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辦機構: 支援機構:

課程費用

HK$1,500(已包括課程用書、考試及證書費用)

如學員能出示CIEH頒發之「第二級飲食業食物安全證書」/「基礎食品衞生證
書」或食環署頒發「衞生督導員」証書，可申請豁免部份課程及費用，詳情請
參閱『豁免』一項。

考試及補考安排

課程中已包括一次考試，如學員未能考獲合格，可獲一次補考機會，學員須向香
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申請補考及繳付補考費用HK$250。倘若於補考後仍未
考獲合格，則須重新修讀整個課程並繳付全數課程費用HK$1,500。

豁免

學員需出示下列其中一項之學歷證明方可獲豁免資格。
1. 已獲取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頒發之「第二級飲食業食物安全證書」/「基礎食品衞生證書」的
學員，只需出席9 小時，學費為HK$850。

2. 已獲取食環署頒發「衞生督導員證書」的學員，只需出席12 小時，學費
為HK$1,300。

導師

本課程由已具豐富教授「英國環境衞生協會」課程經驗及經香港食品衞生管
理人員協會認可的專業導師教授。

課程對象

1. 食品業在職人士，包括食肆或供應午餐飯盒的食物製造廠持牌人、
督導員、經理、合夥人等。

2. 有意投身食品行業的人士。

公司推薦

如學員現職之機構已有一名或以上「食環署」認可之「食品衞生經理」，
學員於報名時附上由現職機構填寫之「公司推薦表格」，學費則可獲減免
HK$200，減免後學費為HK$1,300。如欲查詢有關詳情或索取「公司推薦表
格」，可致電2243 3466 與香港食品委員會聯絡。

(只適用於未獲上述之學歷豁免的學員)

課程目的

本課程旨在培訓學員食物衞生知識，協助提升學員衞生操作標準，確保所生產的食物安全衞生，並符合食物環境衞生署對衞生經理之基本要求。

課程報名辦法

傳真留位 ： 將報名表格及學歷證明副本傳真 
  至2243 5888，本院將為閣下預留 
  學位，惟申請者必須於七天內，	
		 將學費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課	
		 程編號）寄交本院，逾期者本院	
		 將不會再為閣下預留學位。

郵寄報名 ： 將報名表、學歷證明副本及學費，
   以郵寄方法寄予本院，地址為「九 

  龍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 
  院」或「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77號 
  華懋廣場UG2樓UG202室專業進修 
  學院尖沙咀東教學中心」，信封面 
  請註明「申請食品衞生經理課程」。

親身報名 ： 請帶同報名表、學歷證明副本及
   學費，前往「九龍達之路香港城市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或「九龍尖沙 
  咀東麼地道77號華懋廣場UG2樓 
  UG202室專業進修學院尖沙咀東教 
  學中心」辦理報名手續。

網上報名 ： www.cityu.edu.hk/ce/50501/

課程為16小時(包括考試及堂外導修)，以粵語授課。

上課日期、時間及截止報名日期

證書

學員修畢課程考試合格及課堂出席率不少於80%，將可獲得由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發出食物環境衞生署認可之「衞生經理」資歷證明，並可自動免費
申請由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頒發之*「基礎食品安全證書」。

* CIEH由2017年5月份起飲食業食物安全證書課程改名為入門(Introduction)、基礎(Foundation)及中級(Intermediate) 食品安全證書課程，詳情可參閱CIEH網站。

食 品 衞 生 經 理 課 程
提升飲食衞生標準  請即參加食品衞生經理課程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是參考英國環境衞生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CIEH)之食品衞生課程，經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食品委員會修訂，並獲有
關政府部門審核認可，課程大綱為：

-  食物衞生的重要  

-  衞生操作守則  

-  環境、設備和用具衞生  

-  食物衞生的管理

-  急救箱內基本用品

- 食物中毒

-  員工個人衞生

-  香港食物安全法例

-  國際食品安全守則

-  食環署所執行衞生查核的程序

		食品安全證書課程進修階梯

專業導師證書課程

食品安全系統危害分析

原理及實踐課程(HACCP)

食品安全物流管理課程營養及食物致敏原課程

工作為本

提升專業 Work-based Learning 

for Professional

中級食品衞生課程
中級食品安全證書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
基礎食品安全證書

食物安全證書入門課程

	 課程編號	 日期	 	星期		節數	 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香港城市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

尖沙咀東

教學中心

地點

傳真留位:22/9/2017
郵寄或親身遞交:29/9/2017

傳真留位:6/10/2017
郵寄或親身遞交:13/10/2017

一及二

五

五

一及二

1-4

1-4

5

527/10/2017  (考試)

13/10/2017 (考試)

23/10/2017 及 24/10/2017

9/10/2017 及 10/10/2017

173-50501D

173-50501C

下午2:00-5:00
下午2:00-5:00

上午10:00-下午1:00
下午2:00-5:00
下午2:00-5:00

上午10:00-下午1:00



食品衞生經理課程報名表格
報名前請細讀報名指引及課程之相關資料。

姓名 (請參照身份證 / 護照)                                                                                                          (英文)                                                                                                                                    (中文)

香港身份證 / 護照號碼 *                                                                         性別                    出生日期

國籍 (非本港居民適用)

(日/月/年)

  聲明

l	本人謹此聲明在填寫報名表前，已細讀報名指引及課程之相關資料。  

l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報名表填報及遞交文件的資料均屬正確及完備，並同意提交文件之正本以作核實。本人明白所提交的資料將會用作入學處理。於閱覽及填妥本報名表，

本人若提供任何不實或不完整資料，獲取錄的學額不論接受與否，本人之申請資格將被取消。雖經註冊，亦屬無效。已繳交之費用，概不發還。 

l	本人授權專業進修學院向有關機構查詢或索閱本人以往之學歷及/或專業資格。  

l	本人授權專業進修學院核証本人的申請及本人在城市大學及其他院校之就讀資料。 

l	本人明白報名表上之資料將紀錄於學生個人檔案中，並將用作有關課程行政之用。

l	本人如成功入學，本人願遵守香港城市大學及專業進修學院的規例。 

簽署                                                                                                           日期

	專業進修學院以啟導終生學習為目的。如你不願意接收本院及協辦機構日後提供的課程資訊，請加上   號。

  個人資料 (*請刪除不適用者)

男 / 女 *

通訊地址 (請用英文填寫)

# 課程通告將透過手提電話短訊(SMS)公佈

電話    (公司)       (住宅)                                                       (手提#)

傳真

公司名稱

電郵

  取得之最高學歷 (請 “     “ 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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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學士/高級文憑

	學士學位

	深造文憑/證書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閣下曾否修讀本院課程?   	是 	否

閣下從何得知本院培訓課程的資料?  	本院網頁 

     	香港食品委員會或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網頁     

     	電郵/傳真

銀行:

分行:                                支票號碼:

職位

	173-50501C            	173-50501D

請選擇所報讀的班別:(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號)

（＃報名時，須連同本表格及「基礎食品衞生證書」/「第二級飲食業食物安全證書」 或「衞生督導員證書」副本乙份一併交回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請用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支付學費(支票背面請寫上申請人姓名及課程編號)

	郵寄單張

	公司推薦

	其他

報名指引
1. 請填妥表格，連同學費親臨本院辦理報名手續，或將填妥之報名表格連同學費寄往以下教學中心：
 1) 九龍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學術交流大樓低層「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或
 2) 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77號華懋廣場UG2樓UG202室「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尖沙咀東教學中心；或
 3) 香港金鐘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8樓「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金鐘教學中心
 辦公時間 ：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三十分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三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報名查詢電話 ： 2243 3466 / 2243 3475 (香港食品衞生管理人員協會)
 留位傳真熱線 ： 2243 5888
 電郵 ： scope@cityu.edu.hk
 網址 ： www.scope.edu            
 每個課程請各附一張繳交該課程費用之銀行本票或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城市大學」，期票恕不接受。

2. 所有報名表均以先到先得方法處理。

3. 學院保留最終取錄與否之權利。各課程學額不可轉讓他人。所繳學費將不可退還及轉讓他人。

4. 學院保留更改上課日期、時間、地點、導師及取消課程的權利。

5. 非本地申請人必須持有香港入境事務處所簽發之學生簽證或有效證件方可入讀本院課程，詳情請聯絡入境處。

 (電話：2824 6111；網址：www.immd.gov.hk)
6. 獲取錄之申請人將於開課前一星期收到由本院寄出之取錄通知書及相關資訊。如開課前一星期仍未收到通知，請致電3442 6021與本院聯絡，正式收據將於開課後郵寄予學員。

7. 報名表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申請報讀課程之用。有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詳情，請參閱網址：www.cityu.edu.hk/ce/pdcs
8. 按食物環境衞生署規定，本學院須將合格學生之個人資料轉交該署，以供該署更新食品衞生經理資格持有者之名單。

9. 專業進修學院為所有人士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並致力提供各項可行方法協助有需要學員學習。如學生需要本院提供協助，請以書面形式通知學院以作適當安排。所提
供的資料將會保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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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課程將作出特別安排。詳情請參閱本院網站。 SCOPE/1/17/08/4534

	本人已獲英國環境衞生協會頒發的「基礎食品衞生證書」/「第二級飲食業食物安全證書」，並申請豁免部份課程及費用，學費為HK$850。
	本人已獲食環署頒發「衞生督導員證書」，並申請豁免部份課程及費用，學費為HK$1,300。
	本人已獲公司推薦報讀此課程，並附上「公司推薦表格」及申請減免部份費用，學費為HK$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