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目的：我國食品產業多元化發展，各先進國家針對食品管理之重點均著重於源頭管

理，相關食品業者從事食品行業應對食品法規有相當程度瞭解，藉以確保其

輸入或產製之食品符合我國食品衛生安全與品質，期透過本座談會宣導輸入

食品業者追溯追蹤法規及其系統操作實務、邊境食品輸入查驗規範及食品業

者自主檢驗制度等相關規範，與食品業者進行充分法規宣導與風險溝通，共

同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權益。 

二、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三、 承辦單位：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四、 邀請對象：國內輸入食品業者、食品進出口公協會、產官學界 

五、 舉辦時間及地點： 

六、會議議程（主辦單位保有議程變動之權利） 

時間 議程 

1300-1330 報到（領取資料） 

1330-1340 長官致詞 

1340-1420 輸入食品業者追溯追蹤法規 

1420-1510 追溯追蹤系統-｢非追不可｣系統實務操作說明 

1510-1530 茶憩時間 

1530-1620 邊境食品輸入查驗實務 

1620-1700 食品業者自主檢驗制度 

1700-1730 綜合座談 

 

104 年度輸入食品業者座談會 

場次 時  間 地  點 

北區 
10 月 27 日 (二) 

下午 1300 ~ 1730 

臺大法律學院 霖澤館 1F 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大第二校門 辛亥路與復興南路口) 

中區 
10 月 29 日 (四) 

下午 1300 ~ 1730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 319 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Rich 19 大樓) 

南區 
11 月 04 日 (三) 

下午 1300 ~ 1730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F 102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線上報名網址： 

http://www.tqf.org.tw/tw/event/event_list_detail.php?class_type_id=25  

(Google短網址: http://goo.gl/cKOxiB，請注意英文大小寫)  
 

報名方式：活動採網站線上報名，請逕至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網站

(http://www.tqf.org.tw/tw/index.php)，首頁上方選單點選 ｢活動報名｣項下 ｢活動分類列表

｣，進入後請點選 ｢104 年度輸入食品業者座談會｣，即可於線上填寫您的報名資訊，完成報名。  

注意事項： 

1. 本說明會免費參加，各場次名額有限(各單位限額 1-2 人)， 敬請於 10 月 23 日前完成報名(或

額滿為止)，以便統計出席人數，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2. 網路報名提供之個人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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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報名及活動相關詢問，請與活動聯絡人聯繫：魯明蓁/呂雅蕙小姐， 

TEL 02-27512777＃605/601、E-mail:lumc@tqf.org.tw / luyh@tqf.org.tw 

 

~若您針對本座談會或輸入食品相關業務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問回傳~ 

輸入食品業者座談會 報名方式 

業者座談會 提問欄 

提問內容：(請詳加描述，以利現場進行回覆，謝謝您! ) 

 

mailto:lumc@tqf.org.tw


                                         

  

           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 1F 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霖澤館:辛亥路與復興南路口交叉口 

 

 

 

 

 

 

 

 

 

 

 

 

 

 

 

 

 

 

《交通資訊》 

台大公館校區周邊交通網絡極為便捷，校區緊臨新生南路、羅斯福路、辛亥路、基隆路； 

距大眾捷運路網-文湖線科技大樓捷運站，往辛亥路步行約 10 分鐘。 

《搭乘捷運》 

1. 最佳路線: 

捷運科技大樓站(文湖線)：捷運科技大樓站出口左轉，沿著復興南路步行至辛亥路交叉口，

過馬路即可抵達臺大第二校門(辛亥路與復興南路口)，校門口左手邊大樓即為「霖澤館｣；

步行路程約 10 分鐘。 

2. 其他路線: 

捷運公館站(新店線)：捷運公館站出口 3，沿著羅斯福路步行進入台大校園後，循椰林大道

直行，往國家發展研究所方向，斜前方即是；步行約 25-30 分鐘。 

《搭乘公車》 

1. 青年活動中心站(辛亥路上)：237 / 295 / 298 

2. 台大資訊大樓站(辛亥路上)：298 / 捷運公館線 

3. 大安健康服務中心(復興南路上) ：237/ 295 

4. 台大公館醫院(基隆路上) ：1 / 207 / 275 / 275 副 / 650 / 672 / 673 / 905  

/ 905 副 / 906 / 906 副 / 907 / 907 區 / 909 / 1032 / 1550 / 1551 / 5350 

5. 捷運公館站(羅斯福路上) ：1 / 109 / 207 / 208 / 672 / 673 / 907 / 1505   

/ 捷運公館線 / 敦化幹線 / 棕 12 / 綠 11  

 ※停車費：臺大校園內停車每小時 60 元；臺大辛亥路停車場每小時 40 元。 

文湖線 

捷運科技大樓站 台大法律學院 

霖澤館 



                                         

  

        中國文化大學-台中推廣教育部 319 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Rich 19 大樓 

 

《開車、搭乘火車、公車》 

外縣市至台中教育中心到達路線 

1. 中山高速公路中港交流道下，往市區方向，沿中港路直行，至河南路迴轉抵達。 

2. 搭火車至台中火車站，再轉往沙鹿方向之公車。 

3. 搭高鐵至台中站，轉搭高鐵快捷專車-東海大學路線，至朝馬站下車，步行約兩分

鐘即可抵達。(因高鐵免費接駁專車，請另行向高鐵公司查詢。http://www.thsrc.com.tw/) 

公車到達路線 

1. 統聯客運：搭乘 73 號、75 號、77 號、83 號至朝馬站下車。 

2. 台中客運：搭乘 27 號、69 號、88 號、106 號至朝馬站下車。 

3. 仁友客運：搭乘 48 號至朝馬站下車。 

4. 全航客運：搭乘 5 號至朝馬站下車。 

5. 巨業/中鹿客運：往沙鹿方向至朝馬站下車。 

《汽車停車場》 

1. 本大樓附設地下停車場(B2)，每小時收費 40 元。 

-B2 停車場請搭 A 棟電梯至本部 3 樓； 

-如遇電梯無法直達 3 樓(B 棟電梯無法直達 3 樓)，請至 1 樓轉乘 A 棟電梯至 3 樓。 

2. 中港路沿線之公有停車格，每小時收費 30 元。 

3. 上安路與至善路交叉口之公有停車場，每小時收費 30 元。 

4. 上安路、至善路、黎明路沿線之公有停車格，每小時收費 20 元。 

《機車停車場》本大樓旁之光明陸橋下，提供公有免費之機車格。 

《大樓人員進出管制》 

※如您停車於本大樓 B2 停車場，亦請利用 A 棟電梯直達 3 樓，或至 1 樓轉乘 A 棟電梯。 

※蒞臨本校來賓/學員，請使用 A 棟電梯直達 3 樓(進入大廳右側電梯)，B 棟電梯未開放。 

http://www.thsrc.com.tw/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F 102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開車》  

高速公路： 

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華路交流道下接翠華路 ->左

轉崇德路 。 

高雄市區： 

1. 北上： 博愛三路->左轉崇德路。 

2. 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 右轉崇德路。 

《高鐵＆台鐵》  

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 分鐘。 

《搭公車、捷運》  

乘 301 號公車，至高雄市政府人發中心。 

搭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撘乘紅 51 線接駁車至會館。 

 

 ※停車費：每小時 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