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所)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大綱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ourse Syllabus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Summer Semester,  
Academic Year __109___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 (HACCP) 

基礎訓練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張文昌 (食科系) 

呂英震 (食科系) 

 

課程代碼 

Course code 

      開課學制別 

(Course level) 

▓大學部(Undergraduate) 

□  碩士班(Graduate-Master) 

□ 博士班(Graduate-Doctor) 

□  進修學士班(Extension 

education-Bachelor 

□ 進修碩專班(Extension 

education-Master) 

學分（時數） 

Credits 

(Course hours) 

2 (36h) 開課班級 

Class 

大四 

先修科目 

Prerequisite 

courses 

□有 Yes：＿＿＿ 

■無 No 

必/選修別 

Required 

/ Elective 

□必修 Required 

 

■選修 Elective 

上課地點 

Class location 
 

授課語言 

Class language 

中文 

與證照取得關係 

Availability of 

certificate 

 

■有 Yes：『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基

礎及進階課程證

書」 及 「經濟

部產業人才能力

鑑定--品保工程

師」初級證照 

□無 NO 

晤談時間 

Office hour 

 

晤談地點 

Office 

 

教師 e-mail 張文昌：wcchang@mail.ncyu.edu.tw 

呂英震：biolyc@mail.ncyu.edu.tw 

二、 系所教育目標：Goals at the Department or Institute level 

本系以培養全方面的食品科技人才為目標，畢業生無論進入產官學研界都

能發揮所學，為國家棟樑之材。 

1. 有獨立思考及研發能力，可投入產官學研各領域服務。 

2. 具有分析研判之學能與籌畫未來之遠見，能促進國家社會進步。 

3. 具備所需之學養可從事更高深的學術研究 



二、本學科與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Relationship to departmental core ability indices 

（1.關聯性最弱 2.關聯性稍弱 3.關聯性中等 4.關聯性稍強 5.關聯性最強） 

(1.Least related    2.Weakly related     3.Moderately related     4.Strongly related  

5.Highly related) 

核心能力 

Core abilities 

關聯性 

Relationship 

6. 食品科學相關專業知能 
7. 具備食品科學實務能力 
8. 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 
9. 溝通與領導能力 
10. 食品科學結合人文關懷與全球意識 

5 

4 

3 

1 

3 

三、本學科內容概述：Course description 

本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 基礎訓練之內容為教授學生各種食品安全的基礎知

識，並且了解食品安全法規、食品安全實例、在食品工廠中分析可能的問題，包括進料、

生產、銷售到回收等各個面向。並且安排食品工廠參觀，以搭配課程學習更近一步了解

實務。 

四、本學科學習目標：Course objectives 

同學在上完本課之後，應該具備以下能力 
1. 食品加工廠從進料、生產、銷售到回收等之危害分析 
2. 撰寫食品安全相關系統文件能力 
3. 了解目前食品安全法規現況 
 
五、教學進度 Course schedule（方法 Teaching method：1.講授  Lecture  2.示範 

Demonstration   3.習作 Practice  4.其他 Other___參訪____________) 

週  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主  題 
Theme or topic 

教學內容 
Content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 

 2020/7/4 

課程引導、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 (GHP) 文

件撰寫原則 

1. 學生分組 

2. 課程內容說明 

3. 說明 GHP 撰寫技巧 

1 

 2020/7/4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一)-衛生管理 

1. 說明食品工廠衛生範例 

2. 食品工廠衛生管理系統 

1 

 2020/7/4 食品法規現況 說明食品法規 1 

 2020/7/4 食品中毒防治 
說明食品中毒實例與管制分

析 

1 

 2020/7/5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二)實務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實例分析 

1 

 2020/7/5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二)-製程與品質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在製程與

品質之應用 

1 

 2020/7/5 
實施 HACCP 系統之

預備步驟 

說明工廠導入HACCP系統之

步驟 

1 



 2020/7/5 
製程危害分析重要管

制點計畫 

說明製程危害分析重要管制

點計畫書與撰寫 

1 

 2020/7/5 HACCP 應用(一) HACCP 應用實例說明 1 

 2020/7/11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三)實務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應用實例

說明 

1 

 2020/7/11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三)-倉儲運輸、檢驗

與量測、客訴回收、

文件管制及教育訓練 

說明食品良好衛生規範在倉

儲運輸、檢驗與量測、客訴回

收、文件管制及教育訓練等範

圍之應用 

1 

 2020/7/11 
HACCP 監控、矯正

措施及確認系統實務 

說明 HACCP 監控、矯正措施

及確認系統實務分析 

1 

 2020/7/11 

HACCP 監控、矯正

措施及確認系統之建

立 

說明 HACCP 監控、矯正措施

及確認系統之建立方式 

1 

 2020/7/12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 實務 

說明應用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 之實例 

1 

 2020/7/12 實務演練技巧 說明 HACCP 實務演練技巧 1 

 2020/7/12 HACCP 應用(二) 
說明HACCP於不同食品廠之

應用 

1 

 2020/7/12 
綜合演練-常見缺失

及應對措施 

說明HACCP常見缺失及應對

措施 

1 

 2020/7/13 
HACCP 實施場域及

實地訪視 
參觀 HACCP 實施場域 

1,4 

六、學期成績考核(Grading policy) 
□課堂參與討論 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__% □小考 Quiz____%     
□期中考 Midterm exam__%     期末考 Final exam 100 % □書面報告 Essay__% 
□口頭報告 Oral presentation__%  □技術操作 Practical exercise___% 
□其它 Other__％（說明 Description: two literature abstracts）□補充說明 (Note)______ 
七、參考書目：References 

無 

1.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非法影印。 

2.請重視性別平等教育之重要性，在各項學生集會場合、輔導及教學過程中，隨時向學生

宣導正確的性別平等觀念，並關心班上學生感情及生活事項，隨時予以適當的輔導，

建立學生正確的性別平等意識。 

1. Illegal duplications of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ny form are prohibited. 

2.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gender equity in education. Consult university regulations for its 

policy. Promote gender equity by illustrating the concept in classes and provide proper consultation to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