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塑膠食品容器具及包裝 GHP 衛生管理說明會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屬食
品業者，需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範，包括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GHP)等，並實施自主管理，確保產品之衛生安全。
本次業者說明會，除宣達食安法外，亦對「食品容器具 GHP 及其潛在風險
危害管理」詳加說明，讓業者在符合相關衛生法規下有所依循，並持續改善製
程環境衛生安全、落實產品品質管理，同時歡迎業界交流意見，進而達到完善
自主管理之目標，促進食品產業整體發展。
邀請對象：塑膠類食品容器具或包裝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業者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報名方式：(本活動免費)

傳真報名：04-23508014；E-mail 報名：llm@pidc.org.tw
線上報名：http://www.pidc.org.tw/activity.php(課程/研討會專區)
諮詢專線：(04)23595900#214 林小姐、#239 詹小姐
活動場次：

【台中場】
時間：107 年 4 月 30 日(一) 上午 09:00~12:10
地點：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_501 會議室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8 路 193 號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
09:30~10:4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說明暨標示管理講解
10:40~12:00 塑膠類食品容器具之風險及其危害管理
(1)塑膠材質及添加劑之風險
(2)製程之風險
(3)使用之風險
12:00~12:10 意見交流
12:10~

賦歸

主講人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財團法人塑膠工
業技術發展中心

107 年度塑膠食品容器具及包裝 GHP 衛生管理說明會
【台南場】
時間：107 年 6 月 6 日(三) 下午 13:00~16:30
地點：安平工業區服務中心_3F 訓練教室
地址：台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 67 號
【台北場】
時間：107 年 7 月 11 日(三) 下午 13:00~16:30
地點：光鹽會議中心_光鹽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369 號 7 樓
【新北場】
時間：107 年 8 月 2 日(四) 下午 13:00~16:30
地點：新北市政府衛生局_8 樓在職教室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 號
時間

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到
13:30~14:4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說明暨標示管理講解
14:40~14:50 休息
14:50~16:20 塑膠類食品容器具之風險及其危害管理
(1)塑膠材質及添加劑之風險
(2)製程之風險
(3)使用之風險
16:20~16:30 意見交流
16:30~

賦歸

主講人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財團法人塑膠工
業技術發展中心

107 年度塑膠食品容器具及包裝 GHP 衛生管理說明會
 各場次活動地圖：
第一場(台中場)：107 年 4 月 30 日(一) 上午 09:00~12:10
地點：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_501 會議室 (台中市工業區 38 路 193 號)

【交通方式】
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

客運：至朝馬站或中港轉運站下車後搭計程車至塑膠中心，建議司機走東海，
費用大約 160~240 元之間
火車：至台中火車站下車後搭計程車至塑膠中心，費用大約 300~400 元之間。
高鐵：至烏日站下車後搭乘計程車至塑膠中心
國道一號
(一)由北往南開者者
走中山高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直行大約五分鐘→左邊有台中工業區
入口立牌左轉(工業 1 路)→直走到底大約十分鐘左轉(工業 16 路)→第二條叉
路右轉(工業 28 路)→第一個路口左轉即可抵達(至工業區裡可跟著塑膠中心
指示牌走即可)
(二)由南往北開下者
走中山高下南屯(五權西路/龍井)交流道→往工業區(龍井)方向直行(需繞過圓
環)→至台中酒廠的路口往龍井方向直行→在第一個路口右轉(工業 37 路)→
前行約 150 米後遇到第一個路口再左轉即可抵達
國道三號
中二高龍井 182.8 公里→下交流道往台中方向直行約 5 分鐘→過遊園路後→遇第
一個紅綠燈左轉進入工業區 28 路.
(1)直走看到 39 路立牌右轉到底可達塑膠中心停車場.
(2)直走看到 38 路立牌右轉到底可達塑膠中心
地理座標：東經：120°35'16.7 北緯：24°10'15.8" (X: 120.587976 Y: 24.171046)

107 年度塑膠食品容器具及包裝 GHP 衛生管理說明會
第二場(台南場)：107 年 6 月 6 日(三) 下午 13:00~17:00
地點：安平工業區服務中心_3F 訓練教室(台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 67 號)

【交通方式】
興南客運
台 鐵

高 鐵

自行開車

管理中心站下站。於安工區發車的班次皆可到達。
台南火車站－安平工業區 全長約 5.3 公里，約 16 分鐘
朝北，往北門路二段/台 20 線前進→在成功路/台 20 線處微靠右走→於中山路/台
20 線口向右轉→向右轉，朝民生路一段/市 8 鄉道前進→於民生路一段/市 8 鄉道
口向右轉→繼續沿著市 8 鄉道前進→於金華路三段/台 17 甲線口向左轉，繼續沿
著台 17 甲線前進→於健康路二段口向右→於中華西路一段/台 17 線口向左轉
搭乘高鐵自台南高鐵站下車轉搭台鐵自"沙崙車站"至"台南火車站"後再轉搭接駁
公車
【綠 17(安平工業區-大灣-新化)】台南火車站→中山民權路口→民權路→台南站→
新興國小→三官廟→明和公園→服務中心
(一)走國道 1 號前往台南市南區→接台 86 線→自台 17 線出口下交流道→沿著台
17 線往北走→行至中華西路一段→左轉新信路→安平工業區服務中心大樓
(二)從永康交流道下→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左轉接中華西路一段→右轉新信路
→安平工業區服務中心大樓
(三)從仁德交流道下→接東門路→經過圓環→接大同路→右轉接中華南路→接中
華西路一段→左轉新信路→安平工業區服務中心大樓

107 年度塑膠食品容器具及包裝 GHP 衛生管理說明會
第三場(台北場)：107 年 7 月 11 日(三) 下午 13:00~17:00
地點：光鹽會議中心_光鹽會議室(台北市復興北路 369 號 7 樓)

【交通方式】
捷 運
公 車

文湖線→中山國中站
民權復興路口：
敦化幹線、214、214 直、225、225 區、49、617、688、內科通勤專車 18、棕 1、
紅 29、紅 31、紅 50
捷運中山國中站：
225、286 副、5、542、63、643、680、685、74、棕 1

【停車資訊】
中興嘟嘟房
榮星公園地下停車場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56 號
台北市中山區五常街 9 號

榮星新城停車場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2 號

民有市場地下停車場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B1-B4

民權停車場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427 巷 25 號

107 年度塑膠食品容器具及包裝 GHP 衛生管理說明會
第四場(新北場)：107 年 8 月 2 日(四) 下午 13:00~17:00
地點：新北市政府衛生局_8 樓在職教室(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 號)

【交通方式】
捷運
新埔站 1 號出口

板橋火車站
板橋捷運站

公 車
658 長江路
三重客運 857
「淡海－板橋」
公車橘 5 線

1.步行 20 分鐘至本局。
2.搭計程車走陽明街(約 75 元車資)至本局。
3.至陽明街搭三重客運 857「淡海－板橋」於新北市立聯合
醫院(板橋院區)站下車。
1.出站後，可搭計程車至本局(約 100 元車資)。
2.搭三重客運 857「淡海－板橋」(第 4 月台)於新北市立聯
合醫院(板橋院區)站下車。
3.搭藍 32(第 1 月台)於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站下車。
萬華(龍山寺)→華江街→長江路→英士路(本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站下車。
大漢橋→板橋陽明街→新海路→英士路(本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站下車。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站
(捷運新埔站 5 號出口、景安站皆可搭乘此車至本局)。

107 年度塑膠食品容器具及包裝 GHP 衛生管理說明會【報名表】
報名前，請先詳讀下列「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確認同意後再接續填寫報名資料，
謝謝！
報名場次
(請勾選)

□第一場(台中場)：107/04/30(一)
□第二場(台南場)：107/06/06(三)

□第三場(台北場)：107/07/11(三)
□第四場(新北場)：107/08/02(四)

公司全名
主要產品

年生產量

員工人數

資本額(萬元)

經營型態

□製造商□ 經銷/代理商□貿易商□零售商□其他

參加者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及分機

E-Mail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塑膠中心)因執行食品藥物管理署「植物纖維類食品容器
具衛生安全研究計畫」之宣導活動，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蒐集時依法
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1. 蒐集之目的：本中心蒐集目的在於(1)辦理本計畫舉辦之活動及相關行政管理。(2)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本次以外之產業推廣、宣導、輔導，以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受其他公務機關請
求行政協助事項。
2.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辨識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職業、聯絡方式及現行
之受僱情形。
3. 對象及方式：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您的個人資料本中心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僅於中
華民國領域、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 當事人權利：您可向本中心「個資當事人權利行使窗口」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
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電話：04-23595900 轉 214。
5. 不提供正確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若您不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
關服務。
本人獲知且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貴中心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
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我同意
申請人簽章(上開參加人均須簽名)：
《請個資同意書簽名後方為完成報名》
※ 聯絡方式：(04)23595900 分機 214 林小姐、分機 239 詹小姐
※ 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及個資同意書填寫完畢後，傳真至(04)23508014，亦可 e-mail 報名：
llm@pidc.org.tw，並請務必來電確認，以完成報名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