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年生物農藥登記資料製備基礎班訓練計畫 

一、目的： 

(一) 提升微生物農藥生產業者自行研發品質優良產品並製備完整登

記資料之能力。 

(二) 降低登記資料缺失造成之審查資源消耗，提昇國產微生物農藥

登記效率。 

二、辦理機關： 

(一) 主辦單位：中華農藥協會。 

(二) 協辦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臺灣植物

保護工業同業公會。 

三、實施方法： 

(一) 訓練對象：國內微生物農藥生產業者研發實驗室管理及技術人

員，但以有生物農藥產品登記需求的業者為優先。 

(二) 參訓人數：4 人以上即開課，每班以 24 人為限，超過 24 人則

視情況評估是否加開一班。 

(三) 訓練費用：學員自費每人新臺幣 12,000 元。於報名前向中華農

藥協會繳納（中華農藥協會的郵局劃撥帳號 21273221，若需開

立收據請註明收據抬頭）並於報名時傳真繳費證明影本。 

(四) 訓練地點：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41358 臺

中市霧峰區舊正里光明路 11 號）。 

(五) 訓練日期：102 年 8 月 30 日（星期五）至 9 月 1 日（星期日） 

(六) 訓練時數：21 小時。 

(七) 課程表與報名表（如附件）。 

(八) 結訓前辦理測驗並發給證書。 

四、注意事項： 

(一) 請學員依通知日期準時至上課地點辦理報到手續。 

(二) 學員因故不能上課者應事先請假；缺課或請假長達 4 小時以上

者，不發給證書，其已繳納費用不予退還。 

(三) 訓練期間供膳宿（住宿另外收費）。遠途學員須提前一日住宿本

所者，請於上課前 1 日下午 5:30 分前到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技術服務組辦理，當日晚餐自理。 

(四) 訓練期間往返交通由學員自理。 

(五) 請自備筆記型電腦。 

 



 

 

生物農藥登記資料製備基礎班課程表 
日期： 102 年 8 月 30 日（Day 1）(星期五)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時數 講師

09:00 09:30 報到 

09:30 10:00 開訓、測驗  

10:00 12:00 生物農藥種類及理化登記資料要件 普通教室 2 hr  

12:00 13:00 午餐   

13:00 14:00 生物農藥登記毒理資料要求 普通教室  1 hr  

14:00 15:00 微生物農藥工廠基本配備及技術 普通教室  1 hr  

15:00 15:30 休息   

15:30 17:30 優良實驗室操作規範（GLP）介紹 普通教室  2 hr  

17:30 19:00 晚餐   

19:00 21:00 
生物農藥理化性 GLP 文件製備（一）： 

研究計畫書、主進度表 
電腦教室  2 hr  

 

日期：102 年 8 月 31 日（Day 2）(星期六)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時數 講師

08:00 10:00 
生物農藥理化性 GLP 文件製備（二）： 

試驗儀器操作 SOP、試驗表單設計（pH 計）
電腦教室 2 hr 

 

 

11:10 12:00 
生物農藥理化性 GLP 文件製備（三）： 

紀錄與研究結果報告(final report) 
電腦教室 2 hr  

12:00 13:00 午餐   

13:00 15:00 生物農藥理化性質測試方法介紹 普通教室 2 hr  

15:00 15:30 休息   

15:30 17:30 
生物農藥理化性質測試 pH 值量測分組實習觀

摩 
普通教室 2 hr  

17:30 19:00 晚餐   

19:00 21:00 

生物農藥理化性 GLP 文件製備（四）： 

品保稽查表單（選項：品保稽查計畫表、研究

進度表稽核單、研究內容稽查表、試驗單位稽

查表、試驗過程稽查表） 

電腦教室 2 hr  

 



日期：102 年 9 月 1 日（Day 3）(星期日)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時數 講師

08:00 10:00 生物農藥理化性質測試黏度量測實習觀摩 普通教室 2 hr  

10:00 11:00 分組（SD 與 QAU）發表與討論 普通教室 1 hr  

11:00 12:00 測驗，座談、結訓 普通教室 0 hr  

12:00 午餐、賦歸   

                                                            21 小時 

 

 

 

 

 

 

 

 

 

 

 

 

 

 

 

 

 

 

 

 

 

 

 

 

 

 

 

 

 

 



 

               

生物農藥登記資料製備基礎班報名表   
*表示為必填欄位 

*姓名  *聯絡電話 
 

性別 □男  □女 *行動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郵遞區號  地址  

*E-mail  繳費情形

□已繳費（請另傳真繳

費證明） 

□尚待繳交 

（原因說明：           ）

*緊急聯絡人  *緊急聯絡電話 
 

*膳食(葷/素) □葷  □素 
住宿 

（另收費每晚 500 元）

□不住宿 

□8 月 29 日 

□8 月 30 日  

□8 月 31 日 
備註： 

1.訓練對象為國內微生物農藥生產業者研發實驗室管理及技術人員，但以有生物

農藥產品登記需求的業者為優先。 

2.訓練費用為學員自費每人新臺幣 12,000 元，住宿另外收費。於報名前向中華農

藥協會繳納（中華農藥協會的郵局劃撥帳號 21273221，若需開立收據請註明

收據抬頭） 

 

報名方式：即日起受理報名（為統計授課人數與相關安排，請在8/22日前回傳），

可傳真或e-mail報名。 

聯絡人：宋孟真小姐     e-mail: menachen@tactri.gov.tw   

傳真：(04)2330-0945 

電話：(04)2330-2101 分機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