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細化學品技術輔導與產業推動計畫--因應國際化學品貿易法規推動 

邁向 SAICM 2020 目標:日本 chemSHERPA 工具

與完善產品中化學品之管理宣導會  

聯合國「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UN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 SAICM)」2020 年目標中，促進產品中化學品（Chemical in Products, CiP）之

資訊傳遞為重要的行動項目之一，透過 CiP 資訊計畫訴求透明的產品中化學品資訊，持續刺

激產業蒐集維護與傳遞供應鏈間的資訊，藉以確保產品安全與創新。另一方面，面對法規的

壓力、大眾媒體與 NGO 的關注、產品召回事件頻傳等情況，迫使業者及供應鏈成員須清楚

掌握產品中的化學資訊，過程中往往也遭遇困難，如：資訊不足或品質不佳、各家業者不同

回應策略之整合與確認等問題，因此一個強而有力的整合解決方案以確保供應鏈成員 CiP 資

訊的準確與充分逐漸顯現其必要性。 

經濟部工業局與日本「一般社団法人産業環境管理協会 (Jap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for Industry, JEMAI)」合作舉辦本宣導會。邀請專家分享 CiP 管理

之觀點與實務，並說明其開發之 chemSHEPRA 工具。chemSHEPRA 為一整合性之供應鏈化

學品資訊管理工具，內部整合各國際規範之物質清單，有效促進成分資訊流通，協助確認產

品中化學品之法規符合度，藉著本宣導會中 JAMEI 分享之關鍵經驗與解決方案，希望讓台

灣產業對 CiP 管理與工具之視野更加寬闊，大幅增進供應鏈化學品資訊之溝通效率與準確

性，進而促進循環經濟之發展與環境保護之永續續性材料管理。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Jap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for 

Industry (JEMAI)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SAHTECH  
財團法人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SAFETY AND HEALTH TECHNOLOGY CENTER

SAHTECH  
財團法人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SAFETY AND HEALTH TECHNOLOGY CENTER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舉辦日期：台南場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 13:00-17:00 

          台北場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13:00-17:00 

會場位置：台南場 成大南科研發中心 104 國際會議廳 

          台北場 IEAT 松江會議中心 9 樓第 1 教室 

          交通資訊如下頁說明。 

參加對象：國內廠商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詳如下頁說明），每場限額 60 名，欲報名請從速。 

報名費用：免費 

特別說明：1.現場將進行 chemSHERPA 軟體 Demo 說明，歡迎參加者攜帶筆記型電腦，亦可

預先於官網(https://chemsherpa.net/chemSHERPA/tool/)下載安裝免費 chemSHERPA

工具。 

          2.提供全程中日語同步翻譯與中文講義。 

https://chemsherpa.net/chemSHERPA/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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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 SAICM 2020 目標：日本 chemSHERPA 工具 

與完善產品中化學品之管理宣導會 

時間 說明會內容 講師 

13:00 ~ 13:20 Registration 報到 

13:20 – 13:30 Opening & Welcome 開場與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

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13:30 – 14:00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CiP(Chemicals management 

in Products) and How to manage CiP information  

產品中化學品(CiP)相關之規範與標準，及管理方法介紹 
JEMAI 

14:00– 14:45 
How to use chemSHERPA  

chemSHERPA 工具說明 
JEMAI 

14:45– 15:00 Break 中場休息 

15:00 – 16:30 
Practice and demonstration with PC 

chemSHERPA 工具現場示範操作 
JEMAI 

16:30 – 17:00 Questions and Answers session 綜合討論 
JEMAI/財團法人安

全衛生技術中心 

 
注意事項： 

1. 請於 106 年 6 月 9 日前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http://www.sahtech.org/seminar.aspx，會議前一天將 E-Mail 發給［報到通知單］與報到編

號。 

2. 名額限制：因場地座位有限，每場限額 60 名。 

3. 因人數及場地限制，本說明會每一廠家限最多二位報名為原則。執行單位保留限制本說明會每一廠家

僅得派一位代表參加之權力，以維護各廠家參與研討之權益，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4. 聯絡人：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林玫君 電話：(06) 2931705 傳真：(06)2938810 

5. 為提供參與會議之廠商歐盟 REACH 因應建議，若有當天欲詢問的歐盟 REACH 法規相關問題，歡迎

先寄至 reach@sahtech.org 以便彙整，相關問題將於當天座談議程為您解答。電子郵件信件主旨請註

明：《邁向 SAICM 2020 目標：日本 chemSHERPA 工具與完善產品中化學品之管理宣導會》。 

6. 本中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告知以下事項，請務必詳細閱讀以保護您個人資料的隱私與權

益。本中心為維護您及 貴公司之權益，因本宣導說明會將透過網路等合法方式，向您要求可供辨識

之個人資料，以利進行資料傳遞、處理與與利用行為。上述個人資料將視計畫業務或活動性質請您提

供必要之正確個人資料，於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本中心亦遵守相關之流

程及內部作業規範，非經您書面同意，不會將個人資料用於其他用途。但有法律依據或合約義務者，

不在此限。若 貴公司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中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

本中心相關服務及諮詢。未來若您覺得不再需要本中心提供相關服務，或對使用情形有問題時，您可

以透過電子郵件、電話、傳真或書面等方式來主張請求查詢、閱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刪除或

停止蒐集、處理、利用之權利。 當您提繳報名資訊之同時，即視為已知悉並完全同意本中心之個資法

規範或隱私權政策的任何內容。 

http://www.sahtech.org/seminar.aspx
mailto:歡迎先寄至hclin@sahtech.org
mailto:歡迎先寄至hclin@sah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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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化學品技術輔導與產業推動計畫--因應國際化學品貿易法規推動 

地址：台南市新市區西拉雅大道 61號(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園區) 

行車路線： 

●開車： 

1、新市交流道 

過永康交流道後轉至國道八號(往新化方向)→新市交流道(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方向)

→左轉進入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下「南向聯外高架橋(紅橋)」後，直行「南科南路」

→右轉「西拉雅大道」→右轉「大順六路」→左轉第一個路口(大順六路 12巷)即可到

達本中心平面停車場 

2、安定交流道 

安定交流道→左轉往善化方向行駛縣道(興農路) → 右轉進入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

科北路」→ 左轉「西拉雅大道」→右轉「大順六路」→左轉第一個路口(大順六路 12

巷)即可到達本中心平面停車場 

3、善化交流道 

178縣道(向西)往善化→過台一線再上縱貫鐵路高架橋→下橋處左轉再行至 177縣道

（台 19甲）→右轉進入「西拉雅大道」→右轉「大順六路」→左轉第一個路口(大順

六路 12巷)即可到達本中心平面停車場 

●搭乘高鐵/台鐵/園區接駁車： 

出票閘口後左轉可直達台鐵沙崙站，搭乘北上班次至「台鐵南科站」，再搭乘園區免費

巡迴巴士至西拉雅大道「南科實中」下車，步行至本中心(對面)，回程於本中心西拉

雅大道外側「民生水塔站」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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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會場交通資訊 (台北場 )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4 號 

行車路線： 

 開車： 

1、國道一號：由圓山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仁愛路出口，續行

至仁愛路二段左轉金山南路再右轉杭州南路，隨即於左側「岳洋停車場」

停車即可。 

2、國道三號：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右轉建國南路後左轉和平東路再

右轉新生南路二段，續行至新生南路一段左轉仁愛路後右轉金山南路再

右轉杭州南路，隨即於左側「岳洋停車場」停車即可。 

 捷運： 

捷運板南線至善導寺站五號出口，步行至杭州南路 (步行 821 公尺，約 5 分

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