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標示─與消費者對話的第一步

近年來幾起食品安全事件，即有多起因標示不實或不當，造成之消費糾紛，
不僅造成食品業界營業額之虧損，更損害公司形象；
該如何在消費者、法規及業者本身權益取得平衡？
讓我們換個角度，帶您瞭解您所不知道標示的另一面相！

現行標示法規與未來趨勢
新修訂食安法相關標示條文及未來法規走向

追溯追蹤與標示
追溯追蹤與食品標示之關連及其重要性

我們眼中的食品標示
由消費者及法律的角度切入，了解消費者心理

食品標示與消費爭議探討
常見食品標示相關消費爭議案例探討

謝定宏

許輔

李鳳翱
8/22 台北場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更多課程資訊，盡在
www.tfif.org.tw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系教授
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副秘書長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基因改造食品審議委員會委員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委員
董氏基金會法律顧問
消基會名譽董事長
均衡法律事務所所長
台灣食品產業策進會法律顧問

收費方式 原價3,000元/人，一般報名2,000元/人

開課三週前報名早鳥優惠1,800元/人
5人以上團報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上課時間 09:30~17:00

備 註 本課程將提供衛生講習時數。

報名方式 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後傳真至02-27521007，

或拜訪本會網站(www.tfif.org.tw)並至活動報
名頁面進行線上報名。

8/29 台中場 台中教育中心

9/04 高雄場 美麗島會廊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及議程異動之權利，更新資訊以活動網站內容為主。
課程洽詢：02-27521006#309 施小姐/ 308林先生 (一至五 09-12；13-18)

http://www.tfif.org.tw/


更多課程資訊，盡在www.tfif.org.tw

該如何對症下藥、針對病媒與微生物之特性來設定
防治與用藥等計畫以及落實執行，以兼顧效果及成本？
國外有哪些先進技術可以隔絕病媒及微生物的危害且不造成產品品質損壞？
業界不傳的關門技術，讓我們告訴您！

食品中毒菌與病媒特性介紹
常見食品中毒菌與病媒之特性、生態簡介

病媒防治效果評估與方法介紹
防治方式介紹、訂定防治計畫、效果成本評估

食品工廠如何有效防範微生物問題
國內外新式技術介紹及優缺點評比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主任
新北市中小企業服務團生技醫材領域顧問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實驗室評鑑/查核委員
台灣食品保護協會常務理事

蔡宗佑

藝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有害生物防治部業務暨服務副理
中華木質構造協會「古蹟與木建築有害生物防治講座」特聘講師
病媒防治專業技術證照、紅外線熱像檢測師

蔡君瑋

藝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飲料事業部部門經理
曾服務於美商嬌生集團、美商愛力根集團及
合富集團

李玉生收費方式 原價3,000元/人，一般報名2,000元/人

開課三週前報名早鳥優惠1,800元/人
5人以上團報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上課時間 09:30~17:00

病媒與微生物之防治控管是
達成安全品質的重要關鍵

備 註 本課程將提供衛生講習時數。

報名方式 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後傳真至02-27521007，

或拜訪本會網站(www.tfif.org.tw)並至活
動報名頁面進行線上報名。

9/19 台北場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9/26 台中場
台中教育中心

10/3 高雄場
美麗島會廊

藝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有害生物防治部技術支援暨培訓主任
外商病媒防治業生物學專家

王心浩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及議程異動之權利，更新資訊以活動網站內容為主。
課程洽詢：02-27521006#309 施小姐/ 308林先生 (一至五 09-12；13-18)

http://www.tfif.org.tw/


近年來幾起食品安全事件，突顯風險評估、管理與溝通之重要性。
透過現代科學之方法與證據，其實可以降低及預防風險發生機率。
危害發生的第一時間，合宜行動更能防止後續傷害擴大及保護商譽。
從風險的評估、管理、到危機處理、媒體溝通及企業倫理，
您所不知道的，一次都告訴您！

如何與媒體建立
良好溝通管道

洪素卿 自由時報編輯部康健組副召集人
健康新眼光節目主持人
新聞挖哇哇、５７健康同學會、健康兩點靈、
國民大會等節目固定來賓

食品安全與
企業倫理

李鳳翱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委員
董氏基金會法律顧問
消基會名譽董事長
均衡法律事務所所長
台灣食品產業策進會法律顧問

麥當勞的供應鏈管理
─作在危機管理之前

陳冠宏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公司 供
應鏈管理品管部協理

食品安全風險
分析與管理

吳焜裕 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風險分析學會秘書長
國際風險分析學會台灣分會秘書長
雲林縣六輕監督委員會委員

危機當前，
該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收費方式 原價3,000元/人，一般報名2,000元/人

開課三週前報名早鳥優惠1,800元/人
5人以上團報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上課時間 09:30~17:00

備 註 本課程將提供衛生講習時數。

報名方式 請填妥課程報名表後傳真至02-27521007，

或拜訪本會網站(www.tfif.org.tw)並至活
動報名頁面進行線上報名。

10/17 台北場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10/24 台中場
台中教育中心

10/31 高雄場
美麗島會廊

更多課程資訊，
盡在www.tfif.org.tw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及議程異動之權利，更新資訊以活動網站內容為主。
課程洽詢：02-27521006#309 施小姐/ 308林先生 (一至五 09-12；13-18)



 

 
報 名 表 

報名課程別名稱與上課日期 (請勾選，若選擇不同課別，請另填一份報名表，感謝！) 

1. 食品安心系列課程-食品標示篇              □8/22 北部  □8/29 中部  □9/4 南部 

2. 食品病媒與微生物防治技術應用課程         □9/19 北部  □9/26 中部  □10/3 南部 

3. 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                       □10/17 北部 □10/24 中部 □10/31 南部 
※ 歡迎您報名參與本會之人才培訓班課程，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於填寫報名表前，詳細閱讀以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內容： 

一、 本會為提供會議活動報名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學員之共同利益，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

學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 E-mail 帳號、姓名、性別、服務機構、通訊住址、電話等資訊。 

二、 報名學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

處理、利用與刪除等權利。 

三、 報名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學員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

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課程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四、 在學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本會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我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  

※ 為確保資料正確性，敬請以正楷書寫。開課前將以 E-mail 方式寄發上課通知，未收到確認通知者，請來電洽詢。 

NO 姓名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1      

2      

3      

原價 3,000 元/人，一般報名特價 2,000 元/人、開課三週前報名早鳥優惠 1,800 元/人、5 人以上團報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 

統一編號  公司業別 □輸入 □製造 □販售 □餐飲 □團膳 

聯絡人  聯絡人職稱  

聯絡人 E-mail  聯絡電話 分機 

參加性質 □公司指派 □自行參加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資訊 

分行：玉山銀行復興分行 /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食品產業策進會 / 帳號：0303-940-008656  

匯款或轉帳後，請傳真或 E-mail 下列資訊至本會，並於十分鐘後來電確認是否繳費成功。 

E-mail：shihsc@tfif.org.tw 施淑眞 /linty@tfif.org.tw 林子堯 

傳真資訊 

發票 □個人(二聯式發票) □(公司)三聯式發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統編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款者/轉帳者戶名  

匯出金融機構名稱和代號 名稱：                                     /代號： 

匯出帳號後 7 碼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注意事項 
1. 填妥資料後請回傳 24 小時傳真專線：02-27521007，傳真後請務必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 
2. 傳真報名表後請於三天內完成繳費並傳真收據，如逾時恕無法保留名額，特殊情況請來電告知。 
3. 報名繳費成功後將於活動前三天收到以 E-mail 發送之出席提醒，若未收到請來電告知。 
4. 繳費後如無法出席，可另派代理人出席，不另退費。 
5. 客服專線：02-27521006#309/308 施淑眞/林子堯  (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300-1800) 
6. 網站網址：www.tfif.org.tw 
7. 本會地址：1069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07 號 12 樓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及議程異動之權利，更新資訊以活動網站內容為主 

http://www.tfi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