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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好複雜？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照過來、照過來：不是猛龍不過江！ 

無論您是甚麼產業別…    無論您對標示有甚麼疑難雜症… 
讓食品產業資深協理/前 TFDA 食品標示科公職食品技師的專家，以法規

為基礎，實際案例研討為模板，完整標示實務解惑！ 

 

 

 

 

 

 

 

 

 

【講師介紹】 
王立文老師服務於食品產業多年，工作經歷媽

媽塔、陸仕企業品保經理與廠長逾 20 年，是

資深的食品技師，多年工作過程中，不僅取得

品質技術師(CQT)、ISO22000 主導稽核員與

經濟部初級品保工程師考試合格。並熟悉各類

鮮食產品研發、生產與製造、品質管制與系統

性稽核等流程。 

並於 103 年參與高等三級考試合格，成為第

一屆公職食品技師的一員，任職於 TFDA 食品

組擔任技士，協助食品標示法規的精進與修訂

工作，並擔任衛生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講師。 王立文老師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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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報名資訊】 
台灣食品技師協會本次很榮幸邀請理論與實務兼具，且有食品標示法規訂定實

務的老師，於百忙中撥冗授課，把所有的疑難雜症畢其功於一役，清清楚楚教

個明白，機會難得，敬請把握機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 

【課程資訊】 

課程主題 課程時間 課程地點 
報名/繳費

截止 
報名網址 

基因改造及原產

地標示篇 

110 年 1 月

17 日(日) 

中山醫學大學正

心樓 0221 教室

110 年 1 月

7 日(四) 

https://bit.ly

/2W2hhfB 

製造廠商國內負

責廠商及有效日

期標示篇 

110 年 3 月

6 日(六) 

中山醫學大學正

心樓 0221 教室

110 年 2 月

25 日(四) 

https://bit.ly

/341SbBM 

食品添加物管理

篇 

110 年 5 月

1 日(六) 

中山醫學大學正

心樓 0312 教室

110 年 4 月

28 日(四) 

https://bit.ly

/3a0OJv1 

【課程費用】新台幣 3,000 元(提供講義、午餐、點心、茶水)；台灣食品技師協

會/協辦單位會員/在學學生(需檢附學生證)優惠價新台幣 1,500

元。名額有限，報名要快！ 

※食品標示系列課程史上優惠！凡報名食品標示三堂課程優惠價新

台幣 8,000 元！台灣食品技師協會會員/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會員

/在學學生(需檢附學生證)報名食品標示三堂課程優惠價新台幣

4,000 元！ 

【上課時數】申請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持續教育訓練時數(適用專門職業人員每

年教育訓練時數，等同食品藥物管理署要求衛生講習時數)/申請中

營養師積分專業課程積分/申請中中級食品品保工程師及保健食品

工程師回訓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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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造及原產地標示篇課程表】 

時間 內容 

08:45~09:00 報到及課程簡介 

09:00~10:45 

課程一：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定 

1.包裝食品含基因改造原料標示應遵循事項 

2.食品添加物含基因改造原料標示應遵循事項 

3.散裝食品含基因改造原料標示應遵循事項 

4.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之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規定 

10:45~10:50 休息 

10:50~12:30 

課程二：原產地標示規定 

1.原產地標示規定(法源) 

2.散裝食品原產地標示 

3.原料原產地標示規定 

4.原產地認定基準 

12:30~13:30 午餐 

13:30~15:10 

課程三：原產地標示規定 

1.原產地標示規定(法源) 

2.散裝食品原產地標示 

3.原料原產地標示規定 

4.原產地認定基準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課程四：原產地標示規定 

1.原產地 Q&A 修正緣由 

2.案例研討 

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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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廠商國內負責廠商及有效日期標示篇課程表】 

時間 內容 

08:45~09:00 報到及課程簡介 

09:00~10:45 
課程一：  

1.食品加工產業地圖  

2.製造廠商/國內負責廠商 

10:45~10:50 休息 

10:50~12:30 

課程二：  

1.有效日期/賞味期限之國際規範 

2.有效日期標示及沿革 

3.有效日期評估指引 

12:30~13:30 午餐 

13:30~15:10 

課程三：  

1.有效日期不得重複標示 

2.產品多重溫層標示邏輯 

3.加標開封後之保存期限 

4.食品業者改變產品保存溫度之原則 

5.供應飲食場所及散裝食品之有效日期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課程四： 

1.逾有效日期食安事件解析 

2.武林秘笈-有效日期心法 

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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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管理篇課程表】 

時間 內容 

08:45~09:00 報到及課程簡介 

09:00~10:45 
課程一：  

1.法源依據 

2.屬性:食品 VS 食品添加物 

10:45~10:50 休息 

10:50~12:30 
課程二：  

1.食安法第 22 條與食安法第 24 條 

2.食品添加物 VS 複方食品原料 

12:30~13:30 午餐 

13:30~15:10 
課程三：  

1.複方食品添加物 VS 複方食品原料 

2.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則 

15:10~15:20 休息 

15:20~17:00 
課程四：  

1.香料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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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應確實填妥訓練學員報名表，並檢具相關證照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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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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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報名費繳費完成，並填妥附件【繳費回傳表格】及【自主健康聲明書】Email
或傳真至協會。 

五、 每班上限人數為 70 人，未滿 25 人不開班，本會保留開班與否之權利，若

該場次無法開成，我們將會全額退還報名費。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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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學員退費辦法參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

定辦理。 
八、 課程及報名相關問題，請與我們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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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報名方式：一律採線上報名，請逕至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網站。 
首頁→活動報名→【食品標示精進班-基因改造及原產地標示篇/製造廠商

國內負責廠商及有效日期標示篇/食品添加物管理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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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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通通方方式式】】  
一、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樓 
二、 地址：臺中市南區建國北路一段 110 號 
三、 平面圖： 

 
四、 高鐵 

(一) 【台中烏日高鐵站】下車。 
(二) 轉乘統聯客運 85 號、159 號公車，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車，往建國

北路(台中火車站方向)步行約 5 分鐘。 
(三) 轉搭台鐵通勤電車往北至大慶火車站下車，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

道後右轉建國北路步行約 6 分鐘。 
五、 台鐵 

(一) 搭台鐵至台中大慶車站下車 
(二) 出站後左轉，請過平交道後右轉建國北路步行約 6 分鐘。 

六、 台中市區公車(可刷悠遊卡、台灣通上下車) 
(一) 搭乘統聯客運公車 53 號、73 號、85 號、159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

車。 
(二) 搭乘統聯客運公車 79 號於大慶火車站下車，往建國北路(台中火車站

方向)再步行約 6 分鐘。 
(三) 搭乘全航客運公車 158 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北路)站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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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資訊】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繳費回傳表格 

課程名稱 

□1/17(日)基因改造及原產地標示篇 
□3/6(六)製造廠商國內負責廠商及有效日期標示篇 
□5/1(六)食品添加物管理篇 

姓名  行動電話  

學員身份 
□台灣食品技師協會會員/協辦單位會員；□非會員；□學生(校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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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4)2372-2500 劉佳蓁專員/張嘉芳專員 
傳真：(04)2376-7641 
Email：tfta-service@tafp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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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敬請學員

填寫健康自主健康聲明書並回傳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期間 

自主健康聲明書 

課程名稱：食品標示精進班-                            

課程日期：110 年    月    日 

姓    名：                   

1.最近 14 天是否有有國外旅遊/接觸史(含轉機) 
□ 是 __________ 

□ 否 

2.最近 14 天是否有下列症狀 
□發燒( 38 )  □咳嗽  □喉嚨痛   

□呼吸道窘迫徵狀(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流鼻水  □肌肉痠痛  □其他徵狀__________ 

□無 

3.您或您的家人是否曾經與感染 COVID-19 病患有接觸  
□是 □否 

4.您或您的家人是否為 COVID-19 居家隔離個案  
□是 □否 

 

 

立書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