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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研習班簡章 

    為提升業界人士對於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之認識並落實於工作職場，希冀提升餐

飲衛生安全外，進而增進國人飲食安全，特舉辦「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基礎訓練班(60A)」及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進階訓練班(60B)」。 

    基礎訓練班課程內容著重於 GHP 標準作業程序書及 HACCP 計畫書編寫及法規規條之

熟悉與使用；進階訓練班課程則著重於 HACCP 系統更深入的探討、專題模擬及實務演練。

每班別於最後通過相關之檢定後，核發訓練合格證書給學員，為學員在未來工作上有加分效

果，如能將所學應用於工作中，也能幫助雇主在事業上提升績效與品質，締造雙贏局面。 

    本協會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4 年 1 月 15 日 FDA 食字第 1030054016 號函

認可為合格訓練機構，學員凡全程參與課程並測驗合格者，經衛生局核備許可由主辦單位核

發訓練合格證書。 

一、開課資訊 

班別 日期 時間 招生人數 上課地點 

基 礎 班

(60A) 

第一梯：1 月 12、13、19、20 日 

第二梯：3 月 9、10、16、17 日   
08:30~17:00 

50 人 桃園市衛生局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

路 55 號) 
進 階 班

(60B) 

第一梯：2 月 16、17、23、24 日 

第二梯：3 月 23、24、30、31 日 
50 人 

 

二、課程內容簡介 

基礎班 HACCP 制度介紹、GHP 內容、文件撰寫、食品法規現況、食品保存法、

防治食品中毒、GHP 實務演練、病蟲害防治、實施 HACCP 系統與小組

討論、產品品質規劃與管理、品質保證與風險管理及異常矯正措施與綜

合測驗 

進階班 製程之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計畫、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相關法規、HACCP

相關文件編寫、食品中毒案件分析、衛生標準操作程序、衛生管理稽核、食

品產品製造管制、產品規格標準與檢驗、線上監測與異常矯正措施、

HACCP 實務演練、HACCP 之應用經驗分享與綜合測驗 

 

三、培訓對象及資格 

食品相關工廠品管及衛生管理人員、HACCP 小組人員、社會人士、大專院校相關科系之學生 

 

四、報名費用與優惠方案(含書面講義、考證費、午餐與茶水) 

學員 單報 A 單報 B A+B 合報優惠價 

非會員 7000 7000 優惠價 13000 

會員/學生 5500 5500 優惠價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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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資訊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4 日(額滿為止) 

每班人數上限 50 人，報名人數未達 25 人不開班，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開班公告 報名人數若達開課人數，將會提前 Email 告知 

報名方式 1.線上報名：請至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官網之「活動報名」進行報名，相關文

件請另 Email/傳真予本課程聯絡人。 

2.傳真報名：將報名表傳真至 02-23931319 

3.郵寄報名：報名表填妥後，郵寄至「10075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75 號 11

樓  台灣優良食品培訓中心 收」 

4.E-mail 報名：將報名表填妥掃描後，寄送至 testing@tqf.org.tw  

繳費方式 ◆報名人數未達開課人數，暫不繳費(收到 Email 開課通知後再繳費) 

◆報名人數已達開課人數，接獲電話/Email 通知後須於 3 日內完成繳費，並提供

繳費證明確認(逾期恕不保留名額) 

1.ATM 轉帳：務必提供完整帳號末五碼，以利查帳及開立收據 

2.臨櫃匯款：繳款後請傳真/Email 繳費單據 

第一銀行(007)信義分行 

戶名：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帳號：162-10-041199  

請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回傳繳費收據影本，回傳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六、其他資訊 

上課通知 將於開課前一週以 Email 通知課程相關事項，敬請留意！ 

◎上課教室及注意事項等重要資訊 

綜合測驗 課程進行中需撰寫報告及進行筆試考核，及格分數須達 70 分以上 

結業資格 受訓期滿且成績合格並符合訓練班各項規定者，由本協會頒發研習證書 

 

七、注意事項 

1.僅報名「進階班」之學員，請將通過之基礎班合格證書傳真或 Email 至本協會，同時報名基

礎班、進階班者，不須提供。 

2.學員請假時數不得超過總時數十分之一，若超過請假時數，僅發參與證明書。 

3.證書當天領取，不提供英文版本，證書為永久有效，如遺失無法補發，請妥善保存。 

4.證書製作時，若因學員個人因素導致證書上「個人基本資料」錯誤而必須重製時，酌收工本

費 100 元。 

 

八、聯絡資訊 

電話：02-23931318#604 郭小姐  |  傳真：02-23931319  |  Email：testing@tqf.org.tw 

地址：10075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75 號 11 樓 

網址：http://www.tqf.org.tw/tw/index.php 

  

mailto:testing@tq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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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實務研習班報名表 
 

*以下報名資訊皆為必填                         報名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男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或居留證號) 

 出生日期  

最高學歷 
□國小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博士 

學校名稱：              科系所名稱：                □在學 □畢業 □肄業 

Email ★必填-重要訊息以 email 發佈 

連絡電話 市話：                         手機： 

傳真： 

通訊地址 □□□-□□(請提供郵遞區號) 

 

班別  基礎班(60A)：  

□第一梯：1 月 12、13、19、20 日 

□第二梯：3 月 9、10、16、17 日 

進階班(60B)： 

□第一梯：2 月 16、17、23、24 日 

□第二梯：3 月 23、24、30、31 日 

中午餐盒 □葷食     □素食 

報名費用 資格 單報 A 或 B A+B 合報 

□非會員 □7000 元 □13000 元 

□會員/學生 □5500 元 □10000 元 

發票收據 ★有需求者請務必填寫正確之統編及抬頭，未填寫者則開立二聯式發票。 

★如欲修改者另酌收人工作業費 150 元。 

統編： 

抬頭： 

身分證件/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備註＊相關證件僅供時數登錄及身份確認使用，如版面不足，可自行增加頁面填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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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為落實個人資料之保護，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 

1. 蒐集之目的： 

本會蒐集目的在於進行會議管理、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資料庫

管理、行銷、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及其他合於本會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 

2.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包含辨識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個人描述、職業、學校紀錄、資格或技術、職業專

長及現行之受僱情形。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o 期間：本會將於營運期間保存您的個人資料。 

o 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本會提供服務之地區。 

o 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本會會議管理、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資(通)

訊服務、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行銷、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及其他合於本會章程

所定業務之需要，本會並將利用您所提供 Email 及聯絡電話通知您本會舉辦之相關課

程、會議及產業資訊。 

4. 當事人權利： 

您可以本會網站「個人資料保護專頁」公告之方式向本會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

本、補充或更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之權利。電話：(02)2393-1318  

5. 不提供正確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若您不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

的之相關服務。 

□我已閱讀並接受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內容。 

參訓學員簽名：                        
以下由本協會填寫，學員請勿填寫 

項目 (V) 經辦人 備註 

報名表    

個資提供同意書    

收據   編號： 

 

繳費方式 (V) 金額 經辦人 

ATM 轉帳  $               

轉帳銀行：              

帳號末五碼：              

 

臨櫃匯款  $               

匯款銀行：              

匯款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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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費辦法： 

為保障學員權益，繳費後欲取消報名者，請填妥「退費申請書」後，傳真 02-23931319 至本協

會辦理退費並請來電確認。 

 

退費時間 課程結束後計 1 個月內退費並請自行確認是否入帳 

轉帳手續費 30 元(須自行負擔) 

◆退費期間與退還比例 

開課日前 10 天 退還繳納費用 90% 或辦理延期上課 

開課日前 10天內 退還繳納費用 70% 

開課日前 5 天內 退還繳納費用 50 % 

開課日 不予退還 

退費申請書 

報名者姓名  連絡電話  

銀行/郵局戶名  

銀行/郵局                   銀行/郵局                  分行/分局 

銀行/郵局代號  銀行/郵局帳號  

請黏貼 

本人存摺簿影本 

《帳號及戶名須清晰易辨識》 

◆收據開立公司統編、抬頭的報名者，請提供公司存摺影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