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度農產加工製程暨衛生安全訓練班 報名簡章
一、課程目的：
為提升國內農產業者對農產品加工及安全衛生管理能力，規劃辦理農產加工製
程暨衛生安全訓練班，以強化農民及農民團體對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相關法規的
認知及農產品原物料與加工製程把關能力，以確保農產加工品品質與衛生安
全。
二、指導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四、報名對象：
1. 本訓練班培訓之農民及農民團體等農產加工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及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於報名時備齊資料進行書審，若資料不齊或不清楚者將視同
資格不符不予提供報名。
2. 本訓練班非以「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申請人為對象。
1. 遴選優先順序及應檢附文件：
優先順序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取得合法農產品加工場所之農
(1)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農糧產品加
民團體或產銷班
工室容許使用或廠房使用執照。
(2)生產原料具溯源登錄、產銷履
(2)溯源登錄、產銷履歷或有機驗證
歷或有機驗證者
之證明文件
2. 經上揭條件遴選後若尚有餘額，由主辦單位開放依報名先後順序遴選。

五、開班班次及地點：
高雄場：109 年 10 月 6 日 高雄蓮潭會館 102 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台中場：109 年 10 月 7 日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 319 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Rich 19 大樓）)
六、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1. 每梯次每單位參加人員以 3 名為限，報名人數限額 80 名。
2. 本課程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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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G9cTLdkTJaNAqko9
4. 線上報名自 109 年 8 月 24 日起至 109 年 9 月 18 日止，為維護活動品質，本
活動不受理紙本報名及現場報名。
5. 每班課程為 1 天，提供免費講義、午餐便當及茶水，其他因參與本課程所衍
生之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
6. 如已報名因故無法參加者，請盡早通知，最晚請於各班次上課前 5 日來電告
知。
7. 若遇不可抗拒之天災情事，經政府機構依權責宣佈放假，則延期舉辦，日期
再另行通知。
七、課程表：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08:30-08:50

學員報到

08:50~09:00

長官致詞

09:00-10:00

ISO22000 農產加工廠房規劃

10:05-11:05

農產加工廠房衛生安全實務分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有限責任南投市鳳梨生產合作社
林稷治 總經理

農產加工產品製程中危害分析重要
11:10-12:10

管制點（HACCP）實務分享
午休用餐

12:10-13:30
加工製程與衛生安全管理
13:30-14:30

14:35-16:05
16:05-17:05

概論

前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技

加工製程與衛生安全管理

術服務及推廣中心主任

實例分享

黃錦城

食品追溯追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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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說明：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教室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電話：07-341-3333

開車

※高速公路： 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華路交流道下接
翠華路→左轉崇德路。
※高雄市區：
1. 北上： 博愛三路→左轉崇德路。
2. 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崇德路。

高鐵

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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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
搭乘
捷運

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 R15 生態園區站轉搭捷運接駁公車紅 51 至會館下車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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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 319 教室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Rich 19 大樓）
電話：04-2708-7982
GPS 座標：N24.16899 E120.64021

※台中教育中心位於在臺灣大道三段、光明陸橋旁，【Rich 19 大樓】。
※國道一號：於中港交流道下出口匝道，往台中市方向前進，沿台灣大道直行，至河 南
路迴轉即可抵達。
※台 74 號快速道路(或稱中彰快速道路，或稱台 74 號環線)：
開車 1. 由國道三號霧峰段連接 74 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三】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西屯
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朝馬路)均可抵達。
2. 由國道三號快官交流道連接 74 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一】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
市政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青海路)均可抵達。

客運

※搭乘國光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統聯客運者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請勿於中港轉運站下車)
※搭乘新竹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和欣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阿囉哈客運前來者，請於【台中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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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高鐵至台中烏日站，可轉乘以下交通工具來回本校：
1. 計程車：若交通順暢，約時 15 分鐘
2. 台中市公車：均為付費公車。目前自備悠遊卡或 icash 卡搭乘台中市公車， 享有 10
公里免費搭乘優惠，歡迎多加利用。 (優惠辦法依台中市政府公告為準)
公車
編號

經營業者

路線

高鐵站上車
月台編號

來程下車點

回程上車點

151

統聯客運

朝陽科大－
新市政中心

16 月台

◎朝馬(台灣大
道)：台中商旅前
或

◎朝馬 2(台灣大
道)：阿秋大肥鵝
餐廳前或

◎秋紅谷(朝陽橋)

◎秋紅谷(朝陽橋)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 2(台灣大
道)：阿秋大肥鵝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台灣大
道)：台中商旅前

153

豐原客運

高鐵台中－
谷關

21 月台

高鐵

餐廳前
155

統聯客運

高鐵台中－
麗寶樂園

21 月台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 2(台灣大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台灣大

道)：阿秋大肥鵝
餐廳前

道)：台中商旅前

160

和欣客運

高鐵台中－
僑光科大

12 月台

和欣朝馬轉運站
(朝富路)

和欣朝馬轉運站
(朝馬路)

161

和欣客運

高鐵台中－
中科管理局

11 月台

朝馬(台灣大道)：
下車立即抵達本
校

朝馬(台灣大道)：
台中商旅前

因公車資訊時而更動，請另行向台中市公車動態系統查詢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index.html
請自備悠遊卡或 icash 卡搭乘台中市公車，享有 10 公里免費搭乘優惠，歡迎多加利
用。(優惠辦法依台中市政府公告為準)

公車

※由海線地區前來者，搭乘往台中火車站方向之公車，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由台中火車站前來者，搭乘往台中榮總方向之公車，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優化公車前來者，於【秋紅谷】下車即可抵達。公車號碼 300~310 均為優化公
車，計 11 條路線，均可抵達本校。(註：優化公車乃指，行駛於台灣大道路段之公 車
專用道)
※優化公車路線導引：
300：往返於台中火車站與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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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往返於靜宜大學與新民高中
302：往返於台中航空站與台中公園
303：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4：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5：往返於大甲、鹿寮與台中火車站
306：往返於清水、梧棲、台中火車站
307：往返於梧棲觀光漁港與新民高中
308：往返於關連工業區與新民高中
309：往返於高美濕地與台中火車站
310：往返於台中港旅客服務中心與台中火車站
(詳細路線請參照台中市交通局所提供之訊息)

停車
場

汽車
※本大樓附設地下停車場(B2)，每小時收費 40 元。
B2 停車場請搭 A 棟電梯至本部 3 樓，如遇電梯無法直達 3 樓(B 棟電梯無法直達 3
樓)，請至 1 樓轉乘 A 棟電梯至 3 樓。
※上安路、至善路、黎明路沿線之公有停車格，每小時收費 30 元。
※本校周邊之公民營停車場，請詳見地圖。
機車
※本大樓旁之光明陸橋下，提供公有免費之機車格。
※本大樓沒有附設機車停車場。若您自行將機車停往大樓機車月租停車場，大樓管理 中
心將會通報拖吊，敬請您留意。
※本路段為交通樞紐地帶，人行道與紅線處均無法停車。台中市政府採嚴格取締機車 違
規停放，建議您將機車停往合法之停車格，以避免遭拖吊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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