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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有機農產品驗證推廣及稽核人員訓練課程 

一、主旨 

為配合食安五環政策，落實重建生產管理之農產品溯源制度，促

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朝陽科技大學為配合辦理有機農產

品驗證推廣及稽核訓練課程，課程內容含括： 

1.有機農產品認驗證適用之法規和標準。 

2.農產品耕作、加工、分裝與流通過程與相關技術及規範。 

3.有機農產品查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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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規範知識。 

二、訓練對象 

歡迎對有機農產品驗證稽核及食品安全有興趣之相關人士參加，

無特定資格限制。 

三、上課期間 

第一階段：111 年 09 月 17 日(星期六)至 111 年 09 月 18 日(星期

日)；111 年 09 月 24 日(星期六)至 111 年 09 月 25 日(星期日)；時

間為 08:10 至 17:00。 

第二階段：11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至 11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

日)；11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至 11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

時間為 08:10 至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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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課地點 

朝陽科技大學 E520 會議室，地圖內容詳見附件三。 

五、開課標準 

本班開課人數標準為 20 人，招收人數上限為 30 人，報名且完成

繳費者優先錄取。名額有限，報名要快！ 

六、收費標準 

1.課程分為兩階段，每階段課程共計四天，每人收費新台幣 3,000

元，兩階段共計 6,000 元(提供講義、午餐、茶點)。 

2.同一機構如有三人以上團體報名，可享報名費 9 折之優惠。 

七、報名方式 

1.本課程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為

https://forms.gle/JqaW1JNAUKDG7sfc7) 

2.報名截止日： 

第一階段為 111 年 09 月 08 日(星期一)。 

第二階段為 111 年 10 月 07 日(星期五)。 

3.開課前 3 天會寄發開課通知及注意事項至已錄取學員所提供之

電子信箱，請確實填寫相關資訊，完成報名手續並完成繳費，始

完成報名程序並得參加課程。 

4.繳費方式： 

(1)請於繳費期限內以劃撥方式將報名費用匯入郵局劃撥帳戶，

https://forms.gle/JqaW1JNAUKDG7sfc7


 -3- 2022-08-15 

或至本校(健康農糧中心)現金繳費。 

 地址：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朝陽科技大學人文科

技大樓6F。 

 電話：04-23323000 分機7282。 

劃撥帳號 財團法人朝陽科技大學 

戶名 土銀銀行(005)大里分行(1507) 

劃撥代號 150005717193 

(2)繳費期間： 

第一階段為 111 年 09 月 08 日(星期一)。 

第二階段為 111 年 10 月 07 日(星期五)。 

(3)請務必於『備註欄』上註明專案名稱。 

專案名稱：111 年有機農產品驗證推廣及稽核人員訓練課程。 

(4)完成繳費後，請儘速協助填寫本訓練課程匯款回傳線上表

單，並掃描或拍照回傳繳費收據備查及留存。 (網址為

https://forms.gle/zyQdZWu2YXMDfQa67) 

5.收據開立事項提醒： 

(1)如非要開立個人姓名，請提供公司行號或學校全銜等資訊，

以免與其他入戶金額混淆，致使無法開立收據。 

(2)若為二位(含)以上人數一同匯款，亦請詳加註明姓名或收據

開立方式。 

https://forms.gle/zyQdZWu2YXMDfQ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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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報名後如於第一階段9月14日(星期三)、第二階段10月19日(星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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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第一階段9月17

日(星期六)、第二階段10月22日(星期一)(含)之後請恕全額不予退

費。 

7.每一梯次訓練課程，經評量合格者，得領取合格結業證明書；

評量未合格或未到課時數達課程總時數十分之一者，僅領取參訓

證明書。 

8.課程進行需參與綜合測驗，筆試合格分數為60分。 

八、附註說明 

1.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開課日期、內容及講師之權利。 

2.課程內容詳見附件一，請參考課程分類說明、及適用之業務類

別，並請留意計算選擇課程之時數是否符合法規要求。 

3.如有意願擔任農產品有機驗證稽核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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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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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次訓練班統一於 10 月 30 日(週日)進行測驗。有參加測驗且

得分達 70 分(含)以上者，所選課程將納入合格證書。經考試合格、



 -5- 2022-08-15 

且請假時數符合上述之規定者，將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寄發本

次活動之合格證書。 

6.評量未合格但到課時數達課程總時數十分之一者，僅核發參訓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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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有機農產品驗證推廣及稽核人員訓練課程附件一 

【第一階段課程表】 

節次 時間 9/17(六) 9/18(日) 9/24(六) 9/25(日) 

 08:00~08:10 簽到/領取資料 

一 08:10-09:00 ISO 17065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服務 有機農業病害綜合管理與資材

使用實務 

有機農產品驗證稽核實務、經

驗分享與案例分析 

有機農產品加工、分裝、

流通驗證稽核實務、經驗

分享與案例分析 

二 09:10-10:00 

三 10:10-11:00 有機農業促進法 

及相關細則簡介 四 11:10-12:00 

 12:10-13:10 午餐時間 

五 13:10-14:00 
有機農糧產品驗證基準 

有機農業蟲害綜合管理 

與資材使用實務 有機農產品驗證稽核實習 

(實地教學) 

有機農產品加工、分裝、

流通驗證稽核實習 

(實地教學) 

六 14:00-15:00 

七 15:10-16:00 有機農產品包裝、標示與標章

查驗流程與實務案例 

有機農業雜草管理 

與資材使用實務 八 16:10-17:00 

備註 有機防治(8HR) 有機防治(8HR) 稽核技巧(有機，8HR) 稽核技巧(有機，8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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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有機農產品驗證推廣及稽核人員訓練課程附件一 

【第二階段課程表】 

節次 時間 10/22(六) 10/23(日) 10/29(六) 10/30(日) 

 08:00~08:10 簽到/領取資料 

一 08:10-09:00 
農產品初級加工 

技術原理與方法 

穀類雜糧加工製品加工流程管

制作業標準危害分析及管制 
驗證農產品之追溯追蹤管理 

農產品加工流程及 

作業場所設備規劃 二 09:10-10:00 

三 10:10-11:00 
食品添加物使用 

與管理作業簡介 
內部稽核辦理項目及程序 

食品安全危害分析管制

HACCP 與食安管理 四 11:10-12:00 
農產品加工場所設備器具清洗

與病媒蚊防治作業 

 12:10-13:10 午餐時間 

五 13:10-14:00 
農產品加工場所設備器具清洗

與病媒蚊防治作業 

農產加工品驗證案例分析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 

學習成效評估及結業式 六 14:00-15:00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GHP 

與溯源查驗 
七 15:10-16:00 

農糧產品內部稽核經驗分享 
八 16:10-17:00 

備註 加工產製(8HR) 
加工法規(2HR) 

稽核技巧(加工 6HR) 

加工產製(6HR) 

加工法規(2HR) 
加工產製(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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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監督管理辦法」附件二 

2.基本人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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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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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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合格稽核員應每二年通過至少二十小時之進階訓練，其訓

練內容同第 2.1.3 點之規定，並執行至少十場次之實地稽核作

業，始能維持資格。 

2.1.7 第 2.1.2 點及第 2.1.6 點實地稽核作業場次規定，如因情況

特殊致特定農產品類別之實地稽核作業場次無法達成者，得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調減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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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有機農產品驗證推廣及稽核人員訓練課程附件三 

【交通方式】 

一、地點：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E520專業教室 

二、地址：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三、位置圖： 

 

四、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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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資訊： 

(一)自行開車 

1.導航設定地址：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2.南下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 

行駛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南下→於174-大雅出口下交流道→接環中

路一段→上74快速道路→於30大里出口下交流道→接環中東路

六段直行→於中興路一段左轉→於吉峰路左轉→於岔路靠右走

吉峰路→於吉峰東路左轉→目的地在您的右手邊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行駛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南下→於211-霧峰出口下交流道→左轉

進入中正路→岔路靠右走中正路→岔路靠右走錦州路→遇下個

岔路右轉走錦州路→於民生路左轉→於吉峰東路右轉→目的地

在您的右手邊 

3.北上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 

行駛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北上→於211-霧峰出口下交流道→左轉

進入中正路→岔路靠右走中正路→岔路靠右走錦州路→遇下個

岔路右轉走錦州路→於民生路左轉→於吉峰東路右轉→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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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右手邊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行駛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北上→於211-霧峰出口下交流道→左轉

進入中正路→岔路靠右走中正路→岔路靠右走錦州路→遇下個

岔路右轉走錦州路→於民生路左轉→於吉峰東路右轉→目的地

在您的右手邊 

(二)高鐵 

1.搭乘高鐵至【臺中烏日高鐵站】下車。  

2.轉乘台中客運133路、中台灣客運151路及全航客運158路至朝陽

科技大學站下車。  

3.搭乘計程車，車程約40分鐘。 

(三)台中市區公車(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車) 

1.搭乘台中客運201路、107路、108路至朝陽科技大學站下車。 

2.搭乘中台灣客運50路、53路至霧峰分局(吉峰路口)，轉搭台中客

運132路及中台灣客運151路至朝陽科技大學站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