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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前言 
• 技師與食品技師 
• 法源與相關法規 
• 強制實施業別 
• 食品技師專技考試 
• 宣導及配套措施 



十大消費新聞 (2008) 



食品衛生安全危害 
       亦有可能會致命…(2010年) 



十大消費新聞 (2011) 

http://www.nownews.com/2011/12/23/11490-2769441.htm 



技師與食品技師 



何謂技師？ 
• 技師為通過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 ），經認定具有特定領域技術能力之

專門技術人員。 
• 技師法第 3 條：中華民國國民，依考試法規

定經技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技師證書

者，得充技師。  
 



專技高考-食品技師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
第 2 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
考試，分下列各類科： 

     二十、食品技師。 
 



食品技師功能？ 
• 技師法第 13 條 

– 技師得受委託辦理本科技術事項之規劃、設計、
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施工、
製造、保養、檢驗、計畫管理及與本科技術有關
之事務。 

– 為提高工程品質或維護公共衛生安全，得擇定科
別或工程種類實施技師簽證；…  



推動食品技師制度之目的 
• 為落實政府專才專用之政策，以及食品衛生

安全自主管理之工作，特推動食品技師投入

食品產業服務計畫，以達成「考用合一」目

標。 

• 使食品技師導入食品產業中，用以規劃及管

理食品製程或品管工作，以提升食品品質，

確保國人食的安全。 



法規-用 

食品藥物管理局 

     執業-照 

公共工程委
員會 

考試-證 

  考選部 

技師相關單位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vs.  
食品技師 



食品衛生管理法 
• 食§20 

– 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
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作業場所、設施及品保制度，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業別，並應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之規定。 

• 食§ 31 條 
– 經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不改善者處 6～600 萬，情節重
大者，並得命其歇業一定期間、停業或廢止其公司、
商業或工廠登記）100.6.22 公布。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 行政院衛生署 

– 97.5.8 衛署食字第 0970402552 號令發布。 
• 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 為一鑑別、評估及控制食品安全危害之系統，
援引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原理 ，管理原料驗收
，加工、製造及貯運等全程之食品安全危害。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四、食品業者應設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工作小組（以下簡

稱管制小組）： 
  (一) 管制小組成員得由負責人或其授權人、品保、生產

、衛生管理人員及其它幹部人員組成，至少三人，
其中負責人或其授權人為必要之成員。 

  (二) 管制小組成員應接受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機
構辦理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及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
相關訓練並領有合格證書者。 

  (三) 管制小組成員中至少一人應具備食品技師證書。本

款施行日期自本系統發布日起四年後施行。(101.5.8)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五、管制小組職責 

(一) 鑑別及管理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相關
紀錄。 

(二) 訂定、執行及確認危害分析重要管
制點計畫。 

(三) 負責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施之溝通
及鑑別所需資源。 

 



強制實施業別 



強制實施高風險業別 
 

 

業別 公告日期 實施現況 

水產食品業 92.12.23. 目前已全面實施 

肉類加工食品業 96.08.15. 目前已全面實施 

餐盒食品工廠 96.09.13. 目前已全面實施 

乳品加工食品業 99.07.02 100.07.01起 
分三年實施 



國內實施 HACCP 食品工廠家數 

乳品加工食品業 餐盒食品工廠 水產品食品業 肉類加工食品業 

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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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食品製造工廠為具有工廠登記證者 



食品技師專技考試 



• 應考資格第一款 
專科以上學校食品科學、食品科技、食品
技術、食品工業、食品加工、食品衛生、
食品營養、食品製造、食品工程、農業化
學系農產製造組、水產食品科學科、系、
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食品技師考試應考資格 



• 應考資格第二款 
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科、系、組、所畢業領
有畢業證書。 

修習食品加工學等學科至少7科，每學科
至多採計3學分，合計20學分以上。 

須包括食品加工學（含實驗或實習）、食
品化學、食品分析（含實驗或實習）、食
品微生物學（含實驗或實習）。 

食品技師考試應考資格 



• 應考資格第三款 
普通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任有關職務
滿4年，有證明文件。 

• 應考資格第四款 
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食品技師考試應考資格 



食品技師考試免試規定 
項目 科目數 工作經歷  
全免 無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同類科及格

，任該類科技術工作滿3年（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機構）  

部免 5科 
 

視學歷（專5大4研3），並曾任
該科技術工作 
講師3年、助理教授或副教授2
年教授1年講授學科2科  

3科 無(領有外國技師證書) 
一般應試 6科 無  



食品技師考試應試科目 
項目 科目數 應試科目 

 
一般 
應試 

 
6科 

1.食品化學 
2.食品分析與檢驗 
3.食品微生物學  
4.食品加工學  
5.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6.食品工廠管理 

 
 

部免 

 
5科 

1.食品分析與檢驗 
2.食品微生物學  
3.食品加工學  
4.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5.食品工廠管理 

3科 1.食品分析與檢驗 
2.食品加工學  
3.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 行政院衛生署於 99 年 11 月 25 日（署授食字
第 0991303361 號）行文考選部研議增辦食品
技師考試相關措施。 

• 依據專技人員考試法，必要時得臨時舉行 ： 
100、101年增辦1次食品技師考試。 
配合行政院衛生署97年5月8日發布之「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HACCP）」規定，食品業者實施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應設立管制小組，101年5月8日起，
其成員至少1人應具備食品技師證書。 

• 101 年 5 月增辦一場食品技師考試。 

考選部增辦食品技師考試 



食品技師歷年錄取人數 

食品技師錄取人數 



供應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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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及配套措施 



校園宣導 
 

 

廣辦校園宣導，鼓勵食品科系專才報考，
並對食品技師業務及責任的認識與瞭解 
 



辦理食品技師校園宣導活動 

 

學校 人數 

實踐大學 60人 

弘光科技大學 220人 

中臺科技大學 85人 

中華科技大學 115人 

元培科技大學 108人 

澎湖科技大學 73人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430人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61人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77人 

屏東大仁科技大學 160人 

屏東美和科技大學  142人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102人 

東方技術學院 83人 

經國管理學院 111人 

14場 2027人 



• 高達 95% 學生認為食品技
師的存在對於食品產業是
必要的。 

• 75% 畢業後希望能學易致
用投入食品產業。 

• 79% 預計報考食品技師證
照考試。 

• 期待考取證照能增加就業
工作機會。 

• 建議能增加食品技師考試
場次 。 

食品技師存在於產業的

必要性

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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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食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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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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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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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宣導活動─問卷調查結果 



辦理食品技師投入產業說明會 
日期 區域 人數 

100/08/02 桃園 50人 

100/08/04 台南 69人 

100/08/05 高雄 127人 

100/08/11 台北 108人 

100/08/12 台中 73人 

總計 5場 427人 



產業說明會─問卷調查結果 

是否會優先錄用取得

食品技師證照之求職者

會

87%

不會

13%

• 大部分企業希望求職者
具備相關證照，並有高
達 87% 願意優先聘用食
品技師。 

• 推動食品技師為一不錯
的制度，可提升國內食
品業水平，然現行階段
業界食品技師人數不足
，但缺乏實務經驗是業
界所擔心的。   



食品技師研習活動 



食品技師資訊網 

http://www.gmp.org.tw/FoodTechnolo
gist/ 



食品技師人才媒合 



食品技師團體成立 
 
 

• 101.3.20內政部台內社字第1010122858號
函准予籌組「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 101.3.29召開「台灣食品技師協會」第一
次籌備會。 



食品技師學分班(台灣海洋大學) 



食品技師學分班(文化大學) 



食品技師學分班(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http://cell.moe.edu.tw/Guests/CourOne.aspx?courseid=86014 



食品技師學分班 (高雄海大） 



食品技師學分班(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提升食品衛生安全關鍵 

業者 

政府 

消費者 食品 
技師 



期許與展望 
• 建立食品技師制度。 
• 強化食品業軟實力。 
• 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 重拾民眾食的信心。 

 
 



謝謝，敬請指教! 



推動食品技師投入產業 
Q&A 



Q1：業者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應聘用食品
技師之規定何時開始實施？ 

 
Ans：衛生署於97年5月8日訂定之食品安全管

制系統規定，管制小組成員中至少一人
應具備食品技師證書，施行日期自本系
統發布日起四年後施行，即101年5月8
日起實施。 



Q2：公告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規定之食
品業別有那些？ 

 
Ans：經公告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相關規

定之食品業別為水產食品業、肉品加工
食品業、餐盒食品工廠、乳品加工食品
業。 



Q3：HACCP產業為何需食品技師？ 
 
Ans：食品技師為通過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經認定具有食品領域技
術能力之專門技術人員。依衛生署規定食
品技師協助公告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
食品產業，就其專業規劃、管理、執行該
系統之運作，以確保製造之食品衛生安全
，並期許產業藉由專業人才的進入，提升
我國整體食品產業之能力與品質。 



Q4：食品技師於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的角色？ 
 
Ans：依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第五點所賦予管制小組

的職責為： 
 1.鑑別及管理食品良好衛生規範相關紀錄 
 2.訂定執行及確認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計畫 
 3.負責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施之溝通及鑑別 
              所需資源 



Q5：公告實施之HACCP食品業別，101年5
月8日後如未聘用食品技師時，是否違
反法令？ 

 
Ans：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31條，違反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規定，經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處新台幣六萬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一定期間
、停業或廢止其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 



Q6：公告實施之HACCP食品業別，可否以
聯合聘用方式聘用食品技師？ 

 
Ans：依據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規定，食品技師為

管制小組之一員，其任務為利用其食品專
業進行規劃、執行及管理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以有效落實HACCP之執行及維持。因
此，食品技師應為食品工廠所聘用，凡具
工廠登記之工廠，應聘用一位食品技師。 



Q7：水產品業、肉品業、乳品業及餐盒食品工廠
等已聘有獸醫師、畜牧技師或營養師，是否
得以獸醫師、畜牧技師或營養師證書代替？ 

Ans：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為以全程預防概念的管理模
式，分析可能的危害步驟，事前監控管制點，
是屬系統性預防管制。食品技師就其在食品領
域之專業技術與知能，協助公告實施HACCP之
食品業者規劃、管理、執行該系統之運作，以
確保製造之食品衛生安全。對於食品技師之應
試資格，考選部已有相關規定，目前並有學校
開辦食品技師學分班，現行畜牧技師或營養師
可補足食品專業領域學分後可參加考試。 



Q8：食品技師人數是否足夠供實施HACCP
食品業所運用？ 

 
Ans：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自99年至100年

於北中南地區陸續辦理食品技師校園宣
導活動，二年來的宣導，已有效提升報
考人數，迄今考取食品技師人數約為
988人，已有足夠的食品技師提供食品
業界聘用。 



Q9：食品技師執業時是否有法令規範？ 
 
Ans：食品技師受技師法之約束與保障。執業

時，每6年需換發執照並應繼續接受相
關教育訓練，累計學分達300分以上。
此外，執行業務時，如有違反規定，亦
有相關罰則。 



Q10：食品技師人才資料資訊，何處可查詢？ 
 
Ans：食品技師人才資料資訊可至衛生署食品

藥物管理局網站  http://www.fda.gov.tw 
首頁之相關連結-食品技師資訊網/人才
媒合項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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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食品技師之考試每年舉辦次數？ 
 
Ans：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於每年12

月份舉辦考試，衛生署於99年11月25日
以署授食字第0991303361號函行文考選
部增辦食品技師考試。考選部於99年12
月29日召開會議，同意於100年6月增辦
一場食品技師考試。今（101）年亦將
比照辦理增辦一場食品技師考試。 



Q12：目前已在業界服務的營養師或獸醫師參
加食品技師考試時，得否部分科目免試
？ 

 
Ans：有關申請免試部分應試科目規定，可至

考選部網站 http://www.moex.gov.tw /考
選法規/專技人員考試法規/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項下查
詢。 

http://www.moex.gov.tw/
http://www.moex.gov.tw/
http://www.moex.gov.tw/
http://www.moex.gov.tw/
http://www.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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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辦理食品技師學分班之學術機關有那些？ 
 
Ans：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等目前有開辦食品技師
學分班。非食品相關科系畢業，修習食品
相關課程達20學分以上者，102年起可參加
食品技師考試，相關應試資格資訊可至考
選部網站查詢 http://www.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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