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1月份午餐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110年 1月 12日〈星期二〉 14：00         

二、地 點：載熙國小仁愛樓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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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午餐菜單及幼兒園菜單照案執行中。 

(二) 本校菜單使用之豬肉皆為國產在地食材，於會議後有製作小便利貼，請老師黏貼於學生 

     聯絡簿，讓家長知悉可以上食登平台查詢午餐食材相關訊息。 

(三) 於 109年 1月 7日煮湯途中發生鍋爐自動熄火，聯繫廠商視察後發現乃因鍋爐破裂造 

     成，當天午餐的飯聯繫三民國小協助烹調，當日午餐中心照常供應載熙、竹光兩校三菜 

     一湯，沒有誤餐等情況發生，感謝蕓慶公司及廚工的緊急應變與辛勞。 

 

七、午餐業務報告： 

(一)午餐經費支應情況報告：截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月份 午餐費 基本費 
燃料費 

水費 電費 瓦斯費 

109 年 8 月份 0 元 355765 元 17020 元 0 元 39431 元 

109 年 9 月份 2453883 元 136899 元 8361 元 41375 元 1225 元 

109 年 10 月份 1881012 元 13184 元 18939 元 0 元 23796 元 

109 年 11 月份 2280922 元 59502 元 21346 元 56342 元 42491 元 

109 年 12 月份 2348940 元 12300 元 22763 元 0 元 37179 元 

     結   餘             11900971 元 2646511 元(含歷年結餘款)  

 

註：基本費支應明細表：詳如書面資料廚房修繕累計結餘明細表：詳如書面資料。 

註：109上學年度基本費、燃料費收入：載熙 608949元、竹光 478310元，總計 1087259元。 

 載熙國小 竹光國中收入 總計 

基本費 397140元 312080元 709220元 

燃料費 211809元 166230元 378039元 

合計 608949元 478310元 1087259元 



(二)午餐成品送檢驗結果如下表： 

送檢日期 午餐成品 檢驗單位 項目 檢驗結果 檢驗單位發文日期、字號 

109.09.17 
午餐成品 

(載熙) 
食品研究所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合格 食研檢字第 10906534號函 

109.10.19 
午餐成品 

(載熙) 
食品研究所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合格 食研檢字第 10906991號函 

109.11.30 
午餐成品 

(竹光) 
食品研究所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合格 食研檢字第 10907963號函 

109.12.22 
午餐成品 

(載熙) 
食品研究所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合格 食研檢字第 10908443號函 

說明：12月份午餐成品檢驗合格。 

決議：  

(三)午餐食材送檢驗結果如下表： 

送檢日期 午餐食材 檢驗單位 項目 檢驗結果 檢驗單位發文字號 

109.09.17 小黃瓜 SGS 
農藥 381項 

農藥殘留檢驗 

農藥 381項 
FC/2020/91085 

109.10.30 雞腿丁 SGS 
氯黴素類(4項) 

四環黴素類(7項) 
合格 AFC/202A01486 

109.11.04 蕃茄 
行政院農委會

農試所 

農藥 381項 

農藥殘留檢驗 
合格 

檢體編號:20LQ2721 

 

109.11.04 馬鈴薯 
行政院農委會

農試所 

農藥 381項 

農藥殘留檢驗 
合格 檢體編號:20LQ2720 

109.11.04 高麗菜 
行政院農委會

農試所 

農藥 381項 

農藥殘留檢驗 
合格 檢體編號:20LQ2719 

說明：本學期送檢次數已達契約規定。 

決議：  

(四) 109年 12月份午餐食材退換貨處理情況：截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日期 午餐食材 換貨數量 百分比 退貨原因 處理方式 

109.12月份 無 無 無 無 無 

    說明：生鮮食材不良率以日為單位，單類別食材不良率達 10%以上，每次記 3點，科處 

          違約金 1000元整，記 6點科處違約金 2000元整，以此類推。以月為單位，每月 

          重新計算。 

決議：  



 八、討論事項： 

(一) 109年 12月份動支午餐基本費 1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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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2月份基本費支應明細(截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編號 月份 日期 類別編號 類別 項目 支出金額 

1 10912 1091231 8 電梯保養修繕類 載熙 3800元.竹光 5000元 8800 

2 10912 1091231 3 
廚房設備、修

繕、添購等費用 
洗碗機蒸氣管修繕、水槽焊接 3500 

 合計     12300 
 

 

(二) 提案二：提請討論 110年 3月份午餐菜單及幼兒園菜單。 

     決  議：  

 

(三) 提案三：鍋爐使用至今已超過使用年限，鍋爐破裂更新鍋爐貫體，經費約需 98000元， 

     提請經費追認。 

     決  議： 

 

(四) 提案四：提請討論 110年 2月份午餐會議暫停一次。 

      說  明：因為開學各單位業務繁忙且 110年 3月份午餐菜單已討論完畢，提請討論暫停 

              一次午餐會議，得依實際情況召開臨時會議。 

      決  議：  

 

(五)提案五：109(下)基本費經費支應概算表，提請討論。(概算表詳如附件) 

 說  明：本概算表於會後函送市府同意後辦理。如金額超過 10萬元，依採購法辦理。 

 決  議：  

 

 

 

 

 

 

 

  



九、廠商履約情形檢核：(109.12.1日~109.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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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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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契約第十三條罰則規範： 

1.生物性異物：蚊子、蛾蚋、蟑螂、果蠅、馬陸、蜘蛛

等，每次記1點。菜蟲、米蟲、蝸牛、椿像等1個月內出

現2次，第3次起按日記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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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前述之爭議性異物，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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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用餐反應與建議： 

用餐反應與建議：依據班級電話反應 

提案 廠商回應與處理 決議 

1. 飯需要加量(201班)。 

2. 飯太硬(207班)。 

3. 飯太硬(幼兒園)。 

 

1. 飯量的部已為貴班加量。 

2. 先前因鍋爐問題，目前已經修復完畢。 

3. 先前因鍋爐問題，目前已經修復完畢。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