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10月份午餐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110年 10月 19日〈星期二〉 14：00         

二、地 點：載熙國小載熙樓三樓會議室 

三、主 席：陳嚴坤  校長                                             記錄：周幸玉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  

六、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 110年 10月份菜單照案執行中。 

(二) 環保局處理學校廚餘至 110年 9月 30日截止，目前學校廚餘改由鍾文畜牧場(合格畜牧 

     場)協助處理清運。 

 

七、午餐業務報告： 

(一)午餐經費支應情況報告：截至 110年 9月 30日止 

月份 午餐費 基本費 
燃料費 

水費 電費 瓦斯費 

110 年 9 月支出 2,259,058 元 135,479 元 4,722 15,352 元 320 元 

     結   餘             19,955,436 元 1,819,028 元(含歷年結餘款)  

註：午餐費：110學年度學校午餐公辦民營委外辦理勞務採購，採購金額：22,214,494元。 

註：110學年度基本費、燃料費收入： 

 載熙國小 竹光國中收入 總計 

基本費 448,250 元 305820 元 754070 元 

燃料費 244,751 元 163104 元 407855 元 

合計 693,001 元 468924 元 1161925 元 

 

 

(二) 110年 9月份午餐食材退換貨處理情況：截至 110年 9月 30日止 

日期 午餐食材 換貨數量 百分比 退貨原因 處理方式 

110.9月份 無 無 無 無 無 

    決議：符合契約規定，請廠商繼續保持。 

 

 



 

 八、討論事項： 

(一) 110年 9月份動支午餐基本費 135,479元，辦理電梯保養(載熙.竹光)、廚房修繕、廚房

物品採購、食材及成品送檢 (支應明細如下表)，提請經費追認。 

  說  明：本案經費由已報核之基本費結餘款項下支應。 

  決  議：同意經費支應。 

110年 9月份基本費支應明細 

編號 月份 日期 類別編號 類別 項目 支出金額 

1 11009 110930 2 
廚房設備、修繕、添購等

費用 
採購 2.1尺臉盆 10個 16500 

2 11009 110930 6 水質檢驗 午餐廚房水質檢驗 5070 

3 11009 110930 4 午餐用班級相關用具 班級推車 2台(因應增班) 44100 

4 11009 110930 2 
廚房設備、修繕、添購等

費用 
廚房用品 3465 

5 11009 110930 7 
相關設備保養修繕類 電梯保養載熙 3800元.竹

光 5000元 
8800 

6 11009 110930 2 
廚房設備、修繕、添購等

費用 
剝皮機馬達修繕 16275 

7 11009 110930 2 
廚房設備、修繕、添購等

費用 
抽水馬達更新 38030 

             已付金額：135,479元       應付未付金額：0元    
 

 

(二) 提案二：提請討論 110年 11月份午餐菜單及幼兒園菜單。 

     決  議：菜單照案通過。 

 

 

九、廠商履約情形檢核：(110.09.01日~110.9.30日) 

目前情況 執行情況 合約規範 檢

核 

勞務 

工作 

人員 

每日達 9人，目前

7人具中餐烹調技

術士證照，持照率

為 77.7%。 

派駐本校之勞務人員每日不得少於 300人(用餐

人數)：1(勞務人員)，且具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

以上證照應達 70%，每短少 1人，，一學期超過

2人次，第 3人次起，按日科處違約金 2000

元。 

符

合 

 



營養師 

 

目前人員符合規 

範，每日 1名。 

請假天數：0天 

派駐本校衛生安全督導人員每月未到之天數超

過 2日以上，第 3日起按日科處違約金 2000

元。 

符

合 

 

原物料 

驗收 

9月份換貨：0次 

 

以日為單位，生鮮食材不良率達 10%以上始以記

點，每次 3點(科處新台幣 1000元)。 

符

合 

午餐 

異物 

無 

 

110學年度契約第十六條罰則規範：明確歸責於廠商違失 

1.生物性異物：菜蟲、米蟲、蝸牛、椿像等1個月內出現2

次，第3次起按日記1點。蚊子、蛾蚋、果蠅、馬陸、蜘蛛

等，每次記1點。未達3點不予以計罰，每月達3點科處違

約金新台幣壹仟元，累積達6點科處違約金新台幣貳仟

元；…以此類推。 

2.物理性異物：如金屬、紙棉、塑膠類等，每次科處違約 

金新台幣壹仟元。 

3.非前述之異物，經午餐委員會討論決議，科處違約金新 

台幣0元~貳仟元。 

符

合 

 

     決  議：符合契約規定，請廠商繼續保持。 

  

十、用餐反應與建議： 依據 10月份滿意度調查結果 

提案 廠商回應與處理 決議 

載熙國小: 

1. 想吃檸檬雞翅(504班)。 

2. 香吉士放太熟了(505班)。 

 

3. 10/1的紅豆湯幾乎沒料(601、

603、607)。主菜的素蚵太白粉過

多，以致呈現塊狀樣，學生也對

其口感不甚喜歡(607班)。 

4. 多一點蛋料理(307班)。 

5. 飯量、湯量請增加

(601.603.607.502班)。 

6. 肉太硬，低年級咬不動(一年

級)。 

7. 味噌湯很好喝，可以多一點(507

班)。 

8. 請收餐桶時小心一些，偶爾會有

灑出來的狀況，謝謝！(一年

級)。(10/12日較嚴重) 

9. 有些蔬菜吃起來苦苦的，孩子不

愛(304班)。 

10.飯菜量供應狀況不穩定，有時適

 

1. 檸檬雞翅有貨會再設計入菜單中。 

2. 水果品質會提醒廠商注意，如遇品質不佳

可以來午餐中心換更新品。 

3. 紅豆湯的部分會再多留意是否分配上漏打

了。素蚵的口感部分未來會加強改進。 

 

 

4. 蛋類料理每二週一次，再增加特餐一次。 

5. 班級份量不足，可以隨時通知午餐中心加

量。 

6. 未來低年級的部分配合煮軟一點。 

 

7. 貴班的湯品配合增量。 

 

8. 收餐的部分如有不慎溢出，會請廚工們過

去打掃。 

 

9. 蔬菜的部分請團膳公司盡量避免供應苦澀

味重的蔬菜。 

10.請配菜時要盡量平均。 

請廠商

配合並

改進。 



量，有時太少(506班)。 

11.學生最喜歡的主菜：麻油雞、香

酥魚排、香酥雞翅、梅干肉醬、

滷豬排肉、日式蒸蛋、地瓜蒸

肉、三杯雞、咖哩雞、韓式泡菜

燒肉。 

12.學生最喜歡的特餐：義大利麵、

水餃、麵線糊、瘦肉粥。 

13.學生最喜歡的鹹湯甜湯：紅豆紫

米湯、珍珠奶茶。 

幼兒園 

1. 希望菜色再多些變化(幼象班)。 

2. 學生做喜歡的主菜：蛋類料理、

香酥魚片、雞排。 

3. 學生最喜歡的特餐：義大利麵、

刈包、無骨雞腿排、。 

4. 學生最喜歡的湯品：冬瓜芋園鮮

奶、綠豆QQ、玉米濃湯。 

 

 

 

11.學生喜歡的菜色可以做為開立菜單時的參

考。 

 

 

 

 

 

 

 

 

1.請團膳公司分未來再加入一些新菜色。 

2.學生喜歡的菜色可以做為開立菜單時的

參考。 

 

 

 

十一、臨時動議： 

      提案一：因部分委員有課務問題，建議午餐會議提早於 13：10分進行。 

      決  議：本案經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十二、散會：(1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