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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是世界公認管理食品衛生安全最具成效的管理方案，在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亦於第八條第二款明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

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目前已陸續公告水產加工食品、肉類

加工食品、食用油脂、罐頭食品、餐盒食品及蛋製品等食品工廠與供應鐵路運輸

旅客餐盒和旅館業附設餐廳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因此，無論是食品業

之經營者、從業人員均應深入了解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並導入於日常的食品安全

管理。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為提升食品從業人員對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的認

知，特聘任衛生主管機關講師與產業工作、輔導與稽核超過十五年以上之資深學

者專家於台南市辦理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基礎班與進階班。透過法規說明、實作演

練、上台報告和實務經驗分享，協助食品業負責人、從業人員、在學學生及有興

趣人士，充分學習到食品安全管理相關知識與能力，以期提升產業的食品安全管

理水平。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時  間】110 年 3 月 6、7、13、14 日(星期六、日) 8:00-17:00 
【地  點】開南大學 
【上課時數】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課程基礎班，含測驗，各 32 小時 
【報名人數】報名人數上限 50 人。名額有限，報名要快！ 
【報名截止】110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 
【繳費截止】11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 
【課程費用】校外人士報名參加新台幣 5,500 元整；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會

員優惠價新台幣 5,000 元。 
【報名方式】本課程一律採線上報名，本會保有對本課程相關訊息解釋一切權利。 

【報名網址】https://bit.ly/3osqI42 

 



    社社團團法法人人台台灣灣食食品品技技師師協協會會  
食食品品安安全全管管制制系系統統訓訓練練課課程程基基礎礎班班  

開開南南大大學學班班  

2 

【課程表】 

節
次 時間 03/06 

(週六) 
03/07 
(週日) 

03/13 
 (週六) 

03/14 
(週日) 

 08:00~08:30 簽到/資料領取 

一 08:30~09:20 

始業式 
與課程指引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4.GHP 準則程序書

II(檢驗與量測、客

訴處理、成品回

收、倉儲、運輸、

教育訓練)撰寫說明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李翌翠食品技師 

7.GHP 準則程序書

分組報告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

司 
黃俊霖食品技師 

10.建立管制界限與

驗校，研訂及執行

監測計畫，研訂及

執行矯正措施執行

實務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陳信榕食品技師 

二 09:25~10:15 

1.GHP 準則程序書

I(文件管制、製程及

品質管制、衛生管

理)文件撰寫說明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曾貽湧食品技師 

三 10:20~11:10 11.確認系統執行有

效性暨內部稽核管

理實務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陳信榕食品技師 

四 11:15~12:05 

GHP 準則程序書分

組撰寫演練Ⅱ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李翌翠食品技師 

8.HACCP 計畫書撰

寫實務演練Ⅰ(五個

預備步驟)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

司 
黃俊霖食品技師 

 12:05~13:00 午餐 

五 13:00~13:50 

2.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規政策說明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長官 

5.HACCP 理論與實

務(含食品安全管制

系統準則說明) 
夢龍股份有限公司 
陳武郎食品技師 

9.物理性與化學性

危害介紹 
森永製菓股份有限

公司 
陳憶芸食品技師 

綜合測驗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技師協會 

六 14:00~14:50 

6.防治食品中毒 
夢龍股份有限公司 
陳武郎食品技師 

HACCP 計畫書撰

寫實務演練 II(七大

原則) 
森永製菓股份有限

公司 
陳憶芸食品技師 

HACCP 計畫書分

組報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莊培梃助理教授 

七 15:00~15:50 

八 16:00~16:50 

3.GHP 準則程序書

分組撰寫演練Ⅰ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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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訊】  
一、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應確實填妥訓練學員報名表，報名「進階班」者，應檢具「基

礎班」合格結業證書。 
(二) 接受訓練課程時，應確實簽到退，因故無法接受訓練課程者，應向開課

訓練機關(構)辦理請假，請假或經點名缺席者，無法取得該堂訓練課程

時數。 
(三) 接受「基礎班」或「進階班」訓練課程，經評量合格者，得領取合格結

業證明書；評量未合格或未到課時數達課程總時數十分之一者，僅領取

參訓證明書。 
(四) 訓練課程結束二十個工作天後，應至食品衛生安全課程資訊管理系統確

認是否取得訓練時數，如對取得訓練時數有疑義者，應儘速向訓練機關

(構)提出。 
(五) 開課後不克前來上課之學員，因本班為專班授課，恕無法進行退費申請。 
(六) 完成報名手續並完成繳費，始完成報名程序並得參加課程。 
(七) 開課前 3 天會寄發開課通知及注意事項至已錄取學員所提供之電子信

箱，請確實填寫相關資訊。 
(八) 本課程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保有修改與解釋之權利；如有任何變

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佈於協會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九) 課程進行中需撰寫報告及進行課後測驗，筆試合格分數為 60 分。 
(十) 本班開課人數標準為 45 人，招收人數上限為 50 人。 
(十一) 報名所提供之資訊，本協會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善

盡資料安全維護之責任。 
(十二) 本協會保有開班與否之權力，若該場次無法開成，我們將會全額退

還報名費。 
(十三) 課程及報名相關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聯絡窗口 
聯絡人：張嘉芳專員/劉佳蓁專員 
聯絡電話：(04)2372-2500 
Email：tfta-service@tafpt.org.tw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請逕至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網站

(http://www.tafpt.org.tw)。 

mailto:tfta-service@tafpt.org.tw
http://www.taf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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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活動報名→【食食品品安安全全管管制制系系統統訓訓練練課課程程基基礎礎班班【【開開南南大大學學班班】】】，網

路線上填寫您的報名資訊，提交後付款即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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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資訊】 

姓名  行動電話  

學員身分 
□校外人士參加新台幣 5,500 元整。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會員，優惠價新台幣 5,000 元 
□開南大學學生新台幣 4,500 元整(檢附學生證) 

繳費資訊 

一、 付款方式：臨櫃匯款、ATM 轉帳均可 
二、 銀行帳戶資料： 

銀行名稱 國泰世華銀行南屯分行(013-2402) 

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銀行帳號 240-03-500807-2 

學員繳費資料填寫 
(請著實填寫,以利核對身分與金額) 

匯款日期 年  月  日 匯款人姓名  

匯款金額  帳號後五碼  

發票開立 
發票類型： □二聯式(個人)  □三聯式(公司) 
發票抬頭(二聯式免填)： 
公司統編(二聯式免填)： 

轉帳/匯款憑證、學生證黏貼處 

＊貼心小提醒：請將餘額隱藏，謝謝！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張嘉芳專員/劉佳蓁專員 
傳真：(04)2376-7641 
Email：tfta-service@taf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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