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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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1月 7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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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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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午餐工作若有缺失可提

出改進，先進行工作報告。 

二、工作報告：本次依舊有午餐異物發生，雖較上次會議少，但仍有 11

件，以及上個月進行的滿意度調查及 11月份因會議時間較長部份委員離席

後才結算出的午餐違規記點罰款彙整；異物部份可先看附件二的圖，再請

廠商說明異物的部分。 

            

貳、委員意見： 

一、蔡正雄委員：平常餐點均有剩餘，今日算特殊個案，應是天氣較冷

同學食慾較高，麵類跟湯均很快見底，希望天冷可增量。 

二、楊雅玲委員：學生喜歡蛋類料理，希望能多開。 

 

參、廠商回應(謝慶餘 老闆)： 

一、異物疏失仍有，會再改進；異物多為菜蟲跟頭髮，菜蟲因較微小以

及跟蔬菜顏色相近，工作人員較難避免；頭髮因難判定是廠內烹煮過程、

運送過程或學生打餐時掉落，希望委員表決時仍參酌。 

二、天氣漸漸變冷，學生食慾大幅增加，若餐點不夠皆可立即電洽廚工，

近日備份均有加量。量不足的部分，請立即跟我們反應，可立即補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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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二)餐一和 白飯 發現「約 0.5 公分不明黑點」 (調查後發現

 不明植物種子)： 

 開票統計不罰 8票、罰款 500元 2票。 

   決議：不罰 

   說明二、11/18(三) 資三和 糙米飯 發現異物「頭髮」： 

 開票統計不罰3票、罰款500元7票。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三、11/18(三) 餐一勤沙茶肉柳 發現異物「報紙碎片」： 

   開票統計不罰 1 票、罰款 500 元 7 票、罰款 1000 元 1 票、罰款 1500 元 1

票。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四、11/26(四) 美二和 酸菜滷味，發現異物「3公分線段」： 

   開票統計罰款 500元 8票、罰款 1000元 2票。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五、12/8(二) 資一和 瓜子雞，發現異物「頭髮」(約 3公分)： 

   開票統計不罰 7票、罰款 500元 3票。 

   決議：不罰 

   說明六、12/11(五) 觀三和 湯品:綜合甜湯，發現異物「小蟲」： 

 開票統計不罰6票、記1點罰款500元4票。 

   決議：不罰 

   說明七、12/15(二) 資二和 蒜香鵝白菜，發現異物「菜蟲」： 

   開票統計不罰9票、記1點罰款500元1票。 

   決議：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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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八、12/16(三) 國二勤 主菜 麻油雞，發現異物「小團報紙」(約3*4

公分) (調查後發現為:米酒的貼紙)： 

 開票統計不罰0票、罰款500元6票、罰款1000元3票、罰款1500元1票。 

   決議：罰款 500元 

   說明九、12/16(三) 美二和 主菜 麻油雞，發現異物「菜蟲」： 

 開票統計不罰6票、記1點罰款500元5票。 

   決議：不罰 

   說明十、12/21(一) 資三和 青菜:腐皮小白菜，發現異物「頭髮」： 

 開票統計不罰6票、罰款500元4票。 

   決議：不罰 

   說明十一、12/24(四)美二和 主菜:鹽味拉麵 ，發現異物「小蟲」： 

 開票統計不罰8票、記1點罰款500元2票。 

   決議：不罰 

 

伍、臨時動議：無 

陸、結論： 

   一、校長：本次午餐異物罰款共計 2000元，希望廠商警惕並改進。 

   二、廠商：會盡量改善午餐異物出現的頻率。 

 

柒、散  會：13時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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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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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二和.觀二勤 

(1)太  多 (2)適  中 (3)不足夠  (4)太  少 

94 6.16% 1383 90.69% 47 3.08% 1 0.07% 

2 

副食(魚肉)份量是否足
夠?  

觀一勤.普一敏.資二勤.

觀二勤.資三和 

(1)太  多 (2)適  中 (3)不足夠 (4)太  少 

48 3.13% 1400 91.38% 56 3.66% 28 1.83% 

3 

副食(青菜)份量是否足
夠? 
室三勤 

(1)太  多 (2)適  中 (3)不足夠 (4)太  少 

188 12.32% 1306 85.58% 29 1.90% 3 0.20% 

4 
湯類的份量是否足夠? 
服三和.資三和 

(1)太  多 (2)適  中 (3)不足夠 (4)太  少 

 

90 5.86% 1412 91.93% 32 2.08% 2 0.13% 

5 

菜色油膩程度感覺如
何? 
美一勤.資一勤.餐一和.

普一敏.室二勤.資二勤.

觀二勤.餐二勤. 

幼三勤.美三和.國三和.

觀三和 

(1)很滿意   (2)剛好 (3)尚可接受 (4)太  油 

98 6.39% 907 59.17% 378 24.66% 150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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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7.21% 721 46.85% 664 43.14% 39 2.53% 4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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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9.86% 784 51.17% 514 33.55% 74 4.83% 9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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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18.60% 690 44.72% 542 35.13% 12 0.78% 12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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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23.19% 728 47.83% 431 28.32% 9 0.59% 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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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19.29% 696 45.82% 182 34.54% 4 0.26% 33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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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 70.44% 318 20.70% 136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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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21.30% 612 40.10% 523 34.27% 61 4.00% 5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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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13.14% 616 40.88% 538 35.70% 117 7.76% 38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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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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 

幼一和：洋蔥太多。 

美一勤：最愛蒸蛋、玉米、西瓜。不喜歡波菜及豆奶。 

美一和：蒸蛋太少，口味有時太鹹有時太淡。 

蒸蛋可以多一點、甜湯可以多一點。 

室一勤：希望有珍奶跟焗烤。有時太有、太噁。希 

望可以搭配節慶菜色好一點。希望有秋刀魚、義大利麵、布丁。 

有時配料很少。炒飯、鴨血、飲料多一點，可以有牛奶嗎？ 

室一和：最愛雞排、魚排、甜湯、豬肉餡餅。不愛榨菜干片。 

國一勤：最愛蒸蛋、肉包、炒烏龍、肉燥。不愛三色豆。 

國一和：喜歡空心菜、蒸蛋。不喜歡蔬菜湯（很多種菜加在一起）。 

建議飲料選像可以改變（如有牛奶）。糖醋排骨希望肉是一整塊比如肉片。 

觀一和：最愛蒸蛋、玉米濃湯。 

餐一和：最愛雞排及炒麵。口味方面打拋豬太甜。調味有時未攪散。魚排會酸。甜湯次數太少，

希望一週至少兩次。綠豆湯有點酸。有頭髮出現。口味鹹度不一致。今天的菜很常出現在明天的

湯。 

綜一敏：蝦醬芥藍大家不愛吃。燒烤雞腿我們大家的最愛。 

服二和：丸子不要再切了。 

幼二勤：洋蔥少一點。 

幼二和：最愛玉米濃湯、雞腿、冬瓜珍珠、蒸蛋、肉包、奶皇包、豆腐味增湯。 

不愛紅蘿蔔、味味噌、大陸妹。 

美二勤：最愛蒸蛋跟大蒜麵包。 

美二和：最愛蒸蛋、菜餔蛋，有米血的副食未來可以多一點。 

室二和：想要有三色蛋、玉米濃湯、冰的芋頭西米露。 

資二勤：洋蔥放少量。 

國二勤：餐點有報紙出現。喜歡雞塊、米血、玉米、柳葉魚、肉燥。 

不喜歡洋蔥太多、有骨頭的肉都煮得很噁。 

觀二和：喜歡蒸蛋、肉絲蛋炒飯、檸香雞柳條、湯麵、炸雞、豬排、綠豆湯、排骨。不喜歡炒大

陸妹、小黃瓜。 

餐二勤：11/26 酸菜滷味米血可以增加一點，打拋豬底下都會浮一層油。 

湯麵、羹飯想增加次數。地瓜葉不夠鹹，無味道（用醬油多一點煮）。 

肉太甜且不鹹（壽喜燒肉很甜）。愛玉很好喝。菜色太油。肉太甜，菜不夠鹹。綜合果汁不好喝。 

餐二和：麵食份量太少。肉類有腥味，可增加蔬菜種類，菜太油，減少三色豆次數（不希望加在

炒飯裡）。 

普二敏：口味有時味道偏淡。 

服三和：多些蛋跟甜湯。 

幼三和：最愛玉米濃湯，義美豆奶太甜。 

美三勤：有時湯品太淡了，像白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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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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意見： 

美三和：玉米濃湯很滿意。 

室三勤：菜多一點、麵多點。喜歡蒸蛋。湯別隨便。主菜有時太油或太鹹。 

室三和：多煮蒸蛋，好吃。湯喝起來酸酸的不喜歡。 

最愛泰式打拋豬，豆腐味噌湯。不愛三色豆。 

資三勤：蒸蛋多一點，豆腐味噌湯好喝。 

資三和：12/14 蠔油肉片太油 12/18 泰式打拋豬太油。 

午餐飲料希望能有牛奶，醬油類的菜色希望少一點。湯不夠喝。 

國三勤：黑椒或茄汁肉柳不喜歡。 

觀三和：地瓜葉太少。12/14 沙茶豆薯湯有酸味。12/4 綠豆薏仁湯薏仁太多。 

12/10 刺瓜魚丸湯有酸味。12/18 打拋豬太油。建議有酸辣湯、草莓。 

偏好花椰菜、玉米濃湯、味噌湯、雞排、蕃茄蛋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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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1 月 17 日~12 月 24 日學期午餐異物照片(附件二) 
 

1. 11/17(二) 

餐一和 白飯 發現「約 0.5 公分不明黑

點」。 (其他植物種子) 

 

2. 11/18(三) 

資三和 糙米飯 發現異物「頭髮」。 

 

3. 11/18(三) 

餐一勤 沙茶肉柳 發現異物「報紙碎

片」。 

 

4. 11/26(四) 

美二和 酸菜滷味，發現異物「3 公分

線段」。 

 

5. 12/8(二)  

資一和 瓜子雞，發現異物「頭髮」(約 3

公分)。 

 

6. 12/11(五)  

觀三和 湯品:綜合甜湯，發現異物「小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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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1 月 17 日~12 月 24 日學期午餐異物照片(附件二) 

 
7. 12/15(二)  

資二和 蒜香鵝白菜，發現異物「菜

蟲」。 

 

8. 12/16(三) 

國二勤 主菜 麻油雞，發現異物「小團

報紙」(約 3*4 公分)。(調查後發現為:

米酒的貼紙) 

 
9. 12/16(三) 

美二和 主菜 麻油雞，發現異物「菜

蟲」。 

 

10.12/21(一) 

資三和 青菜:腐皮小白菜，發現異物「頭

髮」。 

 
11. 12/24(四)美二和 主菜:鹽味拉麵 ，

發現異物「小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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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營養午餐違規記點罰款彙整表(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