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 106 年度「食品業者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講 習會
【活動目的】 為強化食品業者對於工廠管理的專業知識及相關法令規定，並協助業者建立良
好衛生規範，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透過辦理食品相關課程，教導業者正確使用
「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有效提昇產品安全衛生品質，使食品業者能
瞭解相關規定及精進業者自主管理能力，以提昇市民食品安全衛生。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承辦單位】川家品質驗證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參加對象】食品相關業者

【講習時間】106 年 7 月份第一週及第二週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請優先採用)
Step1 川家檢驗資訊網
Step2 移至「活動報名」

活動報名
Step3 選擇參加場次
Step4 填寫報名資訊

完成報名

線上報名
請掃描 QR-Code

http://www.uqs.com.tw

2.

E-mail 報名

填寫「食品業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報名表，E-mail 至 service@uqs.com.tw 蔡小姐收。
3.

傳真報名

填寫「食品業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報名表，傳真至 02-27116973。
【聯絡方式】若對於本次講習會有任何疑問，請洽 02-8773-9330 蔡小姐，或 E-mail
至 service@uqs.com.tw 蔡小姐收。

※備註:
1.

本講習會全程參與者於會後現場核發「(研)講習證(明)書」。

2.

本講習會免費參加，以新北市食品業者優先報名，並以公司或工廠負責人、主管、品保人員為優
先錄取，每間公司報名人數 2 名為上限。倘報名額滿，請儘早報名，避免向隅。(因本次報名有優
先錄取順序，因此如確認報名成功，本公司會另行以 e-mail 通知)

3.

報名參加講習業者，不得無故缺課，如無法參加講習之業者，請電話通知 02-8773-9330 蔡小姐，
避免造成其他業者參加權益受損，另每一堂課都會進行點名。

4.

報名提供之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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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現場備有飲水機，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

新北市 106 年度「食品業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報名表
參加人員資訊
公司
名稱
聯絡
地址

電話

傳真

□□□□□

公司業別

□製造加工業 □輸入業 □販售業 □餐飲業 □其他___________

營業項目

□茶葉
□烘焙業
□蛋製品
□食用醋
□食品油脂
□肉品加工
□乳品加工
□餐盒食品
□黃豆製品 □食品添加物
□水產品食品 □嬰幼兒食品 □包裝茶葉飲料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食品
□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
□大宗物資(黃豆、小麥、玉米、麵粉、澱粉、食鹽、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
加入公會

□是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姓名

職稱

E-mail

姓名

職稱

E-mail

參加課程及場次
1.

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法規基礎班
□ 第一場 7/5 (三)

3.

□ 第一場 7/6 (四)

食品中毒防治及緊急應變措施課程講習班

4.

□ 第一場 7/7(五)

5.

食品標示管理講習班

病媒防治講習班
□ 第一場 7/12(三)

烘焙相關產業衛生講習課程講習班
□ 第一場 7/14(五)

備註
1.

如欲傳真報名，請於課程前 7 天回傳此報名表，並傳真至 02-27116973。

2.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於傳真後致電 02-87739330 確認。

壹、食品業者講習會課程表
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法規基礎班
課程內容

建議參加業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重點（含建立原料及成品之追蹤或追溯系統、食品業者登錄、
食品標示及本市食安新政策措施宣導解說等）
1.一般食品業者、2.一般食品製造業者、一般食品販售業者 3.一般食品輸入業者、
4.食品零售商、5.物流業者、6.食品大型通路商、7. 大型量販店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場

106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

13:00~17:00

三重南區圖書分館 3F 演講廳

2. 食品標示管理講習班
課程內容

建議參加業別

食品標示法規新制說明食品標示相關法規說明、營養標示及違法案例說明等。
1.一般食品業者、2.一般食品製造業者、一般食品販售業者 3.一般食品輸入業者、
4.食品零售商、5.物流業者、6.食品大型通路商、7.大型量販店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場

106 年 7 月 6 日 星期四

13:00~17:00

五股勞工活動中心 401 教室

3. 食品中毒防治及緊急應變措施課程講習班
課程內容

建議參加業別

食品中毒原因分析及預防方法、食品中毒案件緊急應變及處理程序及案例研討等。
1.一般食品業者、2.一般食品製造業者、一般食品販售業者 3.一般食品輸入業者、
4.食品零售商、5.物流業者、6.食品大型通路商、7.大型量販店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場

106 年 7 月 7 日 星期五

13:00~17:00

三重南區圖書分館 3F 演講廳

4. 病媒防治講習班
課程內容

建議參加業別

常見病媒特性、病媒防治計畫與執行、病媒防治效果評估、委外執行應注意事項及病
媒防治工具、用藥的標準及建議設備等。
1.一般食品業者、2.一般食品製造業者、一般食品販售業者 3.一般食品輸入業者、4.
食品零售商、5.物流業者、6.食品大型通路商、7. 大型量販店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場

106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

13:00~17:00

三重南區圖書分館 3F 演講廳

5. 烘焙相關產業衛生講習課程講習班
課程內容

建議參加業別

烘焙相關法規說明、原物料倉儲及烘焙製程、人員衛生管理等。
1.一般食品業者、2.一般食品製造業者、一般食品販售業者 3.一般食品輸入業者、
4.食品零售商、5.物流業者、6.食品大型通路商、7.大型量販店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場

106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

13:00~17:00

三重南區圖書分館 3F 演講廳

貳、 食 品 業 者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地點
1. 新北市三重南區圖書分館
(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 70 號 3 樓)
交通方式
捷運

公車

說

明

【菜寮站 2 號出口】
出捷運站後，左轉沿著重新路三段前進，看到光明路後向左步行約 5 分鐘
 重安街口
【14】【39】【232】【662】【926】【933】【藍 1】
下車後朝忠孝橋方向前進，進入同安街後右轉至光明路，步行約 5 分鐘。
 捷運菜寮站
【14】【62】【221】【232】【264】【292】【616】【636】【638】【639】
【801】【803】【820】【857】【1209】【1501】
下車後至光明路進入，步行約 5 分鐘，其位於光明市場 3 樓。

2. 五股勞工活動中心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 號 4 樓)
交通方式

說

明

【免費停車場】

自行開車

至勞工活動中心地下室停放車輛(僅 60 個停車位)
【工商展覽中心】：1 小時 30 元
超過一個小時未滿一個小時，則以每半小時 15 元計算 (第一個小時不在此限)

捷運

公車

【機場捷運新莊副都心站 1 號出口】
出捷運站後，沿著新北大道四段前進，於五工六路向左轉。

【835】(新北產業工業區→捷運台大醫院站)
【520】(新北產業工業區→捷運民權西路站)
【橘 17】(新北產業工業區→捷運三民高中站)
【982】(捷運新莊站→捷運大坪林站)
【982 區間】(立體停車場→台北車站)
※ 以上公車均至「勞工活動中心」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