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年「新版農糧產品產銷履歷系統操作訓練」報名簡章 

一、 主    旨： 

培訓新版農糧產品產銷履歷資訊系統登打作業之人力資源，強化平台

紀錄登打者及使用者可完善建置及連結產銷履歷紀錄之追蹤追溯能

力，以期提供農產品生產與驗證體系更多可用之資源，促進驗證機構

查驗符規性之精準度，並藉由產銷履歷資訊之完整性與正確性，降低

農產品生產過程之管理成本，提升我國農產品品質，精進產銷履歷驗

證效益。 

二、 主辦單位：國立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 

三、 指導及補助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四、 訓練對象：農產品經營者、產銷履歷系統資訊服務專員、農會人員、

產銷履歷業務推廣人員，或產銷班、合作場社、包裝場、

契作管理者、驗證機構相關人員…等。 

五、 訓練費用：依農糧署「112 年新版農糧產品產銷履歷系統操作培訓推

廣計畫」辦理，免收訓練費用。 

六、 上課場次與課程時間表： 

（一） 112 年 4 月至 11 月間將辦理實體訓練課程共 12 場次如下： 

場次 上課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名額 上課地點 

1 112.04.28 (五) 112.04.21 (五) 24 

國立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樓 
四樓電腦教室 

2 112.05.11 (四) 112.04.27 (四) 30 
巨匠電腦苗栗認證中心 
苗栗市中正路 825 號 

3 112.05.12 (五) 112.04.28 (五) 30 
巨匠電腦中壢認證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東路 55 號 

4 112.06.15 (四) 112.06.01 (四) 30 
巨匠電腦雲林認證中心 
雲林縣斗六市民生路 191 號 

5 112.06.16 (五) 112.06.02 (五) 30 
巨匠電腦高雄認證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路 242 號 

6 112.07.21 (五) 112.07.07 (五) 24 

國立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樓 
四樓電腦教室 

7 112.08.17 (四) 112.08.03 (四) 30 
巨匠電腦臺東認證中心 
台東市新生路 205 號 

8 112.08.18 (五) 112.08.04 (五) 30 
巨匠電腦花蓮認證中心 
花蓮市中山路 180 號 1 樓 

9 112.09.15 (五) 112.09.01 (五) 24 
國立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場次 上課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名額 上課地點 

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樓 
四樓電腦教室 

10 112.10.20 (五) 112.10.06 (五) 24 

國立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樓 
四樓電腦教室 

11 112.10.27 (五) 112.10.13 (五) 24 

國立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樓 
四樓電腦教室 

12 112.11.10 (五) 112.10.27 (五) 24 

國立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樓 
四樓電腦教室 

（二）  課程時間表 

時間 課程內容 

12:40~13:00 報到 

13:00~13:50 
 組織管理功能教學與實機操作 

組織資料維護、組織成員資料維護、農地資料維護、

作物與品種管理、採後處理場所資料維護 

13:50~14:00 休息 

14:00~14:30 
 資材管理功能教學與實機操作 

我買的市售肥料、我自製的肥料、我買的登記農藥、

我買的免登記農藥、我的其他資材 

14:30~14:40 休息 

14:40~15:30 

 栽培紀錄功能教學與實機操作 

新增栽培批次、填寫栽培紀錄、採後處理作業 

 申請驗證功能與實機操作 

我的證書管理、合理採收量設定、原料與製成品比率

設定 

15:30~15:40 休息 

15:40~16:00 

 商品管理功能教學與實機操作 

商品規格維護、通路資料維護、收貨單位(加工端)維護

 列印出貨功能教學與實機操作 

零售標籤列印、出貨給加工系統 

16:00~16:20 綜合討論 

16:20~17:00 實機操作學習成效評估 

 



線上報名 QR code 

七、 報名方式： 

1. 本訓練僅受理線上報名(https://forms.gle/HhedEPrp6Mh7MzFh6)，每位限報名

一場次，並依報名優先順序錄取，錄取結果將以 E-mail 通知。 

2. 請於選擇之課程場次報名截止日前至國立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官網

( http://apacctw.org/APACSWeb/index.html ) 點選報名連結、或掃描 QR 碼進入

報名網站進行報名。 

  

 

八、 注意事項： 

1. 學員可攜帶自有資料作為實機操作練習之參考資料。 

2. 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開課日期、課程內容及講師之權利。 

3. 參加「實機操作學習成效評估」合格、且請假時數符合上述 5.之規定者，本

中心將於課程結束後二個月之內寄發證書。課程期間如需請假者，請告知主

辦單位登記，請假時數超過課程時數十分之一者無法給予證書。 

4. 如遇颱風或地震等不可抗拒因素而致原先課程無法上課者，可向本中心申請

順延至尚有名額之其他場次課程。如課程延期舉辦，詳細資訊將另行公佈。 

5. 如有任何報名或上課相關問題，歡迎來電(04)2284-0490 轉分機 209 陳小姐。 

九、  交通資訊： 

(一) 國立中興大學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樓四樓電腦教室 

 國立中興大學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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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地點為食品與農業安全檢測大樓(簡稱食安大樓，

接近國光路與南門路交叉口) 之四樓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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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CC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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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車輛進入中興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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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大學校內路線圖如下 

 

 

 

 

 

 

 

 

 

 

 

 

(二) 巨匠電腦苗栗認證中心 
地址：苗栗市中正路 825 號 

(三) 巨匠電腦中壢認證中心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央東路 55 號 

(四) 巨匠電腦雲林認證中心 
地址：雲林縣斗六市民生路 191 號 

(五) 巨匠電腦高雄認證中心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路 242 號 

(六) 巨匠電腦臺東認證中心 
地址：台東市新生路 205 號 

(七) 巨匠電腦花蓮認證中心 
地址：花蓮市中山路 180 號 1 樓 

<<4 樓 電腦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