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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 

「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申辦說明會」 

 

一、 緣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讓業者瞭解申請輸入錠狀膠囊狀食

品查驗登記作業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輔導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申

辦方式及輸入業者登錄辦理方式，並加強業者自主管理知能，特舉辦此說明

會。 

二、 計畫依據：108 年度「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委託辦理計畫 

三、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四、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五、 日期及地點： 

（一） 北區場次 

日期：108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國立台灣大學第二活動中心內） 

交通資訊：如附件 1 

（二） 中區場次 

日期：108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 319 教室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Rich 19 大樓） 

交通資訊：如附件 2 

六、 參加對象：進口錠狀膠囊狀食品相關業者、衛生局、公協會 

（一） 將以現行欲申辦「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之業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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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免費參加，活動因受限於場地空間，各場次限額 100 名，欲報名者請

從速。 

七、 費用：擬由 108 年度「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委託辦理計畫項下

支付。 

八、 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致詞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3:30~14:20 
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

記相關事項說明〔新案〕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14:20~14:30 休息時間 

14:30~15:00 

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

記相關事項說明〔展延、變

更、轉移、補（換）發〕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10 一般食品標示規範 

北區場次：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食品藥物管理科 

薛惠文 技正 

中區場次：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食品產製組 

陳志銘 組長 

16:10~16:40 綜合討論 

16: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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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本活動採線上報名，請逕至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網站

（http://www.cas.org.tw/），首頁上方選單點選 ｢報名專區｣，進入後請點選 ｢

108 年度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查驗登記申辦說明會｣，即可於網站線上填寫

您的報名資訊，完成報名。 

 

 

 

 

 

 

 

 

 

注意事項： 

1. 本說明會活動免費參加，線上報名自 108年 4月 8日起至 108年 4月 19日(或

額滿)止，各場次每單位限額 2 名，為維護活動品質，本活動不受理紙本報

名及現場報名，名額有限，敬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2. 請學員們協助填寫說明會 成效及滿意度調查，作為課程學習成果及改善建

議之參考。 

3. 線上報名所提供之個人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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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說明會及報名相關諮詢，請與活動聯絡人聯繫： 

林小姐，TEL 02-23567417＃55、E-mail: saralin@cas.org.tw。 

http://www.ca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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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交通資訊－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柏拉圖廳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國立台灣大學第二活動中心內） 

電話：02-2363-5868 

 

開車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近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國道一號：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口，續行辛亥路至

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於右側「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

即可。 

※國道三號：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即於右側「台灣大

學公館二活停車場」 停車即可。 

捷運 捷運新店線公館站 2 號出口：2 號出口左轉（步行 2 分鐘） 

公車 

※捷運公館站（羅斯福路）：254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西區方向)：0 南、1、109、208、208(高架線)、208(區間

車)、208(基河二期國宅線)、 236、251、252、253、278、284、284(直行)、290、52、

642、643、644、648、660、671、672、673、 676、74、907、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

車、棕 12、綠 11、綠 13、藍 28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207、278、280、280(直達車)、284、311、505、

530、606、 606 區間車、668、 675、676、松江幹線、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

藍 28 

※公館（羅斯福路基隆路口）：671 

※公館 (基隆路)：1、207、254、275、275(副)、650、672、673、907、南港軟體園區

通勤專車(雙和線) 

※仁愛路二段：214、248、606 

※信義杭州路口（往 101）：0 東、20、22、204、670、671 信義幹線、信義新幹線、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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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交通資訊－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教育中心 319 教室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Rich 19 大樓） 

電話：04-2708-7982 

GPS 座標：N24.16899 E120.64021 

 

 

 

 

 

 

 

 

 

 

 

 

 

※台中教育中心位於在臺灣大道三段、光明陸橋旁，【Rich 19 大樓】。 

開車 

※國道一號：於中港交流道下出口匝道，往台中市方向前進，沿台灣大道直行，至河 南路

迴轉即可抵達。  

※台 74 號快速道路(或稱中彰快速道路，或稱台 74 號環線)：  

1. 由國道三號霧峰段連接 74 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三】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西屯 

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朝馬路)均可抵達。 

2. 由國道三號快官交流道連接 74 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一】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 市

政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青海路)均可抵達。 

客運 

※搭乘國光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統聯客運者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請勿於中港轉運站下車)  

※搭乘新竹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和欣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阿囉哈客運前來者，請於【台中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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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 

※搭乘高鐵至台中烏日站，可轉乘以下交通工具來回本校： 

1. 計程車：若交通順暢，約時 15 分鐘 

2. 台中市公車：均為付費公車。目前自備悠遊卡或 icash 卡搭乘台中市公車， 享有 10 公

里免費搭乘優惠，歡迎多加利用。 (優惠辦法依台中市政府公告為準) 

公車

編號 

經營業者 路線 高鐵站上車

月台編號 

來程下車點 回程上車點 

151 統聯客運 朝陽科大－ 

新市政中心 

16 月台 ◎朝馬(台灣大 

道)：台中商旅前 

或  

◎秋紅谷(朝陽橋) 

◎朝馬 2(台灣大

道)：阿秋大肥鵝餐

廳前或  

◎秋紅谷(朝陽橋) 

153 豐原客運 高鐵台中－

谷關 

21 月台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 2(台灣大

道)：阿秋大肥鵝餐

廳前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台灣大

道)：台中商旅前 

155 統聯客運 高鐵台中－

麗寶樂園 

21 月台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 2(台灣大

道)：阿秋大肥鵝餐

廳前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台灣大

道)：台中商旅前 

160 和欣客運 高鐵台中－ 

僑光科大 

12 月台 和欣朝馬轉運站

(朝富路) 

和欣朝馬轉運站

(朝馬路) 

161 和欣客運 高鐵台中－ 

中科管理局 

11 月台 朝馬(台灣大道)： 

下車立即抵達本

校 

朝馬(台灣大道)：

台中商旅前 

因公車資訊時而更動，請另行向台中市公車動態系統查詢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index.html 

公車 

請自備悠遊卡或 icash 卡搭乘台中市公車，享有 10 公里免費搭乘優惠，歡迎多加利 用。

(優惠辦法依台中市政府公告為準) 

 

※由海線地區前來者，搭乘往台中火車站方向之公車，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由台中火車站前來者，搭乘往台中榮總方向之公車，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優化公車前來者，於【秋紅谷】下車即可抵達。公車號碼 300~310 均為優化公車，

計 11 條路線，均可抵達本校。(註：優化公車乃指，行駛於台灣大道路段之公 車專用道) 

 

※優化公車路線導引：  

300：往返於台中火車站與靜宜大學  

301：往返於靜宜大學與新民高中  

302：往返於台中航空站與台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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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4：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5：往返於大甲、鹿寮與台中火車站  

306：往返於清水、梧棲、台中火車站  

307：往返於梧棲觀光漁港與新民高中  

308：往返於關連工業區與新民高中  

309：往返於高美濕地與台中火車站  

310：往返於台中港旅客服務中心與台中火車站  

(詳細路線請參照台中市交通局所提供之訊息) 

停車場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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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安路、至善路、黎明路沿線之公有停車格，每小時收費 30 元。  

※本校周邊之公民營停車場，請詳見地圖。 

 

機車 

※本大樓旁之光明陸橋下，提供公有免費之機車格。  

※本大樓沒有附設機車停車場。若您自行將機車停往大樓機車月租停車場，大樓管理 中心

將會通報拖吊，敬請您留意。  

※本路段為交通樞紐地帶，人行道與紅線處均無法停車。台中市政府採嚴格取締機車 違規

停放，建議您將機車停往合法之停車格，以避免遭拖吊受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