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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化粧品安全資料簽署人員培訓班(I)招生簡章 

一、課程資訊 

課程時間 

109年 11月 7日(六)至 12月 13日(日) 

(11/7、11/8、11/14、11/15、11/21、11/22、11/28、11/29、12/13(實作實務訓練) 

上午 9:00至下午 17:30 (課程結束時間以課表為主)  

課程時數 共計 9天，54小時(以課表時間為主) 

課程規劃 

一、基礎授課課程: 總計 8天，每週日課程結束後舉行課後考核(共 4次)，每次考核

成績為 70分以上及格。 

1. 化粧品管理法規(4小時)：包括我國化粧品衛生管理規範、國際間化粧品管理規範

及我國化粧品產品資訊檔案制度。 

2. 化粧品成分之應用及風險(8小時)：包括美白、防曬、止汗、制臭、染髮、燙髮與

其他成分之作用原理與安全性，及化粧品常見不良反應或違規案例。 

3.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36 小時)：包括皮膚生理解剖學、化粧品經皮吸收能力、化

粧品皮膚刺激、光老化與光過敏之機轉與臨床症狀、奈米安全性評估、天然物化

粧品安全性評估、化粧品風險評估、毒理評估方法（皮膚刺激性、皮膚敏感性、

皮膚腐蝕性、眼睛刺激性及基因毒性與致突變性測試）、系統性毒性與安全臨界值

及動物試驗替代性方法。 

一、實作實務訓練(6 小時): 總計 1 天，產品安全性評估結論製作邀請講師針對「化

粧品安全性評估報告之製作」進行解說及實務操作。 

※參與學員以參加基礎授課課程總出勤時數達 80%(38小時)且考核結果及格者為限。 

培訓地點  弘光科技大學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 1018號)  

招收對象 

資格 

根據「化粧品產品資訊檔案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 國內大學或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

歷採認辦法之國外大學（以下併稱國內、外大學）醫學系、藥學系、毒理學、化粧品

學及其相關系、所畢業，並曾接受由國內、外大學或中央主管機關所開設化粧品安全

性評估訓練課程者, 得任前條第一項第十六款之安全資料簽署人員。 

1. 化粧品系、毒理學相關系、所畢業，且有化粧品工作經驗者。 

2. 醫學系或藥學系畢業，且有化粧品相關經驗者。 

※符合其中一項資格即可報名。 

※同單位化粧品從業者以經驗較長者優先錄取。 

申請及 

截止日 
採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0月 16日(五) 15:00截止。 

申請方式 

1. 請先至本連結 https://forms.gle/oZ3Kr3fx4rjeZfUu6 填妥報名表。 

2. 將下列文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cont@hk.edu.tw，主旨請註明「XXX(您的姓名)申請

化粧品安全性評估訓練課程之報名資料」。 

(1) 最高學歷證明  (2)在職證明 (3)個人證件影本(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擇一) 

※上述資料將遵循個資法妥善處理。 

※如文件內容模糊不清以致難以辨認者，概不予受理。 

https://forms.gle/oZ3Kr3fx4rjeZfUu6
mailto:cont@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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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課程 

費用 

1. 全額 22,500元/人 (包含講義及課程午餐) 

2. 早鳥優惠 20,000元/人 (優惠至 9/30止)  

3. 本校之舊學員 8折優惠 18,000元/人 

實作課程 

費用 

1. 全額 2,500/人  

2. 基礎授課課程出勤時數達 80% (38 小時以上)且通過基礎課程考核者再行繳費。 

甄選公告 
預計於 109年 10月 26日(一)後通知學員甄選結果，請留意電子郵件信箱。 

告知錄取後，請於課程開始日 5日前繳費完成。 

 

二、課前須知 

簽到/退 每堂課進行簽到及簽退，將不定時進行課堂查課點名。 

請假認定 
於課程前一天 16:00前，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告知課程負責人，並收到回覆，始完成請

假程序。 

缺課認定 

1. 未簽到者，視為缺課 8小時。 

2. 未簽退者，視為缺課 4小時。 

3. 未請假、上課遲到或早退逾 20分鐘者，該堂課視為缺課 1小時；未請假、上課

遲到或早退 20分鐘內者，記遲到或早退 1次；累計遲到或早退 3次者，視為缺

課 1小時。 

考核資訊 
1. 週日課程結束後進行課後考核，考核時間為 30分鐘。 

2. 請假學員考核: 於 11月 29日(日)前補完請假課程內容，找工作人員領取考卷。 

其他注意

事項 

1. 實作訓練參與學員應參加「基礎授課課程」 總出勤時數達 38小時且考核結果良

好者為限。 

2. 學員不得冒名頂替參加課程及考核，不得舞弊，違者即考試舞弊者一律取消資

格，以發放證明者將追繳其證明。 

3. 本中心保有課程及師資調整之權利。 

4. 本課程謝絕旁聽、錄音及錄影。 

5. 人數不足將保留不開班或延期之權利。 

結業證明 
1. 基礎授課課程: 總出勤時數達 80% (38小時以上)者，核發課程研習證明。 

2. 實作實務訓練: 通過考核，核發課程結業合格證明。 

課程聯絡 

弘光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諮詢電話: (04)26318652分機 6152或 6153 

電子信箱: cont@hk.edu.tw  

Line: @aoj0240h 

 

 

mailto:cont@hk.edu.tw


3 
 

109年弘光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化粧品安全資料簽署人員培訓班(I)規劃表 

一、 基礎授課課程(48小時):  

1. 化粧品管理法規: 共計 4小時 

師資: 國內專家學者 

課程內容: 包括我國化粧品衛生管理規範、國際間化粧品管理規範及我國化粧品產品

資訊檔案制度。 

2. 化粧品成分應用與其風險: 共計 8小時 

師資: 國內專家學者 

課程內容: 包括美白、防曬、止汗、制臭、染髮、燙髮與其他成分之作用原理與安全

性，及化粧品常見不良反應或違規案例。 

3.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共計 36小時 

師資: 國內專家學者 

課程內容: 包括皮膚生理解剖學、化粧品經皮吸收能力、化粧品皮膚刺激、光老化與

光過敏之機轉與臨床症狀、奈米安全性評估、天然物化粧品安全性評估、化粧品風險

評估、毒理評估方法（皮膚刺激性、皮膚敏感性、皮膚腐蝕性、眼睛刺激性及基因毒

性與致突變性測試）、系統性毒性與安全臨界值及動物試驗替代性方法。 

二、 實作實務訓練: 共計 6小時 

師資: 國內專家學者 

課程內容: 化粧品安全性評估報告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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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安全資料簽署人員培訓班(I) 

課程總表 

週

數 
日期 時間 課名 

第

一

週 

11/7 

(六) 

09:00-12:00 

(3hr) 
我國化粧品衛生管理法規及產品資訊檔案制度 

13:00-16:30 

(3.5hr) 

防腐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 

11/8 

(日) 

09:00-10:30 

(1.5hr) 

止汗、制臭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 

10:30-12:00 

(1.5hr) 

防曬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 

13:00-17:00 

(4hr) 

美白、染髮、燙髮與其他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 

課後考核(1) 

第

二

週 

11/14 

(六) 

09:00-12:00 

(3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皮膚生理解剖學(一)/(二) 

13:00-16:30 

(3.5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化粧品安全評估測試背景說明 

化粧品安全評估關鍵因素:危害、風險、風險評估及風險認知

(一)/(二) 

11/15 

(日) 

09:00-12:00 

(3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基因毒性及致突變性測試(一)/(二) 

13:00-15:30 

(2.5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動物替代試驗的建展及皮膚刺激性及腐蝕性之評估方法(一)/(二) 

15:30-17:30 

(2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化粧品吸入性之危害性評估 

課後考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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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安全資料簽署人員培訓班(I) 

課程總表 

週

數 
日期 時間 課名 

第

三

週 

11/21 

(六) 

09:00-10:30 

(1.5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奈米安全性評估(一) 

10:30-12:30 

(2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奈米安全性評估(二)  

13:30-17:00 

(3.5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原料)之經皮吸收能力(一)/(二) 

11/22 

(日) 

09:00-12:00 

(3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遵循 3R理論進行化粧品之皮膚敏感性試驗(一)/(二) 

13:00-17:00 

(4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成分)之皮膚刺激及過敏機轉與臨床症狀 (一)/(二)  

課後考核(3) 

第

四

週 

11/28 

(六) 

09:00-12:00 

(3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何謂系統性毒性 

化粧品之整體考量:如何計算安全臨界值(MoS) (一)/(二)  

13:00-16:30 

(3.5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體外和體內眼睛刺激性評估方法(一)/(二)  

11/29 

(日) 

09:00-12:00 

(3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天然物化粧品安全性評估(一)/(二)  

13:00-16:30 

(3.5hr)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光老化、光過敏之轉機及體外試驗評估方法(一)/(二) 

課後考核(4) 

※實作授課課程資訊將於筆試考核結果及出缺勤統計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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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授課課程 

第一週課表(11/7-11/8)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及內容 

11/7 

(六) 

(6.5hr) 

09:00-11:00 我國化粧品衛生管理法規及產品資訊檔案制度(一) 

11:00-12:00 我國化粧品衛生管理法規及產品資訊檔案制度(二)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5:00 
防腐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一) 

15:00-16:30 
防腐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二) 

11/8 

(日) 

(7hr) 

09:00-10:30 
止汗/制臭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 

10:30-12:00 
防曬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4:30 
染髮/燙髮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一) 

14:30-15:30 
染髮/燙髮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二) 

15:30-16:30 
美白成分之作用原理、 

國際間化粧品常見不合格案例與潛在安全性 

16:30-17:00 課後考核(1) 



7 
 

基礎授課課程 

第二週課表(11/14-11/15)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及內容 

11/14 

(六) 

(6.5hr) 

09:00-10: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皮膚生理解剖學(一) 

10:30-12: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皮膚生理解剖學(二)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4: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安全評估測試背景說明 

14:30-15: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安全評估關鍵因素: 

危害、風險、風險評估及風險認知(一) 

15:30-16: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安全評估關鍵因素: 

危害、風險、風險評估及風險認知(二) 

11/15 

(日) 

(7.5hr) 

09:00-10: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基因毒性及致突變性測試(一) 

10:30-12: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基因毒性及致突變性測試(二)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4: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動物替代試驗的建展及皮膚刺激性及腐蝕性之評估方法(一) 

14:30-15: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動物替代試驗的建展及皮膚刺激性及腐蝕性之評估方法(二) 

15:30-17: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吸入性之危害性評估 

17:00-17:30 課後考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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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授課課程 

第三週課表(11/21-11/22)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及內容 

11/21 

(六) 

(7hr) 

09:00-10: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奈米安全性評估(一) 

10:30-12: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奈米安全性評估(二) 

12:30-13:30 中午用餐 

13:30-15: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原料)之經皮吸收能力(一) 

15:00-17: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原料)之經皮吸收能力(二) 

11/22 

(日) 

(6.5hr) 

09:00-10: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遵循 3R理論進行化粧品之皮膚敏感性試驗(一) 

10:30-12: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遵循 3R理論進行化粧品之皮膚敏感性試驗(二)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5: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成分)之皮膚刺激及過敏機轉與臨床症狀(一) 

15:00-16: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化粧品(成分)之皮膚刺激及過敏機轉與臨床症狀(二) 

16:30-17:00 課後考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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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授課課程 

第四週課表(11/28-11/29)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及內容 

11/28 

(六) 

(6.5hr) 

09:00-10: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何謂系統性毒性 

化粧品之整體考量: 如何計算安全臨界值(MoS) (一) 

10:30-12: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何謂系統性毒性 

化粧品之整體考量: 如何計算安全臨界值(MoS) (二)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5: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體外和體內眼睛刺激性評估方法(一) 

15:00-16: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體外和體內眼睛刺激性評估方法(二) 

11/29 

(日) 

(6.5hr) 

09:00-10:3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天然物化粧品安全性評估(一) 

10:30-12: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天然物化粧品安全性評估(二)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10-14: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光老化、光過敏之轉機及體外試驗評估方法(一) 

14:00-16:00 
化粧品安全評估方式-  

光老化、光過敏之轉機及體外試驗評估方法(二) 

16:00-16:30 課後考核(4) 

※實作授課課程資訊將於筆試考核結果及出缺勤統計後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