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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109學年度第1學期 

營養午餐供應委員會期中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11月 18日（三）12:30  

開會地點：綜合教學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主    席：陳當木 校長 

出席人員：應到 15人、實到 14人（詳簽到表） 

                                             會議紀錄：田瓊雅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感謝委員們撥空列席參加，立即進行工作報告並作檢討。 

二、工作報告：感謝各班及廠商的配合，這次有幾個問題，一是口味，

二是異物；調味有幾次過鹹，例如 10/7 菜脯蛋及 11/5 芝麻敏豆均過鹹；

異物可看附件羅列的 15件，相當多，此部分等待會提案討論時詳細說明。  

            

貳、委員意見： 

一、蔡正雄委員：有幾次發現午餐水果當日沒吃帶回家，若未冷藏較易

壞，新鮮度有疑慮？葷食的蔬食日為三菜一湯，但是素食的餐點確是四菜

一湯？ 

二、方幸君委員：青菜重覆率頗高，青江菜、空心菜、小白菜、鵝白菜

等多次出現；調味方面，茄汁肉片或是韓式肉片等料理經常太甜；近期午

餐異物發生頻率過高，例如今日餐一勤學生的餐桶內有出現報紙碎片，一

打開餐桶就發現，可能配送及運送過程需要留意。 

 三、學生委員：部分料理有時有太鹹的情形，連較重口味同學都覺得太

超頭。菜色希望能更多樣性，餐點有時會有量不足的情形（數量錯誤），但

是電洽廚工皆會補足。 

四、張佳雲委員：異物的部分，食物的衛生問題相當嚴重，若為原料廠

商中夾帶是否能要求供應廠商或更換上游原料廠商？是否因罰款太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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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警惕。 

五、楊雅玲委員：學生對於青江菜等青菜的確比較討厭，但是最近發現

飲食習慣還是有慢慢改變，像地瓜葉有時甚至會吃完。蒸蛋的量班級落差

不一，補餐後仍是不足。 

六、胡美麗委員：班級的份量分配不均，35 人班級與 25 人班級的份量

差不多或是甚至 35 人的量較 25 人的量少。學生有時會嫌備份區太遠及時

間問題而不願補餐，希望各班供餐份量配餐一開始就足夠，減少補餐的次

數。 

 

參、廠商回應(謝慶餘 老闆)： 

一、水果如果是蘋果可能沒上蠟，因為送來的水果為了保鮮大多已經有

冷藏過，送過來時是新鮮的，但是因為冷藏過的水果，離開冷藏的環境，

會比較容易老化較快些，這次是正常的。 

二、合約上素食也是三菜一湯，但是為體恤素食食用者，做成四菜讓素

食者感覺較為豐富多元。 

三、青菜因為季節性產品，當月可能會 2-3次重複出現，若是出現的是

青江菜及空心菜，如果學校要求空心菜比較多次出現，也是可以調動出現

的頻率。 

四、口味感謝老師及同學的建議，我們會做口味上的調整。 

五、量不足的部分，請立即跟我們反應，均有備份可以立即補上。 

六、異物可以確定是場內出現的有三件，其他如小蜘蛛因浮在湯面上非

烹煮，待異物討論時說明。 

七、地瓜葉有時因季節的因素，有時比較嫩，品質有差，吃起來不太一

樣，因此有時會有剩，有時學生會吃完。 

八、蒸蛋的量可能是學期初沒注意到學校學生喜好的特性，沒有特別增

量。後來菜單有開蒸蛋已經有增量。 

九、蔬菜量的問題，可能是因為烹煮因素，量的呈現會縮水，但是份量

絕對是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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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午餐異物罰款表決(根據採購契約第 16條規定) 

   說明一、9/7(一) 素食 B 區：主菜「香菇素肉燥」有異物「白色的塑膠塊」： 

 開票統計不罰 1票、罰款 500元 5票、罰款 1000元 4 票、罰款 1500 元 4。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二、9/22(二) 幼三勤 湯品:香菇雞湯 發現異物「綠色塑膠片」： 

 開票統計不罰1票、罰款500元4票、罰款1000元4票、罰款1500元5票。 

   決議：罰款 1500元 

   說明三、9/29(二) 行政區 白飯 發現異物「菜瓜布碎片」： 

   開票統計罰款 500元 4票、罰款 1000元 5票、罰款 1500元 5票。 

   決議：罰款 1000元 

   說明四、9/29(二) 餐二和 湯品:港式例湯 發現異物「小蟲」： 

   開票統計不罰 6票、記 1點罰款 500元 8票。 

   決議：記 1點罰款 500元 

   說明五、10/23(五) 觀三和主菜：香菇肉燥 發現「約 14公分的塑膠繩」： 

   開票統計罰款 500元 7票、罰款 1000元 1票、罰款 1500元 6票。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六、10/26(一) 幼三和 湯品:豆薯三絲湯 發現異物「菜蟲」： 

 開票統計不罰7票、記1點罰款500元7票。 

   決議：不罰 

   說明七、10/26(一) 觀一勤 主菜:茄汁肉柳 發現異物「4.5 公分綠色塑膠

繩」： 

   開票統計罰款 500元 4票、罰款 1000元 4票、罰款 1500元 6票。 

   決議：罰款 1500元 

   說明八、10/29(四) 觀一和 湯品:紫菜蛋花湯 發現異物「1.3公分的黑色

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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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票統計不罰3票、罰款500元6票、罰款1000元1票、罰款1500元4票。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九、11/3(二) 資二和 湯品:冬瓜魚丸湯 發現異物「菜蟲」： 

 開票統計不罰6票、記1點罰款500元8票。 

   決議：記 1點罰款 500元 

   說明十、11/3(二)資一勤 裝菜的藍色桶子 發現異物「小蟑螂」： 

 開票統計不罰5票、罰款1000元9票。 

   決議：罰款 1000元 

   說明十一、11/6(五) 餐一和 主菜:安東燉雞 發現異物「合格包裝貼紙」： 

 開票統計罰款500元4票、罰款1000元4票、罰款1500元6票。 

   決議：罰款 1500元 

 說明十二、11/9(一) 觀三和 湯品:蘿蔔大骨湯  發現異物「小蜘蛛」： 

 開票統計不罰1票、記1罰款500元5票、記2點罰款1000元3票、記4點罰款2000

元1票、記5點罰款2500元4票。 

   決議：記 1罰款 500元 

   說明十三、11/12(四)資一勤 白飯 發現異物「頭髮」： 

 開票統計不罰2票、罰款500元8票、罰款1500元4票。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十四、11/12(四)資一和 白飯 發現異物「頭髮」： 

 開票統計不罰2票、罰款500元8票、罰款1500元4票。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十五、11/12(四)資三和 白飯 發現異物「塑膠碎片」： 

 開票統計罰款500元6票、罰款1000元3票、罰款1500元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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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罰款 500元 

 

伍、臨時動議： 

 案由一：11月 25日(芭樂)及 11月 26日(柳丁)這兩日的水果調整日期，提

請討論。 

 說明：本校觀光科 11月 25日課程需要用到柳丁，希望午餐可配合學校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陸、結論： 

   一、校長：本次午餐異物頗多，共計記 3 點及罰款 11000 元，希望廠商警

惕並改進。 

   二、廠商：加強衛生管理，會盡量改善午餐異物出現的頻率。 

 

柒、散  會：13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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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家商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午餐供餐情形滿意度調查統計（附件一） 

調查年月：109年 10月 

樣本來源：54班(全校用餐班級) 

題
號 題       目 選           項 

1 
主食(米飯、麵食)份量是
否足夠? 

(1)太  多 (2)適  中 (3)不足夠  (4)太  少 

152 9.99% 1360 89.41% 9 0.59% 0 0% 

2 

副食(魚肉)份量是否足
夠?  

室一勤.室一和.觀一和.

普一敏.資二勤.觀二勤.

資三勤.餐三勤 

(1)太  多 (2)適  中 (3)不足夠 (4)太  少 

40 2.63% 1346 88.55% 80 5.26% 54 3.55% 

3 
副食(青菜)份量是否足
夠? 

(1)太  多 (2)適  中 (3)不足夠 (4)太  少 

227 14.88% 1283 84.08% 16 1.05% 0 0% 

4 

湯類的份量是否足夠? 
幼一勤.觀一和.觀二
勤.服三和.資三勤 

(1)太  多 (2)適  中 (3)不足夠 (4)太  少 

 

68 4.48% 1384 91.17% 65 4.28% 1 0.07% 

5 

菜色油膩程度感覺如
何? 
室一勤.室一和.觀一
和.美二勤.國三勤.國
三和.觀三勤.觀三和.
餐三勤  

(1)很滿意   (2)剛好 (3)尚可接受 (4)太  油 

82 5.40% 921 60.63% 351 23.11% 165 10.86% 

6 
口味(鹹淡程度等)是否
感到滿意? 

(1)很滿意 (2)滿  意 (3)尚可 (4)不滿意 (5)很不滿意 

125 8.23% 629 41.44% 689 45.39% 69 4.55% 6 0.40% 

7 
食材的品質(新鮮)是否
感到滿意? 

(1)很滿意 (2)滿  意 (3)尚可 (4)不滿意 (5)很不滿意 

188 12.43% 472 31.22% 784 51.85% 57 3.77% 11 0.73% 

8 
水果的品質是否感到滿
意? 

(1)很滿意 (2)滿  意 (3)尚可 (4)不滿意 (5)很不滿意 

188 12.37% 570 37.50% 725 47.70% 30 1.97% 7 0.46% 

9 
飲料的品質是否感到滿
意? 

(1)很滿意 (2)滿  意 (3)尚可 (4)不滿意 (5)很不滿意 

355 23.37% 447 29.43% 679 44.70% 38 2.50% 0 0% 

10 
午餐食品衛生是否感到
滿意? 

(1)很滿意 (2)滿  意 (3)尚可 (4)不滿意 (5)很不滿意 

342 22.68% 430 28.51% 182 34.54% 4 0.27% 2 0.13% 

11 
廚工媽媽的服務態度是
否感到滿意? 

(1)很滿意 (2)滿  意 (3)尚可 (4)不滿意 (5)很不滿意 

1054 69.21% 324 21.27% 145 9.52% 0 0% 0 0% 

12 
整體而言，你對學校午
餐是否感到滿意？ 

(1)很滿意 (2)滿  意 (3)尚可 (4)不滿意 (5)很不滿意 

199 13.23% 598 39.76% 626 41.62% 73 4.85% 8 0.53% 

13 
午餐公司所提供的菜單
是否感到滿意? 

(1)很滿意 (2)滿  意 (3)尚可 (4)不滿意 (5)很不滿意 

188 12.43% 460 30.42% 670 44.31% 182 12.04% 12 0.79% 



7 

 

其他意見： 

服一勤：米飯、麵食分配不均。 

美一勤：豆漿太甜，喜歡雞排、蒸蛋、果汁。不喜歡青江菜及空心菜。 

國一和：喜歡甜湯愛玉、蒸蛋、滷味、鹽味拉面。 

服二和：食材內容重覆性太高,如胡蘿蔔跟冬瓜；「肉」太少。不要把養樂多換豆漿，一週可一天

麵食，可增加麵疙瘩、米血、年糕、炸物（可一週兩天）。 

美二勤：希望湯可多點料，最愛米血、黑輪、空心菜、荔枝、草莓。不愛：大陸妹。 

室二勤：少點玉米、豆芽，希望來點米苔目、多點炸物、少點蔬菜。菜很清淡。 

室二和：最愛菜脯蛋、蒸蛋，花椰菜多一點，馬鈴薯燉肉，可以來點剔骨牛小排（不然羊排也可）。 

資二勤：主食種類多一點，白飯次數少一點，麵多一點。想要喝玉米濃湯。 

資二和：最愛雞排及蒸蛋，不愛白菜。 

國二和：愛鮭魚，不愛三色豆。 

觀二和：不喜歡－柚子、西瓜、大陸妹。喜歡－蒸蛋、湯麵、滷白菜、蘋果汁。 

餐二勤：希望可以增加「粥」的品項。 

餐二和：蒸蛋可以多一些。 

綜二敏：麵太少，豬肉片建議換成鵝或鴨肉片。 

服三勤：麵太少。 

幼三和：最愛玉米濃湯、酸辣湯。不愛三色豆跟地瓜葉。養樂多一直被換掉。一個月希望有三次

麵，九月菜單不理想。 

美三和：水果重複性太高。 

室三勤：最愛蒸蛋。 

室三和：不愛三色豆、絲瓜、黑椒肉柳（奶油味）已及韓式肉片。最愛打拋豬、原味蒸蛋、螞蟻

上樹、味噌湯跟菜脯蛋。（希望西瓜晚點送，上次同學吃到不冰的拉肚子） 

資三勤：素食菜單好一點；湯麵次數多一點，能增加點心如布丁。 

資三和：有些菜的調味太油太鹹，吃起來很噁。廚工媽媽態度很好，來幫我們補餐的時候看到我

們隊伍排很長，還主動幫我們盛飯。菜單可以多一些變化，蒸蛋很少吃，10/15(鹽味拉麵)湯麵的

湯很好喝。 

國三勤：柿子太軟，香蕉太硬（太澀），豆芽菜一個禮拜重複太多次，蒸蛋氣孔太多，肉包肉太

少，雞排太小但好吃。不要菜色混雜，九月菜色不佳。豆漿可換低糖，可以有牛奶嗎？ 

國三和：豆漿少一點，不要有太麻煩的水果（例如西瓜及柚子）。 

觀三和：油菜太過頻繁，什錦湯太頻繁。不喜歡親子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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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 月 31 日~11 月 16 日學期午餐供應情形紀錄

(附件二)  
8/31(一) - 素食 B 區白飯量少，巡餐時發現立刻請廚工補餐。 

9/1(二) - 各班主餐菲力魚排大小不一，落差頗大（大小相差一倍大），當日與駐點營養師

反應表示為供貨廠商因素；素食 B 區白飯量少，巡餐時發現立刻請廚工補餐。 

9/2(三) - 後棟數個班級 主菜 雙菇扒油腐量少。 

素食 B 區白飯量少，巡餐時發現立刻請廚工補餐。 

9/3(四) - 副菜 塔香海茸 各班均量少，巡餐時發現立刻請廚工補上備份，惟這道菜學生反

應偏鹹。 

素食 B 區白飯量少，巡餐時發現立刻請廚工補餐。 

9/7(一)  

素食 B 區：主菜「香菇素肉燥」有異物「白色的塑膠塊」。 

餐二勤和青菜量及蒸蛋略少，11:30 巡餐時發現立即請廚工補餐。 

9/14(一) 

素食 B 區：絲瓜寬粉 量不足，約兩位較晚來的學生未吃到該料理，廚工詢問後非吃全素，

改給葷食絲瓜備品。 

9/16(三) 

蔬食日，各班主菜量及蒸蛋量均少。AB 區備份均補完，B 區三樓以上班級未補到。 

9/18(五)  

後棟 B 區的黑椒豆芽部分班級量少， 

幼一勤、普一敏的量均較素食區的 16 人份豆芽量少，巡餐時發現立即請廚工補備份。 

9/22(二) 

幼三勤 湯品:香菇雞湯 發現異物「綠色塑膠片」。 

9/29(二) 

行政區 白飯 發現異物「菜瓜布碎片」。 

餐二和 湯品:港式例湯 發現異物「小蟲」。 

10/7(三)部份班級反應今日「菜脯蛋」只有菜脯沒有蛋。蛋量較少，多為菜脯。 

10/20(二) 

有老師反應今日「榨菜豆干」應該是豆干多榨菜少，可是感覺卻是榨菜佔了 70%以及「芝

麻空心菜」有點煮太黃。 

10/23(五) 

觀三和 香菇肉燥 發現「約 14 公分的塑膠繩」。 

10/26(一) 

幼三和 湯品:豆薯三絲湯 發現異物「菜蟲」。 

觀一勤 主菜:茄汁肉柳 發現異物「4.5 公分綠色塑膠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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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四) 

觀一和 湯品:紫菜蛋花湯 發現異物「1.3 公分的黑色物體」。 

11/3(二) 

資二和 湯品:冬瓜魚丸湯 發現異物「菜蟲」。 

資一勤 裝菜的藍色桶子 發現異物「小蟑螂」。 

11/5(四) 青菜：芝麻敏豆 多數班級均反應過鹹。 

11/6(五) 餐一和 主菜:安東燉雞 發現異物「合格包裝貼紙」。 

11/9(一) 觀三和 湯品:蘿蔔大骨湯  發現異物「小蜘蛛」。 

11/12(四) 

資一勤 白飯 發現異物「頭髮」。 

資一和 白飯 發現異物「頭髮」。 

資三和 白飯 發現異物「塑膠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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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 期中午餐檢討會 午餐異物 (附件三) 

 

 

 

 

 

 

 

 

 

 

 

 

 

 

 

 

 

 

 

 

 

 

 

 

 

 

 

 

 

 

 

 

 

 

 

 

9/7(一)  

素食 B 區：主菜「香菇素肉燥」有異物

「白色的塑膠塊」。 

 

10/23(五) 

觀三和主菜：香菇肉燥 發現「約 14 公分的

塑膠繩」  

 
9/22(二) 

幼三勤 湯品:香菇雞湯 發現異物「綠色

塑膠片」 

 

10/26(一) 

幼三和 湯品:豆薯三絲湯 發現異物「菜蟲」。 

 

9/29(二) 

行政區 白飯 發現異物「菜瓜布碎片」。 

 

10/26(一) 

觀一勤 主菜:茄汁肉柳 發現異物「4.5 公分

綠色塑膠繩」。 

 

9/29(二) 

餐二和 湯品:港式例湯 發現異物「小

蟲」。 

10/29(四) 

觀一和 湯品:紫菜蛋花湯 發現異物「1.3 公

分的黑色物體」。 



11 

 

 

 

11/3(二) 

資二和 湯品:冬瓜魚丸湯 發現異物

「菜蟲」。 

 
11/12(四) 

資一勤 白飯 發現異物「頭髮」。 

 

11/3(二) 

資一勤 裝菜的藍色桶子 發現異物「小

蟑螂」。 

 

11/12(四) 

資一和 白飯 發現異物「頭髮」。 

 

11/6(五) 餐一和 主菜:安東燉雞 發現

異物「合格包裝貼紙」。 

 

11/12(四) 

資三和 白飯 發現異物「塑膠碎片」。 

 

11/9(一) 觀三和 湯品:蘿蔔大骨湯  發

現異物「小蜘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