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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有機農業驗證法規講習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協辦單位】：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目    的】： 為協助國內有機產業相關人士瞭解臺灣有機農業認驗證管理制度及相關法令規範，

以培養有機產業人士專業知識。農糧署委託本會辦理『108年度有機農業驗證法規

講習』，培訓內容著重 ISO 17065、有機農產品稽核實務與法規、等訓練課程。 

【對    象】：國內有機驗證機構人員優先。或有志從事驗證稽核之人員與農委會及所屬機構（農

糧署、藥毒所、農試所、各區改良場）、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大專院校、各

級農會、消保團體、民間有機農業相關志工組織或有興趣之社會人士。 

【課程時間】：108 年 12月 9日(一)~ 12月 10日(二)  

【上課地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城中區進修推廣大樓(屏東市信義路 151 號)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年 12月 3日（二）截止或額滿為止（100人）。 

【報名方式】：驗證機構所屬稽核員請統一造冊報名。請詳盡填妥報名表、附身分證影本，電郵 

             atoap2007@gmail.com，或郵寄至 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農園系有機農業研究室(HO106)」，或傳真(08)774-0227 (傳真或電郵後請來電確 

             認，謝謝！)另請驗證機構人員繳交兩張照片，以製作證書（近半年內二吋脫帽照， 

             照片背後請註明姓名）。 

【報名費用】：本講習會採免費報名。 

【食    宿】：本講習會提供餐點。(住宿請自行規劃，附件為參考住宿單位)。 
【連絡電話】：(08)770-3202轉 6349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陳小姐。 
【備    註】：1.全程參與課程，驗證機構人員通過筆試，發予結業證書；其他非稽核員者，可提

供研習(時數)證明。 

 2. 政府單位相關業務承辦人員，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共 14小時。 
 3. 為實踐有機、環保行動，請自備環保筷及茶杯等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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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表】： 

時間 科目名稱 機關（構）及講師 分鐘 

 12月9日（一） 

09:40-10:10 報到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10:10-10:20 主辦單位致詞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10:20-12:00 有機農業促進法相關子法介紹 謝叔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南區分署農業資材課技士 

100分 

12:00-13:30 午餐  

13:30-15:10 有機水產品驗證基準(暫訂) 洪柏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科長 

100分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ISO/IEC 17065 認證規範概述
與稽核員相關條文規範說明 王鵬宇/全國認證基金會經理 100分 

17:00-17:10 休息  

17:10-18:00 有機農產品稽核實務報告(一) 程得善/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
協會組長 

50分 

18:00~ 晚餐  

12月10日（二） 

08:30-09:00 報到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09:00-10:40 市售農產品查驗實例探討 鄭永裕/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副處長 100分 

10:40-10:50 休息  

10:50-12:30 有機農產品加工規範 
黃健政/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
暨研究所副教授兼農產品履歷驗
證中心主任 

100分 

12:30-13:30 午餐  

13:30-14:20 有機農產品稽核實務報告(二) 財團法人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 
代表 

50分 

14:20-15:10 有機農產品稽核實務報告(三) 謝佳吟/慈心有機驗證股份有限公
司副理 

50分 

15:10-16:00 有機農產品稽核實務報告(四) 成大智研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
司 代表 

50分 

16:00-16:50 測驗及綜合座談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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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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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屏東市合法旅館 

名稱  類別  地址 /電話 

歐悅國際精品旅館 -屏東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 479 號   08-7555222  

鮪魚家族飯店屏東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 255、 255-2 至 255-10 號  

08-7322352 

富光大飯店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 19-7 號   08-7345656  

樂樂商務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 1110 號 1-4 樓   08-7660966  

進成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大同里民族路 42 巷 25 號   08-7322939  

阿曼城市汽車旅館   旅館  90065 屏東縣屏東市崇仁街 22 號 ,25 號   08-7662777  

薇風精品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大豐路 3 巷 1 號   08-7557766  

坤園大飯店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杭州街 39 之 6 號、 41 號   08-7331300  

格尚庭園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大豐路 88 號   08-7553840  

富門大飯店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建南路 6 號    08-7536800  

子琪大飯店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100 號    08-7337933  

怡東大飯店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 25 號 9-10 樓   08-7323666  

皇星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 59-1 號   08-7233123  

建國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 107 號   08-7531888  

東星大飯店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光復路 18 號   08-7330088  

渡假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潭墘里自由路 790 號   08-7331777  

如家客棧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媽祖巷 2 號   08-7337739  

鑽石大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光復路 112-1 號   08-7324298  

綠洲大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 9-1 號   08-7325176  

台輪大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族路 159-1 號   08-7322108  

荷蘭村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公正四街 132 號   08-7667869  

萬國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68 號   08-7322657  

金龍大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116 號   08-7324245  

新生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 20 號   08-7323021  

海德堡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建華三街 1 號 1-3 樓   08-7518866  

楓情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622,624 號   08-7653271  

飛馬大飯店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光復路 60 號   08-7326111  

米蘭村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33 號   08-7370677  

東和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福建路 35 號   08-7321775  

一品大旅社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 179 號   08-7228178  

六本木汽車旅館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公正四街 132 號   08-7667869 

薇米文旅 旅館  
900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 25 號 9 樓之 1 至之 32、10 樓之

1 至之 32  08-73434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bef7e9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bf5cd7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d0582f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dd8163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ed94ec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f65593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fe06e1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04a3a7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087d23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a77022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a80508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7d95ad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8083fd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84a67f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8d3713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94180b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318e96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32910d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3cf9eb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44bdc4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4a126c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5221ca
http://taiwan.net.tw/m1.aspx?sno=0000112&id=C4_59f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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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有機農業驗證法規講習會 

報名表 

姓    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餐 

 

飲 

□ 葷食 

 

□ 素食 

二吋照片黏貼處 身分證字號  性別 
□  男 

□  女 

服務機關 

(請寫全銜) 
 

部    門  職    稱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請正楷填寫) 

電    話 （公）：                （宅）：               （手機）： 

需公務人員認證

時數 
   是□          否□ 

注 

意 

事 

項 

1. 報名至 108年 12月 3日（二）截止或額滿為止（100人）。報名核定名單將電郵通知錄取者。

其它未竟事宜，請逕洽本會詢問，TEL：(08)770-3202 分機 6349陳小姐。 

2. 公務員可獲 14小時學習時數認證。全程參與並通過測驗者，驗證機構人員授予結業證書，其

他非稽核員者發予研習(時數)證明。 

3. 欲住宿學員，附件將提供鄰近會場旅館聯絡方式，本單位不代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