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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訓練招生簡章 

 

 

 

 

 

一、 課程簡介： 

基礎班(60A)課程內容 

1.課程引導 7.HACCP 制度介紹 

2.食品衛生管理法及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介紹 8.建立 HACCP 計畫書-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判定 

3.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作業規範 9.HACCP 實務演練-分組報告 

4.食品中毒案例分析及預防 10.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稽核常見缺失說明 

5.GHP 程序書實務製作 11.測驗 

6.GHP 實務演練及分組討論 課程合計：32 小時 

進階班(60B)課程內容 

1.課程引導 9.HACCP 工廠組織管理 

2.食品衛生管理法規管理架構  10.HACCP 內部稽核 

3.衛生標準操作業程序 11.HACCP 工廠實務分享 

4.產品規格標準與檢驗 12.異常矯正措施 

5.廠房配置與產品製作規劃 13.ISO 文件管制說明 

6.線上監測技術應用與管理 14.人員教育訓練 

7.品質保證與危機管理 15.測驗 

8.HACCP 系統確認 課程合計：32 小時 

 

暐凱國際教育訓練網 http://www.fsi.net.tw/training_index.php 

亞太教育訓練網 http://vip.asia-learning.com/fsi 

FB 粉絲專頁 : FSI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ine ID 搜尋：FSI 暐凱國際 

 

 

 

 

基礎班

(60A) 

開課地區 日期 

台北 3 月 6.7.13.14 日 (三四) 

台中 6 月 12.13.19.20 日(三四) 

高雄 4 月 11.12.16.17 日 

(四、五、二、三) 

進階班 

(60B) 

開課地區 日期 

台北 7 月 10.11.17.18 日(三四) 

台中 9 月 18.19.25.26 日(三四) 

高雄 11 月 13.14.20.21 日(三四) 

※國際 HACCP 聯盟登錄講師訓練機構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字第 1010082878 號函認可為「全國性」衛生講習機構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字第 1010065591 號函認可為 HACCP 訓練機構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及各縣市衛生局核備課程 

※美國 FSMA PCQI 登錄課程訓練機構 

http://www.fsi.net.tw/training_index.php
http://vip.asia-learning.com/f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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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對象： 

全國各食品相關產業之食品衛生管理人員、食品工廠從業人員、HACCP 管制小組成員及欲進修或

對食品相關知識有興趣者。 

三、報名費用： 

1.單報「基礎班」或「進階班」 

原價 11,000 元(含稅)，早鳥優惠價 5,500 元(含稅) 

※收到開課通知後於規定日期前繳費，並回傳匯款帳號後 5 碼或收據 (mail 或傳真) 

※依照政府規定必需先經「基礎班」訓練合格方能報名「進階班」 

  2.報名繳費方式： 

(1) 郵寄即期支票 

(2) 匯款戶名『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玉山銀行(代號 808)內湖分行 

帳號 0462-940-037368  (※匯費不包含在課程費用內) 

(3) 線上刷卡 

 

四、課程洽詢：電話(02)5557-9888 分機 210 林小姐、256 張小姐 

五、上課地點：開課前一週 E-mail 通知 

 

台北 

 FSI 暐凱國際：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120 巷 15 弄 28 號(捷運文湖線-西湖站 2 號出口) 

 

台中 

 家家多媒體有限公司：台中市中區綠川里中山路 17 號 3 樓(宮原眼科斜對面) 

 台中文創館：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2 段 2 號 3F-3、13F-1 

            (台灣大道與五權路交接口，1F 為彰化銀行) 

 

台南 

 樹德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 225 號 B1 

 台南擎天館：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77 號 13 樓之 2 (近南紡夢時代) 

 

高雄 

 高雄市企業管理交流協會：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91 號 6F-1 (近後驛站 4 號出口) 

 高雄信義館：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175 號 13 樓之 3 (近信義國小站 4 號出口 50 公尺) 

 高雄市政府勞工教育生活中心獅甲會館：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 132 號(近勞工公園) 

 高雄市教育講師職業工會：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12 號 12 樓之 2(近光華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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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填欄位 

*此個人資料僅供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公司辦理課程使用 

*護照英文姓名：請與護照相同，若未填寫則授權本訓練單位翻譯 

 

     108 年度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教育訓練課程報名表 

*姓名 
 

*護照英文姓名 

 (製作證書用)  
*性別 男 女 

*課程名稱 

基礎班(60A) 日期 年      月       日 

進階班(60B) 

本人確定已完成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基礎課程(60A) 

 須 E-mail 或傳真基礎班(60A)上課證明！ 

日期 年      月       日 

課程優惠 

(※課程價格皆含稅) 

基礎班 (32 小時；原價 11,000 元；早鳥優惠價 5,500 元) 

進階班 (32 小時；原價 11,000 元；早鳥優惠價 5,500 元) 

*公司名稱    *職稱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僅供上傳課程時數用)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膳食 葷食  素食 

*E-mail                                         （上課通知等資訊通知使用，請填常用 E-mail） 

身分別 學生 待業中 衛管人員 食品技師 營養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證書收件地址 
同通訊地址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聯絡人 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課程費用發票 
公司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 

個人發票 

課程費用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由承辦單位填寫) 

備註 

◎報名人數未滿 30 人不開班，將於開課前一週通知延班 

◎報名繳費方式(※匯費不包含在課程費用內) 

1.郵寄即期支票 

2.匯款戶名『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玉山銀行(代號 808)內湖分行 

  帳號 0462-940-037368 

3.線上刷卡 

◎洽詢電話：(02)5557-9888 分機 210 林小姐、256 張小姐 傳真：(02)2799-8912 

◎公司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120 巷 15 弄 28 號 

◎正楷填妥本表，填完報名表後請儘早匯款並回傳，以確保名額優先保留，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