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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化粧品科技學會第一屆第十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一、會議時間： 106 年 11 月 02 日(星期四)；中午 12 點 00 分 
二、會議地點：靜宜大學任垣樓 209 國際會議廳 
三、會議地址：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出席人員：柯智美、林智健、楊昭順、黃克峰、王銘富、吳珮萱、翁榮源、蔡鳳

婕、陳俊宏、林恩仕、賴怡君、高而仕、仇敏、張乃方 
請假：王愛、林文進、吳佩玲、林孝道、蔡宜宏、孫于芸、柯川道 
四、理事長報告：略 
 
五、學會業務報告 

說明： 1、106 年度學會會務工作紀錄。 
           2、106 年度收支紀錄。 
 
六、國際 IFSCC 活動 / 活動展覽： 

國際 IFSCC 活動 
1、2018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德國慕尼黑，第 30 屆 IFSCC 大會。 
2、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意大利米蘭，第 25 屆 IFSCC 國際會議。 

3、2020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日本橫濱，第 31 屆 IFSCC 大會。 
4、2021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台灣台中，第 25 屆 IFSCC 國際會議。 

國際活動展覽 
1、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日本東京千葉幕張展覽館，第 6 屆日本國際

化妝品商貿展。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是否捐助 IFSCC 總會？ 
說明：中國入會時捐贈鑽石獎章（1 個＠10,000 瑞士法郎）、銀牌獎章（2

個＠5,000 瑞士法郎）和銅牌獎章（1 個＠1,500 瑞士法郎）給 IFSCC
總會。 

決議：建議由會員廠商以個別名義捐贈，或與 IFSCC 總會進行討論 
 
提案二：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日本東京千葉幕張展覽館，第 6 屆日

本國際化妝品商貿展參訪行程（POLO 博物館已邀請）。 
說明：  
決議：請會員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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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擬定 106 年第一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時程。 
說明：學會章程第二十八條「理事會及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決議：1/20 上午 10 點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中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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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化粧品科技學會 工作報告書 
 

中華民國 106 年 06 月 01 日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 
 

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106.06.06 本會協辦全國調香創意競賽 建國科技大學 

106.06.08 化粧品含天然成分標示及廣告管理原則開會 本會李政明、蔡育儒會員參

加 

106.07.1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來函： 
檢送化粧品產銷證明、銷售證明、製造工廠證明申

請函等 

收函字號： 
FDA 器字第 1060023556 號 

106.07.14 
內政部來函：105 年度全國性社團公益項獻獎與優

良工作人員選拔暨表揚 
收函字號： 
台內團字第 1061401871 號 

106.07.21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來函：查詢稅籍編號 收函字號： 
投稅房字第 1060109566 號 

106.07.26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來函： 
建議防晒產品相關規範建議案 

收函字號： 
FDA 器字第 10609903907 號

106.08.0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來函：限制含塑膠微粒之化粧品

與個人清潔用品製造、輸入及販賣公告 
收函字號： 
環署廢字第 1060059207E 號

106.08.09 
衛生福利部來函： 
限制含塑膠微粒之化粧品與個人清潔用品製造、輸

入及販賣公告影本 

收函字號： 
衛授食字第 1069904605 號 

106.08.15 
衛生福利部來函： 
黃樟素等 15 種成分為化粧品中禁止使用成分草案 

收函字號： 
衛授食字第 1061605570 號 

106.08.15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來函： 
２０１７兩岸化粧品管理法規工作坊 

收函字號： 
工研生字第 1060014589 號 

106.08.28 
衛生福利部來函：請開設化粧品安全性評估相關課

程 
收函字號： 
衛授食字第 1061606596 號 

106.08.28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來函：高雄國際化工暨儀器展
收函字號： 
聯字第 3170824006401 號 

106.08.28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來函： 
業者化粧品產品資訊檔案實作教育訓練 

收函字號： 
工研生字第 10600153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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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106.09.12 

外交部來函： 
補助 106 年 5 月 28 日至 106 年 6 月 1 日日本橫濱

2017 第八屆日本國際化粧品產業技術展暨國際

IFSCC 日本會員國化粧品產業交流 

收函字號： 
外民參字第 0692001630 號 

106.09.14 
衛生福利部來函： 
化粧品或化粧品成分安全性評估申請動物試驗辦法

草案 

收函字號： 
衛授食字第 1061606486 號 

106.09.1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來函： 
購物用塑膠袋修正公告暨塑膠微粒公告說明會 

收函字號： 
環署廢字第 1060073052 號 

106.09.25 
外交部來函： 
回覆 2017 年 IFSCC 國際會議暨國際 IFSCC 會員國

化粧品產業交流活動 

收函字號： 
外民參字第 10601084560 號

106.09.28 
衛生福利部來函： 
化粧品中含不純物重金屬鎘之殘留限量規定與化粧

品中鋇之管理規定草案 

收函字號： 
衛授食字第 1061606761 號 

106.09.28 
衛生福利部來函： 
化粧品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基準中染髮劑成分及染

髮劑之標籤、仿單或包裝應加刊使用注意事項草案

收函字號： 
衛授食字第 1061606123 號 

106.10.05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6 年第 2 次化粧品產業溝通會議 

收函字號： 
FDA 器字第 1061607675 號 

106.10.05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來函： 
化粧品原料基準 106 年版已上傳 

收函字號： 
FDA 器字第 1061607402 號 

106.10.05 
外交部來函： 
補助 2017 年 IFSCC 國際會議暨國際 IFSCC 會員國

化粧品產業交流活動 

收函字號： 
外民參字第 10693516480 號

106.10.13 本會協辦全國調香創意競賽 東方設計大學 

106.10.21-26 第 25 屆 IFSCC 國際會議-韓國首爾 

柯智美理事長、廖逢錦國際

發言人、吳佩玲常務理事、

仇敏監事、黃品璇、林佳靜、

靜宜大學學生、台南護專學

生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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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化粧品科技學會 

財務收支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06 月 17 日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 

新臺幣

科目 收入 備註 科目 支出 備註 

入會費 0   人事費 14,000  

常年會費 6,000 喜王 薪資 12,000 7-10 月 

事業費 0   勞健保費補助 2,000 7-10 月 

會員捐款 0   辦公費 9,335  

廣告收入 3,000 喜王 4/15 文具用品 840 影印紙 

基金及其孳息 0   打字印刷費 0   

利息收入 17   郵電費 95 95 郵寄 17 匯費 

其他收入 15,007   雜支費 0   

備註： 

1. 常年會費：喜王(團體 6000) 

2. 廣告收入：喜王(贊助4/15大會手冊廣告)

3. 其他收入：外交部補助日本參訪機票

(15000) 

             退稅(7) 

租金支出 8,400 7-10 月彩印機租金 

差旅費 0   

業務費 15,000  

會員大會 0   

公關費 15,000 
9/30宴請上海靜安市政

府 

鐘點費 0   

網站維護費 0   

活動費 0  

活動支出 0   

專案支出 0   

提撥基金 0  

收入合計 24,024   支出合計 38,335  

上期結餘 153,101         

本期結餘 138,790         

 

經費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06 月 17 日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 

科目 金額(新台幣) 科目 金額(新台幣) 

現金 0 應付帳款 0 

銀行存款 138,790 暫收款 16,000 

應收帳款 16,000 本期損益 138,790 

合計 154,790  合計 154,790  

 

製表     秘書長     常務監事     團體負責人 

 

應收帳款說明：入會費 1000 元未繳（林孝道、許若楨）。104 年常年會費 1000 元未繳（林孝

道）。105 年常年會費 1000 元未繳（林孝道、謝旻庭、鄒濤真、李佳晉、沈蘭芳、陳又瑄、

萬文彬）。105 年團體 6000 元未繳（馬偕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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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日本東京千葉幕張展覽館， 

第 6 屆日本國際化妝品商貿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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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慕尼黑，第 30 屆 IFSCC 大會 

 
 
 
 

 

 
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米蘭，第 25 屆 IFSCC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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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橫濱，第 31 屆 IFSCC 大會 
 

 

Let’s go to Japan in 2020!  What can you find in Japan? 

Greetings  

 

Beauty & Happiness - Pushing Boundaries 

The 31st IFSCC Congress 2020 Yokohama, 20-23 October 2020 

 
New possibilities are created when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ateri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me together. These new possibilities are 
something beyond our imagination; something beyond our boundaries. 
What happens when a rich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meet? New 
ideas, new hope, and new beauty are born. A new page in the history of 

cosmetics will be written. Come and join us and witness this moment in the beautiful city of 
Yokohama. 
The Society of Cosmetic Chemists of Japan (SCCJ), the host of the Congress of 2020, is an 
academic society with a membership of over 1,600 chemists and a history of over 70 years. 
We have had the pleasure to host the IFSCC Congress three times. As before,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elcoming you and making the Congress of 2020 another successful and 
fruitful event. 
Dear fellow cosmetic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let us meet in Yokohama in 2020 and 
exchange ideas in order t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cosmetics science. Let us join hands to 
create more beauty and happiness in the world. Beauty makes people happy; happiness 
makes people beautiful. With a most sincere hear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Yokohama in 2020. 
 
 
 
 President 

Yoichi Shima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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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City Yokohama - the starting point of Japan’s modernization 
Facing the Tokyo Bay, Yokohama is a tranquil harbour city forming a part of the Greater 
Tokyo Area; just half an hour away from the capital Tokyo. 
Yokohama is the first harbour city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as the door to Japan. 
Since the time its port was opened, Yokohama has acquired new cultures and new 
knowledge including western medical science from foreign lands and has introduced to 
Japan its many “first”; thereby earning its title as the birthplace of Japan’s modern culture. 
Now, the city has grown to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Japan with over 3.7 million in 
population. 

> Yokohama Official Visitors' Guide 

Venue “PACIFICO Yokohama” 
 
Venue: “PACIFICO Yokohama” The venue, PACIFICO 
Yokohama is the largest and No.1 convention complex in 
Japan equipped with the functions and a directly 
connected hotel, InterContinental Yokohama Grand to 
meet every requirement of IFSCC. 
It serves as a central facility in the convention area with 
over 6,300 hotel rooms, large shopping malls with a 
variety of entertainment, and dining option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It has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APEC Leaders Meeting in 2010 welcoming over 10,000 
delega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 PACIFICO Yokohama 

The venue will be held in Yokohama!  It is a city where East meets West! 

  

Yokohama Official Visitors' Guide   PACIFICO Yokohama 
© 2016 IFSCC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