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法國農業考察團 

 

2019 年 11 月 23 日~ 12 月 1 日 

壹、 研習簡介 

行政院農委會自 106 年起正式推動「智慧農業計畫」，期能透過智慧化生產與管理，提升農業整

體生產效率與量能，為培育產業推動智慧農業的核心種子人員，本中心受農委會委託辦理「2019

法國農業考察團」，期藉由海外標竿學習，激發參訓學員創新思維，促進產業升級，落實智慧農

業於產業的推動與實踐。 

貳、 研習重點 

本年度法國農業考察團將帶領團員前往自然氣候條件優越的歐盟農業生產大國–法國，參訪導入

創新技術之農企業與研發機構，學習各產業之現代經營，以及如何透過資源與數據共享，共同提

升生產品質與產量，促進產業升級。 

 智慧農業技術研發與應用 

拜訪導入智慧農業技術場域，實地觀摩學習創新技術如何應用於生產管理，提升生產效率及

品質。 

 農業創新經營 

觀摩法國農業如何運用現代化經營概念及結合新興科技來開創符合消費需求的創新農業。 

 參訪時間：2019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 日，共計 9 天 

 報名費用： 

 獲補助者為新台幣 65,000 元/人(含保證金 5 千元)，團報價為新台幣 63,000 元/人 (團報

為兩人以上，含保證金) 

 自費團費：新台幣 138,000 元/人，兩人以上團報價為新台幣 135,000 元/人 

 保證金：受補助團員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整，於行後完成個人心得報告 800 字，並

參與 12 月 6 日課程進行小組簡報分享，使得退回保證金。未能履行義務之團員須繳回補助團

費，保證金則將由主辦單位代為捐助給相關慈善公益團體。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3 日止 

 連絡人：王專員，(02)2698-2989#03080，03080@cpc.tw 

※ 請於收到報名成功通知後 3 日內繳交訂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及護照影本，並於 10 月 28 日前

繳清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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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習行程 

備註：此為暫訂行程內容,  主辦方保留變更部分行程、航班及餐飲之權益，行程若有變動將於網站隨時更新。 

天數 日期 行程 學習重點 

1 11/23 (六) 桃園→巴黎  

2 11/24 (日) 農產品通路考察 
1. 農產品通路考察 

2. 特色農產品與加工品 

 

3 
11/25 (一) 

Rungis International Market 
1. 銷售物流管理系統 

2.  六級經營模式 

Parrot 
1. 無人機農業應用 

2.  信息圖像分析 

 

4 
11/26 (二) 

VitiBot 
1. 葡萄鋤草機器人 

2. 新創技術研發 

SMAG 
1. 決策支持系統 

2. 農場監控管理 

 

5 
11/27 (三) 

ARVALIS - Plant Institute 
1. 農業協會運作模式 

2. 創新技術研發 

Ferme de la Tremblaye 
1. 牧場經營管理 

2. 乳品生產監控 

 

6 
11/28 (四) 

Visio-Green Agriculture 
1.  物聯網技術應用 

2.  感測系統 

Le Pressoir d'Or 
1. 果園經營 

2. 蘋果收成與收後處理 

7 11/29 (五) 

Eprovenance France 
1. 物流品質監控 

2. 貨品追蹤系統 

Agripolis 
1. 都市農場 

2. 農業創新經營模式 

8 11/30 (六) 巴黎-桃園(12/1 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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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止 

2. 報名方式 

(1) 本活動採網路報名，請於報名前詳閱報名須知，填寫網路報名表單(https://pse.is/JLVJR )。

填寫完成後，請致電智慧農業推動組，王專員 (02) 2698-2989#03080 或 email 至

03080@cpc.tw，並註明參加活動名稱，確認報名成功。 

(2) 請於收到報名成功通知後 3 日內繳交訂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及護照影本，並於 10 月 28 日

前繳清款項。 

3. 繳費方式 

(1) 銀行匯款/ATM：戶名【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銀行代碼 017；帳號：055208-00001；

收款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松山機場分行 

(2) 繳費完成後，請將匯款／ATM 收據 email 至 03080@cpc.tw，並註明研習團名稱、日期、參

加人員，以確認繳費報名成功。 

4. 本中心保留變更部分行程、航班及餐飲之權益，行程若有變動將於網站隨時更新。 

5. 本參訪團為團體行動，若因個人關係，未能參加全程者概不退費，個人變更行程所須增加之費

用，由個人自行負擔。 

6. 團員於本團行程開始後，未能及時搭乘飛機、車、船等交通工具時，視為自願放棄其權利，不

得向本中心要求退費或任何補償。 

7. 旅行中各航空公司及其他運輸公司自有其個別條例，直接對乘客及行李負責，行程如有交通延

誤、行李損失或意外事件等情事時，悉由各該運輸公司依其所訂之條例直接對團員負責。 

8. 團費包含：機票、食宿、國外陸上交通、小費(領隊、司機)、保險、翻譯、參訪門票。 

團費不包含：護照申辦費用、床頭小費、私人消費、居住地至桃園機場之接駁費用，及其他未

記載於行程內之費用。 

9. 行程洽詢：王專員 (02)2698-2989#03080 | email: 03080@cpc.tw  

https://pse.is/JLVJR
mailto:2980@cp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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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個資同意書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書 

親愛的報名團員，您好： 

感謝您報名本中心舉辦之「2019年法國農業考察團」活動，本中心為有效執行業務，而保有您

的個人資料。而有關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個人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

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在於訓練課程業務之執行，辦理學員報名、繳費通知、證書製作、學習分

析、滿意度調查分析、新課程訊息通知等相關作業。以及辦理本中心之內部稽核業務行為皆屬之(下

稱「蒐集目的」)。 

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

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分別存放於本中心資料

庫，或各該執行業務部門，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則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毀。 

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書面行使下述的權

利，除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我們不會拒絕您下列要求: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五）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

完全時，基於健全本中心相關業務之執行，將無法提供您本中心系列優惠的服務，以及您在本中心

所參與之完整終身學習記錄。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請依下列方式聯絡王專員：  

專線：(02)2698-2989#03080  

電子郵件信箱：03080@cpc.tw  

 若您未來不希望再收到本中心所提供，有關農業活動訊息、教育訓練最新課程資訊。敬請回覆告

知本活動聯繫人員王專員，電子郵件信箱：03080@cpc.tw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謹啟  

 

本人已詳閱「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書」無誤，本人並同意 

貴中心於聲明書範圍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