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貫徹教育部學校衛生重要政策，促進各公私立大專校院學校餐飲衛生
督導人員熟悉相關衛生法規、餐飲衛生及營養管理之專業知能。
(二)藉由專題演講、實務報告、綜合座談交流工作經驗，提升大專校院餐
飲衛生督導人員對餐廳衛生安全管理之相關技能。
二、辦理單位：
(一)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協辦單位：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國民健康署
(三)承辦學校：嘉南藥理大學
三、研習日期：105 年 8 月 4 日(星期四)至 5 日(星期五)，共計 2 天 1 夜。
四、研習地點：嘉南藥理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2F 演藝廳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路一段 60 號）
五、參加對象：依「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理辦法」第 4
條規定，各校指派 1 名現任餐飲衛生督導人員為優先，
約 160 名。
六、研習內容：詳如日程表（附件 1）。
七、報到時間：105 年 8 月 4 日（四）上午 10:00～10:30
於嘉南藥理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2F 報到。
八、交通方式：
(一)嘉南藥理大學交通路位置圖詳如附件 2。
(二)報到當天備有接駁專車
1. 搭高鐵高鐵臺南站
(1)高鐵時刻表 http://www.thsrc.com.tw/tw/TimeTable/SearchResult
(2)搭乘接駁專車請在高鐵臺南站大廳 2 號出口處集合，由嘉南藥理
大學同仁接待上車，9:50 準時開車，逾時不候。
(3)逾時未搭乘接駁專車者，請在高鐵 2F 第一月臺出口左轉往臺鐵車
站搭乘沙崙線至「保安站」下車，步行或搭乘計程車至本校大門
口下車。
2. 搭火車臺南火車站
(1)臺鐵時刻表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2)搭乘接駁專車請在臺鐵後站出口處由嘉南藥理大學接待至遠東百
貨公司大門前上車，9:30 準時開車，逾時不候。
(3)逾時未搭乘接駁專車者，可選擇搭乘臺鐵至「保安站」下車後，
步行或搭乘計程車至本校大門口下車。
(三)自行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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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高(國道 1 號)：由仁德系統交流道往西接台 86 號東西快速道
路，至臺南出口下交流道，朝湖內/路竹方向南下接台一線省道約
10 分鐘即達本校。
2. 南二高(國道 3 號)：由關廟交流道往西接台 86 號東西快速道路，至
台南出口下交流道，朝湖內/路竹方向南下接台一線省道，全程約
15 分鐘即達本校。
3. 省道台一線：
(1)由臺南經台一線省道南下約 20 分鐘即達本校。
(2)由高雄經台一線省道北上約 50 分鐘即達本校。
九、報名須知：
(一)報名方式：請於 105 年 7 月 8 日前，進入報名專區進行線上報名，
請務必詳讀「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說明」與同意後，始
可開始填寫，所有必填項目皆須填寫完成。
報名網址：http://ppt.cc/LLwtJ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填報)
(二)各校報名人員若不克出席，請儘早告知承辦單位，避免資源浪費。
十、經費預算：參加人員差旅費由服務單位依規定核支，其餘費用由教
育部支應。
十一、參加人員請核予公差假，研習期間之交通費依服務機關學校之規
定報支。
十二、承辦學校聯絡人及聯絡方式：
(一)聯絡人：嘉南藥理大學學務處/陳蓉萱小姐
(二)聯絡電話：(06)266-4911 分機 1233 / 傳真電話：(06)266-1035
(三)E-mail 信箱：dana3203@mail.cnu.edu.tw
十三、攜帶物品：健保卡、換洗衣物、薄外套、雨具、盥洗用具、筆記用
具、習慣用藥、個人名片、環保餐具與環保杯等。
十四、注意事項：
(一) 參加人員應全程參與本活動，主(承)辦單位將核予研習時數證明，可
抵免 12 小時餐飲衛生講習課程，如無法全程參與本活動者，將不核
予研習時數證明。
(二) 為便利發予研習證書、安排住宿及辦理保險，請勿更換參加人員而影
響權益。
(三) 如中途必須離開者，請自備交通工具，並事先向教育部報備，且應依
機關規辦理請假。
(四) 具公務人員、營養師或護理師身分者，將協助申請進修時數證明。
(五) 為響應環保，請自行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六) 若遇颱風來襲，將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告之停班狀況決定是否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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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延期日期另行通知。
十五、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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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日程表
第1天
時間
09:30~10:20

課程
專車接送

8 月 4 日(星期四)
主講人/主持人/引言人/報告人

高鐵臺南站或臺南火車站集合

地點
9:30 臺南火車站發車
9:50 高鐵臺南站發車

10:20~10:30

報到

嘉南藥理大學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外廳

10:30~10:40

【開幕式】
1.介紹貴賓
2.致歡迎詞
3.貴賓致詞

教育部 陳雪玉主任秘書
嘉南藥理大學 陳銘田校長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10:40~10:50

資深人員頒獎

教育部 陳雪玉主任秘書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10:50~12:00

【重要政策說明】
教育部 陳雪玉主任秘書
教育部及衛生福利部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 林蘭砡 科長
年度重要政策說明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 林貞夙研究員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12:00~13:00

午餐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宴會廳

15:00~15:10

【專題演講】(一)
引言人:嘉南藥理大學民生學院 王瑞顯院長
食安奇蹟―複方食品
主講人：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添加物(pH 調整劑)的
文長安講師
功與過
引言人: 嘉南藥理大學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題演講】(二)
王柏森主任
由科學證據看食品風
主講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險的存在
翁家瑞副校長
票選下屆各區代表說明
主持人:嘉南藥理大學 江慧玲總召

15:10~15:30

茶敘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宴會廳

15:30~16:30

引言人:嘉南藥理大學餐旅管理系
【專題演講】(三)
龔主任聖雄
全面推動大專校院餐
主講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飲衛生輔導機制及項
陳淑惠秘書長
目說明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13:00~14:00

14:00~15:00

16:30~17:00
17:00~18:00

【專題演講】(四)
引言人: 嘉南藥理大學保健營養系
大專校院健康飲食推動
蕭慧美主任
計畫介紹及分組
主講人：財團法人董氏基金會 許惠玉主任
搭車
嘉南藥理大學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國際會議中心 2 樓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住宿飯店

18:10~19:10

晚餐

嘉南藥理大學

住宿飯店 3 樓

19:10~

休息

嘉南藥理大學

住宿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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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日程表
第2天
時間
6:30~7:30
7:40

課程

8 月 5 日(星期五)
主講人/主持人/引言人/報告人

早餐(含退房)

嘉南藥理大學

發車

住宿飯店→長榮大學
主講人: 長榮大學
保健營養學系 吳志忠 系(所)主任
觀光與餐飲管理系 鄭安晴 副教授
觀光與餐飲管理系 潘思勤 助理教授
衛生保健組 黃淑靜 營養師

地點
住宿飯店 10 樓
(退房:住宿飯店 1
樓)
至長榮大學
長榮大學自助餐坊及
美食街

8:20~9:20

參訪長榮大學所屬長榮
自助餐坊及美食街

9:20~10:30

至卡多利亞車程

10:30~11:30

主講人:
參訪團膳公司
卡多利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卡多利亞食品股份有限
1.吳翊榛特助
公司
2.陳宜蓁營養師

卡多利亞良食
故事館

11:30~12:30

午餐

嘉南藥理大學

卡多利亞良食
故事館

12:35

發車

卡多利亞→嘉南藥理大學

13:40~14:00

報到

嘉南藥理大學

14:00~15:00

引言人: 嘉南藥理大學食品科技系
【專題演講】(五)
林盈君主任
食安事件對餐飲業者 主講人：
的衝擊及因應
中華食品危害分析與重點管制系統學會
莊立勳執行長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15:50~16:20
16:20~16:25

【分組討論】
大專校院推動健康飲食行政策略討論與分享~建議以推廣增加
蔬菜類食物攝取為題。
主講人：財團法人董氏基金會 許惠玉主任
 共分成 7 組(約 20 人/組)。
 分組討論事項請參閱研習手冊說明。
各組分享(3- 4 分鐘/組)
綜合意見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16:25~16:30

休息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15:00~15:50

16:30~17:10

綜合座談

17:10~

快樂賦歸

長榮大學 → 卡多利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教育部 陳雪玉主任秘書
與談人:
教育部 謝淑貞副司長
教育部 林雅幸科長
衛生福利部食藥署 許朝凱 副組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陳美莉經理
財團法人董氏基金會 許惠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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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卡多利亞

返回嘉南藥理大學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國際會議中心
(X 棟)2 樓演藝廳

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報名表
研習時間：105 年 8 月 4、5 日
研習地點：嘉南藥理大學 國際會議中心 2F 演藝廳
「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之
告知暨同意書
一、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以下簡稱本研習會)取得您的個人資料，目的在
於蒐集、處理及利用基於執行業務需求事由，您所提供或未來基於各種事由所提供的
個人資料將受到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範。
二、本研習會因執行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料如報名系統所示，包含學校名稱、姓名、身
分證字號、出生年月日、性別、職稱、地址、E-mail、電話、行動電話等。
三、您所填寫之資料僅供本研習會報名、申請相關研習時數使用，使用者所填寫之個人資
料，本研習將予以保護，防止被誤用、未經授權的存取或公開。
四、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以書面主張下列權利：
1.請求查詢或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更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
5.請求刪除。但因「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報名或申請相關研習時數業
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律所規範者，本研習會得拒絕之。
五、您若不同意簽署本告知暨同意書，本研習會將無法為您完成報名與申請相關研習時數
之程序，亦可能無法維護您的權益。
六、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網站蒐
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之效果。
七、本網站內容所載連結若為外部之其他網站有其個別的隱私權保護政策，將不適用本網
站隱私權保護政策，本網站亦不負任何連帶責任。
八、本網站保有更改本隱私保護政策之權利，其它未盡之事宜，均依照現行之法令規定及
網路規範辦理。
本人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在符合上述告
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理及利用本人的個資。本項同意得以電子文件方式表達。
若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們聯絡，我們將儘快回覆說明。

已閱讀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者，請填覆以下報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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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理研習會報名表
學校區域

□北一區

□北二區

□中區

姓名

服務單位

學校名稱

職稱

□南區

學校地址
認證教育身分 □公務人員
是否保險

□營養師

□是(依規定適用於非公務人員)
□否(公務人員身分者不得再重複保險)

出生年月日 西元
通訊資料

□護理師

年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女

行動電話

E-Mail

1.

2.

3.
4.

飲食習慣

□葷

□蛋奶素；□全素

□特殊需求__________

住宿意願

□不需安排住宿
□需安排住宿

前往方式

□搭乘高鐵/高鐵臺南站 1F 大廳 2 號出口處集合 9:50 準時開車
□搭乘臺鐵/臺南火車站後站遠東百貨公司大門處集合 9:30 準時開車
□自行開車(車牌號碼：
)
□自行處理交通方式

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僅得為與會人員之非公教人員投保(限
私校)，保險費由本計畫經費支付；私校出席與會人員有意投保者請填寫提供相關資
料，以憑辦理投保相關作業。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於 7 月 8 日(星期五)17:00 前逕至報名網站填寫報名表。(報
名網址 http://ppt.cc/LLwtJ)。若無法完成線上報名者，請自行下載紙本報名表填寫完
畢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聯絡人信箱。
聯絡人：嘉南藥理大學學生事務處陳蓉萱小姐；(06)266-4911 分機 1233 /傳真電話：
(06)266-1035；E-mail 信箱：dana3203@mail.cnu.edu.tw
請自行攜帶筆、環保餐具及茶杯與會，以響應環保。

附件 2

一、交通指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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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搭乘飛機：
由臺南機場搭計程車約 5 分鐘至本校。
搭乘高鐵：
(1)高鐵臺南站下車，轉臺鐵沙崙線至保安站下車，步行約 20 分
鐘；搭計程車 5 分鐘內至本校。
(2)高鐵臺南站下車，搭計程車由大潭交流道往西接台 86 號東西
快速道路、台一線省道約 12 分鐘至本校。
搭乘火車：
由臺南火車站南下約 7 分鐘至保安站下車，步行約 20 分鐘；搭
計程車 5 分鐘內至本校。
搭乘客運：
臺南到本校可搭乘市區 5 號公車或興南客運 7658 公車；高雄到
本校可搭乘高雄客運 8039、8041、8046。詳細時刻請洽詢電話：
06-2219177、06-2214379、07-7462141。
高雄客運公司網址 http://www.ksbus.com.tw/
興南客運公司網址 http://snnew.myweb.hinet.net/main.htm
自行開車經由省道或高速公路：
(1)由臺南經台一線省道南下約 20 分鐘即達本校。
(2)由高雄經台一線省道北上約 50 分鐘即達本校。
(3)中山高(國道 1 號)：由仁德系統交流道往西接台 86 號東西快
速道路，至臺南出口下交流道，朝湖內/路竹方向南下接台一線省
道約 10 分鐘即達本校。
(4)南二高(國道 3 號)：由關廟交流道往西接台 86 號東西快速道
路，至臺南出口下交流道，朝湖內/路竹方向南下接台一線省道約
15 分鐘即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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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南藥理大學會議場所
國際會議中心2F演藝廳
可容納 330 人，配備單槍投影機、可無線上網(電腦自備)、無線麥克
風、音控室，為大型學術研討會與國際性會議專辦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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