話：(04)2220-7733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 地址：台中市東區台中路 287 號
2. 電話：(04)2280-7236
 達欣商務精品飯店
1. 地址：台中市中區建國路 180 號
2. 電話：(04)2226-9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