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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於 2015 年 9月發佈最終版本之美國食品安全現代法(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FSMA)，要求產品在美國市場販售的國內外食品製造商制定危害性分析和基於風

險之「食品安全計畫」，確立食品或食品原料之生產工廠有效地執行食品預防性控制措施，來確保消

費者的食品安全與健康，制定食品安全計畫之人員須有美國 FDA所認可的 PCQI資格(預防性控制資格

人員,Preventive Controls Qualified Individual)，對於外銷國際之食品企業人員能夠加強人類食

品安全預防措施之培訓，且擴展近代食品法規與通則之國際視野。 

一. PCQI證照之益處 

1. 順利將食品出口到美國販售 

2. 避免被美國海關扣留 

3. 通過美國境外查廠 

4. 食品品質管理系統及國際食品安全法規知識提升 

 

 

 

 

 

 

 

 

 

 

 

 

三. 對象 

1. 外銷美國市場之食品商的食品安全負責人、品管主管、出口監管人員等 

2. 外銷至美國之食品製造商 

 負責制定、監督、食品安全計畫人員  

3. 食品技師、提升食安管理能力人員、高階經理人及食品從業人員 

4. 有意願提升國際食品知識之人員 

二.研習重點 

1. 食品安全中的各類危害 

2. 危害分析與預防控制措施制定 

3. 加工預防性控制措施 

4. 食品過敏原預防性控制措施 

5. 衛生消毒預防性控制措施 

6. 供應鏈預防性控制措施 

7. 確證與驗收程序 

8. 產品回收計畫 

暐凱食安學院 

2018 年美國食安現代法                 

「PCQI食品預防性控制人員資格國際證照培訓班」 

課程出席時數達 90%且通過測驗合格者將取得 FSPCA認證登錄 PCQI課程學員證書及衛福部核可證書 !! 

證照資格名稱: PCQI ( Preventive Controls Qualified Individual )  

發照單位: FSPCA ( The Food Safety Preventive Controls Alliance )     
※衛生福利部認可為「全國性」衛生講習機構 

※衛生福利部認可為 HACCP訓練機構 

※臺北市、臺中市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核備課程 

FSPCA認證登錄 PCQI課程學員證書 

衛生福利部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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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授課日期及地點 : 每班 3天(20小時)，共 25位/班 

 高雄場 台中場 台北場 

時間 
107/6/19.20.21 

(二.三.四) 

107/6/26.27.28 

(二.三.四) 

107/7/11.12.13 

(三.四.五) 

地點 高雄世貿館 台中文創館 FSI暐凱國際大樓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80號 15F-1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2號 13F-1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120巷 15弄 28號 

 

五. 報名費用 

 原價：NT$ 30,000(含稅) 

 早鳥優惠價 : NT$ 17,999 (含稅，課程前 3週完成報名及繳費者) 

 (匯款戶名『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玉山銀行內湖分行帳號 0462-940-037368 )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9:00 

∣ 

12:00 

第一章、課程與預防控制措施簡介 第七章、準備食物安全計畫之所需資源 第十二章、供應鏈預防控制措施 

第二章、食品安全計畫概述 第八章、危害分析與預防控制措施之判別 第十三章、驗證與確認程序 

中場休息 1 

第三章、良好作業規範及其他前提方案 第九章、流程預防控制措施 第十四章、記錄程序 

12:00 午餐時間 

13:00 

∣ 

17:00 

第四章、生物性食品安全危害 第十章、食品過敏原預防控制措施 第十五章、產品召回計畫 

中場休息 2 

第五章、化學性、物理性和經濟動機食

品安全危害 
第十一章、衛生預防控制措施 

第十六章、法規概述 - 現行良好

作業規範、危害分析及基於風險之

供人類食品之預防控 制措施 

第六章、制定食品安全計畫之預備步驟 測驗和複習 1 測驗和複習 2 

暐凱食安學院 

2018 年美國食安現代法 

「PCQI食品預防性控制人員資格國際證照培訓班」 

六.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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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 

 

 

 

 

 

 

 

 

 

 

  

黃乃芸 博士 

現任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總監  

學歷: 

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 博士 

毒物學副修 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 碩士 

專業:  

 FSPCA 認證登錄 PCQI課程之講師資格 

 講授國際食品保護協會、食品安全預防管理協會 登錄課程主講師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及伊利諾食品技術協會 登錄課程主講師 

 FSSC 食品防護、BRC食品偽詐防護、Global Gap 專業講師 

 全國唯一協助政府赴國外查核之食安供應鏈管理顧問 

(非洲、澳洲、美洲、瑞典、西班牙、太帄洋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VIGO..) 

 全國唯一官方 “委託” 出口歐盟及中國供應鏈管理查核顧問 

 國際法規專業: 中國、美、日、歐、紐、澳、俄羅斯及巴西等多國國際法規專家 

 全國認證基金會實驗室負責人及品質管理合格證書(CNLA-T012-ZY03049;CNLA-TOOL-ZW02288) 

 美國農業部(USDA)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來台訪廠輔導專案專家 

 國際 HACCP聯盟(International HACCP Alliance)登錄認可主任訓練師 

 國際 HACCP/ ISO 9001/ISO22000 系統認證主任稽核員  

 實踐大學/文化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數百家工廠食品安全管理訓練專家 

 衛福部罐頭 GHP(英)審議委員 

 國營事業投資審查委員 

 食品藥物管理署-BSE審查委員 

 食品藥物管理署-輸入食品審查委員 

 台灣區人工飼養鴕鳥協會委員 

 農委會簡易土雞屠宰場、新設包裝補助審查委員 

 衛福部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學者專家研習學者研習結業資格 

 衛福部 HACCP肉類加工食品業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指導手冊委員 

 農委會漁業署、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標準檢驗局輸歐盟漁產品管理政府法規 & 符合性查核法規草案研擬 

暐凱食安學院 

2018 年美國食安現代法 

「PCQI食品預防性控制人員資格國際證照培訓班」 

FSPCA認證登錄 PCQI課程之講師資格 

國際 HACCP聯盟登錄認可主任訓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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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帄 博士 

現任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國立台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 學士           

美國奧本大學 碩士           

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 博士 

專業:  

 美國農業部(USDA)來台訪廠顧問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來台訪廠輔導專家 

 國際 HACCP聯盟登錄認可主任訓練師 

 衛福部專案 大陸、美、日、歐、紐、澳等多國國際法規專家 

 數百家工廠食品安全管理訓練專家 

 國際 HACCP/ ISO 9001/ISO22000 系統主任稽核員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研究員 

 美國農業部官能品評短期進修 

 輸歐盟水產品計畫、輸美肉品計畫執行 

暐凱食安學院 

2018 年美國食安現代法 

「PCQI食品預防性控制人員資格國際證照培訓班」 

國際 HACCP聯盟登錄認可主任訓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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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暐凱食安學院-教育訓練課程報名表 

*姓名 
 

*英文名(同護照) 
 

 *性別 男 女 

*課程名稱  日期  

公司名稱   職稱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   

傳真號碼   *膳食 葷食素食 

*E-mail                                   （延班及上課通知等資訊提供使用，請填常用 E-mail） 

身分別 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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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公司發票(發票抬頭：                         發票統編：             ) 

個人發票 

課程費用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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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確定開班後，將於開課一週前通知。 

◎上課當天請攜帶護照影本(校對英文姓名) 

◎報名繳費方式 (※匯費請勿從課程費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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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銀行內湖分行帳號 0462-940-037368。 

◎洽詢電話： (02)5557-9888 分機 214 吳慧萱專員： ashan@fsi.net.tw  

   傳真： (02)2799-8912      256 張方瑜專員： sherry@fsi.net.tw 

◎公司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120 巷 15 弄 28 號 

◎請以正楷填妥本表，字跡勿潦草，填完報名表後請儘早匯款並回傳，以確保名額優先保留！ 

暐凱食安學院 

2018 年美國食安現代法 

「PCQI食品預防性控制人員資格國際證照培訓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