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德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膳食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05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 A308 會議室
主持人:學務長顏世慧
紀錄：許瑞蘭
出席人員：顏學務長世慧、鄭副學務長國華、事務組林組長英豪、生活輔導組邢組長鼎
賢(蔡福記教官代)、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傅組長亞娸、健康促進中心魏主任正、設計
學院張宗祐老師、張慈芬同學（管理學院學生代表）
、柯昱辰同學（資訊學院學生代表）、
盧家鈴同學（設計學院學生代表）
、黃宥翔同學（應用社會學院學生代表）
、陳翊方同學
(宿委會學生代表)、金旻叡同學(學生會學生代表)。
列席人員：總務處事務組林品吟、壹軒樓餐廳業管施祖峰、統一美食廣場業管李鴻如、
參嵐樓餐廳業管潘翠佳。
請假人員：宋總務長鴻麒、唐瑞芬老師、許丕忠老師、柯乃華老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106 年 11 月 16 日)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目

案由

雖然現在校內廠商都有食物檢體留
第1案

第2案

第3案

存備驗機制，但是如果各系所在辦
理大型活動時，學生們會訂購大量
餐點，如何保障師生用餐安全?

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
1.本中心於大型集會活動、導師會議以及社
團負責人集會活動中，進行食物中毒預防以
及餐飲衛生相關之概念宣導，維護師生用餐
之安全。
2.利用網路校務資訊系統，進行全校性食物
中毒預防以及餐飲衛生相關之觀念宣導，以
維護師生用餐之安全。

同學代表提出橫山基地「59 號咖啡 與研發處業管單位溝通協調後，自 106-2 學
文創館」，不知該館是否有列入校方 期開始，已將該櫃位納入衛生稽查輔導管
衛生管理中，如果沒有，是否有其 理。
他衛生管理機制以確保學生用餐安
全?
同學代表提出在統一商場內有導入 統一商場於 106-2 學期開始，除了禾園以
外，其餘皆可使用一卡通消費。
icash2.0 的設備，所以可以使用
icash 以及悠遊卡消費，但是卻無法
使用與學生證結合之一卡通消費，
不知道未來是否有規劃會將一卡通
納入消費範圍，或是廠商有無法執
行該服務之因素?

第4案

同學代表提出在壹軒樓素食部份，
有同學反應不敢去購買，因為不清
楚該櫃位烹煮的器具是否有確實單
純素食使用，以及是否有規劃分區
置放，再麻煩一宿廠商釐清。

於 106.11.17 事務組協同健促中心人員至
該櫃位查檢，確認廠商素食料理工具為單純
素食使用。

參、 工作報告
報告一、餐飲廠商現況。
說明：1、106-2 學期本校餐飲廠商共計 31 家廠商
2、貳姿樓及圖資大樓櫃位委託由統一集團管理，共計 13 櫃位；其餘 18 家
廠商由本校事務組及健康促進中心共同管理。
《106-2 學期本校餐飲廠商共計 31 家廠商》

位址

福利社(3)

餐飲名稱

佐私茶飲料店

貳姿樓-7-11

活力早餐

叁嵐樓-寶強商行

八車(果汁)

大西牛冷飲

福記滷味

菜根香自助餐

萬家福(鍋燒拉麵)

八方雲集

貳姿樓
統一商場(11)

禾園
炒翻天

台越美食

飯谷食堂(簡餐)

冠品屋

華膳亭(麵類)

福榮食堂

小阿姨

冬冬美食

排義排

吃早餐BAR

蟹老闆美食三店

圖資大樓(1)

FUN卡曼(複合式餐飲)

文薈館(1)

With me 咖啡吧

橫山基地(1)

59號咖啡文創館

味難忘早餐
叁嵐樓(5)

餐飲名稱

壹軒樓-重感情

蓋世英雄食府(素食)
壹軒樓(9)

位址

樹德超涼亭冷飲
姐姐麵館
八角亭自助餐

報告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餐飲衛生稽查工作報告。
說明：
※每週不定期進行餐飲衛生稽查工作。

評分項目依 106.07.13 教育部來文更改為：
(1)作業場所衛生管理
(2)從業人員衛生管理
(3)洗手設施
(4)食品及其原料之驗收、處理及貯存
(5)食品製備及供膳衛生管理
(6)用餐場所及用餐盛具衛生管理
(7)校園食材登錄平臺。
若有不合格情形則要求廠商限期改善，如複檢仍未改善，則依合約罰則處理。
※稽查人員分為：
(1)稽查小組及業務承辦人→每週一次不定時
(2)委外營養師→每學期 3 次
(3)委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每學期 1 次
※106-1 校內餐飲稽查常見缺失如下：
(1)食材放置地上，應離地 5 公分以上。
(2)調理檯面光線不足。
(3)茶葉製造日期原廠標示錯誤-with me 咖啡(標示未來日期)。
(4)應使用有非基改豆類證明之食材。
※每日餐廳食物檢體留存備驗
(1)依據「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法」第 9 條規定：採非盒餐
供餐者，每餐供應之菜式，屬高水活性、低酸性之菜餚應至少各保留一份。
保留之食品應標示日期、餐別，至於攝氏七度以下，冷藏保存四十八小時
以備查驗。
(2)各餐廳留存備驗餐點檢體，每週一至週五 11：30 及 17：00 前，送至健康
促進中心有專設檢體冰箱留存備驗。
(3)要求廠商簽名記錄，並每月記錄呈核備存。
※校園食材登錄平台~登錄情形
(1)為落實食安管理，教育部於 104 年 1 月 29 日與衛生福利部會銜修正發布「學
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該辦法第 9 條規定供售學校食
品之廠商，應至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登載當日供餐資訊。
(2)總務處配合納入廠商合約管理：
依據~樹德科技大學餐廳衛生管理實施要點第十四項(二)食品衛生第 12 點~
為推動教育部之「校園食材登錄系統」作業，廠商須配合執行辦理，於每日
下午 2 點以前完成登錄，未完成者，罰款新台幣 1,000 元。
(3)業管單位每週會定期登錄查核並記錄，未依規定執行者，經勸導後未改善
者，依合約罰鍰。

報告三、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餐飲系列活動。
說明：

1.本學期執行經費共計 56,761 元。
2.本學期辦理校園餐飲衛生安全系列活動內容如下：
活動項目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健康飲食大補帖

107 年 5 月 2 日
107 年 5 月 3 日

1.各類食品營養相關海報展示。
2.食物模型展示。
3.健康營養諮詢。
4.闖關遊戲

校園餐廳評比

107 年 5 月~6 月

校內餐飲品質問卷網路調查評比，針對各餐飲廠
商進行餐廳環境、服務態度及餐點之滿意度調
查，並將評比結果公告周知。

歡慶端午~健康享

107 年 6 月 12 日

★健康飲食新知講座

粽

★彩繪立蛋教學
★DIY 彩繪立蛋
★活動有獎徵答

健康飲食宣導

107 年 4 月~6 月

製作健康飲食相關海報，於校園內各棟大樓出入
口明顯處張貼宣導，營造優質健康之用餐環境。

肆、臨時動議：
一、住服組亞娸組長：有國際學生詢問，因為他們習慣味難忘早餐店的口味，不知道
是否可以讓該廠商販賣午餐以及晚餐的相關餐點?
事務組英豪組長回覆：
1.廠商合約都有規範該櫃位販賣之餐點屬性，為保障其他廠商權益，不可擅自
更改販賣之餐點。
二、學生會代表金旻叡同學：學生會有針對全校學生進行校園生活滿意度問卷調查，
在膳食部份，學生們有下列 6 點問題，希望能在會議中提出討論。
(一)有同學希望可以加強學校餐廳的清潔衛生管理，建議可以在櫃位或學校的相
關平台公開稽查的結果。
事務組英豪組長回覆：
1.希望同學提供建議時，可以明確提出哪個櫃位需要加強衛生管理，以利學校
在執行上有明確的目標可以改善問題。
健康促進中心回覆:
1.每學期 SGS 稽查後，合格的櫃位會發給合格證書，並請廠商張貼在櫃位前以提
供給師生參酌。
2.本中心會再加強督導各廠商之餐飲衛生作業。

(二)有同學反應三宿味難忘早餐偏貴，而且價格不一，一樣的餐點，有些同學付
款金額不同。
事務組英豪組長回覆：
1.總務處會再與廠商溝通協調，請廠商統一固定價格。
(三)目前只有貳姿樓餐廳可以使用電子票劵，是否可以推廣至壹軒樓以及叁嵐樓
餐廳使用，讓師生在用餐付款時更為便利?
事務組品吟回覆：
1.國稅局規定每月營業額超過 20 萬之商家才應需開立發票。
2.貳姿樓餐廳因是統一集團管理，故必須開立統一發票，若推廣全餐廳，勢必
會增加廠商營業成本，考量除了會增加招商的困難度之外，亦恐廠商會將這
成本反映在販賣的價格上，影響更多師生的荷包，故暫不會考慮於其他餐廳
使用電子票劵。
(四)同學反應貳姿樓商場外廊廣告單張貼混亂，有活動過期很久的仍未撤下，疏
於管理。
事務組英豪組長回覆：
1.會請統一商場以及打掃公司協助加強巡視管理。
(五)同學反應食物販賣種類太少，建議可以多增加西式餐點、零食小點類之櫃位。
事務組英豪組長回覆：
1.學校現在含超商總共有 31 家廠商進駐，於壹軒樓餐廳仍有 3 個空櫃位未滿招。
2.未來招商時會考量同學們的需求，增加西式餐點、零食小點類之商家。
(六)因應無紙化的時代，建議統一商場是否能讓師生可以選擇電子發票，不需列
印出實體發票。
統一商場代表回覆：
1.會再與總公司協調，讓學校與校外商場同步可以進行電子發票載具。
三、宿委會代表陳翊方同學：有學生反應這學期在統一商場內發現有櫃位餐點漲價，但
是餐點食材卻縮水!
學務長回覆：
1.請同學在反應事件時，可以明確說明哪個櫃位，讓相關業管單位有所依循。
2.再請統一商場協助向所屬廠商宣導相關問題，以維護師生之權益。
四、宿委會代表陳翊方同學：現在教育部規定最低工讀金為 140 元/小時，有學生反應
在學生餐廳工讀，仍有 100 元/小時的工資，請學校可以協助保障學生的打工權益。
事務組英豪組長回覆：
1.總務處會協助向餐廳廠商宣導，最低工資應符合法規規定，若同學知道有哪間
廠商不符合規定，請來總務處反映，學校會協助處理。
學務長回覆：
1.是否請提出的同學說明是哪一個櫃位，如果不方便在會議提出，可以請同學來
學務處說明，學務處可以協助與廠商協調。

伍、主席提示：
一、學生會進行的校園生活滿意度調查之問題，是否可以比照全校師生座談會，先將
問題在會議之前給業管單位，除了可以立即處理，亦可以在會議上請業管單位回
覆處理情形。
二、請同學反應問題時，可以提供櫃位名稱以及發生的時間，以利業管單位在執行上
有明確的目標可以改善問題。
陸、散會(1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