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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萬美玲、翁重鈞、楊瓊瓔、鄭正鈐等 20 人，鑒於學
校午餐辦理多年至今仍無專法，相關規定僅在學校衛生法等
，實有不足，且目前學校午餐辦理，亦因各地財政、城鄉差
距等不同，造成各縣市午餐辦理政策多頭馬車一國多制，監
察院更於 108 年提出調查報告，直指：「教育部每年編列新
台幣 21 億元補助弱勢學生營養午餐，惟各縣市學校囿於預算
編列及採購制度，難以顧及偏遠學校經費需求及低價食材安
全問題，致政策不彰、學生餐食質量堪慮。」因此建置更完
善且具體之學校午餐制度並制定專法確有必要，爰擬具「學
校午餐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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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條例草案總說明
學校午餐辦理多年至今仍無專法，相關規定僅在學校衛生法等，實有不足，且目前學校午餐
辦理，亦因各地財政、城鄉差距等不同，造成各縣市午餐辦理政策多頭馬車一國多制之情形，監察
院更於 108 年提出調查報告，直指：「教育部每年編列新台幣 21 億元補助弱勢學生營養午餐，惟
各縣市學校囿於預算編列及採購制度，難以顧及偏遠學校經費需求及低價食材安全問題，致政策不
彰、學生餐食質量堪慮。」因此建置更完善且具體之學校午餐制度並制定專法確有必要，爰擬具「
學校午餐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條例之適用對象。（草案第三條）
四、主管機關辦理學校午餐之目標。（草案第四條）
五、學校午餐供餐原則及方式、尊重學生飲食需求、獎勵學校設置獨立用餐空間。（草案第五條）
六、學校午餐收費及相關補助原則（草案第六條）
七、學校午餐業務單位、營養師人力要求及負責工作、職責。（草案第七條、第八條）
八、各級主管機關應成立學校午餐相關權責單位及學校辦理午餐之專責單位成員組成方式。（草案
第九條）
九、雇用廚工適用勞基法、廚工資格、人數等規範。（草案第十條）
十、學校午餐之採購及契約內容規範。（草案第十一條）
十一、學校午餐之食材選擇規範。（草案第十二條）
十二、學校午餐之檢驗規範。（草案第十三條）
十三、學校午餐食材源頭管理及資訊。（草案第十四條）
十四、學校午餐帳務管理。（草案第十五條）
十五、學校辦理午餐優劣之獎懲規範。（草案第十六條）
十六、學校供應經歷弱勢學生或住宿生之早、晚餐準用本條例。（草案第十七條）
十七、本條例施行後，學校衛生法未與本條例不一致之條文不再適用。（草案第十八條）
十八、本條例之施行細則及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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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為提升國民中小學學校午餐（以下簡

說

明

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稱學校午餐）供餐品質，培養學生健康飲食
觀念及珍惜食物之生活教育，奠定國民健康
基礎，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
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

部；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
簡稱地方主管機關）。

一、明定本條例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
二、明定本條例如涉及各部會主管業務時，亦
應配合辦理。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業務時，各該機關應配合辦理。
第三條 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及各該
主管機關，應依本條例規定，辦理學校午餐

明定本條例適用對象為國民中小學。

工作。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致力完善學校午餐之辦理

明定主管機關對學校午餐之辦理目標。

，以達成下列目標：
一、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膳食。
二、促進城鄉學校午餐供應帄衡。
三、培養學生健康飲食觀念及珍惜食物之生
活教育。
四、教育學生對國內農業、各地方傳統飲食
及各國飲食文化之認識，以養成對土地、
生命、自然、食物之尊重及環境保護之概
念。
五、加強國內農業與學校午餐供應之連結，
推展在地食材之運用。
第五條

學校午餐，以學校自設廚房供餐為原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學校午餐應以自設廚房為

則；必要時，得由鄰近學校供餐或外訂盒（
桶）餐方式辦理。

原則，惟考量部分學校校地、資源等因素
，無法自設廚房時，得由鄰近學校建立聯

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偏遠或非山非市地
區學校辦理學校午餐，並得視需求輔導區域

合供餐廚房或外訂盒（桶）餐方式辦理。
二、本條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偏遠

內鄰近學校建立聯合供餐廚房。
各該主管機關應鼓勵及補助學校自設廚

或非都會區學校辦理午餐，並輔導該地區
學校建立聯合供餐廚房。

房供應午餐；其補助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
該主管機關定之。

三、本條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應補助鼓勵學校
自設廚房。

學校供應午餐，應尊重學生不同飲食需

四、本條第四項明定學校應尊重不同學生飲食
需求。

學校得以餘裕空間，設置獨立用餐空間

五、本條第五項明定學校如自設獨立用餐空間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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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獎勵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
定之。

，應予以獎勵。

第六條 學生除有正當理由外，應參加學校午
餐；學生午餐費應本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學

一、考量國中小學生正處於發育期，應攝取營
養且適量之飲食，此亦為本法之立法目的

校納入代收代辦費向學生收取，或由各該主
管機關補助；其收費機制及費額，由各該主

之一，爰於本條第一項明定學生除有其他
正當理由外，皆應參加學校午餐，且採使

管機關定之。
學校教職員參加學校午餐者，比照學生

用者付費原則，並授權各該主管機關訂定
相關收費及補助之相關規定。

收費。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地方財力級次、學校

二、本條第二項明定學校教職員如參加學校午
餐，其相關收費標準比照學生。

地理位置、供餐模式，補助地方主管機關辦
理學校午餐相關經費及弱勢學生午餐費。

三、本條第三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各地
方財政、地域等因素，給予學校辦理學校

各該主管機關因應山地、偏遠及離島地
區學生午餐之需要，除補助學校辦理午餐經

午餐之補助。
四、本條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因依山地、偏遠

費外，應會同農業主管機關協助在地食材供
應事宜；其補助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該主

及離島地區需要，協助在地食材供應，各
該主管機關亦應訂定相關補助辦法或自治

管機關定之。
各該主管機關及學校得依公益勸募條例

法規。
五、本條第五項明定學校辦理午餐，得依照公

及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規定，接
受民間團體或個人捐贈學校午餐經費。

益勸募條例及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
條例之規定，接受捐贈。

前五項所定代收代辦費、補助款、捐贈
款應專款專用管理之。

六、明定本條前五項所收代辦費、補助費、捐
款等，皆應以專款專用原則管理。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並置
營養師若干人，辦理學校午餐業務。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
單位及專業營養師，負責辦理學校午餐業

學校應指定專責單位，並置午餐執行秘
書，由學校教職員或營養師兼任，負責食材

務。
二、本條第二項明定學校午餐應由專責單位，

登錄及規劃、設計、推動學校午餐等工作。
前項午餐執行秘書若為教師兼任，學校

並且設置午餐執行秘書，負責規劃、設計
、推動學校午餐。

應依規定減少授課節數，其相關規定，由主
管機關定之。

三、本條第三項明定學校午餐執行秘書若為教
師兼任，應減少其授課時數，並由主管機
關制定相關標準。

第八條

學校供應午餐或聯合數校供餐，班級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校園設置營養師人數標準

數二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六
十班以上者，增加營養師員額一人；班級數

。
二、本條第二項明定校園營養師職責。

未達二十班之學校，應跨校聯合聘任營養師
，其設置標準由地方主管機關考量學校校數

三、本條第三項明定如學校營養師須請長假，
應聘具營養師資格者代理。

、班級數及分布距離定之。
前項營養師職責如下：
一、針對各年齡層學生營養需求，設計飲食
規劃。
二、學校飲食衛生安全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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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膳食管理及執行。
四、學校健康飲食教育之規劃與實施。
五、個別對象之營養衛教及健康諮詢。
前項營養師業務應由營養師親自執行，
如營養師長期請假，應聘具營養師證照之代
理人執行。
第九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組成學校午餐輔導會
，負責規劃制定學校午餐合理之定價機制及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各縣市政府應組成學校午
餐輔導會及其相關職責。

相關事項之規範，並輔導、考核及獎懲學校
辦理午餐相關業務。

二、本條第二項明定學校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
會，並確保成員中，學生家長占有一定比

學校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或相當性質
之組織，其組成、評選、供應及迴避原則，

例。
三、本條第三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會同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其成員組成，現任家
長應占四分之一以上。

地方主管機關稽查學校午餐辦理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會同直轄市、縣（
市）政府稽查學校午餐辦理情形並派員訪視
；其稽查項目、校數等執行方式由主管機關
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
第十條 學校自辦午餐者應依勞動基準法雇用
廚工；廚工之資格條件、人數及工作管理，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明定學校自辦午餐應依勞基法之相關
規範聘用廚工。
二、廚工之任用資格、人數及管理，考量各地
區學校情況各有不同，爰授權各地方政府
自行訂定。

第十一條

學校辦理午餐之採購，應依政府採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學校午餐之採購應遵循政

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學校對午餐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

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
二、本條第二項明定學校不得對午餐廠商有差

別待遇，或要求午餐廠商，提供支應學校活
動或措施所需之經費等不當行為或回饋。

別待遇，或是要求其支應學校活動等不當
利益或回饋。

學校應參考學校午餐採購契約書範本與
供應業者簽訂書面契約，所簽訂書面契約，

三、本條第三、四項參照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
條之三第一、第二項條文，明定學校與午

應留存學校保管供相關單位查核。
前項學校午餐採購契約書參考範本，由

餐廠商之契約應參考中央主管機關制訂之
契約範本。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學校午餐菜單設計，應依據中央主

一、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參照現行「學校衛生

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
提供學生均衡營養之餐食。

法」第二十三條條文，確保學校午餐達到
營養均衡。

學校午餐，應提供蔬食餐之選擇。
第一項學校午餐其食材應採用中央農業

二、因應政府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為確保
學生食品安全，爰於本條第三項明定學校

主管機關認證之本國優良農業產品，並以在
地優先為原則。

午餐食材必須使用本國農產品，並於第四
項明定學校午餐所使用之本國食材，不得

前項農業產品禁止使用含乙型受體素、

含有乙型受體素、基因改造之生鮮食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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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造之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
第十三條

其初級加工品。

學校應加強廚房之衛生管理。

一、本條第一至第五項參照學校衛生法第二十

各級主管機關或學校應辦理前項設施相
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習。

二條規定，明定學校午餐相關人員必須維
持相關衛生訓練、進修，確保相關衛生知

學校廚房管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

識可以與時俱進，各級主管機關也應定期
查驗。

準則。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立餐飲衛生

二、本條第六項明定學校如採外訂盒（桶）餐
，其廚房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

自主管理機制，落實自行檢查管理。學校每
週應至少檢查學校廚房一次，並予紀錄；其

規定。
三、本條第七項明定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

記錄應保存三年。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及衛生主

之管理及設置、相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
修及研習與督導項目、方法、稽查及其他

管機關定期抽查學校餐飲衛生，每學年至少
一次，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
學校午餐採外訂盒（桶）餐方式辦理者
，其廚房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相關規定。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之管理及設置
、相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習與督導
項目、方法、稽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四條

各該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至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系統帄臺登載當日供餐之主食
材原料、品名、供應商等資訊。

本條明定學校及食材供應廠商，應落實食品溯
源機制，讓學校午餐資訊透明化。

供應學校午餐之廠商，應至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系統帄臺登載食品相關資訊。
學校設有廚房並自行製備餐食者，應由
學校或供應商至前項帄臺登載食品相關資訊
。
前兩項食品相關資訊由廠商或供應商登
載時，學校應負督導之責。
第十五條

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專戶，其收支

本條參照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三項條

帳務處理，依會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收支
明細應至少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之

文，明定辦理學校午餐應成立專戶，且相關收
支必須透明化。

。
第十六條

各該主管機關對所轄學校辦理午餐

本條參照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七條，明定對於午

優異者，應予獎勵；辦理不善者，應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情節重大者，由各該

餐辦理優劣者，應各給予獎勵及懲處，其獎懲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議處；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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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前項獎懲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學校供應經濟弱勢學生之早、晚餐
，及設有宿舍供應住宿生早、晚餐者，準用
本條例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條明定學校有供應早、晚餐予經濟弱勢學生
或住宿生者，其相關辦理標準應準用本條例之
規定。

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

為避免本條例與學校衛生法有關午餐規定重疊

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十三條之三
及第二十七條有關國民中小學午餐之規定，

，爰於本條明定本條例施行後，學校衛生法中
有關學校午餐辦理之規定不再適用。

自本條例施行日起，不再適用。
第十九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本條授權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施行日期。

定之。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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