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為推動臺灣化粧品產業跨界發展，於本(109)年度委託工研院生醫所執行「化

粧品技術輔導及產業推動計畫」，本計畫擬連結臺灣特色農漁業物種，運用生物科技進行功效

性化粧品原料研發，扶持國產原料體系並建立異業結盟之跨界產業合作鏈。另整合配方調製、

產品打樣及包裝設計等化粧品製程區塊建立即時商品化試製系統，協助中小型化粧品業者克服

技術能量欠缺劣勢，打造國產化粧品利基品項及快速試量產上市，俾利自有品牌建構及推廣。

為使產業界進一步瞭解本計畫執行內容，特舉辦計畫說明會，宣導本計畫執行內容及輔導項目，

敬邀業界先進踴躍參加。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承辦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說明會資訊： 

一、時間：109 年 02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9：00 ~ 11：30 

二、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洛克廳（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三、議程： 

時間 內容 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引言 工業局/工研院 

09：40~10：30 布局泰國 洞察美麗新時代 
外貿協會產業拓展處 

嚴麗婷 專員 

10：30~11：00 

計畫簡介 

1. 化粧品產業技術提升說明 

2. 化粧品產業推動說明 

3. 新南向生技美粧品國際市場拓展說明 

工研院 

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鄭興明 經理 

11：00~11：15 「自願性化粧品 GMP 驗證」申請說明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黃佳偉 資深專案經理 

11：15~11：30 問題與討論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2 月 10 日止。(若先額滿將提前截止報名，請多見諒。) 

五、活動網址：https://reurl.cc/YlzrrX 

六、注意事項：報名完成後若臨時不克與會，敬請以 E-mail 通知，以利行政作業，謝謝！

活動當天建議自備口罩入場，並須配合填寫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健康聲明。 

七、洽詢電話：黃小姐 / 電話：03-5732614 / E-mail：itriA60051@itri.org.tw 

109年化粧品技術輔導及產業推動計畫說明會 

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YlzrrX
mailto:itriA60051@itri.org.tw
https://wlsms.itri.org.tw/ClientSignUp/Index.aspx?ActGUID=66057CAB86
https://wlsms.itri.org.tw/ClientSignUp/Index.aspx?ActGUID=66057CAB86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告知事項 
本院為了蒐集、處理及利用基於確認與會者身分，您所提供或未來基於各種事由將提供的個人資料(下稱個資)，謹先告
知下列事項： 
一、 蒐集目的：為確認與會者身份及了解近期旅遊及健康狀況。 
二、 個資類別：姓名、聯絡電話、聯絡地址。 
三、 利用期間：1 年 
四、 利用地區：中華民國 
五、 利用者：本院 
六、 ;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法方式利用之． 
七、 您得以書面主張下列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 請求刪除。 

八、 對本院所持有您的個資，本院會按照政府相關法規保密並予以妥善保管。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同意事項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同意貴院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的個資。 
 
當事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v.20200206  

防範 2019 新型冠狀病毒健康聲明 
Novel Coronavirus Health Declaration  

姓名 Name 性別 Gender  
□ 男性 Male 
□ 女性 Female 

聯絡電話 Telephone  

聯絡地址 Address  

請問您過去 14 天是否有下列情形 During the past 14 days, 
1. 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已服藥者亦需填寫「是」）? 

Have you ever had fever ,cough or shortness of breath?（for those who had taken 
medications, please answer 〝Yes〞) 
 是 YES ： 發燒 Fever   咳嗽 Cough   呼吸急促 Shortness of breath 
 否 No 

2. 是否去過下列地區？Have you been to?  
 香港 Hong Kong   澳門 Macao   中國湖北省 Hubei province,China   
 中國廣東省 Ｇuangdong province,Ｃhina   
 中國其他省份 Other procincea,China ______   
 否 

3. 是否有與至中港澳地區旅遊或返台之親友接觸 If you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friends, 
relatives who travel to China, Hong Kong or Macao?   是 YES   否 No 

簽名 Signature Date（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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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資 訊

台北市106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台灣大學第二活動中心內)

02-2363-5868

meeting@gisgroup.com

地址：

電話：

E-mail：

捷運

公車

捷運新店線　公館站2號出口：
2號出口左轉 (步行2分鐘)

捷運公館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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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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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於右側即可見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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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於右側隨即於右側即可見集思台大會
議中心。

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