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食品安全文化國際論壇 

 建構食品安全文化，讓食安文化成為我們的日常 

壹、活動宗旨： 

食品安全為當今全球所關注的重要議題，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TQF)積極提倡建構

「食品安全文化」，首度辦理國際論壇，邀請來自美加地區的國際級食安専家，分享國際

間建構食品安全文化的實際策略與經驗！並邀請國內產官學界及食品專家，共同分享食品

安全文化相關案例，期盼帶動全民一同關心食品安全，讓食安文化成為我們的日常！ 

貳、主辦單位：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參、活動時程： 

108 年 10 月 23-24 日（周三、周四）09:30-17:00 

肆、活動地點：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 B1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伍、議題及講師簡介： 

【國際經驗】食安文化的建立與策略 

【國際講師】 

 Dr. Lone Jespersen / Cultivate 食品安全組織創辦人及總負責人 

為國際知名的食品安全領導者，富有大型組織食品安全和品質管控經驗。2015 年底

創辦 Cultivate Food Safety 組織，研究文化如何影響食品安全績效，並在食品供應

鏈中創建了全球合作夥伴網絡。 

 Laura Dunn Nelson / Alchemy Systems 事業發展部副總裁、GFSI 食品安全文化

白皮書技術工作小組成員 

在食品安全和品管計畫累積達 30 年以上豐富經驗，並協助國際食品企業推行食品安

全文化。 

【產業觀點】食品安全面面觀 

國內食品企業如何落實食品安全文化，邀請學研專家以及相關產業代表與會發表對於食品

安全的看法，或分享目前實務運作案例。 

陸、報名費用： 

 一般業者及其他：1,200 元 

 TQF 會員及其員工：1,000 元 

 校園(大專院校教職員及學生)：凡大專院校之教職員及學生，可享半價優惠：600 元 

以上票價含10/23-24兩天午餐及簡易茶點費用，請至報名網站填寫報名資訊並匯款，

並以協會收到匯款憑證為報名成功 

 繳費方式：ATM 轉帳或匯款，請將報名費匯款至第一銀行(代號：007)信義分行，戶

名：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帳號：162-10-051089，請將匯款憑證或轉帳畫面截圖

Email 至：2019Forum@tqf.org.tw，信件中需註明：報名「2019 食品安全文化國際

論壇」，並提供姓名與匯款金額資訊。 

 報名聯絡窗口：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詹小姐，電話：02-2393-1318 分機 202 

 即日起至 10/15(二)截止，報名網址：https://reurl.cc/57nbR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誠摯邀請關注食品安全的各界夥伴，一同共襄盛舉，歡迎與我們洽談任何形式的合作，若

是您有意願贊助論壇或是參與現場展示，或想報名參與論壇活動，請聯繫協會窗口（02-2393-1318），並歡迎持

續關注我們的網站和臉書，掌握更多論壇相關訊息。 

https://reurl.cc/57nbR
https://www.tqf.org.tw/tw/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QualityFoodAssociation/


柒、議程 

Day1 議程表 

【第一天】10 月 23 日（星期三）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9:00-09:30 來賓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 

開場致詞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 理事長 

09:40-09:50 貴賓致詞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吳秀梅署長 

經濟部工業局 呂正華局長 

09:50-10:30 專題演講 食安文化政策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吳秀梅署長 

10:30-10:50 交流茶會 

10:50-11:20 專題演講 食品安全文化的內涵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理事長 

11:20-12:00 專題演講 
餐飲業如何精進食品 

安全文化 

引言人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理事長 

演講人 Cultivate 食品安全組織創辦人及 

       總負責人 Dr. Lone Jespersen        

12:00-13:00 午膳 

13:00-14:00 專題演講 
如何向食品製造商推行

食品安全文化 

引言人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理事長 

演講人 GFSI 食品安全文化白皮書技術工作小組 

       成員、Alchemy Systems 事業發展部 

       副總裁 Laura Dunn Nelson 

14:00-15:00 專題演講 麥當勞供應鏈管理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麥當勞授權發展商) 

供應鏈管理/品保部 黃蘊璞資深經理  

15:00-15:30 交流茶會 

15:30-16:00 專題演講 
如何實踐食安文化， 

捍衛消費者權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雷立芬董事長 

16:00-17:00 論壇 
推行食品安全文化之 

食品產業現況及建議 

主持人 國立陽明大學 康照洲副校長 

與談人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理事長 

       Dr. Lone Jespersen 

       Laura Dunn Nelson 副總裁 

       黃蘊璞資深經理  

17:00~ 賦歸 

 

 

 

 

 



Day2 議程表 

【第二天】10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9:00-09:30 來賓報到 

09:30-10:30 專題演講 
訓練及溝通在食品安全 

文化的角色 

引言人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理事長 

演講人 GFSI 食品安全文化白皮書技術工作小組 

       成員、Alchemy Systems 事業發展部 

       副總裁 Laura Dunn Nelson 

10:30-11:00 交流茶會 

11:00-12:00 專題演講 
驗證單位於食安文化的 

角色與重要性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廖啓成所長 

12:00-13:00 午膳 

13:00-13:30 專題演講 通路商建立食品安全文化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黃馨儀品保部主任 

13:30-14:30 專題演講 
如何量化評估及改變 

製造商之食品安全文化 

引言人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理事長 

演講人 Cultivate 食品安全組織創辦人及總負責人 

       Dr. Lone Jespersen 

14:30-15:00 專題演講 通路食安管理經驗分享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莊文龍品保部副部長 

15:00-15:30 交流茶會 

15:30-16:30 論壇 
台灣如何實施 

食品安全文化的建議 

主持人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孫寶年名譽理事長 

與談人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理事長 

       Dr. Lone Jespersen  

       Laura Dunn Nelson 副總裁 

       黃馨儀主任 

       莊文龍副部長 

16:30-17:00 閉幕 總結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黃耀文理事長 

17:00~ 賦歸 

                                                          ※主辦單位得保留變動講師及議程之權利 

 

 

 

 

 

 

 



2019 食品安全文化國際論壇報名表 

報名費 

一般業者及其他 TQF 會員及其員工 校園(大專院校教職員及學生) 

□ 1,200 元  □ 1,000 元 □ 600 元 

非 TQF 會員及其他 

TQF 會員及其員工，請勾選

會員身分： 

□ TQF 個人會員 

□ TQF 團體會員 

國內大專院校之教職員，或在學中的

大學生與碩博士生 

※以上票價含 10/23-24 兩天午餐及簡易茶點費用，請至報名網站填寫報名資訊並匯款， 並以協會收到匯款 

  憑證為報名成功。 

※本次論壇將於活動前提供報到序號，請於論壇現場提供報到序號及名片辦理報到。 

  （校園票以教職員證明文件/學生證為憑辦理報到） 

請續填寫下方報名表 

報名表 

報名前，請先詳讀下列「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確認同意後再接

續填寫報名資料，謝謝！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因辦理「2019食品安全文化國際論壇」，向您蒐集個人資料，

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  

(一)蒐集之目的：本會蒐集目的在於進行會議管理、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資(通)訊服務、資(通)

訊與資料庫管理、行銷、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及其他合於本會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辨識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職業、學校紀錄、職

業專長及現行之受僱情形。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期間：本會將於營運期間保存您的個人資料。 

 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本會提供服務之地區。 

 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本會會議管理、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資(通)訊服務、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行銷、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及其他合於本會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

本會並將利用您所提供 Email及聯絡電話通知您本會舉辦之相關課程、會議及產業資訊。 

(四)當事人權利：您可以本會網站「個人資料保護專頁」公告之方式向本會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

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之權利。電話：(02)2393-1318轉 202 

不提供正確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若您不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

服務。 

報名資訊 

姓名  手機 (活動通知用) 

性別 □男  □女 EMAIL (活動通知用) 

出生年 西元____________年 服務單位  

職稱  用餐需求 □葷  □素 

產業別 □食品業 □通路 □教師 □學生 □公協會 □其他：_____________ 

紙本發票 □不需要 □需要紙本發票，請續填下方發票資訊。 

公司統編  公司抬頭  

公司地址  



1. 從何得知活動資訊：□TQF 官網  □社群媒體（□FB □IG） □同事推薦  

                     □校園公告  □公協會轉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2. 對論壇最有興趣的議題：□國際講師分享   □國內產業分享  

  □想了解食品安全文化的內容   □想了解產線食品安全議題 

  □想了解通路食品安全議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未來是否有意願收到食品安全相關講座或活動資訊? □是 □否 

備註 

 本次報名以 TQF 協會收到匯款憑證為報名成功，報名截止日：10/15(二)。 

 繳費方式：ATM 轉帳或匯款，請將報名費匯至第一銀行（代號：007）信義分行， 

戶名：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帳號：162-10-051089 

 請將匯款憑證或轉帳畫面截圖 Email 至：2019Forum@tqf.org.tw，信件中需註明：報名

「2019 食品安全文化國際論壇」，並提供姓名與匯款金額資訊。 

 若有團體報名需求，請另洽 02-2393-1318 專人服務。 

 退費標準：匯款繳費後，如因個人因素不克參加，需於 10/15(二)前提出退費申請，並 Email

至 2019Forum@tqf.org.tw，主旨需註明『姓名，申請 10/23-24 論壇退費』，協會將酌收

新台幣 100 元整之手續費，並於活動後統一辦理退費。 

 

 
立即加入 TQF line 官方帳號 

隨時掌握論壇第一手訊息！！ 

（搜尋@tqfa） 

mailto:2019Forum@tq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