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課程表  

共同科目訓練(視訊課程) 

總時數 8 小時以上。  

訓練日期：  

109 年 06 月 16 日 (名額:調整為 300 人 /班 )  

測驗地點：藥毒所(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 11 號) 

辦公行政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63 人) 

教育訓練中心國際會議廳(55 人) 

星期 

 時間 

6/15(一) 

課前測試 

06/16(二) 

視訊課程 

6/17(三) 

測驗日 

6/18(四) 

測驗日 

08:40 ~ 09:10 
 上午課程 

報到及測試 

 

 

09:10 ~ 10:00 課程說明(含

學員測試及 

障礙排除) 

農藥概論(1H) 

(何明勳) 

10:10 ~ 11:00 農藥毒理安全性 

評估與應用(2H) 

(蔡韙任) 11:10 ~ 12:00  

12:00 ~ 13:10 

 午 休   

 12:50 下午課程 

報到及測試 

  

13:10 ~ 14:00 

 

農藥管理法規(1H) 

(防檢局) 

13:15 報到 

 

13:15 報到 

 

14:10 ~ 15:00 

農藥使用對環境的

影響(1H) 

(廖偉志) 

13:45 測驗說明 

14:00~15:00 

測驗(筆試) 

13:45 測驗說明 

14:00~15:00 

測驗(筆試) 

15:10 ~ 16:00 
農藥中毒急救(1H) 

(穆函蔚醫師) 

  

備註： 

1. 授課講師依實際邀請情形和課程日期規劃內容而調整之。 

2. 測驗由本所依據學號規劃排定，請學員依排定場次及時間準時參

加。 

3. 經講師授權之課程簡報於開課前兩週至課程結束一週內可至本所

「農藥安全教育訓練資源與管理系統 

http://otserv.tactri.gov.tw/ptrainoline/」內下載閱覽。  



109 年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課程表  

專業技術科目訓練  

專業室內設施燻蒸(磷化氫)訓練  

總時數 16 小時。  

訓練日期：  

109 年 08 月 18 日起至 19 日。 (名額 :40 人 ) 

星期 

 時間 
08/18(二) 08/19(三) 

07:50 ~ 08:10 報到  

08:10 ~ 09:00 倉儲害蟲之 
簡介與防治(2H) 

(姚美吉) 

磷化氫燻蒸 

處理實務(2H) 

(防檢局  

臺中分局賴淑芬 ) 
09:10 ~ 10:00 

10:10 ~ 11:00 磷化氫藥劑之 

防治原理(2H) 

(姚美吉) 

倉儲管理 

注意事項(2H) 

(農糧署陳坤龍 ) 11:10 ~ 12:00 

12:00 ~ 13:10 午  休 

13:10 ~ 14:00 

磷化氫藥劑 
使用介紹及實習操作 

(4H) 
(張勝吉/張泰迪 
嘉怡公司) 

農藥健康危害的預防與安
全防護措施示範操作(2H) 
(林振文/資材研發組) 

14:10 ~ 15:00 

15:10 ~ 16:00 測驗說明(含考場布置)及 

測驗(筆試) 

(15:10~17:00) 
16:00 ~ 17:00 

 

備註： 

1. 授課講師依實際邀請情形和課程日期規劃內容而調整之。 

2. 實習地點於本所門口處停車場或其他指定地點。 

3. 測驗場地原則為辦公行政大樓 B1第一會議室，若有變動另通知。 

  



109 年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課程表  

專業技術科目訓練  

專業地面施作訓練  
總時數 16 小時，共 2 天。  

訓練日期：  

109 年 08 月 25 日及 08 月 26 日止。 (名額 :50~60 人 ) 

星期 

時間 
08/25(二) 08/26(三) 

07:50 ~ 08:10 報到  

08:10 ~ 09:00 農藥施藥技術(2H)  

(蔣永正/林李昌) 

農藥製劑與調配實習(4H) 

(資材研發組) 

09:10 ~ 10:00 

10:10 ~ 11:00 
農藥施藥器械概論(1H)  

(蔡致榮/楊智凱/徐武煥) 

11:10 ~ 12:00 

農藥施藥器械的校正與 

維護保養(1H) 

(蔡致榮/楊智凱/徐武煥) 

12:00 ~ 13:00 午  休 

13:10 ~ 14:00 

農藥施藥器械 

操作實習(4H) 

(農試所農業工程組 

講師群) 

噴藥者之農藥暴露評估與

安全防護措施 

示範操作 (1H) 

(李仁厚) 

14:10 ~ 15:00 測驗說明(含考場布置)及 

測驗 

(筆試及操作測驗) 

(14:00~17:20) 

15:10 ~ 16:00 

16:00 ~ 17:00 

備註： 

1.授課講師依實際邀請情形和課程日期規劃內容而調整之。 

2.測驗型式及時間以本所公告通知為準。 

  



109 年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課程表  

專業技術科目訓練  

專業室外土壤燻蒸訓練  
總時數 16 小時。  

訓練日期：  

109 年 09 月 08 日起至 09 日。 (名額 :40 人 ) 

星期 

 時間 
09/08(二) 09/09(三) 

07:50 ~ 08:10 報到  

08:10 ~09:00 樹木褐根病(2H) 
(林試所森林保護組 

傅春旭) 作物病蟲草害土壤燻蒸劑 

應用與案例 

(4H) 

(李敏郎 ) 

09:10 ~ 10:00 

10:10 ~ 11:00 
土壤燻蒸劑(以邁隆為例)之

簡介與安全防護 

示範操作(2H) 

(林試所森林保護組 
傅春旭) 

11:10 ~ 12:00 

12:00 ~ 13:10 午  休 

13:10 ~ 14:00 

樹木褐根病防治實務操作

(4H) 

(林試所森林保護組 

傅春旭) 

樹木褐根病防治設計監造流

程實務 

(3H)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

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蕭文偉) 

14:10 ~ 15:00 

15:10 ~ 16:00 

16:10 ~ 17:00 

測驗說明 

測驗(筆試) 

(16:20~17:20) 

備註：  

1. 授課講師依實際邀請情形和課程日期規劃內容而調整之。 



109 年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課程表  

專業技術科目訓練  

專業種子消毒訓練  
總時數 16 小時，共 2 天。  

訓練日期：  

109 年 09 月 29 日起至 09 月 30 日止。 (名額 :30 人 )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植物種苗訓練園區  

     (台中市新社區興中街 46 號)(舊園區) 

星期 

時間 
09/29(二) 09/30(三) 

07:50 ~ 08:10 報到 退宿(若開放住宿) 

08:10 ~ 09:00 種傳病原檢測與種子滅菌

處理技術(2H) 

(種苗場蘇士閔) 作物種子處理技術 (4H) 

(種苗場黃玉梅) 

09:10 ~ 10:00 

10:10 ~ 11:00 種傳病原檢測與種子滅菌

處理技術（實作）(2H) 

(種苗場蘇士閔) 11:10 ~ 12:00 

12:00 ~ 13:00 午  休 

13:10 ~ 14:00 

稻種化學農藥處理簡介 

(1H) 

(拜耳公司林文毅) 

作物種子處理技術實作

(2H) 

(種苗場黃玉梅及助教) 
14:10 ~ 15:00 

馬鈴薯種薯處理技術(2H) 

(種苗場邱燕欣) 
15:10 ~ 16:00 

測驗說明 

測驗(筆試) 

 (15:00~16:30) 

16:00 ~ 17:00 

雜糧種子調製工廠觀摩

(1H) 

(種苗場廖伯基) 

問題與討論 

(16:30~17:00) 

備註： 

1. 本課表暫定，本所保留課程調整權利，並以本所公告、通知為準。 

2. 授課講師依實際邀請情形和課程日期規劃內容而調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