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標籤標示進階實務班》
一、 目的：
隨著社會發展與生活水準的提升，消費者開始注意食品品質對健康的
重要性，購買商品的同時希望能瞭解食品的內容，關心自己到底吃下了什
麼?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對於食品標示管理規範琳瑯滿目，食品標示困擾
您很久了嗎？為協助食品業者，針對常見問題，特開辦進階實務課程，採
用實例解說並深入剖析，小班制教學讓講師與學員互動更完整，一併解決
您的標示困擾！歡迎報名參加 2020 年食品標籤標示進階課程！
二、 時間及地點：(為維護教學品質每班上限 36 人，報名人數未達 16 人不開班)
場次
台北
高雄
台中
台北
台中
高雄

時間
3 月 17 日(二)
0930-1700
3 月 24 日(二)
0930-1700
3 月 31 日(二)
0930-1700
9 月 1 日(二)
0930-1700
9 月 8 日(二)
0930-1700
9 月 15 日(二)
0930-1700

地點
TQF 協會-6 樓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75 號 6 樓)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教育中心-304 教室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311 教室(Rich 19)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
TQF 協會-6 樓會議室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75 號 6 樓)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311 教室(Rich 19)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教育中心-301 教室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三、 課程費用：
定價 NT$2,500 元/人
TQF 協會個人、團體會員廠商員工 8 折優惠價 NT$2,000 元/人
在學學生(需檢附學生證) 8 折優惠價 NT$2,000 元/人
(TQF 會員查詢請至：https://bit.ly/2G3Mw1G)
四、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詳見第四頁所示。
五、 參與對象：食品相關從業人員
六、 時數：本課程未提供時數登錄

七、 講師經歷：
TQF 資深法規專業團隊
TQF 會員專屬食品標籤標示諮詢服務
台灣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專線之法規團隊
八、 會議議程：（主辦單位保有議程變動之權利）
時間

活動名稱

講師

09：30-10：00

報到

TQF 協會督課人員

10：00-12：00

一般食品標示法規與應用實例

TQF 資深法規專員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法規
食品標示常見疑問釋疑
國內製造/國外輸入/原產地標示
有效日期標示
食品添加物標示
基因改造食品相關標示
真空包裝/包裝冷凍食品標示
真菌類食品標示
食品過敏原標示
109 年中央主管機關最新公告事項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一般食品標示案例演練(分組討論)

14：00-15：50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法規與應用實例

TQF 協會督課人員
TQF 資深法規專員

包裝/散裝食品標示
營養標示之定義、方式及範例

TQF 資深法規專員

包裝膠囊錠狀食品營養標示
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
15：50-16：00

茶憩

TQF 協會督課人員

16：00-17：00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案例演練(分組討論)

TQF 資深法規專員

17：00~

歸賦

TQF 協會督課人員

九、 注意事項：
報名方式
報名期間

開班公告
上課通知
繳費方式

本活動採預先線上報名制，不接受現場報名，主辦單位保有篩選報
名人員之權利；詳細操作流程請見第四頁。
即日起至開課日期前一週，
每班人數上限 30 人，報名人數未達 15 人不開班，額滿即提前截止
報名。
報名人數若達開課人數，將會提前 Email 告知。
將於開課前一週以 Email 通知課程相關事項，包含上課教室及注意
事項等重要資訊，敬請留意！
◆報名後請待收到 Email 開課通知後再繳費，切勿先行繳費。
◆報名人數已達開課人數，接獲電話/Email 通知後須於 5 日內完成
繳費，並提供繳費證明確認(逾期恕不保留名額)，可以傳真或 email 等方式通知。
1. ATM 轉帳及臨櫃匯款：請提供繳費單據並提供完整帳號末五碼，
以利查帳及開立收據。
2. 轉帳手續費 30 元須由學員負擔。
第一銀行(007)信義分行
戶名：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帳號：162-10-041199
請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回傳繳費收據影本，回傳後請務必來電確
認！
3. 發票之抬頭統編將以報名時填寫資訊開立，請務必填寫正確，
若需更改請於開課前來電告知，若開立後須更改發票資訊，將酌收
300 元處理費。
◆退費期間與退還比例*
開課日前 10 天
退還繳納費用 90% 或辦理延期上課
開課日前 10 天內 退還繳納費用 70%
開課日前 5 天內 退還繳納費用 50 %
開課當日
不予退還
*退款帳戶之轉帳手續費 30 元須由學員負擔。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bit.ly/35V4sWA

(請注意英文大小寫)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不開放現場報名，報名額滿為止。
請至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網站(http://www.tqf.org.tw/tw/index.php#1)，首頁上方選單點
選｢活動報名｣→｢活動分類列表｣→｢【法規】食品標籤標示進階實務班｣，即可於網站線
上填寫您的報名資訊，完成報名。
＊請先註冊/登入成為網路學員才能線上報名，註冊方式如下(請參照下圖)：
1. 點選右上角的”學員”
2. 設定您的帳號(即電子信箱)與密碼，並勾選「我不是機器人」，依照指示點選正確後
即可註冊成功。*注意：密碼請勿輸入空白或特殊符號(如@、#、*或&)，請選擇半形
輸入之純數字、純英文(大小寫均可)。
3. 註冊完成後請再次點擊右上角的”學員”，登入帳號密碼即可開始報名。

注意事項：
1. 線上報名所提供之個人相關資訊，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善盡資料安
全維護之責任。
2. 為節能減碳，本活動不提供免費停車服務，請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3. 課程若遇天候因素政府公告停班停課(例：颱風、水災等)，將改期他日開課並另行
通知。
4. 報名及活動相關詢問，請與活動聯絡人聯繫：易小姐/郭小姐，
TEL 02-2393-1318＃602/604 、E-mail: testing@tqf.org.tw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6 樓會議室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75 號 6 樓

文化大學進修部台中教育訓練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



交通方式：
汽車
※國道一號：於中港交流道下出口匝道，往台中市方向前進，沿台灣大道直行，至河南
路迴轉即可抵達。
※台 74 號快速道路(或稱中彰快速道路，或稱台 74 號環線)：
1. 由國道三號霧峰段連接 74 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三】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西屯
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朝馬路)均可抵達。
2. 由國道三號快官交流道連接 74 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一】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市
政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青海路)均可抵達。
高鐵
※搭乘高鐵至台中站，轉乘高鐵快捷專車─往【中科管理局】路線，於【朝馬站】下車
即可抵達。(因高鐵提供之免費接駁專車時有更動，請另行向高鐵公司查詢時刻表)
客運公司
※搭乘國光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統聯客運者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請勿於中港轉運站下車)
※搭乘新竹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和欣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者，請於【台中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阿囉哈客運前來

中國文化大學-高雄教育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搭乘捷運》
捷運(橘線)市議會站(舊址)2 號出口。
《搭乘公車》
A：60、83、91、248、0 北、0 南、168 環狀線至市議會站下車。
B：14、76、77、78、214 至新聞報站下車。
《汽車停車場》建議請多利用大眾捷運系統及公車。
P：高雄市合發前金立體停車場，$30/小時，約 665 個停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