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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考食品技師？ 

公告日期：97.5.8                                 衛署食字第0970402552號令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一、本系統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系統為一鑑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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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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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管制小組成員中管制小組成員中管制小組成員中管制小組成員中至少一人至少一人至少一人至少一人應具備應具備應具備應具備食品技師證書食品技師證書食品技師證書食品技師證書。。。。 

本款施行日期自本系統發布日起本款施行日期自本系統發布日起本款施行日期自本系統發布日起本款施行日期自本系統發布日起四年後四年後四年後四年後施行施行施行施行。。。。(101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此法實施後此法實施後此法實施後此法實施後，，，，食品技師職缺將大增食品技師職缺將大增食品技師職缺將大增食品技師職缺將大增，，，，業者將捧著現金找人才業者將捧著現金找人才業者將捧著現金找人才業者將捧著現金找人才 

 

 

大好機會，早點考上，早點卡位，您還在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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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技師資格認定標準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應考資格如下：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領有畢

業證書，曾修習下列各領域相關課程，每領域至少一學科，每一學科至多採計三學

分，合計至少七學科二十學分以上，其中須包括食品加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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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明文件者： 

(一)食品化學食品化學食品化學食品化學領域相關課程： 

包括食品化學、食品生物化學、生物化學、食品添加物。 

(二)食品分析食品分析食品分析食品分析領域相關課程： 

包括食品分析(含實驗或實習)、食品儀器分析。 

(三)食品微生物食品微生物食品微生物食品微生物領域相關課程： 

包括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或實習)、食品生物技術、發酵學、應用微生物學。 

(四)食品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加工領域相關課程： 

包括食品加工學(含實驗或實習)、農產製造學、乳品加工學、肉品加工學、

水產加工學、榖類加工學、蔬果加工學、烘焙學。 

(五)食品衛生食品衛生食品衛生食品衛生領域相關課程： 

包括食品品質管制、食品衛生與安全、食品工廠管理、食品衛生法規、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 

(六)食品工程食品工程食品工程食品工程領域相關課程： 

包括食品冷凍學、食品工程學、食品乾燥學、食品脫水學、食品機械、生物

統計、食品單元操作。 

(七)食品營養食品營養食品營養食品營養：包括營養化學、營養學、食物學原理、營養生化學。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食品相當

科、系、組、所、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所稱相當科、系、組、所、學程

係指其所開設之必修課程符合第一款規定，且經考選部審議通過並公告者。 

 三、普通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任有關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四、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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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技師考試須知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6 6 6 6月月月月    及及及及  11  11  11  11月考試月考試月考試月考試    

    

 

1.食品加工                  

2.食品化學 

3.食品微生物              

4.食品分析與檢驗 

5.食品工廠與管理 

6.食品衛生管理法規         

 

各科皆為申論題，每科滿分 100 分。  

 

      

        1.以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十六百分之十六百分之十六百分之十六最後一名之總平均成績為及格標準。  

        2.應考科目任一科目不得為零分。  

 3.專業科目未滿 50 分分分分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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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技師考試應試科目與免試規定 

 

食品技師考試應試科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應考應考應考應考科目數科目數科目數科目數 應試科目應試科目應試科目應試科目 免試條件免試條件免試條件免試條件((((工作經歷工作經歷工作經歷工作經歷))))    

一般

應試 
6 科 

1.食品化學食品化學食品化學食品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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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部分

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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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曾任該科技術工作，成績優良；其服務年資

研究所畢業者3年，大學畢業者4年，專科畢

業者5年，有證明文件者。 

2.曾任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講師3年以上、助理教授或副教授2年以上、

教授1年以上，講授該類科應考資格第二款

所列學科至少二科，有證明文件者。 

部分

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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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領有外國技師證書，經考選部認可者。） 

全部

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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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部分科目免試或全部科目免試，得隨時以通訊方式為之。但申請部分科目免試未能於

本考試當次報名 2個月前提出申請並繳驗完備費件者，該次考試不予部 7分科目免試。 

 

技師免試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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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技師考試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食品技師考試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食品技師考試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食品技師考試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 公告更新日期：97年 2月 21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食品技師考試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 

說  明 

1. 表列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為本考試之命題範圍，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

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2. 若應考人發現當次考試公布之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與最新公告版本之參考

書目內容如有不符之處，應依「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理辦法」之規定，提出

試題疑義，由本部召開試題疑義會議或專案會議研商，並以獲得學術專業之

定論或共識，或會議多數決議為其正確答案。  

應試科目數 共計 6 科目 

業務範圍及 

核心能力 

從事食品之規劃、設計、研究、開發、改良、分析、鑑定、試驗、檢驗、製造、

品管、衛生管理及監製等業務。 

科目名稱 命 題 大 綱 

食品化學食品化學食品化學食品化學    一般及各類食品的化學、營養之組成與特性  

一、總論（包括水分、蛋白質、醣類、脂肪、酵素、色素、添加物、維生素、

礦物質、風味、組織等） 

二、各論（含農、畜、水產等各種食品） 

 

食品分析與檢驗食品分析與檢驗食品分析與檢驗食品分析與檢驗 一、一般成分分析(醣類、蛋白質、油脂、水分、灰分等) 

二、食品特定成分分析(維生素、礦物質及膳食纖維、常見重金屬、微生物毒

素、毒物、食品添加物等) 

三、食品分析儀器原理、方法及應用(光譜、層析、物性及色差分析等) 

四、食品樣品之採樣、製備及結果資料分析 

 

食品微生物學食品微生物學食品微生物學食品微生物學 一、主要食品微生物種類，來源及與食品之關係 

二、影響微生物在食品中生長之內外在因素 

三、食品微生物之檢測（計數及鑑定方法等） 

四、發酵食品及發酵原理及食品腐壞 

五、指標微生物及生物技術在食品微生物學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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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學食品加工學食品加工學食品加工學 一、總論 

(一)食品加工學原理、方法。(含原料處理、保鮮技術、包裝、貯存等) 

(二)食品工程學原理、方法(含熱傳導、質能平衡、質量傳導與流變學) 

二、各論 

(一)食品加工學(含農、畜、水產品及新興加工食品技術等) 

(二)食品工程學(含農、畜、水產品及新興加工食品技術等) 

 

食品衛生安全與食品衛生安全與食品衛生安全與食品衛生安全與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一、食物中毒原因及分類 

二、食品衛生與安全之微生物來源危害因數 (細菌、真菌、原生動物、病毒等) 

三、食品衛生與安全之化學性來源危害因數(天然毒素、食品添加物、農藥及重

金屬之環境污染、包裝材料等) 

四、食品添加物及基因改造安全評估  

五、食品衛生安全法規(含食品衛生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及專業倫理  

 

食品工廠管理食品工廠管理食品工廠管理食品工廠管理    一、食品工廠之生產規劃與作業管理  

二、新產品開發  

三、食品工廠自主管理體系( HACCP、ISO、GMP、CAS、GHP 等) 

四、中央廚房之衛生安全與管理  

五、食品餐廚管理  

 

備註 

 

表列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

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食品技師歷屆試題 

 

◎◎◎◎◎◎◎◎ 本表格資料為本表格資料為本表格資料為本表格資料為高立高立高立高立(A 与与与与 A
+
)精心彙編整理精心彙編整理精心彙編整理精心彙編整理,請勿複製請勿複製請勿複製請勿複製    ◎◎◎◎◎◎◎◎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wFrmExamQandASearch.aspx?menu_id=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