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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農畜學院 

「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三)」招生簡章 

一、報名及訓練資訊公告網站 

（一）請至台糖公司官方網站（網址 http://www.taisugar.com.tw/chinese/index.aspx）

（以下簡稱官網）(雲端服務→最新消息→農畜學院訓練資訊)，瞭解課程相關詳情。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WoSS3TmhlqKX59vJ3 

       QR-Code： 

 

 

 

 

 

 

 

 

 

（二）訓練資訊： 

1.訓練目的：提高對養豬產業之瞭解，並加強其豬場實務操作技能，進而增加其投入養豬之意

願與專業職能。 

2.本班由台糖公司農畜學院主辦，行政院農委會指導，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協辦。 

3.本班訓練容量 30 人，訓練期間為 107 年 10 月 22 日~107 年 11 月 30 日，共訓練 201 小時，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變更之權利。 

4.本班報名人數超過 30 人時，將由主辦單位篩選學員後，於 10/12 前於官網公告錄取名單，

正取 30 人，備取 10 人，並由主辦單位通知於 10/16 前完成保證金 6,000 元匯款，未如期繳

費者視同放棄。 

5.訓練期間無重大違規行為，且受訓時數滿 3/4 者，將於結訓時全額退還保證金。 

6.繳款完成後因故不能報到，請於 10/18 前以 e-mail 並致電主動通知主辦單位，10/18 後不再

辦理取消報名與退款手續，並由主辦單位於 11/15 前退還半額保證金 3,000 元。 

7.本班培訓基地設於臺南市東區生產路 56 號(報到地點)，並於台糖公司鹿草(嘉義縣鹿草鄉西

井村 20 號)與南沙崙(臺南市歸仁區沙崙里 202 號)畜殖場現場實習，學科及術科考核通過結

https://goo.gl/forms/WoSS3TmhlqKX59v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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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將頒發結業證書。 

二、報名方式及限制條件 

（一）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107 年 10 月 2 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11 日止逕至台糖公司官網報名，

洽詢客服信箱 taisugar05@gmail.com。 

2.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WoSS3TmhlqKX59vJ3 

3. 洽詢專線：電話(06)3378-595/(06)3378-597/(06)3378-599 蘇沂婷/潘炫璋。 

（二）學員篩選條件： 

1. 報名對象為對農畜產業有興趣或有志從事相關產業人士，必須簽下課程活動切結

書。 

2. 年滿 18 歲至 45 歲者與已役畢，或未有服兵役問題者優先錄取。 

3. 學員篩選評分表如附件 1。 

4. 報名獲正取資格通知後，依通知保證金繳款期限完成匯款，未於期限完成繳款程

序，以棄權論，不得異議，並將依序通知備取人員報到。 

4. 本訓練班名額有限，額滿為止，恕不接受現場報名，主辦單位保有篩選學員之權

利。 

三、訓練班開班及調整 

（一）開班人數：本班訓練容量人數 30人。報名人數未達 15人時不開班。 

（二）開班前如因颱風、地震、豪雨等重大災害或報名人數不足取消時，主辦單位保有延

期開課或取消訓練課程之權利。 

（三）詳細開班資料及班別異動以台糖公司官網公告為準。 

四、訓練相關事項 

（一）訓練期間需遵守安全衛生事項(附件 2)，倘需訓練單位提供住宿，請於報名時提出

申請。 

（二）受訓者於 10/22(一) 13:10-14:00到訓，通過結訓測驗及考核者發予結業證書，若

缺課達訓練總時數之 1/10，則不發予結業證書。 

五、其他 

mailto:洽詢客服信箱taisugar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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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員請假應先填寫請假紀錄單，送交學員長轉陳核准，方得離去。學員在受訓期間，

請假及曠課超過上課總時數之 1/4者，應予退訓，退訓不退還保證金。 

（二）學員如有特殊飲食習慣者，請於報名時登記。 

（三）為顧及個人衛生及配合環保政策，參訓期間請自行攜帶水杯、個人盥洗用品。 

（四）學員在受訓期間，如有緊急事故、生病或其他不明白情事，請隨時洽詢輔導人員協

助解決。 

（五）受訓期間應請遵守台糖公司農畜學院相關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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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三)報名表(填報資訊供參) 

※請利用線上報名系統報名，以利後續作業，謝謝!! 

*姓名  *身份證字號  

*E-mail 電子郵

件 
 

*生日 

(民國年/月/日) 
  /     / 

*連絡電話 
手機： 

住家：  
*性別 

男 

女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電話： 
*葷素食登記 

 

葷食 

素食 
 

*通訊地址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其他，為：________ 

 

*住宿登記 

上課需要住宿 

實習需要住宿 

不需要 

 

*就讀(畢業)學校  
*就讀(畢業)科

系 
 

*工作服尺寸  *雨鞋尺寸  

*牧場工作經驗  *牧場工作時間  

*牧場工作內容  *自營豬場  

*匯款帳戶資料  

如何得知本次報

名資訊 
 

*為必填項目 

備註： 

1. 工作服尺寸：XS、S、M、L、XL 

2. 雨鞋尺寸：9號、9.5號、10號、10.5號、11號、11.5號、12號。女生尺寸大多為 10.5   

   號以下、男生尺寸大多為 11號以上。 



5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歡迎您報名參加 107 年「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三)」，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於
填寫報名表前，詳細閱讀以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內容：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農畜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
供個人資料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學院基於業務執行、所得稅申報需要，將蒐集、處理、利用台端所提供之個
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戶籍地址、教育程度、職業、
電子郵件帳號、專長、經歷、護照號碼)。 

二、本學院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
資料向本學院行使下列權利： 

(一)請求查詢或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學院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

得不依您之請求而為之。 
三、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瞭解其內容，並同

意本學院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查驗。 
  四、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本學院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及其後

修訂之規定辦理。 

 

  □我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 

立同意書人：                         

備註事項： 

 

 

@課程活動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自願參加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辦之「107年度養豬技術基礎
訓練班(三)」，願意配合主辦單位所有活動且自行負責所有安全衛生防護，並遵照「養
豬技術基礎訓練班(三)學員安全衛生遵守事項」內所定各項規定(如附件)，並保證於
107年 7月迄今未曾到過中國等非洲豬瘟疫區，並配合主辦單位所有生物安全防護事
宜，如有欺瞞導致疾病傳染願付連帶賠償責任。活動期間會切記注意自身安全與健康
狀況，量力而為，若有身體不適或危險情況會立即回報主辦單位。主辦單位為考量團
體活動及團隊安全，若本人經過勸阻仍違反團隊秩序，主辦單位保有退訓之資格。 

學員本人簽章：                       

 

緊急聯絡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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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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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線北上： 

車行至台糖嘉年華、燦坤等大賣場時，再 2 公里可慢慢進入市區及抵達具紅綠燈之生產

路丁字路口，至疾病管制局第四分局(原國軍台南醫院，大同路上)，右轉生產路至台糖公司

農畜學院。 

 

國道高速公路： 

國道三號北上及南下車輛可下關廟交流道後再西行上 86 號快速道路，過仁德糖廠煙囪

及台南都會公園後右轉下台一線北上，前段 86 號快速道路長 14 公里，後段北上台一線道

路至生產路口長 3.8 公里。國道一號南下車輛可在仁德交流道右轉西行進台南市區，路線

一：470 公尺後遇家樂福、B&Q 特力屋及第 1 個紅綠燈左轉文華路，1.7 公里後遇民營加

油站右轉進入民安路及崇善路，進入市區後在台南市警察局第 1 分局前左轉進生產路，1.2

公里後抵達台糖總部及本學院。路線二：下仁德交流道西行市區東門路 1.2 公里後遇自由

路左轉，沿自由路直行後接生產路至本所，2 段道路合計長 2.6 公里。國道一號北上車輛

可選擇位於仁德戰備跑道時走外側車道，遇系統交流道右行左轉上 86 號快速道路後西行至

台一線或持續至仁德交流道後下市區後再左轉西行。 

 

台鐵台南站： 

下台鐵台南站前站後依續延北門路、大同路南下共 3.5 公里可抵達生產路口，唯此段路

均為市區道路，極不適合徒步，以計程車接送或 5 號市公車(仍不便)於台糖公司站下車為

佳。 

 

高鐵台南站： 

高鐵台南站至台糖公司農畜學院的行車距離為 12.8 公里，可搭乘高鐵快捷公車 H31 往

台南市政府站，行車路線為 86 快速道路及台一線，沿途停靠台南都會公園站、台糖嘉年華

站(台南航空站)、生產路口站、大林新城站等，於生產路口站下車沿生產路步行 5 分鐘可

抵達台糖公司農畜學院。或以計程車為佳。另請注意台鐵接駁高鐵的區間列車適合搭乘進入

台南市區，並不適合搭乘至台糖公司農畜學院。 

 

台南機場： 

下台南機場沿台一線北上 2 公里可到生產路口，此段道路不適合徒步，以計程車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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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三)之學員篩選評分表 
※本表單僅供主辦單位審核學員資格用 

壹、基本條件 

項目 子項 配分  是否符合 

一、切結書  確實簽下切結書(例如：訓練期間

絕對不進出實習場域以外之豬

場…等)。 

不符合任一 

基本條件，

即無法成為

學員。 

 

 

貳、評分條件 

項目 子項   配分  勾選配分 

一、學歷 1.大學動物科學系、獸醫系或高農畜產

保健科畢業 

20  

2.大學農學院或高農農業科系畢業(第 1

項以外之農業科系) 

15  

3.非農業科系畢業 10  

二、工作經歷 1.完全無任何養豬產業之工作經歷 30  

2.養豬產業之工作經歷 0-2 年 25  

3.養豬產業之工作經歷 2-5 年 20  

4.養豬產業之工作經歷 5 年以上 10  

三、訓練班結束

後之未來規劃 

1.從事養豬產業工作之意願為 100% 20  

2.從事養豬產業工作之意願為 80% 15  

3.從事養豬產業工作之意願為 60% 10  

4.不打算從事養豬產業工作 5  

5.未來的事情很難說，我還沒有想法 0  

四、未來期望之

工作地點 

1.屏東 20  

2.臺南 15  

3.嘉義 15  

4.雲林 10  

5.彰化、臺中 5  

五、家中是否經

營豬場 

1.不是 10  

2.是 5  

合計總分    

備註：及格分數為 60 分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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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豬技術基礎訓練班(三)學員安全衛生遵守事項 

一、 園區內及訓練場所 

(一) 上課期間凡有請假需求者，請填寫「學員請假單」辦理請假手續，並將假單交給輔

導人員後方可離去，並洽本公司人員輔導協助處理生活事宜，下課後及受訓期間例

假日生活事宜請自理。 

(二) 進出園區大門，必須放慢速度並接受警衛之指揮。 

(三) 訓練行車期間，應遵守交通規則，不得酒駕。 

(四) 於園區道路行進間，駕車必須靠右並於規定時速進行，不得超過 15公里/小時，經

交叉路口前，應停車再開，並禮讓行人。 

(五) 園區停車，依規劃停車位置停車，不得任意停車。 

(六) 於園區內行走時，依規劃道路靠右行進，行進間必須注意兩旁之落葉，避免砸傷。 

(七) 於園區內活動時，必須注意虎頭蜂及蛇類出沒，勿任意進入雜草或樹叢區域內活動，

夜間於園區內行進，隨身攜帶照明及棍棒，避免誤踏蛇類。發現虎頭蜂及蛇類時，

勿驚擾，第一時間通知輔導人員處理。 

(八) 訓練期間，嚴禁喝酒、或濫用有害身心、擾亂精神的藥物。 

(九) 禁止使用不安全及高負荷之電器設備，非公司指定之電源插座，不得任意使用，園

區內禁止使用火源煮食。 

(十) 園區內不熟悉的機器、設備及儀器，切勿擅自使用。 

(十一) 訓練期間，勿於園區內辦公場所進行包含球類運動、喧嘩及任意走動，以免影

響其他上班人員。 

(十二)  接受本公司包含警急應變演練之各項安全衛生訓練、活動。遇災害或緊急狀

況，即刻反應班導師，並配合本公司應變疏散。 

(十三) 教室內及四周、煙害防治法所規定場所或本公司其他禁煙場所禁止吸煙。 

(十四) 值日學員為講師準備茶水及擦拭白板。 

(十五) 自治幹部請協助講師使用電腦、音響、投影機等教具。 

(十六) 上課期間請務必關閉手機等通訊器材，勿影響上課秩序。 

(十七) 請將垃圾分類回收；便當盒具及湯杯應清理廚餘後整齊疊放。 

二、 崇善學員宿舍 

(一) 本宿舍僅提供週一至週四住宿，其餘時間請自理。 

(二) 禁止使用不安全及高負荷之電器，宿舍內亦不得使用火源煮食。 

(三) 不得任意拆解或加裝宿舍內之電源、設備。 

(四) 進出宿舍時，非指定之通道或活動空間，禁止任意進出或攀爬。 

(五) 牢記逃生路線，遇緊急狀況，依逃生路線疏散。 

(六) 發覺宿舍內所配置之消防設施有異時，請即刻通知本單位人員。 

(七) 勿在宿舍內飲酒喧嘩，影響四周鄰居安寧。 

(八) 進出宿舍請記得自行攜帶、保管房門鑰匙，若遺失需付工本費 100元。 

(九) 貴重物品得交由輔導人員保管。 

三、實習場域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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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習期間安排上午與下午各 1次洗衣及洗澡，下午有剩餘時間則安排實習討論。 

(二) 禁止畜殖場內奔跑。 

(三) 不要觸碰畜殖場內的東西、按鈕開關。 

(四) 不要帶貴重物品進入畜殖場，本公司不負保管責任。 

(五) 不要攜帶私人物品進入畜殖場(例如：手機、手錶)。 

(六) 不要靠近施工地點。 

(七) 實際課程安排以現場批次生產工作安排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