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務委員會 海外僑臺商鏈結臺灣農業創新與商機線上工作坊  

報名須知 

一  培訓目的：協助海外僑臺商獲得國內最新農業新知 技術與資材等相關

專業資訊，並協輔農企業技術升級與產業轉型，同時促進媒合國內業者

合作商機  

二  研習日期：自 2022年 7月 19日 星期二 至 8月 30日 星期二 期

間，共計 5堂次，原則每週安排 1堂次主題課程於線上工作坊進行研習

每堂課程時間約 1.5 小時，暫定於臺灣時間每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10

時 30分 ；另為強化 雙向互動 ，每堂課程已規劃 0.5小時互動時間，

藉由授課講師與學員間提問與互動，加乘學習效益                

三  報名資格及培訓人數： 

(一)報名資格：以具 國際農業代表 身分者優先核錄(有關 國際農業

代表 後附僑務電子報新聞)，並視名額開放其他僑臺商報名參加；

本工作坊全程採網路授課，學員需具備基礎電腦及視訊會議操作能

力  

(二)培訓人數：預計招收 30名學員  

四  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7月 13日  

    (二)報名方式：於報名截止前至 僑務活動報名系統 活動網頁報名  

(網址：https://register.ocac.gov.tw；亦可掃描以下 QR Code) 

 

 

 

五  錄取通知：於駐外館處或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完成學員遴薦資料初審

並經本會複審後預計於本年 7月中旬將錄取學員名單公布於 僑務活動

報名系統 ，並函知各駐外館處或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六  研習方式： 

(一)所有學員均使用 Microsoft Team 等相關線上會議系統參與工作坊課

程，且須完 4堂(含)以上之課程時數  

(二)線上會議系統連結：學員核錄後另行通知  

七  線上工作坊主題：(每堂次主題課程時間 1.5小時) 

(一)技術整合永續農業 

(二)農產加工多元商機 

(三)農業科技冷鏈崛起 

(四)智慧水產養殖科技 

https://register.ocac.gov.tw/


(五)水產深加工新商模 

八  研習費用：本會全額負擔學員培訓期間線上課程相關費用，惟學員需自

行準備網路 暢之環境，另如購買電腦 麥克風設備 網路連線或軟體

等個人課程所需設備悉由學員自行負擔  

九  注意事 ： 

(一)本次研習係採用本會 僑務活動報名系統 請務必於報名截止日前在

活動網頁報名完成報名程序，完成報名後仍須由駐外館處或海外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辦理學員遴薦資料初審(無本會駐外人員地區將逕由本

會複審)，並經本會複審後於本年 7月中旬將錄取學員名單公布於前揭

報名系統並函知各駐外館處或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二)經錄取但研習時數未達 4堂(含)以上課程時數之學員本會將通知駐外

單位，並保留未來一年內不錄取 學員參與本會相關研習活動之權

利  

十  本會聯絡人：曾權榮科員，聯絡電話：+886-2-2327-2707，電子郵件：

evantseng@oc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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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位僑務委員任國際農業代表 農科院頒發聘書

童振源期盼借重海外僑 的能量，協助臺灣農業與僑臺商對接

陳建斌感謝僑務委員的協助與⽀持，讓臺灣農業技術拓展到海外

童振源(前排右3) 陳建斌(前排左3)與受聘國際農業 表之僑務委員合



與會來賓合

徐佳青說明臺灣農業技術優勢，盼深 與海外臺商合作

為媒合 球僑臺商在地 資源及⼈脈網絡，串聯臺灣各 域產學合作並深 交流，僑務委員會⽇前與農科院 集 球僑務委

員擔任國際農業 表， 球共計40 僑務委員有意願 11⽉3⽇特別於僑委會舉⾏聘書頒贈儀式，由農科院院⻑陳建斌親頒

聘書，僑委會委員⻑童振源⾒證，期許未來共 協助臺灣農業 向國際並協 海外僑臺商技術升級

童振源指出，臺灣是熱帶地區唯⼀ 的農業科技國家，不論是農業技術 研發 ⼈才 資材 設備，在國際 都相當 有

優勢 去 僑委會與農科院及 國農業⾦庫共 合作，推出 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案 ， 時建立先居NE單⼀窗⼝及彙編服

務⼿冊，提供技術諮詢 ⼈才培育與產業鏈結等 ⼤整合服務，獲得僑臺商熱烈迴響

  

童振源 ⼀ 說明，⽬前 球共有3,3進進位僑務榮譽職⼈員，⽽海外僑務委員更是相當關鍵且重要的能量 僑委會在7⽉辦理

合作意願問卷調查， 中共40位僑務委員願意擔任農科院的國際農業 表，因 期盼借重每位僑 在當地的 響⼒ ⼈脈及

事業，協助臺灣農業與海外僑臺商對接，並作為僑 地的諮詢據點，在當地推廣相關農業技術服務，成為臺灣的農業⼤使

感謝農科院 僑務委員及產學 表，僑委會 持續扮演槓桿⽀點⾓⾊，鏈結海外僑臺商及臺灣研發機構及學校發展合作，共

匯聚 球僑界能量，幫助臺灣產業及研發技術⾛向國際，讓臺灣農業在世界發 發亮

農委會副處⻑林志鴻也 表農委會感謝農科院⻑期的科技研發貢獻，⾃陳建斌院⻑ 任後，更積極協助臺灣農業在海外的發

展 及國際合作， 時他也感謝僑委會與僑務委員，幫助臺灣建立海外的農業據點

陳建斌⾸ 感謝40位僑務委員願意擔任國際農業 表，有海外僑 僑臺商的協助，農科院也 ⼒⽀持，並期盼與現場⼤

學 表未來能有更多合作的計畫 他也感謝透過與僑委會的合作，不只讓臺灣農業技術拓展到海外，協助僑臺商農業產業發

展，更幫助推廣臺灣農業設備及相關資材出⼝，與 球農業及農產品市場鏈結，創造彼 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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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資訊

回 ⼀⾴ ↑回頂端

當⽇聘書頒發儀式共有多明尼加謝 ⺠ ⾺來⻄亞蘇春⽣ 南非簡湧 加拿⼤林⾦益 泰國呂⽣意 羅 楊必誠 ⾺來

⻄亞康耀忠 奈及利亞吳孟 印尼柯勝升等9位僑務委員親⾃出席 與會貴賓亦包括僑委會副委員⻑徐佳青 參事陳碧蓮

僑商處處⻑張淑燕 農科院副院⻑黃文意 動物科技研究所所⻑陳 文 ⽔產科技研究所所⻑林學廉 植物科技研究所研究

員陳柏安 產業發展中⼼國際事務組組⻑張瑞玶 資深研究員吳佳玲 3家農業相關企業及9所產學合作⼤學 表到場觀禮

更多僑務 聞請⾄僑務電⼦報

2022/07/01

印尼得獎青商加入僑⽣⼈才⼤聯盟

助僑⽣職涯發展

2022/07/01

童振源頒贈陳姿⽟⼭僑務 業獎章

頒贈伍煥鵬惠國利僑獎牌表 ⻑期

貢獻

2022/0進/30

克服疫情 響 僑臺商組織幹部培

訓線 ⼯作坊熱烈開辦

2022/0進/30

童振源出席第週1 美 臺灣⼈夏

會 暢談僑務⼯作的創 與實

2022/0進/30

童振源⼆訪紐澤⻄臺灣商會 盼攜

⼿鏈結海 外產業共創商機

2022/0進/30

出地 線 看僑界菁英貢獻所

⻑深根台灣 世界台商鮭⿂返鄉

獻策助台



僑務電⼦報

僑務電⼦報先居NE 
⽅帳號

僑務電⼦報
Yo東杰東be頻道

僑委會怎麼去 網站滿意度調查

100週週台 市徐州路五號 ⼗五 ⼗六 ⼗七樓 

3,1週-17F., No.週, X東其此o東 Rd., Z此on正其此en正 D步s杰., Ta步pe步 政步杰y 100週週, Ta步平an (R.O.政.) 

為⺠服務 線: 88進-2-2327-2進00 ⼀⾄ 五 08:30~17:30 ‧Fa年 : 88進-2-23週進-進3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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