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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主題 日期 地點 天數 

電
子
電
氣 

ELEC
TR

IC
A

L 

IEC 62368-1 3rd 電池相關檢測與國際轉證 02/21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3/13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3/25 台中 半天 

EMC 與國際轉證認證需求 04/17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4/24 高雄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6/12 台北 半天 

家電 BSMI 及軟體評估檢測服務說明 06/19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7/22 台中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8/18 台南 半天 

UL/IEC/EN 60730 標準探討 08/21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9/18 台北 半天 

可靠度與美國 ISTA 包裝運輸測試介紹 10/23 台北 半天 

UL 507, CSA 60335-2-80 與 CSA No. 113 差異說明 11/20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11/26 台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12/09 台中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12/18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12/23 高雄 半天 

紡
織
科
技 

SO
FT

LIN
ES 

紡織 1.0 紡織品對應檢測項目速覽 02/24 台北 半天 

目視法對色訓練(上半年度) 03/07 台北 全天 

友善地球：歐美最新環保紡織品規範 03/19 台北 半天 

紡織 3.0 呵護你的紡織品：抗菌與消臭 05/08 台北 半天 

紡織 2.0 五顏六色的紡織品：色牢度面面觀 05/20 台北 半天 

紡織 3.0 亮起來的紡織品：發光機能介紹 07/15 台北 半天 

目視法對色訓練(下半年度) 09/05 台北 全天 

紡織 2.0 穠纖適度的紡織品：物性與耐用性介紹 09/25 台北 半天 

紡織 3.0 保護你的紡織品：保暖防寒衝鋒衣介紹 10/15 台北 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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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主題 日期 地點 天數 

商
業
保
證 

B
U

SIN
ESS A

SSU
R

A
N

C
E

 

ISO 22000: 2018 轉版說明會 03/20 台北 半天 

ISO 9001: 2015 內部稽核員課程 04/17 台北 全天 

ISO 22000: 2018 轉版說明會 05/15 台北 半天 

ISO 22000: 2018 內部稽核員課程 07/24 台北 全天 

ISO14001: 2015 內部稽核員課程 09/11 台北 全天 

ISO 22000: 2018 內部稽核員課程 11/13 台北 全天 

玩
具
和
雜
貨 

H
A

R
D

LIN
ES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3/13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3/25 台中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4/24 高雄 半天 

各國食品容器法規簡介 04/29 台中 半天 

進入歐美玩具市場測試簡介 05/14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6/12 台北 半天 

各國化妝品法規簡介 06/18 高雄 半天 

歐盟運動器材標準簡介  06/23 台中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7/22 台中 半天 

ISTA 運輸測試介紹 07/29 高雄 半天 

ISTA 運輸測試介紹 07/31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8/18 台南 半天 

ISTA 運輸測試介紹 08/26 台中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09/18 台北 半天 

各國食品容器法規簡介 09/25 高雄 半天 

歐盟運動器材標準簡介 10/21 台中 半天 

歐美玩具物性與化性測試簡介 10/28 高雄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11/26 台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12/09 台中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12/18 台北 半天 

綠色產品法規簡介 12/23 高雄 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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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主題 日期 地點 天數 

食
品
科
技 

FO
O

D
 

食品法規更新及 ISO 22000:2018 新版標準概述 04/24 台北 半天 

食品法規更新及 ISO 22000:2018 新版標準概述 05/22 台中 半天 

食品法規更新及 ISO 22000:2018 新版標準概述 05/29 高雄 半天 
  

 研討會日期為預定，若有更動恕不另行通知!  

 課程日期若未變動者，即於開課日前 2 週開放網路線上報名 

 Intertek 保留報名資格審核權利，並於開課日前以 email 方式寄發「報到通知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