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班、112年班 2022年國際認證申請方式 

Worldchefs 世界廚師聯合會職能認證 

City & Guilds全球餐旅職能認證 

壹、 申請資格:  

一、日間部：需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才能申請 

1. 取得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2. 通過校外實習或專業自主學習(課程模組) 

3. 取得本校畢業證書 

二、國際部：需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才能申請 

1. 取得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2. 通過實訓課程和海外見學(課程模組)  

3. 取得本校畢業證書 

三、進修部: 需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才能申請 

1. 取得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2. 在職中且從事與申請類別相符之職務 (至少 1 年工作證明) 

3. 取得本校畢業證書 

四、畢業兩年內之校友: 需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才能申請 

1. 取得有效之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2. 目前仍從事餐飲業且從事與申請類別相符之職務 

3. 取得本校畢業證書 

貳、 申請類別 

一、日間部 111 年班: 

1. 校外實習：初級廚師認證、餐飲服務人員認證 

2. 校內專業自主實習：外場- 初級廚師認證、餐飲服務領班認證 

內場- 領班廚師認證、餐飲服務人員認證 

二、國際部 111 年班: 初級廚師認證、餐飲服務人員認證 

三、進修部 111 年班: 初級廚師認證、餐飲服務人員認證、領班廚師認證、餐飲服務領班認證 

四、畢業兩年內之校友(109 年班畢業 110 年班畢業): 初級廚師認證、餐飲服務人員認證、領班廚師認

證、餐飲服務領班認證 

參、 繳交資料 

一、畢業證書電子檔 (應屆畢業生畢業證書於報名截止日後由國際事務組依申請名單統一請註冊組提供

電子檔。) 

二、護照電子檔 

三、ServSafe 食品安全衛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證照電子檔 

備註: 進修部及校友除上述資料需另外繳交以下文件 

1. 目前就職公司在職證明  



2. 目前就職公司主管簽屬欲申請之 Witness Testimony Form (國際事務組收到報名表後提供欲申請

之 Witness Testimony Form) 

肆、 繳交費用 

1. 初級廚師認證(Commis Chef) NT.4,500 
2. 領班廚師認證(Chef de Partie) NT.7,500 

3. 餐飲服務人員認證(Food & Beverage Service Professional) NT.4,500 

4. 餐飲服務領班認證(Food & Beverage Service Supervisor) NT.7,500 

伍、 申請辦法 

欲申請學生請於線上填寫 google 表單填寫個人資料，國際事務組確認符合資格並收到繳交資料後

回函發送繳費三聯單，申請人於一周內列印繳費單到本校出納組繳交費用。 

備註: 

*應屆畢業生畢業證書於報名截止日後由國際事務組依申請名單統一請註冊組提供電子檔。 

*報名截止日後國際事務組依申請名單統一請主廚之家及校外實習組提供日間部及國際部相關實習

證明電子檔。 

陸、 申請列表 

 申請類別 費用 條件 需繳交資料 

國際部 

111 年班 

 

初級廚師認證 4500 1. 應屆畢業 

2. 通過實訓課程和海外見學 

3. 通過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

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1. 畢業證書電子檔 

2. 護照電子檔 

3. ServSafe 食品安全

衛生認證或餐飲相

關丙檢證照電子檔 

餐飲服務人員認證 4500 

日間部 

111 年班 

 

初級廚師認證 4500 1. 應屆畢業 

2. 通過校外實習 

3. 通過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

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餐飲服務人員認證 4500 

日間部專自主 

111 年班 

初級廚師認證 4500 1. 應屆畢業 

2. 通過專業自主學習 

3. 通過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

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餐飲服務人員認證 4500 

領班廚師認證 7500 

餐飲服務領班認證 7500 

進修部 

111 年班 

 

初級廚師認證 4500 1. 應屆畢業 

2. 在職中且從事與申請類別

相符之職務 (至少 1 年工

作證明) 

3. 通過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

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1. 畢業證書電子檔 

2. 護照電子檔 

3. ServSafe 食品安全

衛生認證或餐飲相

關丙檢證照電子檔 

4. 目前就職公司在職

證明 

5. 目前就職公司主管

簽屬欲申請之「英

國城市行業專業學

會評鑑表」 

餐飲服務人員認證 4500 

領班廚師認證 7500 

餐飲服務領班認證 7500 

109 年班畢業

110 年班畢業

校友 

初級廚師認證 4500 1. 畢業 2 年內 

2. 在職中且從事與申請類別

相符之職務 

3. 通過 ServSafe 食品安全衛

生認證或餐飲相關丙檢 

餐飲服務人員認證 7500 

領班廚師認證 4500 

餐飲服務領班認證 7500 



柒、 申請流程 

 

捌、 

玖、 

 

 

 

壹拾、  

壹拾壹、  

 

 

 

 

備註: 

*應屆畢業生畢業證書於報名截止日後由理念推廣中心依申請名單統一請註冊組提供電子檔。 

*日間部及國際部畢業生相關實習證明於報名截止日後由理念推廣中心依申請名單統一請主廚之家及校

外實習組提供電子檔。 

*收到報名表後理念推廣中心提供校友欲申請之「英國城市行業專業學會評鑑表」 

 

捌、 注意事項: 

1. Worldchefs 證照為本校統一受理報名及送件，恕無法於受理時間外單獨辦理。 

2. 所有資料務必由申請人自行確認正確無誤，若因資料提供有誤而申請失敗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本校恕不退費。 

3. 所有繳交資料請全頁清楚掃描為 PDF 檔案，以 email 寄回理念推廣中心老師

( apple10318@kpvs.tp.edu.tw )，格式不合者恕不受理。 

4. 各項公告依世界廚師聯合會 Worldchefs 規定為準, 本校保留依其規定修改條文之權力。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SK8nD5qiaA1seJas7 

 

 

 

提交 google 表單 
理念推廣中心確認符合

資格並收到繳交資料 

理念推廣中心發送/聯合

服務中心印製繳費三聯單 

一周內列印繳費單到本

校出納組繳交費用 

收到審核通過 email 

帳號開通，完成認證 

 

註 1. 報名成功不代表審核通過 

畢業生名單確認。 

若無達到畢業門檻，將無

法申請，予以退費。 

mailto:apple10318@kpvs.tp.edu.tw
https://forms.gle/SK8nD5qiaA1seJas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