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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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888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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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下午 14時 30 分 

會議地點：多功能活動中心 B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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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及各位委員大家午安，今天校長另有要公，請我來

代理主持。膳食管理委員會主要是探討膳食相關的議題，這個議題

是一個持續改善的問題，任一事項都會造成食品安全相關問題，所

以，在各個環節、流程，包含設備、食材等都需要靠各位持續予以

關注，我們才能將食品安全之議題做得盡善盡美，今天沒有提案討

論，所以會有工作報告以及這學期食安相關議題檢討。預祝今天的

會議順利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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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圓樓 2 樓場地管制案，另案研議。 
    

貳貳貳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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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菜餚之貯存及供應，應維持適當之溫度，將持續關注。 

二、 有關 2樓廁所衛生紙提供方，會後再請相關單位確認契約內容後研商。 

三、 蕃茄早餐之冷凍冰箱未達-18℃，承商回覆會請廠商維修，如無法維修將

再購置 1台。 

四、 有關設備(冷藏、冷凍櫃)，會後請總務處事務組再了解當時合約概況，

學生或承商反映相關事項，依據合約做後續處置。 

五、 環安中心這學期配合環保局實施 2次(9/27、10/25)靜電儲油相關設備稽

查，檢查結果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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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樂福企業社 

事由：寒暑假並未營業，但仍需繳交租金，建議可否有解決方法。 

說明：因為學餐只有在上課時間營業，1學期只有 18 週，再扣除國定假日，

營業時間根本不到半年，但還要繳交寒暑假的租金，是不是有點不合

理? 

討論： 

(一)總務長：辦理招標時，廠商應該都清楚合約內容，學校依照合約辦理。

合約期限為 3 年，其租金就是 3年，現在說寒暑假不收租金反而是違

約。雖然學校經營是每學期 18週，然若廠商有辦法經營全年，也是

可以，因為合約就是 3 年，至於廠商是否經營，是廠商自己的規劃。

建議廠商可以做些創意或其他方式來帶動人潮。 

(二)主席： 

1.學校是執行者，只能依合約內容執行。未來下期招標時，有關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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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可以提早在合約擬定前商議，畢竟寒暑假在校活動人數確實不

多，建議未來在擬定合約內容時，將此問題納入思考。 

2.教育部對於租金的算法是看租用場地面積，校方不能低於教育部的

要求，學校以往的作法，是以出租場地面積大小，換算成教育部最

少的年度租金，再分開成 12 個月，學校不會以收取租金來賺錢，絕

對沒有這項思考，主要是服務學生，給學生一個好的用餐環境，基

本上，學校都是以教育部最少的租金來合計該有的租金。如寒暑假

租金減少，平時月份的租金相對就高，如承商也願意以此角度思考，

18 週的月份租金比較高，寒暑假月份租金較少，但年度租金算起來

一定要符合教育部的標準。以現有的合約，畢竟是符合雙方的規範，

在合約期之內，必須依現有合約來執行，我想任何人都不太想觸犯

合約的規範。 

決議： 

(一) 合約期間，依照合約執行。 

(二) 建議廠商可以做些創意或其他方式來帶動人潮。 

(三) 下期招標擬定合約前，建議將寒暑假在校活動人數少之問題納入商

議。 
 

二、議題二：        提案單位：家樂福企業社 

事由：有關廚房超過使用年限之設備，建議學校做些改善。 

說明： 

(一) 廚房很多設備都已超過使用年限，故設備陸陸續續都有損壞，能換的

我們都換了，這學期也換了油炸機。炒菜鍋也已超過年限，廚師菜炒

到一半時炒菜鍋裂開，非常危險，如果哪天爆炸的話，誰要負責? 

(二) 我們已多次向事務組反映，事務組的回覆是租給我們的東西，可以用

就用，不能用就算了，這回答很離譜，今天大家都是在為學生著想，

我自己是金大畢業，學餐要煮東西，不可能每天都只有炸的，或是只

有煮的，學生吃了也會膩，大家都在為學生著想，結果我們得到的答

案竟然是可以用就用，不能用就算了，我覺得這個回答很不合理，總

要有個解決的方法。 

(三) 我們也遇到有學生只有用 10 元吃白飯，我們看了也很辛酸，有時會

打點肉燥給他配飯，如他較晚到，我們會將打菜樣本送給他配飯，我

們都有在關照經濟弱勢的學生。 

決議：謝謝學餐承商對經濟弱勢的學生細微的照顧，學校會後再了解一下。

安全的環境是必要的，學校也將檢視合約的概況，會後再與相關單位

討論設備汰舊換新的問題。 
 

三、議題三：          提案單位：學生會 

事由：建議更換超商。 

說明：依學生反映，大多數學生希望可以換別家超商，學生覺得萊爾富比較

不好。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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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萊爾富：平時未聽到同學來反映，大部份的學生都很客氣。 

(二)主席：學校萊爾富消費都有打 95 折，建議可以多宣傳讓同學知道。 

(三)萊爾富：我們一些活動、組合餐都較 7-11 好。 

 

決議：建議將在學校萊爾富消費皆有打折及相關活動優惠宣導學生知悉。 
 

四、賴老師：當初學校在建圓樓時，餐廳的規劃並未詢問專業的意見，所以

圓樓蓋好後，就會衍生出一些問題，這真的是無解，也不能要廠商做改

變，因為我本身家裡也做過餐飲，知道餐飲業真的很辛苦。 

(一)那麼大間的餐廳，只有每學期 18 週(每年只有 18 週*2)可經營，如果

照合約走，真得很難經營，當然以學校立場，我也是站在總務長這邊

就是照合約走。 

(二)廠商要去想如何帶動人潮，學校柵門又關起來，今天要他們活絡餐廳，

也是件很傷腦筋的事情，即使再怎麼辦活動，怎樣讓學生覺得餐廳非

常棒，其效果有限。像我以前的嘉義農專，外面的人可以用換證或是

什麼方法就可以到學餐用餐，台大的人也會跑到台科大去吃飯，台科

大的人也會跑到台大吃飯，今天，學校有柵欄圍著，1年只有經營 36

週，說實話，承商真的會虧錢。其實，我覺得就是沒有規劃好，餐廳

又那麼大，一間自助餐，那麼大的空間，光整理清洗就很辛苦。雖然

我也是站在總務長及學校的立場，就是照合約走，如果我很嚴格去檢

查，就沒有人要來做學餐，我也只能請廠商幫忙。 

主席：目前學校對於承商的水電費計算方式是學校與承商各付一半費用，此

項會後可再做討論。另外學校有柵欄，像台大學生會到台科大去用餐，

也不能開車進去，但用餐的人願意走路進去。環環節節確實是滿多，

也有挑戰性，要看怎樣去經營，如果能夠像台科大學餐一樣，大家也

願意來那最好，我以前在前一個服務的學校，附近夜市很多，但那時

學校的所有會議訂的便當，都是中興大學的便當，中部地區幾乎所有

便當都是中興大學做的，中興大學能夠做到這樣，我們也可以努力看

看。所以，帶動人潮方式也可以思考一下。 
    

肆肆肆肆、、、、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會後很多問題，請承辦單位繼續與相關單位做後續處理，並透過總務長及

學務長的協助，希望承商在學校的服務，至少都能夠賺錢，找到一個彼此都覺

得很不錯的方式，然後在合約的基礎下，將膳食相關議題做得盡善盡美。在此

謝謝委員、承商的參加，會議到此為止，謝謝大家，散會。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115555：：：：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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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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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星
期
二) 

14:00 

~  
14:05 

主 席 致 詞 陳建民校長 

多
功
能
活
動
中
心B317

室 

14:05 

~  
14:15 

上次會議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承辦單位 

14:15 

~  
14:25 

工 作 報 告 承辦單位 

14:25 

~  
14:45 

提 案 討 論 陳建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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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膳食管理委員會議資料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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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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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詢問學餐後，決定餐費達 70 元以上

者，自帶環保餐具現折 3 元，業已於

本(108-1)學期開始實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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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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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場地收入經費項下支

應，本案於下次會議追認。 

1.總務處事務組已於 108 年 8 月完成

圓樓2座樓梯(1樓通往2樓)監視器

裝設。 

2.「夜間出入管制」事項另案研議。 

三、廚房設備(蒸籠機)已損壞且具危險

性，建議學校協助處理。 

學餐承商已自行修復。 

四、建議萊爾富的微波爐註明或告知消

費者食品的微波時間。 

萊爾富於結帳時皆會告知同學加熱使

用方法，舉例說明如下： 

 

 

 

     

五、建議學校廚餘桶設有濾水功能。 1.如有濾水功能，濾出來的水也需要

做處理。 

2.因學校各區域廚餘桶(小)會再倒入

大廚餘桶(向金寧鄉清潔隊借用)，

而金寧鄉清潔隊每 2 天會至學校做

更換及運回處理，故本校廚餘桶不

需濾水。 

 

  

先按 0 微波好，開啟微波爐的門關上再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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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承辦單位報告： 

一、已完成工作： 

身心健康中心及總務處事務組 

(一) 108.9 月初完成辦理兼任餐飲衛生督導及餐飲衛生檢驗督導聘用事宜。 

(二) 108.9.13 及 9.22 辦理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08 年度「金豬拱月

慶中秋系列活動-紅龜粿 DIY 及冰皮月餅 DIY」，參加人數共計 166 人。 

   

   

 

(三) 108.9.19 完成辦理本校 108 學年度膳食管理委員會委員聘案事宜。 

(四) 108.10.3-5 營繕組完成處理截油槽阻塞問題。 

(五) 108.12 月初，學餐承商反映圓樓 2座樓梯(1 樓通往 2 樓)太滑，已有 3

名員工滑倒，身心健康中心已請營繕組協助，營繕組將於過年前完成

裝設止滑設施。 

(六) 108.12.08 完成辦理「耶誕心．冬至情」系列活動，參加人數為 70 人。 
 

 

 

(七) 有關非洲豬瘟相關資訊，本校處理情形如下表所示： 

1.108.11.29 將教育部來文資訊公告於學校網頁加強宣導。 

2.108.12.25 將教育部來文資訊轉知國際事務處及公告於學校網頁加

強宣導。 

3.有關越南豬肝醬罐頭驗出非洲豬瘟事件，身心健康中心於 12 月

26-27 日至本校餐飲承商檢查食材及產品，檢查結果承商並未使用及

販賣此項產品(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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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關森永巧克力聖代疑混金屬事件，身心健康中心於 12 月 26 日至本

校萊爾富檢查，檢查結果承商並未販賣此項產品。(如下圖) 

 

 

(九) 108.12.3上午09:00-12:30辦理教育部委託HACCP協會理事長蒞校餐

飲輔導活動，輔導地點為本校學餐，輔導結果如附件(本次符合數 14

項、部份符合數 9項、不符合數 1項及不適用數 1 項)，其中待改進

事項、整合意見及截至目前改善情形詳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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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委員說明及建議 目前改善情形 

01 

作業場所之地面、牆壁、天

花板、支柱、屋頂、燈飾、

紗門等應保持清潔、避免積

水或濕滑。 

部份符合。 

1.烤鴨區的窗台牆角磁磚破損。 

2.烹調區地板過於濕滑。 

  

身心健康中心已送修繕單請營

繕組協助處理，並已於 12/23 現

場會勘，處理如下： 

1.烤鴨區的窗台牆角磁磚破損，

營繕組於近期處理。 

2.烹調區地板過於濕滑，營繕組

將請校外廠商於寒假處理，相

關經費由場地收入經費項下

支應。 

02 

作業場所不得發現蟑螂、老

鼠、蒼蠅等病媒或其蹤跡；

作業場所不得飼養禽畜、寵

物。 

部份符合。 

1.庫房的玻璃窗有蜘蛛網。 

2.牆壁有不知名的昆蟲。 

  

已請學餐加強壁面及與死角清

潔工作。 

 

03 
作業場所排水設施須通暢，

並有防治病媒入侵之設施；

部份符合，截油設施的清潔度仍需加強。 已告知承商清潔方法及頻率，請

承商務必配合並加強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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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油設施應有適當功效，並

經常清理維持清潔。 

 
 

04 

從業人員應健康檢查，檢查

項目：Ａ型肝炎、手部皮膚

病、出疹、膿瘡、外傷、結

核病、傷寒或其他可能造成

食品污染之疾病；從業期間

每年健康檢查至少一次，並

保有完整紀錄。 

部份符合，只有 1 位員工有做健康檢查，

其餘從業人員有 3位尚未檢查。 

尚未體檢之 3位員工已於 12/27

完成體檢。 

05 

從業人員每學年應參加衛生

(健康飲食)講習 8小時，並

保有完整紀錄。 

不符合，沒有參加講習。 109 年度金門縣衛生局將辦理 4

場次衛生講習，屆時將要求本校

餐飲承商務必參加。 

06 

清潔用具(如:掃帚、拖把等)

應有專用場所放置。清潔

劑、消毒劑及有毒化學物

質，應符合相關主管機關之

規定，並明確標示，存放於

固定場所，且應指定專人負

責保管及記錄其用量。食品

作業場所內，除維護衛生所

必須使用之藥劑外，不得存

部份符合，清潔濟等化學物質專櫃應有明

確標示。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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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使用。 

07 

冷藏食品品溫應保持在 7℃

以下，凍結點以上，冷凍食

品品溫應保持在-18℃以

下。冷凍庫(櫃)、冷藏庫

(櫃)，均應於明顯處設置溫

度指示器，並備有相關紀

錄；食材應分類分區存放於

棧板或貨架上(離牆離地)，

不得超過最大裝載線或最大

裝載量，且遵行先進先出之

原則。 

部份符合。 

1.販賣區的二個冰箱也應有溫度紀錄表填

寫。 

2.冰凍庫溫度(經現測)不足-18℃。 

3.冷凍庫有結露現象。

    

1.飲料用冰箱補上溫度紀錄表 

  

2.冷凍庫另放置 1個溫度計 

 
3.冷凍庫的結露已清除，並請承

商每週清除 1次。 

 

08 
乾料、包材庫，應分類分區

存放於棧板或貨架上(離牆

部份符合。 

1.乾貨倉庫貨架應離牆。 

1.乾貨架已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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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地)。分裝之原材料在塑膠

袋或容器標示品名、有效日

期等資訊。乾料庫須溫溼度

管控，並備有相關紀錄。 

2.乾料庫房窗台有蜘蛛網。

  
 

 
2.乾貨庫的蜘蛛網已清理。 

 

09 

食品添加物應存放於固定場

所(專區)，應指定專人負責

保管(專人)及記錄其用量

(專冊)、食品添加物許可字

號或產品登錄碼、進貨量及

存量。 

部份符合。 

1.味精要有查驗許可登記影本資料。 

2.要標示食品添加物專區。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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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菜餚之貯存及供應應維持適

當之溫度，熱藏食品中心溫

度應保持在攝氏 60℃以上，

並有防塵、防蟲等措施。 

 

部份符合，現場經測只有 50℃。  

整合意見 目前改善情形 

學校 1.建議提供食材供應商名冊一覽表，要有登錄字

號(Fadenbood)。 

2.肉類或魚類冷凍、冷藏溫度要求-12℃及 10℃表

面溫度，應該購置表面溫度計。 

3.廚房內的木製桌面儘量移除不宜使用。 

4.廁所應有「如廁後應洗手」之字樣。 

 

1.已改善。 

2.預定以 109 年度經費購置熱像儀。 

3.已請承商將木製桌移出廚房。 

4.已張貼。 

 

廠商(學餐) 1.衛生自主檢查表建議有確認者。 

2.建議把排菜的動作拉到排菜枱(配菜區)，流程

更為順暢。 

3.員工衛生講習可配合衛生局的衛生講習來辦

理。 

4.抹布的顏色管理。 

1.身心健康中心將於表單上增加確認者之簽章欄

位，於下(108-2)學期開始執行。 

2.依委員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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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烹調區的地面不要有濕滑積水之現象。 

6.掃地用具應懸掛、晾乾放置。 

 

 

其他意見 1.建議合約需規範營業時間。 

2.建議增加清潔劑殘留檢測。 

3.建議成立食安社團、食安青年志工(符合志願服

務法) 

4.食品安全是“有價”的，需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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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學期餐廳檢查情形之缺失部份(統計自108年9月18至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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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1 1 樓男(女)廁無

衛生紙及洗手

乳 

9/18、

10/15、11/6 

 1 樓早餐承商回覆以往

由學校提供，且出示合

約條款並未明定由餐飲

承商提供衛生紙及洗手

乳。 

2 未受訓衛生講

習 8 小時 

11/18 得知

承商未去參

加講習。(由

衛生局提供

資料) 

要求承商參加

109 年度衛生講

習 

108 年度金門縣衛生局

衛生講習定於 11/16 辦

理，身心健康中心於

10/31 協助完成報名作

業。然承商未出席。 

3 冷凍冰箱未達

-18oC 以下 

10/15 12/27 檢查(非作

業時間-16oC)仍

未達到-18oC 

建議維修。 

4 場域空間未適

當規劃且太小 

9 出租場地大小固

定，難已突破 

建議承商依現有場地適

當規劃。 

家樂

福企

業社 

1 僅有1位員工繳

交體檢表 

10-12 月 持續要求承商繳

交 

 

2 冷藏冰箱指針

未在於 7 oC 以下 

9/18、10/19 冷藏室另置溫度

計，溫度符合規

定，指針故障。 

建議維修。 

12/26 檢查，溫度符合

規定。 

 

3 未受訓衛生講

習 8 小時 

11/18 得知

承商未去參

加講習。(由

衛生局提供

資料) 

要求承商參加

109 年度衛生講

習 

108 年度金門縣衛生局

衛生講習定於 11/16 辦

理，身心健康中心於

10/31 協助完成報名作

業。然承商未出席。 

 4 1.空間太小，規

劃不當，建議學

校改善。 

2.場域規劃動

線應改善。 

9/18、

10/15、11/6 

 建議依 12/3 輔導委員

規劃之動線執行。 

家樂

福企

業社 

5 餐具檢查(澱粉

性殘留) 

皆符合規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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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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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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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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萊爾富 豆皮壽司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11/18  蕃茄早餐 

 

煎餃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11/25-金門

縣衛局抽驗 

家樂福 

企業社 

白飯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蘿蔔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筍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12/5 家樂福 

企業社 

酸菜豬血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南瓜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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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健康

中心辦公

室 

食品衛生疑慮(晚

餐 1 件) 

1 身心健康中心將當日晚上之留樣做檢

驗，檢驗結果符合標準範圍。 

圓樓意見

箱 

早餐部豆漿水水的 1 已轉達給早餐部 

早餐老闆回覆會再跟豆腐店反映，並已

回覆反映者。 
 

二、待完成工作： 

(一)持續督導餐飲衛生、清查本校相關食品、檢驗餐具。 

(二)持續監督食材登錄作業，請承商協助登錄。 

(三)請承商改善缺失項目並請於學期結束後完成環境清潔與消毒工作。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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