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膳食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12 月 09日(星期四)14:30接續衛生委員會議結束後召開 

地    點：中正大樓 C501 

主    席：黃宗成校長 

出    席：如簽到表                                    記錄： 吳瑩柔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工作報告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綜(五)字第 1100135965號來函，109學年度大專校

院餐飲衛生輔導於 110年 5月 10日進行訪視，本次輔導委員有黃宏

隆先生、台南市衛生單位李洪慶先生、李瑞進先生，本次輔導廠商

為麥多樂早午餐屋，其結果改善事項對照表如下： 

(二)依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廢字第 1100110683號來函，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防疫需要提出暫時提供

免洗餐具之申請，原則同意給予自本(110)年 10月 5日起 90日之期

間內(至 111年 1月 2日)暫時得提供免洗餐具。 

(三)依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需督導

所轄餐廳業者於校園食材登入平臺如實登入供餐資訊，校內餐廳商

家食材登入上線率與完整率如附件一。 

(四)開學前勞作教育組於 9 月 17 日進行餐廳大掃除。總務處於 9 月 29

日進行餐廳消毒作業。衛生保健組於 9 月 29 日、10 月 1 日進行餐

廳環境清消。學生餐廳營業期間環境清消於下午 15-17點進行。 

 輔導改善事項 已改善情況 

1. 作業區見蟑螂翅膀、蜘蛛網。 完成環境清消。 

2. 垃圾桶及廚餘桶未加蓋。 加裝垃圾桶及廚餘桶蓋。 

3. 截油槽髒污。 a.截油槽於 110.10.15完成清潔。 

b.總務處預計於各攤商洗滌槽加裝小型截油設

備，攤商需每天撈除浮油及食物殘渣，每週清

洗刷洗槽體內外部，每月清洗排水口，並填寫

截油槽清洗紀錄表，以落實自主管理。 

4. 分裝之清潔劑容器外觀未標示。 分裝之清潔劑容器外觀已標示完成。 

5. 冷凍、冷藏設備缺溫度記錄。 將冷凍、冷藏溫度記錄表張貼於設備旁。 



(五)校內餐廳已設置 QR Code及手部體溫自動酒精噴灑器，以利師生入

內落實實名制、體溫測量及手部消毒，並依照衛生福利部「餐飲業

防疫管理措施」及「餐飲業防疫指引」規定作滾動式調整。 

(六)學生餐廳內共 4間攤商(路易莎、麥番樂、熊本村、得園)/12名供膳

人員，均已施打 COVID-19 疫苗第一劑，將依照「餐飲業防疫管理

措施」落實管理校園餐飲從業人員，並造冊備查。 

(七)每日向各商家(麥番樂、熊本村、得園、路易莎、烘焙坊、新饌實習

餐廳共 6 家廠商)收取食材留樣檢體 200g，將各餐檢品項登記於食

物留樣紀錄表中並放置冰箱存放滿 72小時後再丟棄。 

(八)每周一早上 9時至 12時，稽查營養師會至各商家(麥番樂、熊本村、

得園、路易莎、烘焙坊、新饌實習餐廳共 6家廠商)進行現場環境稽

核督導，建議商家修改之事項如附件二，針對擬改善事項定期持續

追蹤。 

(九)每周四、五中午 11 時至 12 時，分別至各商家進行餐具清潔度稽查

(麥番樂、熊本村、得園、路易莎、新饌實習餐廳共 5 家廠商)及油

炸油稽查(麥番樂、得園、新饌實習餐廳共 3 家廠商)，結果紀錄表

如附件三。 

(十)每月月初向各商家收取自主管理表以追蹤各項資訊，包含每日衛生

管理自主檢查表、食品原料驗收自主檢查表、冷凍冷藏溫度紀錄表、

食用油品紀錄表、食用廢油回收表、乾物料室溫濕度紀錄表、冷藏

及冷凍庫每月清潔、消毒、保養維修紀錄表及瓦斯設施每月定期自

主檢查紀錄表。 

(十一)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餐飲衛生講座於 110年 12月 2日(四)15:00-

17:00 舉行，本次講座邀請服務於老吾老養護之家的營養師擔任本

次講師，演講主題為「餐飲衛生講座－"腸"保健康飲食淺談」，此次

講座共計 41人次參與，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於講座

開始前均落實體溫量測與酒精消毒等作業，活動成果如附件四，講

義如附件五。 

三、 提案討論：無 

四、 臨時動議：無 

  



五、會議討論： 

稽查營養師回覆： 

1.校內商家已配合很久，偶爾會有小疏失，但經提醒後已陸續改善。

這學期較大問題為路易莎商家，除咖啡與輕食外，開始販售中式飯、

麵，烹調區設置在行政作業區裡面，食材管理也變不穩定，因在衛

生法規裡，每個作業場所需做有效區隔，已跟路易莎老闆做建議，

但態度是反彈的，有跟組長做反應，學校也有介入。 

衛生保健組組長回覆： 

1.路易莎除現有販賣品項又額外增加中餐，目前是在後面的作業區用

小火爐做烹飪工作，這樣相當危險，應該調整到前面，但前面以往

都是做輕食，沒有瓦斯設備，建議拓展作業空間，再添增廚具，達

到衛生安全的標準。 

餐飲系簡思平老師回覆： 

1.路易莎總公司是否允許旗下店家販賣其他品項。 

六、主席結語： 

1.廠商有他的困難，第一個一定要賺錢，路易莎的本業做不好就試著

賣中餐。 

2.學生餐廳或許能成為旅館系或餐飲系學生的創業基地，不一定要賺

錢，至少按照規定做，學校就有創業、育成的績效。 

3.學校周圍機能很好，在校內設立食堂、餐廳是義務跟責任，可以思

考怎麼做，並有專業積極的人來處理才能雙管旗下。 

五、 散會：同日下午 1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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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0學年第一學期校園食材登入平臺(每月上線率及完整率) 

時間 項目 數值 

110年 10月 上線率(%) 100.00% 
 完整率(%) 98.75% 

110年 11月 上線率(%) 100.00% 
 完整率(%) 89.77% 
   

   

   

   

   

   

(一) 【上線率計算】 

學校每日上線率(%) = (實際上線校數 / 應上線校數) x 100% 

每月上線率(%)= 當月學校平均每日上線率(%) 
   

定義： 

實際上線校數 = 學校有上傳菜色，即判定為有上線。 

應上線校數 = 若該日學校沒有設定不供餐，即為應上線學校 

(若已設定不供餐，卻有上傳菜單，即列入應上線校數計算) 
   

   

(二) 【完整率計算】 

學校每日完整率(%) = (登打完整項目/登錄菜色數) x 100% 

每月完整率(%) = 當月學校平均每日完整率(% 
   

定義： 

登打完整項目 = 學校有上傳菜色，並有上傳「食材」、「供應商」、「製造商」、「進貨

日期」，即判定為資料登打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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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0年 10、11月份餐飲衛生稽查紀錄表 

項目 餐廳商家 建議修改事項 

改善情況 

已改善 持續追蹤 

一 麥番樂 

1. 員工食用食品及飲水容器需專區放置  V 

2. 冷凍庫食品分類放置需加強改善  V 

3. 分裝食品應標示有效期限  V 

4. 餐具外觀清潔度需再加強  V 

二 路易莎 

1. 入庫食品標示、定位等管理需再加強  V 

2. 食品應分類放置且依食品風險由低到高順序放置  V 

3. 烹調區應與員工辦公室有效區隔，且上方勿放置 

非食品相關物件，避免異物掉入食材中 
 V 

4. 製備熟食食物手套勿再接觸食物以外物品  V 

5. 開封食品需完全覆蓋或密封封口  V 

三 熊本村 

1.食品應分類放置且依食品風險由低到高順序放置  V 

2.餐具外觀清潔度需再加強  V 

四 
新饌 

實習餐廳 

1. 冰箱需做冰箱溫度登記  V 

2. 入庫開封食材需做標示  V 

3. 食品存放應按照食品風險由低至高依序放置， 

以避免食物汙染。 
 V 

4. 清潔劑需做專區管理  V 

五 烘焙房 

1. 冰箱需做溫度記錄  V 

2. 分裝食品應標示有效期限  V 

3. 食品存放應照食品風險等級依序存放  V 

六 得園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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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餐具清潔度稽查紀錄表及油炸油稽查結果表(110年 11月份) 

1.餐具清潔度稽查紀錄表(麥番樂、熊本村、得園、路易莎、新饌實習餐廳共 5家商家) 

 

  



7 

 

2.油炸油稽查結果表(麥番樂、得園、新饌實習餐廳共 3家) 

 

  



8 

 

附件四：餐飲衛生講座成果（110年 12月 02日） 

 
長官開場 

 
講師授課情形 

 
講師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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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餐飲衛生講座講義資料（110年 12月 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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