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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感官分析訓練型品評員能力認證

訓練/考試 

簡章 

編印單位：樞紐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300新竹市食品路 25巷 26號 

電    話：03-5733684 

傳    真：03-5739579 

官方網頁：https://www.e-sinew.com 

簡章下載：

https://www.e-sinew.com/TrainingonJob/certification/TP/ 

TPcertification.pdf 

※本簡章免費提供網路下載

https://www.e-sin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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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簡章公佈 即日起 
下載網址 https://www.e-sinew.com/TrainingonJob/ 

certification/TP/TPcertification.pdf 

線上報名 2019/10/01中午 12:00 止 

一律採網路報名。 

https://www.e-sinew.com/TrainingonJob/certificat

ion/TP/ 

繳費截止 2019/10/01 下午 5:00 止 以繳款憑證上註明的時間為準。 

訓練/考試時間 
2019/10/15~2019/10/16 

09:00~16:00 

每天下午均有感官能力測試，第二天下午安排

50 分鐘筆試時間，詳細內容請看伍、訓練/考

試時間、場地及注意事項。 

成績查詢 2019/10/22~2019/11/12 
成績開放查詢與下載網址 

https://www.e-sinew.com/TrainingonJob/signup/ 

發放證書 2019/10/22 起陸續寄發 合格者寄發紙本證書。 

複查成績(成績

複查申請) 

自成績開放查詢日起至

2019/11/12 前 

請於成績查詢頁下載「成績複查申請書暨查復

表」或使用本簡章附件一「成績複查申請書暨查

復表」，成績查詢一律以 Email 方式辦理，送件

後 3 個工作天內若未收到回覆，請來電 

03-5733684 詢問。

補考申請 
自成績開放查詢日起至

2019/11/12 前 

請於成績查詢頁下載「補考申請表」或使用本簡

章附件二「補考申請表」，補考申請一律以 Email

方式辦理，送件後 3 個工作天內若未收到回覆，

請來電 03-5733684 詢問。 

合格者公佈 2019/11/13 
合格者公佈於 https://www.e-sinew.com/ 最新消

息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保留調整重要日程表之權利。

https://www.e-sin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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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項 

壹、依據

依據樞紐科技顧問「教育訓練證照作業辦法」辦理。 

貳、目的

為培養感官分析訓練型品評員資料庫儲備人員之專業能力，使其能擔任公司內部品評員資料

庫儲備人員，用於補充內部品評員成員，特舉辦感官分析訓練型品評員能力(Trained Panel)

認證訓練與考試。 

參、報名簡章下載網址 

報名網址：https://www.e-sinew.com/TrainingonJob/certification/TP/ 

簡章下載：https://www.e-sinew.com/TrainingonJob/certification/TP/TPcertification.pdf 

下載問題聯絡：03-5733684 或 Email：trainingonjob@e-sinew.com 

電話聯絡時間：請在上班時間來電，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00~17:00 

肆、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 

不受理現場報名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登錄網址： 

https://www.e-sinew.com/TrainingonJob/certification/TP。 

二、各項截止日期：  

網路報名時間：2019/10/01 中午12：00止。(逾期或報名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報名繳費時間：2019/10/01 下午17：00止。(以繳款憑證上註明的時間為憑)

三、 課程費用 

新台幣 7,980元 (含稅) /人 (含實習測驗材料及中餐，不含住宿) 完成後通過測試，即

授予合格證書。 

四、匯款資訊 

銀行別：凱基銀行 南大分行  

帳 號：00058118030707  

戶 名：樞紐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代碼：809  

分行代碼：0588 (郵局臨櫃匯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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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訓練/考試時間、場地及注意事項 

一、 訓練/考試時間：2019/10/15~2019/10/16 09:00-16:00。 

二、 術科考試：每天下午均有感官能力測試。 

三、 筆試考試：2019/10/16 14:00開始，共50分鐘。 

四、 訓練/考試地點：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新竹市食品路331號。 

五、 注意事項： 

(1) 上午8:40開始報到，請學員領取講義及發票後自由入座。

(2) 訓練課程學員需進行實習課程，請著輕便服裝，以利操作。

(3) 請避免使用氣味強烈之個人美妝用品，例如髮雕、香水等。

(4) 學員需自備環保水杯。

(5) 試卷請以原子筆作答，並禁止使用手機、計算機或任何通訊工具。

(6) 考試範圍內容及其相關資料，請參閱「感官品評與實務應用」及上課講義。

六、 合格標準：滿分100分(30%筆試、70%感官能力測試)，總成績達70分以上且所有項目的

術科感官能力測試無得0分者為合格始發放證書。 

七、 成績複查一律以Email方式辦理，請填寫成績複查申請書暨查復表(附件一)，並將申請

書email至trainingonjob@e-sinew.com信箱。送件後3個工作天內回覆。 

八、 筆試補考：考試費用1,500元整，提供一次免費補考機會，請於10月22日至11月12日期間

填寫補考申請表(附件一)並將申請表email至trainingonjob@e-sinew.com提出筆試補考

申請。送件後3個工作天內回覆補考申請審查結果。因術科為上課操作測試，需實際參

與當天課程內容，故無提供補考。 

九、 證書核發：由樞紐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發給本證書，遺失補發需工本費新臺幣500元。 

十、 應考人與考試時，應遵守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1) 應考人請依指定座位就位，規定考試時間開始15分鐘後不得入場應試。

(2) 每節考試開始後25分鐘內不得出場，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3) 應考人之書籍文件及3C產品(請關機)，不得置於桌面。

十一、 下列情況發生，則應考人考試權利失效並不予計分： 

(1) 冒名頂替者。

(2) 持用偽造或變造之證件應考者。

(3) 互換座位或試卷者。

(4) 傳遞文稿、參考資料、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者。

(5) 夾帶書籍文件者。

(6) 離場時不繳交試卷或試題者。

(7) 使用禁止使用之計算工具者。

(8) 在試場桌椅、文具或肢體上書寫文字。

(9) 未遵守本注意事項，不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或繳卷後仍逗留試場門窗口、擾亂試場

秩序者。(如有上述各款情事之一，應考人雖將證據湮滅，但經監場人員證實者，仍

依規定處理。)



4 

十二、 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天 

09:00~09:50 感官分析認知 感官描述能力及其訓練II 

10:00~10:50 品評員能力與技巧 感官敏感度及其訓練 

11:00~11:50 感官辨識能力及其訓練 感官準確度及其訓練 

午休/用餐時間 

13:00~13:50 感官表達能力及其訓練 感官穩定度及其訓練 

14:00~14:50 感官描述能力及其訓練I 
通關測試 

筆試時間 (5040分鐘) 

15:00~15:50 
通關測試-D1 

(※感官能力測試) 

通關測試-D2 

(※感官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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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感官分析系列認證考試申請成績複查申請書及查復表 

應考人姓名 

(務必親筆簽名) 
身分證號 

考驗類別 □執行人員 □專業執行人員 □分析師 □訓練型品評員

申請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通知

email 

複查結果（以下由辦理單位填寫） 

考驗方法 複查結果說明 

 筆試選擇題 □ 成績無誤 □ 成績更正為 □ 本次不適用

 筆試問答題 □ 成績無誤 □ 成績更正為 □ 本次不適用

 術科 □ 成績無誤 □ 成績更正為 □ 本次不適用

 報告 □ 成績無誤 □ 成績更正為 □ 本次不適用

備註 簽章 

注意事項： 

一、申請複查成績送件後 3 個工作天內若未收到回覆，請來電 03-5733684 詢問。 

二、申請複查成績，應將申請書 email 至 trainingonjob@e-sinew.com 信箱，主旨請註明「申請

成績複查」字樣。 

三、應考人得於接獲通知後申請成績複查，惟應考人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申請閱覽答案卷及評分結果。

（二）申請為任何複製行為。

（三）要求提供各細項分數或參考答案。

（四）要求告知命題委員、閱卷委員之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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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感官分析系列認證考試補考申請表 

應考人姓名 

(務必親筆簽名) 
身分證號 

考驗類別 □執行人員 □專業執行人員 □分析師 □訓練型品評員

申請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通知

E-mail

審核結果（以下由辦理單位填寫） 

審核結果 

□符合作業規定，不須繳納費用可進行補考一次。

□已於_____年____月____日進行補考，需通知繳納筆試費用後再複

查。 

□已於_____年____月____日繳納筆試費用，可進行補考一次。

備註 簽章 

申請補考注意事項： 

一、考試費用1,500元整。 

二、每次參加認證訓練/考試皆提供一次該次訓練/考試的免費筆試補考機會。 

三、因術科為上課操作測試，需實際參與當天課程內容，故無提供補考。 

四、申請補考，請將申請書email至成績trainingonjob@e-sinew.com信箱，主旨請註明「申

請補考」字樣。送件後3個工作天內若未收到回覆，請來電03-5733684詢問。 

五、每 年 度 的 考 試 日 期 ， 會 於 每 年 度 的 1 月 底 之 前 公 布 於 下 列 網 址

https://www.e-sinew.com/TrainingonJ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