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             支持機構 

 
 

 
 

監察學校及機構內食品提供及處理 (第一部份：食品安全)  
Monitoring Food Supply and Practices in Schools and Institutes (Part I : Food Safety) 

 (課程編號 : FSL1803-01) 

 

課程簡介 提供食品給學校或機構內人士食用都有一定責任，如處理食品的安全及衞生、食品營養及處理；除監

察程序要公平，公正並公開外，更需要專業知識及指導，才能朝著不斷改善方向，並具明智選擇食品

供應商的能力。 
 

本課程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為「食品安全」，第二部份為「食品營養及處理」，旨在培訓學

校及機構內的監察代表基本食品衞生、營養及處理知識，操作標準等並提供專業監察食品安全程序及

方法以達完成學校及機構在食品安全等的基本責任，亦提供持續改善，明智選擇食品供應商的建議。 

課程內容 監察學校及機構內食品提供及處理（第一部份：食品安全） 

  供應學校膳食及機構內的食物事故  學校及機構的角色:監察食品安全的技巧及程序 

  製造安全學校及機構內的膳食/食品  香港食物安全守則 

  學校膳食及機構內之食物安全問題  香港政府對食品供應商的規管 

  食物安全計劃 

(食物安全五要點)/(食物安全重點控制) 

 個案分享及探討 

課堂安排 全期課程為 9小時(包括考試)，分 3節進行 

 課程編號 上課日期 星期 上課時間 

 
FSL1803-01 

9/7/18, 16/7/18 一 6:30PM - 9:30PM (課堂) 

 23/7/18 一 6:30PM - 8:30PM (課堂), 8:30PM - 9:30PM (考試) 

 
上課地點 

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學校註冊編號：22595) 

地址：九龍太子道西 189號 (近花墟、新世紀廣場、旺角東站、太子站 B1/B2 出口) 

導師 由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註冊導師教授，導師擁有豐富的食物安全專業知識，並具培訓經驗 

授課語言 廣東話 

教學對象 對監察學校／機構食品安全或食品業人士 

課程費用 HK$1,600 (完成課程後，學員可自動免費申請由英國環境衞生協會 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 U.K.的評核系統平台處理的黑白板證書，證書可在考試後一星期後領取。學員亦可另自

行繳費向 CIEH 申請彩印版證書，需時 8至 10星期) 

優惠及 

豁免 

 凡為香港食品委員會公司屬下的團體會員或公司會員的現職僱員／個人會員／學生會員、香港食

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會員均可獲減免 HK$200，豁免費用後即為 HK$1,400 

 凡已持有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頒發的基礎食物安

全證書(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Food Safety)或第二級餐飲業食物安全證書(Level 2 Award in Food 

Safety in Catering)可獲豁免首天課堂及減免 HK$500學費，減免後的學費為 HK$1,100 

上述的優惠及豁免只可選擇其中一個 

考試、補考

及證書 

 持有 CIEH 基礎食物安全證書(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Food Safety)或第

二級餐飲業食物安全證書(Level 2 Award in Food Safety in Catering)的學

員會安排應考 10題多項選擇題，答對 5題或以上可獲由香港食品衞生管

理人員協會頒發的「修業證明」。如未能考獲合格，可獲一次補考機會及

需繳付補考費用 HK$100。 

 未持有 CIEH 頒發證書的學員，將安排應考兩部份試題，第一部份為上

述 10 題多項選擇題，第二部份為 CIEH 基礎食物安全證書(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Food Safety)20 題多項選擇題(第二部份答對 14 題為合格)。

學員如在兩部份考獲合格，均可獲取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頒發的

「修業證明」及 CIEH 基礎食物安全證書(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Food 

Safety)。如未能考獲合格，可獲一次補考機會及需繳付補考費用 HK$260。 

 

 

 

 

 

 

 

 

CIEH基礎食品安全證書樣本 

專業支援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樂意為修讀本課程的學員提供食品安全專業意見，並免費轉介化驗或第三

方審核機構給學校/機構，以保障食品安全。 

查詢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電話：22433466） 



監察學校及機構內食品提供及處理(第一部份：食品安全)  
Monitoring Food Supply and Practices in Schools and Institutes (Part I : Food Safety) 

 (課程編號 : FSL1803-01) 
 

個人資料  (*請刪除不適用者) 

姓名﹕(英文)    (中文) 

香港身份證 /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日/月/年) ﹕ 

[遵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者毋需填寫括號前兩位數字] 性別﹕  男 / 女* 

通訊地址﹕   

電話﹕ 手提電話﹕ 傳真﹕ 

電郵﹕   

現職公司名稱﹕  職位﹕ 

 

取獲的最高學歷  (請在適當空格中加上””號) 

 中學程度或以下      中五或同等學歷   中六、中七或同等學歷   

 文憑/高級證書/證書     深造文憑/證書        副學士/高級文憑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學費優惠申請  (請在適當空格中加上””號) 

 本人為香港食品委員會公司屬下的 

  團體會員，並現職僱員，請填寫團體名稱：＿＿＿＿＿＿＿＿＿＿＿＿＿＿＿＿＿＿＿＿＿＿＿ 

  公司會員，並現職僱員，請填寫團體名稱：＿＿＿＿＿＿＿＿＿＿＿＿＿＿＿＿＿＿＿＿＿＿＿ 

  個人會員 

  學生會員 

 本人為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會員 (請附上18/19年度會員證副本) 
 

課時豁免申請  (請在適當空格中加上””號) 

 本人已獲英國環境衞生協會頒發的「基礎食物安全證書(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Food Safety)」  

 (請附上相關證書副本) 

 本人已獲英國環境衞生協會頒發的「第二級餐飲業食物安全證書(Level 2 Award in Food Safety  in 

 Catering)」(請附上相關證書副本) 
 

付款資料 

請用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支付費用 

《抬頭為「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或「Hong Kong Food Hygiene Administrators Association」》 

銀行﹕ 分行： 支票號碼： 

簽署﹕ 日期﹕ 
 

報名指引 

1. 請填妥表格連同費用寄交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 

地址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19號健力工業大廈8樓13室，查詢電話：852-22433466 

費用的銀行本票或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或「Hong Kong Food Hygiene Administrators 

Association」，期票恕不接受。 

2. 所有報名表均以先到先得方法處理。 

3. 本機構保留最終取錄與否的權利。學額不可轉讓他人。所繳學費將不可退還及轉讓他人。 

4. 本機構保留更改課程的舉行日期、時間、地點、導師及取消的權利。 

5. 獲取錄的申請人將於課程開辦前一星期收到由本機構寄出的取錄通知信件；如仍未收到通知，請與本機構聯絡，正

式收據將於課程開辦後郵寄予學員。 

6. 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暴雨警告信號，本機構將會暫停該課節，並會安排順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