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新北市食品業者教育訓練說明會 (製造業 )  

  

親愛的業者先進，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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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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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課程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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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108 年度新北市食品業者教育訓練說明會  

 課程時間及地點：請詳閱報名表 

 教育訓練議程：請參閱 https://reurl.cc/LeGxX 

 報名方式： 

1. Google 表單報名：https://reurl.cc/WgDOO (或可使用手機掃描右下方 QR-Code 進

行報名) 

2. E-mail 報名：填寫報名表單，並 E-mail 至 service@uqs.com.tw   洪小姐收 

3. 傳真報名：填寫報名表單，並傳真至 02-27116973 

  報名注意事項： 

1. 本講習會免費參加，僅限新北市轄內食品業者報名參加，全程參與者於會後現場

核發「(研)講習證(明)書」。 

2. 本次報名有優先錄取順序，以公司或工廠負責人、主管、品保人員為優先錄取，

請儘早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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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9823 洪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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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善盡資料安全維護之責任 

 

 

 

 

 

 

 

 

 

 

 

快掃我報名 

https://reurl.cc/WgDOO
https://reurl.cc/WgDOO


 

 

108 年度「食品業者教育訓練說明」報名表  

 

 

課程場次 

1.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6月 26日(三)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B1演講廳(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 168 號 B1) 

2.烘焙相關產業衛生講習課程講習班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6月 28日(五)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樓演講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號 2樓) 

3.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法規基礎（以食品追溯追蹤管理為主）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7月 4日(四)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樓演講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號 2樓) 

4. 5S管理與應用實務班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7月 9日(二)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樓演講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號 2樓) 

5.供應商評鑑與管理實務班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7月 10日(四)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樓演講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號 2樓) 

6.設備塗抹、落菌數及總生菌數檢驗實務班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7月 11日(四)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3樓演講廳(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 18號 3樓) 

7.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標準程序書(9大程序書)撰寫講習 A班 

108年 7月 16日(二)  全天 9:00-18:00(8:3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樓演講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號 2樓) 

8.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及強制性檢驗(一級品管)課程講習班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7月 17日(三)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樓演講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號 2樓) 

9.原料採購驗收管理及產品回收銷毀課程講習班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7月 24日(三)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樓演講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號 2樓) 

10. 病媒防治講習班暨自主通報說明講習班 

108年 7月 25日(四)  下午 13:30-17:30(13:00開始報到)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新北市社政大樓 3樓集會廳(新北市板橋區中 

正路 10號 3樓) 



 

 

 

 

 

 

 

 

 

 

 

 

 

 

報名資訊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聯絡 

地址 
□□□ 

公司業別 

(可多重勾選) 
□製造加工業 □輸入業 □販賣業 □物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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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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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公司營業項目) 

是否 

加入公會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完整公會名稱)        □否  

姓名/職稱  身分證字號  E-mail  

姓名/職稱  身分證字號  E-mail  

1. 如欲傳真報名，請最晚於課程前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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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7119823 確認。 



 

108 年度「食安法規相關及新北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說明會」  

課程地點 

1.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2樓演講廳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 2樓) 

 

2.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3 樓演講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 18 號 3 樓) 

3.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B1 演講廳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 168 號 B1) 

交通方式 說 明 

捷運  【三重國小站】步行約 10分鐘 

公車  
長壽西街口【39】【62】【221】【264】【306】【704】【857】【926】【藍

1】【忠孝幹線】 

交通方式 說 明 

捷運  
【土城站】 

2號出口，步行約 5分鐘 

公車  

 土城農會站(中央路二段):【275副】【705】【805】【812】【9103】

【1962】 

 土城區公所站(中央路二段):【706】【藍 17】【藍 40】 

交通方式 說 明 

捷運  

【新埔站 1號出口】 

於新埔站 1 號出口，往陽明街直走約 10 分鐘 

四維公園中間一棟三層樓高，呈圓弧型的建築物即是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

四維分館。 

公車  

 新埔國小站:搭乘「三重客運」的「淡海－ 857－板橋」。 

 新埔國中站:【658】【857】【橘 5】。 

 捷運新埔站:【1070】【7504】【7505】【7505A】【7505B】【7505C】

【7505D】【99】【802】【802 區】【805】【806】【813】【813 區】【842】

【845】【857】【918】【918 延駛三民路】【920】【930】【930 大崎腳】

【933】【947】【963】【963 直達車】【982】【982 直達車】【982 區】

【藍 18】【藍 35】【橘 5】【跳蛙公車(木柵-捷運新埔站)】【跳蛙公車

(林口-板橋)】【跳蛙公車(淡水新市鎮-板橋)】 



 

 

4.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新北市社政大樓 3樓集會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10 號 3 樓) 

 

 

 

交通方式 說 明 

捷運  

 板橋站出口 1：步行約 15分鐘 

 板橋站出口 2：轉搭公車 307（往板橋方向），「板橋戶政事務所」

或「育樂中心」下車 

 府中站出口 1：左沿府中路、宮口街、北門街、中正路，步行約

10分鐘 

 府中站出口 2或 3：右沿府中路、府後街、文化路一段、北門

街、中正路，步行約 10分鐘 

 新埔站出口 1：轉搭公車 310、910，「板橋戶政事務所」或「育樂

中心」下車 

公車  

 公車 307、310、910，「板橋戶政事務所」或「育樂中心」下車 

 三重客運（公西-板橋、淡海-板橋、八里-板橋），「育樂中心」下

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