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食品產
清真食品
產製及清真品保系統簡介
近年來國際穆斯林市場成為全球矚目之亮點，清真驗證已是全球趨勢，國內
食(用)品業者均積極投入，獲得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輔導取得清
真驗證之廠商已近五百家。為因應廠商需求及輔導業者拓展清真商機，台灣
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已自104年開始試辦，並於105年開始分區提供各
地業者清真品保訓練，加強業者對產製清真食品相關規定之認知，以提升清
真品質，並介紹清真品保系統(HAS)，推動產業自主管理，產製符合清真要
求之優質產品。
本會會員應基於清真HALAL食(用)品驗證方案條例 8.3. 所列清真品保小組成
員必須參加並通過本會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獲發清真品保訓練結業證書。
建立該小組，並使其成員領有此項證書為申請續約的條件之一。
1. 主辦單位： 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協辦單位：
桃園： 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台中： 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台南： 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台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
高雄：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2. 講座對象： 通過本會驗證廠商(限獲得通知之廠商，每家至多二人，請勿
超過，須派未領證者參加。)
3. 舉辦日期及地點：
2019.01.16 (三) 台中上午及下午場(已額滿)
2019.03.13 (三) 台南(已額滿)
2019.05.15 (三) 桃園
2019.07.17 (三) 台中上午及下午場
2019.09.11 (三) 高雄上午及下午場
2019.11.13 (三) 台北上午及下午場
4. 參加費用： 免費
5. 報名方式： 即日起開始報名，並填寫以下報名表(Word檔)以email回覆至
thida.eduhas@gmail.com，額滿為止，報名請早。請注意每一廠商(全年)
報名人數以二名為限，先到先得，請儘早報名。
人數以二名為限，先到先得，請儘早報名。
6. 為掌握清真品保小組成員人數及受訓情況，請務必填寫該小組基本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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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品保小組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清真品保小組成員名單（含工廠）
受訓情況Training Status
負責事務
已領證
待受訓

姓名

備註Note

如有代工廠，請填列：
代工廠1名稱Toll Manufacturer 1：

(如有多家代工廠，請自行依格式增列)

小組成員

－
－

A.
B.
C.
D.

已通過人員

=

尚未受訓人員總數

=

填寫說明
基本上清真品保小組須由貴公司以下五個部門之人員至少各派一位組成
：採購部、品保/品管部、倉管部、製造部、研發部
如貴公司有代工廠，須將代工廠相關人員納入清真品保小組
負責事務請依實際負責事務填寫如：
採購、品保/品管、倉管、製造、研發
如有更多代工廠請依以上格式自行增列

2019年度清真
年度清真產
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清真品保系統教育訓練報名表
公司
中文名稱
(請寫全名)

公司
英文名稱
(請寫全名)
通過本會驗證廠商，每家(全年)至多派2名(含代工廠人員，領證廠商應負責通知代工廠派
註：
員並代其報名參加)，若有多餘名額，本會會再另行通知。已領有合格證書者請勿再報名
，先到先得，請儘早報名。
教育訓練日期
訓練地點
人數
時間
08：30 – 09：00 (報到)
72人(已額滿)
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講習教室
09：00 – 12：30 (上課)
2019/01/16 (三)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
13：00 – 13：30 (報到)
72人(已額滿)
13：30 – 17：00 (上課)
台南市政府民治中心
13：00 – 13：30 (報到)
2019/03/13 (三)
100人(已額滿)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世紀大樓9F
13：30 – 17：00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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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5 (三)

中壢古華花園飯店B館三樓國際宴會廳桃
園市中壢區民權路398號

100人
72人

台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講習教室
2019/07/17 (三)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
鳳山行政中心-後大樓，多媒體會議室
2019/09/11 (三)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1F
(To be confirmed)

72人
120人
120人
78人

福華文教會館103階梯教室
2019/11/13 (三)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0號
註：

受訓人員
1之
報名場次

13：00 – 13：30 (報到)
13：30 – 17：00 (上課)
受訓人員姓名請確實依照護照中英文姓名
護照中英文姓名填寫，測驗通過發證書用，另外若為公司派員請
勾選代表公司，若為工廠派員請勾選代表工廠，並填寫代表工廠之中英文名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 3月台南 □ 5月桃園
□ 7月台中上午 □ 7月台中下午
受訓
Email：
□ 9月高雄上午 □ 9月高雄下午
人員1
手機：
□ 11月台北上午 □ 11月台北下午
代表公司 代表工廠
78人

(代)工廠
中文名稱
(請寫全名)
受訓人員
2之
報名場次

13：00 – 13：30 (報到)
13：30 – 17：00 (上課)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2：30 (上課)
13：00 – 13：30 (報到)
13：30 – 17：00 (上課)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2：30 (上課)
13：00 – 13：30 (報到)
13：30 – 17：00 (上課)
08：00 – 08：30 (報到)
08：30 – 12：00 (上課)

(代)工廠
英文名稱
(請寫全名)
中文姓名

□ 3月台南 □ 5月桃園
□ 7月台中上午 □ 7月台中下午
□ 9月高雄上午 □ 9月高雄下午
□ 11月台北上午 □ 11月台北下午

(代)工廠
中文名稱
(請寫全名)

Email：
手機：
代表公司

代表工廠

(代)工廠
英文名稱
(請寫全名)

郵遞區號
聯絡人
報名完成日期
：
貴公司是否建立清真品保系統?

受訓
人員2

英文姓名

合格證書寄達地址
電話(含分機)

是/ 否

是否已進行內稽?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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