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海外地區農產品法規查詢網站實務訓練班(106年) 
報名簡章 

 

一、 目的： 

為有效協助台灣農產品業者擴展海外地區的農產品市場，計畫依據

海外各地區國家為分項依序展開，整合更新建置成「海外地區農產品法

規查詢網站」。除了既有的「中國大陸食品與農產品法規資訊」單元網站

之外，今年度將以新加坡為目標，建置「新加坡食品與農產品法規資訊」

單元網站。日後，將依據業者實務需求，逐步擴展資訊蒐集的海外地區

國家，期以有效協助海外市場的拓展。為推展使用，特舉辦查詢網站操

作使用實務訓練班，歡迎有興趣的業者參與課程。 

二、 指導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三、 主辦單位：(財)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四、 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中心 

五、 參加對象：CAS驗證生產廠、食品業者、零售通路業者…等 

六、 時間與地點： 

(一) 台北場 

時間 11/07 (二)下午 14:00，下午 13:30報到 

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部 建國本部 大夏館 103 電腦教室 

地址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二) 台中場 

時間 11/10(五)下午 14:00，下午 13:30報到 

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部 台中分部 306電腦教室 

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58號 3樓(Rich 19大樓) 

(三) 高雄場 

時間 11/16 (四)下午 14:00，下午 13:30報到 

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部 高雄分部 312電腦教室 

地址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號 3樓 

註：交通資訊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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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辦理方式： 

(一) 因場地限制名額限制 40位，歡迎相關業者踴躍報名，以免向隅。 

(二)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cas.org.tw/報名專區 

，報名。 

(三) 費用：免費。 

備註：若遇不可預知之天災，則依行政院人事局公佈之放假標準，活動將

順延辦理，時間另行通知。 

八、 課程規劃表： 

時  間 課  程 講  師 單  位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長官致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4:10-14:40 
海外地區農產品法

規查詢網站簡介 

鄭智文 

組長 

中國文化大學 資

訊中心 

14:40-15:30 

中國大陸食品法規

之 

食品添加物、食品安

全要素 

檢索說明 

沈漢光 

先生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前科長 

15:30-15：40 休息   

15:40-16:00 
網站使用說明與操

作練習 

鄭智文 

組長 

中國文化大學 資

訊中心 

16:00-16:20 綜合討論   

九、 備註： 

 請上網報名，網址： http://www.cas.org.tw/報名專區 

十、 如對本案有相關疑問，歡迎請電洽聯絡人： 

姓名：顏巧玟小姐或張凱琳小姐，電話：02-2861-0511分機16109或16107。

http://www.cas.org.tw/
http://www.ca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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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部 建國本部 大夏館－交通資訊 

 

 諮詢報名時間 (國定假日除外) 

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週六    09:00-21:00 

週日    09:00-17:00 

 電話: 02-2700-5858 

 地址: (10659)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GPS座標→N25.02583 E121.53812 

 網

址: http://www.sce.pccu.edu.tw 

 

[交通資訊] 

建國本部，地處建國南北高架橋下，鄰近大安森林公園及台北市立圖書館，交通便利是進修的絕佳場所。 

 

 A： 211、235、662、663、18、237、278、284、284(直行)、295、52、72、72(直達)、和平幹線號公車在龍門國中站

下、15、15(萬美線)、3號公車至龍門國中站下車。 

 B：207、211、235、662、663、15、15(萬美線)、18、237、278、284、284(直行)、295、3、52、72、72(直達)、和平

幹線、敦化幹線號公車至龍門國中站下車。 

 C： 298、3號公車至龍門國中站下車。 

 

 木柵捷運線在科技大樓站下，轉乘和平幹線公車或步行約 15分鐘至建國南路口。 

 北投南勢角或淡水新店線在古亭站下，轉乘和平幹線公車至建國南路口下。 

 

 P1：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停車場。 

 P2：建國高架橋下停車場。 

 P3：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附件 

http://www.sc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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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部 台中教育中心 －交通資訊 

 

 諮詢報名時間 (國定假日除外) 

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週六    09:00-21:00 

週日    09:00-17:00 

 電話: 04-2708-7982 

 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

段 658 號 3 樓 (Rich 19 大樓) 

 GPS 座標→N24.16899 E120.64021 

 網址: http://taichung.sce.pccu.edu.tw 

 

[交通資訊] 

台中教育中心位於在臺灣大道三段、光明陸橋旁，【Rich 19 大樓】。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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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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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 

※搭乘高鐵至台中站，轉乘高鐵快捷專車─往【中科管理局】路線，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因高鐵提供之免費接駁專車

時有更動，請另行向高鐵公司查詢時刻表) 

客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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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及 B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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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aichung.sc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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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 BRT 前來者，於【秋紅谷】下車即可抵達。 

 

汽車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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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元。 

※本校周邊之公民營停車場，請詳見地圖。 

機車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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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樓人員進出管制 

※蒞臨本校之來賓、學員，請使用 A 棟電梯直達 3 樓(進入大廳之右側電梯)，B 棟電梯未開放。 

※如您停車於本大樓 B2 停車場，亦請利用 A 棟電梯直達 3 樓，或至 1 樓轉乘 A 棟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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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部 高雄教育中心 －交通資訊 

 

 諮詢報名時間 (國定假日除外) 

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週六    09:00-21:00 

週日    09:00-17:00 

 電話: 07-2510-089 

 地址: (80147)高雄市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GPS 座標→N22.62803 N120.29274 

 網址: 

 http://kaohsiung.sce.pccu.edu.tw 

 

[交通資訊] 

 

A：60、83、91、248、0 北、0 南、168 環狀線至市議會站下車 

B：14、76、77、78、214 至新聞報站下車 

 

捷運(橘線)市議會站(舊址)2 號出口。 

 

P：高雄市合發前金立體停車場（每小時 30 元）約 665 個停車位。 
 

 

 

 

http://kaohsiung.sce.p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