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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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一、開課資訊
班別

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日期

時間

基 礎 班 4 月 11、12、18、19 日
(60A)
進 階 班 4 月 25、26 日，5 月 2、3 日

招生人數

上課地點

50 人

桃園市衛生局
4 樓大會議室

50 人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
路 55 號)

08:30~17:00

(6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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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書面講義、考證費、午餐與茶水)
學員

單報 A 班

單報 B 班

A+B 合報

非會員

5,500

5,500

11,000

會員/學生

5,000

5,000

10,000

(TQF 會員查詢請至：https://bit.ly/2G3Mw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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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資訊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09 年 4 月 1 日(額滿為止)
每班人數上限 50 人，報名人數未達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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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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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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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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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元。
八、聯絡資訊
電話：02-23931318#602 易小姐 | 傳真：02-2393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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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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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testing@tq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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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學員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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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郵局戶名
銀行/郵局
銀行/郵局代號

連絡電話
銀行/郵局
銀行/郵局帳號

分行/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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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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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報名網址： https://bit.ly/35V4sWA

(請注意英文大小

寫)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不開放現場報名，報名額滿為止。
請至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網站(http://www.tqf.org.tw/tw/index.php#1)，首頁上方選單
點選｢活動報名｣→｢活動分類列表｣→｢109 年度 HACCP 基礎班及進階班(假日班) ｣，
即可於網站線上填寫您的報名資訊，完成報名。
＊請先註冊/登入成為網路學員才能線上報名，註冊方式如下(請參照下圖)：
1. 點選右上角的”學員”
2. 設定您的帳號(即電子信箱)與密碼，並勾選「我不是機器人」，依照指示點選正確
後即可註冊成功。*注意：密碼請勿輸入空白或特殊符號(如@、#、*或&)，請選擇
半形輸入之純數字、純英文(大小寫均可)。
3. 註冊完成後請再次點擊右上角的”學員”，登入帳號密碼即可開始報名。

注意事項：
1. 線上報名所提供之個人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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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節能減碳，本活動不提供免費停車服務，請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3. 課程若遇天候因素政府公告停班停課(例：颱風、水災等)，將改期他日開課並另
行通知。
4. 報名及活動相關詢問，請與活動聯絡人聯繫：易小姐/郭小姐，
TEL 02-2393-1318＃602/604 、E-mail: testing@tq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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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大樓 4 樓大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5 號)

交通方式：
路線一、搭火車：
1.桃園火車站：免費市民公車「L112_府前線」、「L103_環狀藍線」或市區公車「1 路_
中壢-桃園」至市政府周邊下車，再步行前往即可到達。
提醒您：府前線(星期例假日不行駛)。
2.內壢火車站：市區公車「1 路_中壢-桃園」、「601_內壢-捷運迴龍站」至市政府站周邊
下車，再步行前往即可到達。
火車站有 ubike 站點可租借，桃園市政府衛生局也有 ubike 站點可歸還。
路線二、開車：
1.南桃園交流道至桃園市政府路線圖
南桃園交流道→大興西路→國際路→文中路→正光街→廈門街→縣府路
2.南崁交流道至桃園市政府路線圖
南崁交流道→經國路→大興西路→永安路→民安路→縣府路
3.周邊停車場：府前地下停車場、西門地下停車場
路線三、搭高鐵：
建議從高鐵桃園站搭高鐵快捷公車(直達車、206 高鐵桃園站-桃園)至桃園火車站，參
考路線一搭乘至市政府站周邊下車，再步行前往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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