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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 

                                 充分掌握產業的脈動 
                                 樹立優良的產業形象 
                                 共同創造產業的奇蹟 

科技元素：產業技術創新與化粧品產業鏈結  
 
各位先進們： 

化粧保養品產業發展是國家重點推動計畫中產業高值化項目之一，由靜宜大學主

辦、台灣化粧品科技學會、靜宜大學化粧品產業研發中心協辦的「2019 國際化粧品科

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今年將以下列三大主軸相互輝映，提供全體與會者掌控

化粧品工業的發展方向、投資模式和未來商機。三大主軸如下： 

一、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 
本年度主辦單位邀請德國、法國、泰國、以色列及國內等多位專家學者，就化粧品新原料、

新技術及醫學美容、皮膚科學等之發展趨勢進行多元化的專題演講，研討主題涵蓋「化粧品科

技」、「天然物化學」、「生物科技」、「經營與行銷管理」及「其他化粧品與醫學美容相關主題」。。 

二、化粧品技術交流展示會 
    本年度主辦單位精心邀請國內外具發展潛力的績優廠商參與最具附加價值與後續效果的

「化粧品應用技術交流展示會」，廠商發表的主題與產品個個新穎、精采、實用，絕對值得您

參考投入。 

三、學術論文發表 
    主辦單位為擴大各界專業研究成果發表與分享，特精心策畫研究論文發表與壁報論文展

示，公開徵稿進行交流。為能提昇論文品質，並另聘專家學者進行優良展示論文的評選工作，

對於優秀展示論文公開表揚給獎予以榮譽肯定。 

 

 

時間：2019 年 11 月 07 日至 08 日 
地點：靜宜大學任垣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 7 段 200 號  
 
 
 

研討會報名 http://www.cosm.pu.edu.tw(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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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INTERNATIONAL COSMETIC-TECH CONFERENCE & EXHIBITION 

            Knowin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Reputation of Cosmetic Industry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Technical Elements：Enhance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Cosmetic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one of keynote high-value industries continuously promoted by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The “2019 International Cosmetic-Tech Conference &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Providence University will have following three major schemes giv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investment model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to all participants. The three major schemes are as 
follows:  

1. International cosmetic technology seminar  
The organizer invites several Germany, French, Thailand, Israel and domestic professionals and scholars 

to deliver diversified keynote speeches regarding the new materials, technologies and the trend of medical 
cosmetics, skin science development with topics covering “cosmetic technology”, “natural chemical”, 
“biotechnology”, “operation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as well as “other cosmetic and medical cosmetic 
related topics”  

2. Cosmetic technology exchange & exhibition  
The organizer especially invites domestic and foreign outstanding companies with potential 

development to participate in most value-added “cosmetic application technology & exhibition” with 
subsequent effects. The topics and products released by companies are all very new, splendid, practical which 
definitely worth for your references and devotion.  

3. Academic essays release  
To expand the release and sharing of professional study achievements in all circles, the organizer 

specially plans to solicit contributions for the research essays release and wall poster exhibition.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ssays, there are also professionals and scholars invited to select outstanding essays for 
exhibition. The outstanding essays will have honorable confirmation via public commendations and rewards.  
 

 

Conference Web: http://www.cosm.pu.edu.tw Dept. of Cosmetic Science of Providence University 

 
2019.11.07~11.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of Providence University 
200, Sec. 7, Taiwan Boulevard, Shalu Dist., Taichung City 43301 Taiwan 

 

2019 International Cosmetic-Tech Conference Tel：（04）26328001ext.15042~49  Fax：（04）26311167 Web http://www.cosm.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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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暨技術交流展示會 

報   名   表 
 

A.參加者資料（請用正楷，中、英文務必填寫） 

姓  名(中文)：                                      先生/女士    學術論文發表：□是□否 

研討會證書：□需要，請填寫英文名：                           □不需要  

服 務 單 位 Company Name：                                                                

職稱 Position：                               電子郵件 E-mail：                                

電話 Tel：                            

台灣化粧品科技學會會員□是 □否 學生：□是 □否 學校名稱：                   餐點：□葷□素        

B.參加者費用資料 

身份（國內參加者） 2019 年 
11 月 2 日前 

2019 年11 月3 日後 
及現場報名 

備註 

註冊費 1.註冊費用含參加化粧品科技學

術研討會、大會論文集、午

餐、茶點等所有費用。 
2.學生身分報名者限全職學生。

(不含在職進修者) 

□台灣化粧品科技學會會員 NT$700.- NT$800.- 

□一般民眾 NT$800.- NT$1,000.- 

□學生 NT$500.- NT$600.- 

總計金額新台幣        仟        佰元整 

C.付款方式 
(請填妥報名後，勾選您所選擇之付款方式，將報名表及匯款資料 email 至 hpwei@gm.pu.edu.tw 或傳真至執行單位

04-26311167） 
 □支票      請填具抬頭為 靜宜大學 之現金支票，連同報名表掛號郵寄至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 
 □銀行匯款  直接匯入 靜宜大學郵局 (郵局代號 0021) 局號：0141472 帳號：0029263 

             戶名：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呂秋慧 (收據請保留連同報名表 email 至 hpwei@gm.pu.edu.tw 
              或傳真 04-26311167) 

 □匯票      請註明受款人為「靜宜大學」，連同報名表掛號郵寄至執行單位。 
 □現金      僅適用 11 月 7 日至 8 日現場報名者。 

  報名表下載 http://www.cosm.pu.edu.tw(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 

D.繳費收據開立抬頭  □參加者本人 □服務單位名稱 □服務單位+參加者 □其他           
 
已完成報名手續者，若不克參加，請於 11 月 2 日前書面傳真辦理取消，大會扣除 10%手續費並於研討會結束
後退回餘款。逾期恕不受理退費，改以郵寄此次研討會資料方式處理。 

 

本單位化粧品科學系因主辦 2019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之目的，蒐集個人相關資料，本單位謹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在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並已獲得當事人同意。 

2019 國際化粧品科技研討會 諮詢專線：（04）26328001ext.15042~49  傳真：（04）26311167  網址 http://www.cosm.pu.edu.tw    

 

 執行單位 
靜宜大學化粧品科學系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 7 段 200 號  
電話：(04)26328001 轉15042-49 
傳真：(04)26311167 

2019.11.0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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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sm.pu.edu.tw/

	2019conferenceinv1080925
	2019conference (E)
	2019靜宜化科研討會DM-CA1
	2019國際研討會報名表
	B.參加者費用資料
	C.付款方式
	(請填妥報名後，勾選您所選擇之付款方式，將報名表及匯款資料email至hpwei@gm.pu.edu.tw或傳真至執行單位04-26311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