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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 10101010777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膳食管理委員膳食管理委員膳食管理委員膳食管理委員會會會會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6月 18下午 14 時 

會議地點：多功能活動中心 B316 室 

主席：陳奇中副校長代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許美緣 

主席致詞：學務長、各位委員及廠商代表大家好，首先感謝大家撥空來參加本

學期的膳食管理委員會，由於校長另有要公不克前來，請我來代理

主持。對於膳食的管理，除了提供美味、健康美食之外，相關環境

衛生與安全亦可透過大家及環安中心提供相關意見，讓本校餐食的

環境、服務能夠更到位，期待大家集思廣益，能把各方面的議題充

分溝通並協助解決，讓學校膳食的環境更加完善，預祝今天的會議

順利成功，現在就進行下面議題，謝謝！  
    

壹壹壹壹、、、、    上次會議上次會議上次會議上次會議決議及建議決議及建議決議及建議決議及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事項執行情況報告事項執行情況報告事項執行情況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有關自備餐具優惠取消案，另列於臨時動議。 
 

貳貳貳貳、、、、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身心健康中心    撰稿人：許美緣  校稿人：林黛琿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有關圓樓有關圓樓有關圓樓有關圓樓 1111 樓蒼蠅甚多樓蒼蠅甚多樓蒼蠅甚多樓蒼蠅甚多，，，，導致食品衛生導致食品衛生導致食品衛生導致食品衛生堪慮案堪慮案堪慮案堪慮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由於金門地區每到春夏時期，滋生蚊蠅極多，而圓樓 1F 出入口皆有裝設

空氣閘門，1F 後門亦加裝防蟲簾，然觀察其效果仍不彰，建議增設補蠅器

或其他設施。 

(二) 相關處理費用建議由場地收入經費項下支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退回，請承辦單位就補蠅器裝設位置、數量、經費(含詢價及經費來

源)及相關後續管理、周邊清潔等問題重新研議後再提。    
    

參參參參、、、、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補充報告及建議： 

一、 建議將餐廳檢查缺失之後續追蹤日期詳列於備註。 

二、 環境清潔工作方面，特別是截油槽清理，務必確實落實，不然會造成阻

塞及蚊蠅滋生。 

三、 有關環境清潔工作，包含靜電儲油、油水分離槽、電風扇等都是利用寒

暑假時清洗，再麻煩餐飲廠商協助完成。 

四、 圓樓 2樓 VIP 室，平時不開放，除非用餐區客滿及有訂桌餐時才可開放

使用，其餘不允許師生利用此空間做研討或活動，因為這間的冷氣費用

是由學校負擔。 

五、 餐飲環境檢查，建議制定檢查表記錄備查，另外，反映意見亦需造冊及

有相關紀錄備查，建議爾後將相關訪查簿冊陳列於會議現場，委員可協

助督導，讓餐飲環境等各方面工作能夠更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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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議題一：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事由：有關自備環保餐具折扣優惠案，建議不要取消，可以改以其他方式替代。 

說明： 

(一) 現在正在推動環保，自備環保餐具折扣優惠若取消，不知學生有無意見? 

(二) ，自備環保餐具折扣優惠若取消，學生自備餐具的意願會受影響，而且在

學期中取消此項優惠，學生對於廠商信譽也會有所質疑。 

(三) 許多師生已習慣自備餐具用餐，學餐的餐具成本也可因此降低，建議可以

儲值方式，如以蓋章方式，蓋完 10 個章後可折扣 10 元之類，這也是一種

優惠方式，不要輕易將自備餐具優惠取消。 

討論： 

(一)家樂福企業社：菜價在台是以台斤計算，但運至金門後則改以金門斤(市斤)

計算，再加上運費，當中物價波動大，而且現在天氣愈熱，蔬果類的價格

漲幅會愈大，我們蔬菜都是現炒，故考量成本(菜價)因素下，取消此項折

扣。 

(二)學務長： 

1.取消此項優惠是在5月份實施，學生也在學務處相關會議中反映了此事，

我們詢問廠商，廠商的回覆是很多人利用此項折扣及免費加飯的優惠措

施，點 40~50 元左右的菜，就要折價 5元，折扣百分比過高，成本無法

負擔。 

2.在未實施這項優惠前，自帶環保餐具的人不多，而自從實施後，很多人

都會自帶餐具，這是好的現象，對環境也很好。但考量學餐廠商經營上

的困難，建議廠商下學期可以朝向餐費 70元以上，自帶環保餐具者可以

折扣 5元，相信有很多同學願意配合自帶環保餐具的措施，若搭配餐費

70-80 元可折 5元，學生會更樂意前往學餐用餐。 

(三)環安中心：我們很希望學校餐廳經營非常好，我看過有幾所學校做的非常

好，可讓學餐包辦學校的研討會或會議餐點，建議學校開會便當還是優先

訂購學餐。環安中心的會議，儘量是向學餐訂購，也鼓勵其他單位亦向學

餐訂購。 

(四)陳委員：有些人吃素，強迫其點主菜(肉類)才能折價並不友善。建議還是 

    以次數(或蓋章)，鼓勵學生多去用餐消費。 

(五)張委員：學生會目前正進行新舊任交接，學餐可否在會議中給與學生會一

個日期，告知有關下學期學餐之折扣訊息，以方便我們交接及之後的追蹤。 

家樂福企業社回覆：會後我們計算一下，再告訴你們。我是新來的廚師，餐飲

經歷有二十幾年，現在我們是卡在成本考量(運輸方面)，食材從台灣至金門一

定有運費，但學生不會這樣想，他們會覺得為什麼都比台灣貴，為什麼不能再

便宜一點，我們的價格已經壓得最低，一個便當 80 元，1支雞腿的成本是 36 元

左右，外面悟饕一個雞腿便當 95 元，其他便當店可能不會跟進到 95 元，但至

少在 90 元，我們給學生的落差就在 85 元，當初以為學生來用餐的數量會多，

因此，一個便當才以幾塊錢去賺，以量來制價，結果和我想的不一樣，比如 1

支雞腿，我們剁成 4 塊，學生會以共餐方式，四人平分這支雞腿，而一再加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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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汁，也不需要太多菜，這種情況很多，目前我們仍在虧損。 

(六)張委員：建議可以不需免費加飯，因為會造成很多弊端。 

(七)主席：飯量是否需要針對少數人考量，可以考慮其他更廣大的群眾，給與

有關環保上的優惠。 

(八)陳委員：建議學校在租金上給與廠商較優惠，讓廠商願意服務學生。 

事務組回覆： 

1. 有關場地招租，事務組是以國有財產決針對不動產的最低標準承租，且

場地收費範圍僅有廚房而已，公共空間(用餐區)都未計算在內，考慮到

廠商營業的時間只有 9個月，學校都是站在雙利的角度去思考，但依相

關辦法，寒暑假期間，即使沒營運，廠商仍是要付租金。 

2. 我多次於會議中建議學校開會的開會用餐能向學餐訂餐，包含校長接待

貴賓會餐，也多次向學餐訂餐。另外，因為有時連續幾天接待客人，在

此建議學餐菜色需要變換，不能今天吃的菜色和昨天的都一樣，以及衛

生方面也需加強。 

3. 我們在很多會議上建議學校要向學餐訂便當，但反過來思考，學餐的便

當是否值得各單位來訂購，如雞腿便當，山外很多家店也都是 85 元且還

加一顆荷包蛋，而學餐的 80 元便當並非便宜，但廠商有其立場且加上寒

暑假 3個月租金壓力之下，所以一直不敢太苛求便當價格。 

4. 如學務長所說，有主菜可折 5元，其他(未點主菜)折 1元的折扣，用餐

人的心理感受也不同，我比較傾向薄利多銷，寧願很多人來吃，也不要

少數人吃。學餐和學校是一個共同體，學餐的利潤一直無法取得收支平

衡、無法有盈餘，所以，學校接待貴賓的會餐，常常選擇在學餐用餐，

學校也想要你們可以賺錢、可以生存。但桌餐相較於校外店家，很多地

方可以改善。而便當，校外店家(如新梁記)，為何他們生意好，很多工

人都買這家，因其飯菜量很多，吃一個便當就飽。另外，很多主管向我

反映，學餐的菜量少，如夏天菜價高，建議可使用不隨季節漲幅的菜，

增加菜量，菜價低時，儘量菜量多一點，而盛飯時不要打好幾次才打滿

一個便當。希望你們能夠生存而學生也可以照顧得到。 

5. 環保方面，自 7月 1日起，包含塑膠吸管都不能使用，環保局很重視，

不停推廣。我最終希望不只是新生來吃，二至四年級也要吸引進來用餐，

唯有把餅做大，與外面有區隔，薄利多銷才能長久。 

家樂福企業社：從學校行事曆上，我們一年能營業的時間只有 180 天，並非 9

個月，要扣除週六、日，只要一休假，學校就等於沒有人，另外，便當 80 元，

外面商家可以賣 70 元，原因是他們可以每天營業，我們的員工是以月薪，不可

能請那麼多臨時工，而學校的優勢是學生很多，劣勢是上學上班的時間太少，

但我們還是要以同樣的工資給員工。 

(九)主席： 

1. 建議在限制及成本考量下，調整一個合適的方案，期望學餐愈做愈好。 

2. 學校餐飲場地租金，是以政府規定最低的金額承租，再低就會違法。 

3. 水電方面，學校亦有分擔一半，這也是想減輕廠商承租的負擔。 

4. 管理方面，有些是有形的成本管控(如材料、營業額等)，有些是無形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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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理方面)，在打菜時給人的感覺，打了之後，然後又扯一些出來，

這就會造成心理上不佳的感覺，這些都要教育訓練。餐飲衛生方面，在

座都有很多經驗，有時安排大家一起集思廣益，有問題可以提出討論，

具有相關經驗的同仁也可以協助你們，希望在各方面都更好。 

決議：本案授權學務長會後與學餐老闆協議，就實務面研議下學期可實施方案

(餐費 70-80 元折扣 5 元或以集點方式折扣或是多方案進行等)，在 8月

31 日前將方案告知學生會，並請學餐廠商在成本上做管控，增加廣宣，

透過管理方式來提升營業額，也可兼顧環保。 
 

二、議題二：        提案單位：家樂福企業社 

事由：晚上未營業時，有人在圓樓 2樓廁所內抽菸及未關燈，建議學校協助處

理。 

說明： 

(一) 學餐區域屬開放空間，晚上學餐休息時，到那裡抽菸的人多，之前有向身

心健康中心反映有人在圓樓樓梯口抽菸，有些師長誤認是我們的員工抽菸，

我 6月份接手時，會抽菸的員工已離職。 

(二) 目前面臨的問題是抽菸者已不在圓樓樓梯口抽菸，變成在2樓廁所裡抽菸，

菸蒂到處亂丟且廁所燈也不關，有時用餐區燈也沒關，隔天我們來工作時，

燈仍然開著。另外，可能是飲料潑灑到地面又踩來踩去，造成原本已清潔

的地板又變髒，不知道是日間部還是夜間部的學生所為，請學校協助處理。 

討論： 

(一)事務組：有可能夜間部的學生所為，學校很多地方(圖書館、槍樓等)有菸

蒂。 

(二)學務長：會後我們再與總務處討論圓樓管理問題。因不止抽菸問題而已，

晚上也有人擅自進入圓樓 3樓跳舞，可考慮裝設拉門管制，因為晚上學餐

已不營業，其他人不應該再進入，會有安全疑慮。 

(三)家樂福企業社：食材送貨時間不一定，我們常在非營業時間等貨時，看到

圓樓 2 樓用餐區還有很多人。 

決議：有關圓樓 2樓場地管制，再與總務處協議，提出方案，如有所需費用，

由場地收入項經費下支應，本案於下次會議追認。 
 

三、議題三：          提案單位：家樂福企業社 

事由：廚房設備(蒸籠機)已損壞且具危險性，建議學校協助處理。 

說明：廚房的設備幾乎已經老舊，有些已損壞，維修費用很高，如蒸籠機，已

損壞，且危險度很高，是 4台快速爐的威力，因為一邊要送瓦斯，一邊

要送風，但這台蒸籠機已經壞掉，我們要自己去吸收那些工具，還有煮

飯鍋都已經太老舊了，設備跟瓦斯的牽連可以即時修復是比較好，因為

它什麼時候爆，我們也不知道，連炒菜的點火器都是壞的，都要先放一

張紙，然後再開送風，它才會有轟的一聲火，有時頭進去一點，毛髮就

不見。 

討論： 

(一)事務組：當初招標時(含 1樓廠商)，就是以現有設備提供給廠商，不足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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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廠商自行提供，在招標的合約上有明確說明，1 樓廠商的設備是自行購

置的，而 2樓部份是學校現有設備提供給你們使用，能用就用，不能用就

要自行添購，目前的煮飯鍋是由沙美校區運回，那時購買時是全新的，我

不知道那是中古的。合約上說明學校現有設備提供給廠商，如有損壞由廠

商負擔，去年開學時，廚房設備維修費是由事務組負擔，之後使用後，就

由廠商來負擔。 

(二)家樂福企業社：我這次接手時，蒸籠設備完全損壞，不能開，已經壞很久，

且維修費太高了。 

決議： 

(一)依合約辦理。 

(二)建議廠商將相關使用概況、維修資料做成紀錄備查。如設備不堪使用需汰

換更新，學校會依相關紀錄且在不違反合約下，做適當的協助。 
 

四、議題四：        提案單位：學生會 

事由：建議萊爾富的微波爐註明或告知消費者食品的微波時間。 

說明：目前萊爾富的微波爐是以前 7-11 留下來的，以前是按數字，這些數字主

要是以 7-11 的微波食品來設定的，但是目前萊爾富的微波食品並沒有寫

數字，有時食品微波未全熟或是微波時間過久，這樣會造成食品安全疑

慮，建議在結帳時告知食品需微波時間。 

決議： 

(一)請萊爾富再確認微波的功率及時間，並再對工讀生做教育訓練或是提供使

用手冊，讓同學方便使用。 

(二)請學生代表會後再向萊爾富針對此項問題說明釐清。 
 

五、議題五：         提案人：陳委員 

事由：建議學校廚餘桶設有濾水功能。 

說明：學校需要做垃圾分類，有時候廚餘和水(汁)全倒入廚餘桶，造成廚餘桶

內都是水，建議設有濾水功能。 

決議：請事務組會後了解並處理。 
    

肆肆肆肆、、、、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再次感謝大家提供了很多建這，相信還有很多部份需要持續溝通，本會議

是每學期 1 次，但平時的溝通可以持續進行，學務長、林主任及各位同仁都很

樂意協助廠商，有問題就可以即時先討論，做些初步處理，若是需要經費或是

相關比較大的改變，就到本會議討論，謝謝大家，散會。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115555：：：：11115555))))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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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膳食管理委員會議程序表 

日期 時間 活     動     項     目 主  持  人 地 點 

一
○
八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二) 

14:00 
~  

14:05 
主 席 致 詞 

陳建民 

校長 

多
功
能
活
動
中
心B316

室 

14:05 

~  
14:15 

上 次 會 議 決 議 及 建 議 事 項 

執行情況報告 
承辦單位 

14:15 

~  
14:35 

提 案 討 論 
陳建民 

校長 

14:35 

~  
14:45 

工 作 報 告 承辦單位 

14:45 

~  
14:55 

臨 時 動 議 
陳建民 

校長 

14:55 

~  
15:00 

主 席 結 論 
陳建民 

校長 

15:00 散 會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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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膳食管理委員會議資料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決議及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一一一一、、、、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因應 107 年 12 月 27 日教育部餐飲

衛生輔導訪視，委員建議本校增設

物品案，決議 

(一) 有關熟食暫存之冷藏櫃、目前

2 樓現有設備有 2組冷藏、冷

凍櫃及 1台冷藏冰箱，存放食

材應是足夠，建議廠商將食材

分類及調整冰箱使用度。 

(二) 留樣保存的專用冰箱，請身心

健康中心協助購置。 

 

(三) 有關擦手紙巾架、紙餐盒庫房

分層物架、置冷凍櫃之食材容

器(塑膠籃)及員工的衣鞋櫃

之設備，請總務處事務組就學

校現有資源提供與本校餐飲

廠商。 

(四) 廚房動線合理之空間規劃，工

管系下學期有一門「設施規

劃」課程，可請學生設計規

劃，當作學生學習的場域，就

餐廳現有狀況(受限排油煙機

位置不能異動)提出改善供餐

及用餐的動線，但短期之內可

能沒辦法大幅度變動。 

(五) 上述事項列為後續追蹤。 

 

 

 

(一) 廠商已依決議辦理，將食材分類

及調整冰箱使用度。 

 

 

 

(二) 身心健康中心已於108年1月30

日購置留樣保存的專用冰箱，並

於本學期開始運用。 

(三) 事務組已於本學期開學前裝設

擦手紙巾架、提供 1 組分層物

架、2 組公文櫃及塑膠籃與廠商

運用。 

 

 

(四) 工管系已執行改善規劃。 

 

 

 

 

 

 

 

二二二二、、、、會議建議會議建議會議建議會議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建議學餐提供環保餐具。 

 

(二) 有關自備餐具及飲料容器折

扣方面： 

1. 請學生會代表再與老闆商

洽，確定後將資訊轉達與學

生。 

(一)有放置餐盤，如同學有需求可現

場索取。 

(二)自備餐具折扣，本校學餐老闆同

意自備餐具折扣 5元，身心健康中心

亦於開學前製作宣傳海報張貼及公

告，並請生輔組及學生會協助宣傳，

然實施後，出現執行上的問題，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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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學務處透過宿舍 LINE 群組

協助宣傳。 

餐老闆已於 5 月 1日取消此項優惠，

改推出 70 元快餐。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身心健康中心    撰稿人：許美緣  校稿人：林黛琿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有關圓樓有關圓樓有關圓樓有關圓樓 1111 樓蒼蠅樓蒼蠅樓蒼蠅樓蒼蠅甚多甚多甚多甚多，，，，導致食品衛生堪慮導致食品衛生堪慮導致食品衛生堪慮導致食品衛生堪慮案案案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由於金門地區每到春夏時期，滋生蚊蠅極多，而圓樓 1F 出入口皆有裝設

空氣閘門，1F 後門亦加裝防蟲簾，然觀察其效果仍不彰，建議增設補蠅器

或其他設施。 

(二) 相關處理費用建議由場地收入經費項下支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肆、 承辦單位報告： 

一、已完成工作： 

身心健康中心 

(一) 有關非洲豬瘟訊息，本校處理情形如下表所示： 

來函單位及日期 事件摘要內容 本校處理情形 

108 年 1 月 7 日、1

月 21 日、1 月 25

日、2 月 19 日、3

月 26 日、5 月 24

日教育部函；108

年 1 月 11 日、1

月 15 日金門縣環

境保護局函及 108

年 1 月 29 日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函 

� 因應日益嚴峻之中國大陸

非洲豬瘟疫情，請加強宣

導防疫事項 

 

 

 

� 為防範非洲豬瘟入侵，產

出之廚餘禁止交予養豬場

或農戶養豬 

� 提醒師生寒假交流及非洲

豬瘟防疫相關注意事項及

宣導資料 

� 因應非洲豬瘟疫情，請加

強宣導教職員工生惜食、

廚餘瀝水減量之觀念 

� 請運用及張貼「餐館業事

業廢棄物源頭減量海報」2

款(業者版及民眾版) 

� 為加強防範非洲豬瘟等防

疫措施，請持續宣導非洲

豬瘟防疫及處罰規定 

1. 公告宣導海報、裁罰基準

及防範非洲豬瘟來襲相

關電子檔，加強宣導。 

2. 本校餐飲 承商肉品 來

源，1/8 清查，其肉品來

源無不法。 

3. 經清查後，本校餐飲承商

之廚餘從事件發生起皆

倒於垃圾車之廚餘桶。 

4. 公告於學校網頁宣導並

轉知國際處協助轉知境

外生。 

5. 於學校網頁公告，加強宣

導師生惜食、廚餘瀝水減

量之觀念。 

6. 公告於學校網頁宣導及

以電子郵件寄與本校教

職員加強宣導。 

7.再次於學校網頁公告及轉

知本校餐飲承商知悉，加

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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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非洲豬瘟疫情發

展，請加強廚餘減量作

為，建立廚餘管理機制，

並參考「各級學校因應非

洲豬瘟疫情之自主檢核

表」，落實自主檢核 

8.有關本校餐飲承商之廚餘

皆由金寧鄉清潔隊清運。 

9.有關自主檢核，本中心擬

預定每學期檢查 1 次，視

疫情狀況增減。 

10.有關非洲豬瘟資訊專區

相關網站連結，計網中心

已協助建置完成。 
 

(二) 108 年 2月底前完成聘用台中市衛生局王惠瑜營養師擔任本校諮議委

員案。 

(三) 0322 函報教育部本校「107 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缺失改善前後

對照表」。 

(四) 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於108/5/12及 6/2辦理本學期營養教育-健康飲食

活動「壽司 DIY」及「粽子 DIY」活動，計約 115 位學生參與。 

 
  

 

(五)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弱勢學生學習獎助學金－健康諮詢活動，共計諮詢

案數為 70 案(107.3.1-107.6.23)。 

(六) 本學期餐廳檢查情形之缺失部份(統計自 108 年 9 月至 108 年 1 月 3日

止) 

承商 項
次 缺點/項目 

檢查日期

(違規) 

追蹤改善情形 建議/備註 

蕃茄 1 食材容器放置報 2/26 3/15 再次檢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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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紙上 改善 

2 電風扇、涼扇未清

潔 

2/26 廠商當日清理，並

傳送清理前後照

片與本中心 

 

3 冷凍櫃溫度未達

-18 oC 以下 

2/26、3/11 溫度已有達到-18 

oC，因作業中偶爾

仍未達到-18 oC 

 

4 食材登錄未確實 10/19 3/4 起已確實登錄 建議將菜色的照片

陸續補上 

家樂

福企

業社 

1 截油槽未清理 2/23 3/3 廠商將清理照

片傳至本中心，之

後廠商依規定2週

清理乙次 

 

2 食材登錄未確實 2/22 3/4 起已確實登錄 建議將新增加之菜

色補上 

 3                                                      作業場所過小，無

法依清潔度要求

不同，而有效區分 

3/4、4/18、

5/14、6/10 

空間受限無法達

成 

 

4 用餐區有蒼蠅 6/10 學餐已於 6/11 將

空氣閘門啟動 

 

萊爾

富 

1 店內有蒼蠅 6/10 本中心已請營繕

組將空氣閘門打

開，並於 6/11 啟

動 

 

家樂福

企業社 

油的總極性測量 皆符合規定   

備註 1. 餐飲衛生：檢查員每週檢查 1 次；餐飲衛生督導：每月 1 次 

2. 餐具檢查(澱粉及油脂殘留)：每週檢驗 1 次 

3. 油炸用油的總極性測量：每週 1 次 
 

(七)本學期餐飲成品檢驗結果如下所示，皆符合標準範圍。 

檢驗日期 餐飲廠商 餐飲成品 總生菌數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3/16 萊爾富 魚豆腐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4/26  蕃茄早餐 奶茶 2450(CFU/g) 

符合標準範圍 

未檢出 300(MPN/g) 

符合標準範圍 

5/3 蕃茄早餐 鮪魚玉米(食

材) 

1400(CFU/g) 

符合標準範圍 

未檢出 500(MPN/g) 

符合標準範圍 

鮪魚玉米蛋

餅(熟食)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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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家樂福 

企業社 

紅燒豆腐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炒蘿蔔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八)本學期餐飲意見反應如下表所示： 

反映管道 反映類型 件數 處理情形 

圓樓意見

箱 

早餐店價位太高

(相較去年菜單，有

10 項產品各漲 5

元) 

1 已轉達給早餐部。 

早餐老闆回覆租金成本太高，價位相較

校外早餐店差不多，老闆說會將飲料再

裝滿一點。 

學餐用紙盒裝比用

環保餐具少 

1 已轉達給午餐部。 

學餐回覆紙餐盒的菜量若裝太多會有

湯汁流出。 

學餐價格高 1 已建議學餐增加配菜量 

食品衛生疑慮 1 已要求學餐改善，學餐已改善並建議同

學可當下反映告知。 

網路 Dcard 

早餐奶茶喝了會腹

瀉 

1 本中心於 4/26 檢驗早餐奶茶，結果符

合標準範圍。 

學餐厚片肉排疑似

未熟 

 

1 經詢問營養師(本校諮議委員)，回覆照

片模糊看不準要現場判定，剛炸好的肉

品的熱藏溫度需達 70 oC，本中心於 6/10

測學餐厚片肉排(3 片)，其熱藏溫度均

達 70 oC 以上，建議同學如有疑慮可立

即向廠商反映，或將食品送至本中心，

本中心會立即處理。 

 

二、待完成工作： 

(一)籌備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暑假參訪及輔導本校餐飲環境事宜。 

(二)持續督導餐飲衛生、清查本校相關食品及檢驗餐具。 

(三)持續食材登錄作業，請承商協助登錄。 

(四)請餐飲承商於學期結束後完成環境清潔工作，尤其是學餐之靜電儲油

機。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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