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相關驗證」教育訓練研習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積極推動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TAP）」制度，將
現有的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增列林產品及其加工品項目，建立合法木材驗證制度；依
據「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建立木竹材原料合法來源的認、驗證機制，盼藉由民眾
的消費行為，杜絕不肖業者盜採、竊取本國珍貴林木的行為。並建置國產木竹材合法來源可
追溯系統，進行資訊公開、查詢與保存等相關管理措施，以完備國產木竹材合法來源制度。
為使森林所有人、伐木業、木竹材業、木竹材初級加工業者，瞭解相關驗證制度，並達
到木竹材原料生產自主管理，辦理為期 2 天之教育訓練研習會，共 2 場次，內容包括：原木
生產管理、製材生產管理、製材品質管理、產銷履歷精神、國產木竹材進貨、加工批次管理、
產銷履歷驗證申請、木材樹種鑑定技術、木材乾燥技術、木材防腐處理技術…等。透過研習
會提昇木竹產業從事人員之專業技能及工作效率，提昇產品品質，並達到可確實執行符合國
產木竹材產銷履歷相關驗證之能力要求，歡迎森林所有人、伐木業、木竹材業、木竹材初級
加工業者能踴躍出席，共襄盛舉。
一、研討會主持人：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副教授
中華木質構造建築協會理事

羅盛峰博士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木質構造建築協會
四、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中華林產事業協會、財團法
人臺灣建築中心。
五、報名人數 30 人，報名截止日：第 1 場次至 10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下午 17：00
止，第 2 場次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 17：00 止，以報名先後為依據，
請透過線上網路報名或是傳真、e-mail 回傳報名表，敬請事先完成報名手續為荷。
六、報名方式：
1.傳真報名：02-33664681； 2.E-mail 報名：sywang@ntu.edu.tw
3.線上報名：http://www.cwcba-wqac.org.tw/研討會
七、連絡資訊：江小姐 Tel：02-33664654。
八、 研討證明：由協會發給出席證明乙紙。（僅提供予全程出席者，以實際簽到為準。）
九、注意事項：①因課程實例操作練習之需求，請務必自備筆記型電腦。②響應環保請各位
貴賓自行攜帶環保杯。③本次研習會不收費，住宿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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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相關驗證」教育訓練研習會 時間、地點及時程表
場次

時間

地點

第1場

107 年 11 月 27 日（二）～
107 年 11 月 28 日（三）

台大實驗林木材利用實習工廠
南投縣水里鄉水信路一段 547 號

第2場

107 年 12 月 5 日（三）～
107 年 12 月 6 日（四）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一段 12 號

「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相關驗證」教育訓練研習會 報名表
姓名

身份証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行動電話

傳真

連絡地址
E-mail
第1場
報名場次
第2場

用餐種類
備

□素食

□
□
□
□

第一天(107 年 11 月 27（二）) ※請自備筆電
第二天(107 年 11 月 28（三）)
第一天(107 年 12 月 5（三）) ※請自備筆電
第二天(107 年 12 月 6（四）)

□葷食

□不需要

註

2 場次課程略有不同請參考時程表。因課程內容需求，請自備筆電。
用餐種類無勾選者，一律以不需要處理。住宿問題請自理。
傳真電話：02-33664681 (傳真報名請回傳本頁，謝謝) E-mail：syw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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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相關驗證」教育訓練研習會 第 1 場次 時程表
日期：11 月 27 日（二）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9：40～10：00 報到
10：00～10：20 開幕致詞

主持人：羅盛峰副教授

10：20～11：10 產銷履歷精神

林弘仁專員
（臺灣大學農業發展中心）

11：10～12：00 產銷履歷驗證基準與法規說明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驗證申請說明
14：20～15：10 產銷履歷驗證系統登錄教學

李明賢博士
（台灣建築中心）
楊淑媚經理
（加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10～15：30 休息
15：30～16：20
16：20～17：10

製材生產管理
(製材設備、工程配置、製材方式) 王松永名譽教授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製材生產管理
實例操作練習及測試

17：10～17：30 綜合討論

日期：11 月 28 日（三）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0：10～10：20 報到

國產木竹材原木進貨、加工製品…
吳榮正主任
等批次建立及管理方式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物料管理批次建立
11：10～12：00
實例案件模擬操作
10：20～11：10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原木生產管理
(原木收穫、分等、檢尺等)

14：20～15：10

原木生產管理
實例操作練習及測試

卓志隆教授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5：10～15：30 休息
15：30～16：20

製材品質管理
(製材分等、檢尺等)

16：20～17：10

製材品質管理
實例操作練習及測試

楊德新副教授
(中興大學森林系)

17：10～17：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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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相關驗證」教育訓練研習會 第 2 場次 時程表
日期：12 月 5 日（三）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9：40～10：00 報到
10：00～10：20 開幕致詞

主持人：羅盛峰副教授

10：20～11：10 產銷履歷精神

林弘仁專員
（臺灣大學農業發展中心）

11：10～12：00 產銷履歷驗證基準與法規說明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14：20～15：10

國產木竹材原木進貨、加工製品…
等批次建立及管理方式
吳榮正主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
物料管理批次建立
實例案件模擬操作

15：10～15：30 休息
15：30～16：20 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驗證申請說明
16：20～17：10 產銷履歷驗證系統登錄教學

李明賢博士
（台灣建築中心）
楊淑媚經理
（加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10～17：30 綜合討論

日期：12 月 6 日（四）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0：10～10：20 報到
10：20～11：10 木材之樹種鑑定技術

卓志隆教授
(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1：10～12：00 實例操作練習及測試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木材之乾燥技術

王松永名譽教授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4：20～15：10 實例操作練習及測試
15：10～15：30 休息
15：30～16：20 木材防腐處理技術

楊德新副教授
(中興大學森林系)

16：20～17：10 實例操作練習及測試
17：10～17：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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