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8 年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及檢查辦法廠商宣導說明會 

議程表 

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業者依法辦理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作業，特委託

工研院生醫所舉辦北、中、南三場宣導說明會。 

本次特邀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科派員講授當前毒品情勢分析、

製毒現場緝獲之先驅化學品檢驗及鑑定案例分享及相關刑責危害之講座內容，

且經濟部也將針對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及檢查作業，廠商應改善及注意事

項做進一步說明，請踴躍派員參加。 

會議日期及地點:         

場次 日期 地點 

北區 108 年 9 月 5 日 10:00~12:00 

         (09:30 開始報到)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會場 3F 國際會議廳 

100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0 號 

中區 108 年 9 月 20 日 10:00~12:00 

         (09:30 開始報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立體劇場地下 1 樓第四演講廳(紅廳)) 

404 臺中市北區館前路一號 

時間 議程 主講者 

09:30~10:00 報到 

10:00~10:15 經濟部簡報廠商應注意事項 經濟部 

10:15~11:05 專題演講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05~11:45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及
檢查作業重點說明 

工研院生醫所 

11:45~12:00 Q & A 經濟部 

※主辦單位得視情況保留變動講師、議程變更之權利 

 

場次 日期 地點 

南區 108 年 9 月 11日 14:00~16:00 

         (13:30 開始報到)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S105) 

80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97 號 

時間 議程 主講者 

13:30~14:00 報到 

14:00~14:15 經濟部簡報廠商應注意事項 經濟部 

14:15~15:05 專題演講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5:05~15:45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及
檢查作業重點說明 

工研院生醫所 

15:45~16:00 Q & A 經濟部 

※主辦單位得視情況保留變動講師、議程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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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辦法及注意事項： 

課程主題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及檢查辦法廠商宣導說明會 

報名名額 1. 每公司、廠及單位限額 1 名，可加報 1 人為後補。 

(如該場人數已額滿，將不提供後補人員名額) 

2. 為維護會議品質，各場次名額及座位有現，自報名額滿為止。 

(北區 280 人、中區 160 人；南區 160 人) 

3. 因場次座位有限，敬請把握鄰近場次。 

報名方式  皆採線上報名: 請至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資訊網

(https://www.prechem.org.tw/)/宣導說明會(107 年 9 月)填寫 

  北區-報名連結: 北區報名請點我 

  中區-報名連結: 中區報名請點我 

  南區-報名連結: 南區報名請點我 

 送出報名表後，協辦單位將於課程三個工作天前通知報到序號，

當日請務必持報到序號辦理，故報名時請確實填寫 E-mail。 

報名期限

(額滿將提前

終止報名) 

北區:自 108 年 8 月 14 日~108 年 8 月 30 日止 

南區:自 108 年 8 月 21 日~108 年 9 月 03 日止 

中區:自 108 年 9 月 02 日~108 年 9 月 13 日止 

注意事項  會議當日提供說明會簡報，以及為響應環保，請自備飲水杯。 

 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不提供免費停車服務。 

 活動如遇不可抗天然災害且當地縣市政府公告停止上班，則活動

延期辦理。 

聯絡資訊 連絡人：李小姐/許小姐   ：03-5732618/03-5743888     

：prechem@itri.org.tw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 

    

https://wlsms.itri.org.tw/ClientSignUp/Index.aspx?ActGUID=B3344EBA0B
https://wlsms.itri.org.tw/ClientSignUp/Index.aspx?ActGUID=F934F90430
https://wlsms.itri.org.tw/ClientSignUp/Index.aspx?ActGUID=6786402EF9
mailto:prechem@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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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位置資訊圖 
※台北場--國家圖書館文教會場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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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站牌：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公車 3、18、227、295、648、849、中山幹線 

景福門站：公車 15、208  

一女中站：公車 18、204、227、235、236、241、251、295、5、604、630、648、

662、663、849、中山幹線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由六號出口(中山南路西側、愛國西路口)，步行至本舘約 2-5 分 

 

 

 

 

◎鄰近停車場 

一、國家圖書館附設地下停車場 

1. 可停車位：40個。  

2. 收費標準： 

以下各時段(4小時)的收費均為NT$50；二小時以下，採半價彈性收費，超過

二小時，以單一時段計費。三段式（星期二 至 星期六）： 

 09：00 - 13：00 

 13：00 - 17：00 

 17：00 - 20：50   

3. 開放時間：全天24小時開放。  

4.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0號。  

5. 電話：02-23619132轉213 

 

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地下停車場 

1. 可停車位：699個。  

2. 收費標準： 

一般民眾憑晶片計時卡計時收費，第一小時收費新台幣40元，逾第二小時者

以每半小時收費20元計費。 

3. 開放時間：全天24小時開放。  

4.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  

5. 電話：02-3393-9888  

6. 步行至中心約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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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下室 1 樓 第四演講廳(紅廳))位置圖 

 

停車資訊 

本館於植物園及博館路設置二處停車場（請參考全館鳥瞰圖）。 

本館周圍部分路段有收費汽車停車格，歡迎多加利用，附近其他停車場、周邊道路有收費停

車格。 

 停車場：植物園停車場（臨西屯路，含大客車停車場）、博館路三中停車場（限小客

車）。 

 營業時間：24 小時營業收費 

 收費標準：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 日優待小客車每小時 20 元；大客車每小時 30 元。  

105 年 1 月 4 日起，小客車平日優惠每小時 20 元，假日每小時 30 元；大客車不分平

假日每小時 60 元。 

 每日最高停車費：105 年 1 月 4 日起，大客車每日(09:00-18:00)最高停車費 120 元；小

客車每日(00:00-24:00) 最高停車費 120 元。 

 

http://www.nmns.edu.tw/ch/exhibit/map/aerial_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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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劇場地下 1樓

第四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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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鐵臺中站 

159 高鐵臺中站－中國醫藥大學－臺中公園：於科學博物館—植物園站下車，路線及時刻表

請參考《高鐵快捷公車臺中站》。 

二、高速公路來車 

 國道一號 (中山高速公路) 

1. 臺中交流道(178 台中)下，往臺中市方向順臺灣大道至本館。 

2. 大雅交流道(174 大雅)下，往臺中市方向順中清路，右轉健行路至本館。 

 國道三號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1. 快官交流道(202 快官)轉中彰快速道路，五權西路閘口下，順五權西路，左轉文

心路或忠明南路，右轉臺灣大道至本館。 

2. 快官交流道(202 快官)轉中彰快速道路，市政路閘口下，順市政路左轉文心路，

右轉臺灣大道至本館。 

3. 龍井交流道(182 龍井)下，往臺中市方向順臺灣大道至本館。 

三、臺中火車站周圍轉乘公車 

 臺中客運：11 綠能街車、35、70、71、304、307、323、324、325 

 仁友客運：45 

 統聯客運：125、301、303、308、326 

 巨業交通：300、305、306 

 豐榮客運：48 

 中臺灣客運：37、302 

* 進一步瞭解公車路線、位置圖，可上[臺中市公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查詢、或下載[台中

等公車：Android 系統 APP、IOS 系統 APP]。 

* 詳細訊息請至各客運網站查詢。 

 

 

 

 

 

 
※高雄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http://www.thsrc.com.tw/tw/StationInfo/TBusShortcut/3301e395-46b8-47aa-aa37-139e15708779
http://www.tcbus.com.tw/
http://www.rybus.com.tw/
http://www.ubus.com.tw/
http://www.g-bus.com.tw/
http://www.gbus.com.tw/
http://www.ubus.com.tw/html/bus/bus.php?num=41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nexti.android.bustaichung&hl=zh_TW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tai-zhong-deng-gong-che/id513559914?l=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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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自行開車： 

1.、高速公路南下：於九如交流道下，右轉九如路，即可到達。 

2.、墾丁、恆春、林園方面：於小港機場前中山路右轉上高速公路，在中正交流道下左轉中
正路，至大順路右轉，在覺民路口左轉，即可到達。 

3.、省道台南、岡山方面：經民族路至大順路左轉，到覺民路右轉，即可到達。 

4、屏東方面： 由鳳屏路轉鳳山市建國路，接高雄市九如路，即可到達。 

二大眾運輸: 

1.、火車、國光客運：台鐵「科工館車站」下車，步行約10分鐘至本館或台鐵「高雄車站」
下車，在前站 (D區 )轉乘60號公車至科工館站即可抵達。  

2.、飛機：由小港機場搭機場幹線至火車站轉車至本館。  

3.、搭捷運：  

(1).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高雄車站 (R11)後，至火車站轉乘60路 (往澄清湖方向 )，或
轉乘台鐵至「科工館車站」下車，步行約 10分鐘至本館。   

(2).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後驛站 (R12)後，轉乘紅28接駁公車，至科工館站下車。  

4.、計程車：由火車站至博物館約10分鐘；由機場至博物館則約30分鐘。 

5.、搭高鐵：自高鐵左營站（1號出口）轉乘捷運紅線至「後驛」站下車，轉乘高雄市公車處
紅28路公車於「科工館」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