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目的】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智能服務也漸漸深入了化粧品產業。從人工智慧AI到

AR技術，被使用的層面越來越廣泛，讓消費者即使在家也能享受客製化的服

務歷程。在過去化粧品產業需要透過明星或名人的推薦，形塑品牌形象，提升

消費者購買意願，但現在更能透過科技，讓消費者享受美粧品帶來的美感體驗。 

本課程除培養學員具備GMP品保相關規範專業技能，從產品製造、控制、儲運與

經銷商規範的瞭解，為化粧品製造業者落實品質管理之外，並且加入化粧品智慧

運用，包含ERP企業資源規劃、美妝保養品潮流發展分析、市場趨勢、品牌經營

趨勢分析等，希望能藉由科技與美力的結合發展美容產業的新動力。 

【課程簡介】 

    我國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修正案業經總統於107年5月2日頒布，更名為「化

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並於108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國內化粧品製造業應落實

產品登錄、產品資訊檔案建置及優良製造規範，以提升化粧品安全性管理及確保

穩定生產優質的化粧品，促使我國化粧品管理邁入新紀元，同步接軌國際化，亦

能提升化粧品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化粧品GMP品保專業技術人才之培訓更

是刻不容緩，期能滿足國內化粧品製造業人才之需求。期望藉由GMP 認證機制，

 

※ 本課程適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 

政府全額補助+培訓期間領學習獎勵金、享勞保（訓） 



提升國內化粧品產業國際競爭力，並使獲得優良國際形象。 

    而未來化粧品產業將朝向導入智慧技術，增加客戶體驗歷程，強化消費動機，

包含虛擬實境、護膚美粧相關App、膚質檢測儀器等等；另外，像是基因組群皮

膚保養品開發、客製化的保養品建議，包含天然成分、新技術等均是化妝品未來

發展之趨勢與方向，透過智慧科技的運用讓化粧品從業人員了解消費者傾向及發

展趨勢。 

    大台南地區為彩粧產業聚落，也是最具潛力的化粧品材料與產品的發展地區，

工研院2016年籌組「台灣麗谷產業創新聯盟」，以南台灣為出發點，建構化粧品

產業發展的生態系統（Ecosystem），帶動台灣化粧品產業鏈結國際市場。 

    現在更與全台唯一國立化粧品科系的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化妝品應用科

共同合作，期望透過法規、品質系統建置、內部稽核、品保檢驗、智慧運用等實

務訓練，為化粧品製造業培養專業技術人才。 

 主要技術 

1.GMP優良製造規範系統；2.化粧品製造產業相關ISO管理系統(品質、實驗室、

環境、社會責任)；3.化粧品製造微生物、安定性檢驗；4.化粧品製造物性檢驗；

5.智慧運用科技  

 課程特色 

(1) 產業共構實務導向課程：以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為基礎，從GMP品質系統、

生產程序實作、品檢實驗室實驗等課程設計，理論搭配實作場域，讓學員具

備GMP品保專業技術實務能力。 

(2) 以GMP示範工廠做為實作場域：本課程與全台唯一國立化粧品科系的國立臺

南護理專科學校化妝品應用科共同合作辦理，以GMP示範工廠、微生物實驗

室、精密儀器實驗室等作為術科實作場域，讓學員所學專業技術與業界無縫

接軌應用。 

(3) 加入智慧運用科技概念：因應國家發展趨勢，透過智慧科技的運用讓化粧品

從業人員了解消費者傾向及發展趨勢。 

(4) 課程導入企業ERP，讓學員能了解粧品業實際運作管理。 



 (5) 打造職場即戰力：本班目標是讓學員具備有就業即戰力，為此特別設計科技

運用及品保課程以培養提升學員職場軟實力。 

 結訓後可從事 

1. GMP品保工程師；2.化粧品品管主管/品管人員；3.化粧品品保主管/品保檢驗

員；4.化粧品專業技術人員；5.化粧品研發人員，6.化妝品研發/行銷人員及更多

化粧品製造業相關職缺。 

 

 

 

 

 

 

 

【適合對象】： 

1. 具備化粧品化學、調製及檢驗基礎知識者 

2. 有志進入化粧品製造業品保、品管檢驗工作者 

3. 對化妝品研發、趨勢有興趣者 

4. 15歲至29歲（以課程開訓日計算）之本國籍待業青年者 

5. 建議為化粧品、化學、化工、衛生、醫學相關之大專校院或研究所相關科系 

＊本課程適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 

 

 

 

 

 

 

 

 受訓免費及學習獎勵金 



【課程大綱】 

模組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時數 

基礎奠基

課程 

衛生安全管理法及相關子法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學科：18 

GMP優良製造規範系統 
GMP廠房管理與產品生產作業程序 

實際案例演練 
學科：36 

ISO17025實驗室品質 

管理系統 

實驗室管理規範、校正/測試/檢驗方

法、測量不確定度評定等 
學科：18 

專題課程 

化妝品實作專題(一) 化粧品製造、充填、包裝等 術科：24 

化妝品實作專題(二) 
化妝品物性、安定性檢驗、微生物檢

驗等實務操作 
術科：54 

智慧科技

應用課程 

數據資料分析 

1. 各種儀器資料數據分析判讀方法 

2. 運用智慧軟體進行數據管理運用與

檢測分析 

術科：60 

科技電商運用 
1.美妝保養品潮流科技發展分析 

2.市場趨勢、品牌經營趨勢分析實作 
術科：18 

智慧軟體模擬分析 
智慧軟體模擬上粧搭配、電腦繪圖技

巧與特效技法介紹 
術科：30 

粧品業ERP 

(企業資源規劃)導入 

採購進貨、配銷訂單、庫存生產、財

務會計、人資事務及行政表單等ERP

系統導入介紹 
術科：42 

ERP實際案例演練 

職場力 

課程 

企業參訪 化粧品生產、品保作業參訪 術科：08 

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工作禮儀、個人形象管理、面談演

練、履歷撰寫技巧等 
學科：06 

 
合計 ※學科78小時、術科236小時 314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課程表的權利，請以活動當天課表為準，課程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開課資訊】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 課程時間：109/10/26-110/01/06（週一～週五）  

■ 上課時間：09:00～16:00 每天6小時，共計 314 小時  

■ 上課地點：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78號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 甄試日期：109/10/22 (四) 

■ 報到日期：109/10/26 (一) 

  

https://goo.gl/maps/sGrmBS5ERozgZJfk6


【訓練費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補助，15~29 歲青年補助100% 
 

 

 工研院培訓證書：課程出席率達 80% 以上，並完成專題製作，將由工業技

術研究院核發培訓證書。  

 招生名額：30 名為原則（本班預計 20 人即開課），由於名額有限，以 109 

年應屆畢業首先錄取。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0月21日(三)止  

 報名方式：  

1. 台灣就業通產業新尖兵專案線上報名： 

 申請本計畫：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申請流程說明: https://reurl.cc/7o90Mb  

身份別 費用 備註 

一般身分 每人 93,000 元 產業學習網會員報名優惠價  

『產業新尖兵試

辦計畫』參訓者 

免費參訓 

（訓練費用 

全額補助） 

繳交並辦理完成以下事項，始取得錄訓資格  

1. 符合本課程錄訓要求條件（即先備知識或能力）  

2. 繳交從台灣就業通網站『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專

區列印的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  

    ※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申請流程說明: 

      https://reurl.cc/7o90Mb  

3. 繳交身分證影本。  

4. 與課程訓練單位簽訂訓練契約。 

  (報名後訓練單位會聯繫簽約事宜)  

※申請『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資格  

1. 年滿 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待業青年。  

2. 青年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自行辦理、委託辦

理及補助之訓練課程，於結訓後 180 日內者，不得參加。  

申請本計畫：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https://reurl.cc/7o90Mb
https://reurl.cc/7o90Mb


2. 工研院產業學院線上報名：https://reurl.cc/14jvdV 

 (若需申請計畫，請至台灣就業通產業新尖兵專案線上報名) 

3. 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名：傳真至 06-3847540 吳小姐 

                       Email至 vikki@itri.org.tw 邱小姐  

   (請來電確認，以保障優先報名權益）  

 課程洽詢：06-3847536 吳小姐 06-3847537 邱小姐  

 【注意事項】  

1. 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敬請來電洽詢。  

2. 『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參訓學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付繳還訓練費用

補助予訓練單位：  

(1) 計畫參訓學員參訓時數未達總時數 1/3 者，學員須自付繳還訓練費

用補助之 50％ 予訓練單位。  

(2) 計畫參訓學員參訓時數達總時數 1/3 以上，未達 2/3 者，學員須自

付繳還訓練費用補助之 20％ 予訓練單位。  

3. 非『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參訓學員，即自費參訓者，取消報到或中途退訓

之退費原則：  

(1) 開訓前學員取消報到者，應退還所繳費用95％。  

(2) 已開訓未逾訓練總時數 1/3 而退訓者，退還所繳費用 50％。  

(3) 已開訓逾訓練總時數 1/3 而退訓者，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客服專線：06-384-7537  FAX： 06-384-7540 工研院產業學院 台南學習中心 

【報名表】 

發票：□二聯式(含個人) □三聯式  □ 已成為勞發署「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參訓者  

姓名 

（中文） 

姓名 

（護照英文） 
電話 手機號碼 葷／素 

電子郵件 

(請以正楷書寫) 

      

      

      

      

繳費方式：（勞發署「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參訓者無須勾選）  

□ 信用卡（線上報名）: 繳費方式選「信用卡」，直到顯示「您已完成報名手續」為止，才確實完成繳費。 

                      課前5-7天確認開課時，會通知繳費。 

□ 銀行匯款(電匯付款) : 土地銀行工研院分行，帳號會於確定開課時提供 

□ 即期支票或郵政匯票: 抬頭「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掛號郵寄至：709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二路31號 

   工研院產業學院 台南學習中心 收。 

 

※相關收據證明請註明姓名與課程傳真回傳FAX：06-384-7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