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爲食物安全主管? 

食物安全主管主要負責食物業務內的食物安全。食物安全主管在營業時間期間必須時刻能‘合理地隨

傳隨到’, 並且: 

1. 知道如何辨识、預防和舒緩食物業務內的食物安全各種危害;

2. 具備與食物業務內食物安全有關的技巧和知識, 並且

3. 有職權可以就食物安全事宜對食物業務內的食物操作員進行督導和指揮。

爲何食物安全主管如此重要? 

食物安全主管為日常的食物安全增加了一層現場保護, 因為他們都要有可獲牌照食物業務方面的經驗

同專業知識, 有能力對食物業務內的食物操作員進行督導和指揮。 加之, 食物業務內設有食物安全主

管之後, 該人員就成了當地政府和食物業務內食物操作人員的主要的聯繫人。 

我需要一名食物安全主管嗎? 

根據「2006 年食物法」(「食物法」), 在昆士蘭的所有可獲牌照食物業務必須有一名食物安全主管。

假如該食物業務並不需持有牌照, 那麽，該業務亦無需設置食物安全主管。 這類業務包括大多數的

非牟利機構同其他只售賣包裝食物的食物業務, 或經營低風險食物的, 如軟飲或無潛在危害的餅乾或

蛋糕等。食物業務所在地區的當地政府可以提供牌照要求方面的指南。 

何人能擔任食物安全主管? 

食物安全主管必須能達到上述的「何爲食物安全主管? 」所列出的要求。這個人一定要知道食物安

全的各種危害, 具備食物安全方面的技巧同知識, 有職權可以在食物業務中進行指揮, 在食物操作員和

地方政府需要時，這個人能夠合理地隨傳隨到。能滿足這些條件的任何人都可以擔任食物安全主管, 

包括業務東主、持牌人、經理、某僱員或外界承包商。 

食物安全主管需要培訓嗎? 

根據有關建議, 這個人應該成功完成過培訓, 以能顯示具備了食物安全主管的條件(特別是上述的「何

爲食物安全主管?」講到的第(a)同第(b)点)。 獲取了「註冊培訓機構」(RTO)頒發的含表格 1 所列的

全國職能的「學識聲明」的這麽一個人就有可能會滿足那幾點要求。 

由 RTO 出具的「學識聲明」可以是在一個人成功讀完了一套培訓課程, 或成功地向 RTO 展現了本人

已具備了符合全國技能標準的技能、經驗或訓練。 

假如一個人以前学過表格 1 所列的全國職能標準的, 目前仍無要求必須在某一段時間之後更新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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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 食物安全主管的推薦全國職能標準 

食物界各行业 全國職能標準代碼 職能名稱 

食品加工 FBPFSY2002 (或 FBPFSY1002) 實施食物安全計劃和程序 

零售及酒店飲

食

SITXFSA005 以衞生實務包食物安全 

SITXFSA006 參與安全食物操作的實務 

或 SIRRFSA001 實踐零售食物安全實務 

衞生及社區服

務 

HLTFSE001 遵循基本的食物安全實務 

HLTFSE007 監督工作場所食物安全的日常實施 

HLTFSE005 實踐和監控食物安全要求 

運輸及分銷 
SITXFSA101 以衞生實務包食物安全 

SITXFSA201 參與安全食物操作的實務 

備註:職能代碼和名稱由「全國質量局」標定, 可能間中会有改動。 假如你的食物安全主管的職能代

碼或名稱有異於上述所列, 請聯系你當地的政府請示意見。 

如何確定我的食物業務屬於哪個食物行業? 

在確定食物業務係屬於哪一行业时, 應該考慮食物業務最主要的活動是甚麽 -- 

 食物加工包括生產食物的這類食物業務(如「食物法」定義)

 零售及酒店飲食包括製備和零售食物的這類食物業務

 衞生及社區服務的食物業務由志願工製備食物，或售賣消費食物

 運輸及分銷的食物操作衹是將食物存進倉庫或運輸食物，不包括製備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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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列有各食物業務行業的實例 

表格 2 – 食物業務各行業的實例 

食物加工 零售及酒店飲食 衞生及社區服務 運輸及分銷 

 航空公司餐飲

 麵包批發

 釀酒廠

 嘜廠

 麵粉工場

 製冰廠

 包裝廠

 預先包裝的盒餐

 葡萄酒製作

 私人餐飲服務

 便利店

 現成食物店

 雜貨鋪

 酒店

 零售墟及攤檔

 食肆

 超市

 外賣及咖啡店

 向醫院、老人院提

供的餐飲服務

 托儿中心

 醫院

 招待所

 送餐服務

 老人院

 大批量食物分銷

 飲用水運輸

 倉庫

我在何處可以得到推薦培訓? 

食物安全主管的推薦培訓由「註冊培訓機構」(RTOs)主講。一所 RTO 可以是 TAFE 學院、成人及

社區教育提供者、私營提供者、社區機構、學校、高教學院、業界或其他機構。培訓可以是面授的

或者是在線進行的。 

要物色一所 RTO: 

 訪閱 http://training.gov.au, 向下繙動至 '快速搜索’, 在‘全國認可的培訓’下面輸入推薦職能代

碼。 從搜索結果中, 點擊代碼, 然後點擊‘尋找獲准講授此單位嘅 RTO', 或

 用關鍵詞‘食物安全主管培訓’作一個萬維網的搜索, 或輸入推薦職能代碼。你亦可以加上自己

的地理位置或‘在線’等字眼, 視乎你偏好哪種上課形式。

食物業務持牌人非常應該核實自己挑選的培訓提供者是仍有註冊的 RTO, 並且在你成功學完推薦職

能之後會頒發一份「學識聲明」。 

我以前受過的培訓或工作經驗夠嗎? 

過往的培訓/學歷 

持有含食物安全和衞生科的高等學歷或業界資歷的人, 可以被認為是符合食物安全主管的要求的。 

他們可能要出具實據，證明已完成了的課程及內容。 

先前學習的認可 

已獲准講授推薦職能的 RTO 可以進行「先前學習認可」評估。RTO 會對過往的任何正式或非正式

培訓或教育進行評估, 同時考慮任何相關的工作或一般的生活經驗, 從而決定結果是否符合各項職能

的要求。RTO 可能會就個別職能出具一份「學識聲明」, 或給予部分學分, 同時提供意見, 闡明仍需

接受哪些訓練才能獲得舉薦職能。 

http://training.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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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工作經驗 

一個人如果在食物行業有豐富經驗, 已擁有了大量的食物安全的技巧同知識, 懂得如何辨認、預防及

緩解食物安全危害, 如此的話，這個人或者無需完成推薦職能。假如你仍不放心, 你或者食物業務持

牌既人可以聯繫地方政府, 就他們的情況進行討論。 

‘合理地隨傳隨到’是甚麽意思? 

「食物法」要求食物安全主管必須‘合理地隨傳隨到’, 地方政府和食物業務内的食物操作員在營業時

間內可以隨時隨地能聯繫上這個人。食物安全主管應該駐守在營業處所之内, 或者在食物業務運作時

段內隨時都可以被地方政府或食物操作員聯繫上。 是否每一處營業地點都需駐有一名食物安全主管

這一點倒沒有特別要求, 但每一間店鋪都必須隨時能與這位食物安全主管取得聯繫。 

假如食物安全主管不在崗位(例如告假了), 則必須有一個文件機制(書面程序)以保證每一位食物操作

人員在需要時都可以隨時看到食物安全方面的指令。例如, 送貨或冷藏時溫控措施的書面指南。 

食物安全主管在營業時段中如果沒有食物操作發生则不必隨傳隨到。例如, 一所運動俱樂部廚房在晚

間 9 點收鋪了, 但俱樂部的娛樂活動仍在營業至晚間 11 點。食物安全主管在晚間 9 點之後的這段時

間則無需駐守現場，雖然業務仍在進行中。 

我如何提名自己的食物安全主管? 

食物業務持牌人必須將自己的食物安全主管的姓名和聯繫資料通知予頒發牌照的地方政府。 

新成立食物業務的持牌人必須在拿到牌照的 30 天內把食物安全主管的資料通知予地方政府。 

現有的食物業務持牌人必須在 14 日之內就以下情形通知地方政府: 

 食物安全主管的聯繫資料有變動

 某人不再擔任食物安全主管

 新上任食物安全主管的姓名同聯繫資料

每個地方政府都有其規定的表格或程序用以接收食物安全主管資料的通知。食物業務持牌人應該聯

繫自己的地方政府, 了解進一步詳情。 

食物業務內的其他人要負責食物安全嗎? 

「食物法」責承食物業務持牌人同食物操作員要安全操作食物。 另外, 「澳纽食物標準守則」(「守

則」)的第 3 章講到的食物安全標準(见 www.foodstandards.gov.au/code) 有列明食物業務同食物操

作員的健康和衞生要求。 

食物安全標準的第 3 條「守則」第 3.2.2 点要求食物業務須確保所有進行食物操作的或監督食物操作

的人都具備與其工作任務相匹配的食物安全和食物衞生技巧同知識。例如製備和加工食物的廚師就

需有程度較高的食物安全和食物衞生技巧同知識。但侍應或舖頭助手操作的衹是包裝或即用食物, 他

們則需较低程度的技巧同知識。 

技巧同知識的要求只是食物業務必須要有食物安全主管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的要求而已。 

有些地方政府會提供食物操作員的基本培訓, 或贊助食物操作員在線培訓, 內容適合食物業務的所有

員工。 這種培訓通常不會有食物安全主管須知的詳盡知識, 但可以有助持牌人遵循要求, 保證所有員

工都有與其工作任務相匹配的技巧和知識。食物業持牌人應該聯繫自己的當地政府, 了解可能會有的

培訓方面的進一步資料。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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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詳情 

「昆州衛生部」有多種食物安全資訊方面的便览單張, 可見于 www.health.qld.gov.au. 

若有更進一步的問題, 請聯系你當地的市府。 聯繫細節可見于 www.qld.gov.au/about/how-

government-works/local-government-directory 或翻查白頁。 

http://www.health.qld.gov.au/foodsafety
http://www.qld.gov.au/about/how-government-works/local-government-directory/
http://www.qld.gov.au/about/how-government-works/local-government-direc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