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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菜單

午餐供應廠商菜單

輔導區營養師審查

菜單審核建議結果

各級學校
(於契約範圍內，本權責依營養師建議修正菜單)

週菜單

備註一、輔導區營養師菜單審核結果以電子郵寄回覆的時間：
1.月菜單：每月25日前請輔導區營養師以電子郵件回覆，遇假日則提前。
(正本給午餐承辦人員、副本給校長)
2.週菜單：當週星期三下午4時前請輔導區營養師以電子郵件回覆。
(正本給午餐承辦人員、副本給校長)
備註二、輔導區營養師審查完成的菜單建議表，請學校逐級核章、留存備查，作為午餐考核依據。

送審菜單內容需載明「用餐人數」、「食材名稱」、「營養分析」及「各食材總(重)量或份數」。

學校應先行審視下月供應菜單，再
將修改完畢之「月菜單」每月20日
上午12時前電子郵寄給輔導區營養
師，若遇假日應提前送審。(正本
給營養師、副本給校長)

學校應先行審視下週供應菜單，再

將修改完畢之「週菜單」每週二下

午2時前電子郵寄給輔導區營養師

(正本給營養師、副本給校長)

依菜單內容供應

學校送菜單以「月菜單」為主 學校送菜單以「週菜單」為主

有建議事項 無建議事項

101年5月4日發文



午餐菜單
審查

送審菜單需載明…

用餐人數

食材名稱

各食材總(重)量或份數

廢棄率、包冰率

營養分析



午餐菜單
審查





102年公佈於國教署學務校安組網頁(持續更新)
http://203.68.64.40/six/main/hsub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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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育部公告
「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



學校午餐每日食物內容
學校午餐每日食物內容目標值

食物種類 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
全穀根莖類 4.5份/餐【階段值5 份/餐】 5份/餐【階段值5.5份/餐】

未精緻1/3 以上
(包括根莖雜糧：如糙米、全大麥片、全燕麥片、糙薏仁、紅豆、

綠豆、芋頭、地瓜、玉米、馬鈴薯、南瓜、山藥、豆薯等)

全穀根莖類替代品(甜不辣、米血糕等)，
不得超過2 份/週

乳品類(低脂) 每週供應 3 份【階段值：每週供應1 份】
豆魚肉蛋類 2 份/餐 2 份/餐【階段值：2.5 份/餐】

豆製品2 份/週以上，包括毛豆、黃豆、黑豆或其製品
(如豆腐、豆乾、干絲、百頁、豆皮)

魚類供應至少1 份/週【階段值：2份/月】

魚肉類半成品(各式丸類、蝦捲、香腸、火腿、熱狗、重
組雞塊等)，供應不得超過2 份/週

蔬菜類 1.5份/餐 2 份/餐

(深色蔬菜必須超過0.5 份) (深色蔬菜必須超過2/3 份)

水果類 1 份/餐【階段值：每週供應2 份(1 份/餐)】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2 份/餐 2.5 份/餐8/23/2018 11

教育部公告學校午餐食
物內容及營養基準」



學校午餐每日食物內容
學校午餐每日食物內容目標值

食物種類 國中 高中(男) 高中(女)
全穀根莖類 5.5份/餐

【階段值6.5 份/餐】
6.5份/餐

【階段值7.5份/餐】
4.5份/餐

【階段值5.5份/餐】

未精緻1/3 以上
(包括根莖雜糧：如糙米、全大麥片、全燕麥片、糙薏仁、紅豆、綠豆、芋頭、

地瓜、玉米、馬鈴薯、南瓜、山藥、豆薯等)

全穀根莖類替代品(甜不辣、米血糕等)，不得超過2 份/週

乳品類(低脂) 每週供應 3 份【階段值：每週供應1 份】
豆魚肉蛋類 2.5 份/餐 3 份/餐 2份/餐

豆製品2 份/週以上，包括毛豆、黃豆、黑豆或其製品
(如豆腐、豆乾、干絲、百頁、豆皮)

魚類供應至少1 份/週【階段值：2份/月】

魚肉類半成品(各式丸類、蝦捲、香腸、火腿、熱狗、重
組雞塊等)，供應不得超過2 份/週

蔬菜類
2份/餐

2 份/餐
【階段值：2.5 份/餐】

2 份/餐

(深色蔬菜必須超過2/3 份)

水果類 1 份/餐【階段值：每週供應2 份(1 份/餐)】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2.5 份/餐

【階段值：3份/餐】
3 份/餐 2.5 份/餐8/23/2018 12

依據教育部公告「學校午
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



學生午餐菜單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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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1)…

營養分析

•熱量與醣類、脂肪、蛋白質是否
合乎學生需求

•食材供應份量是否足夠

•校園營養師可協助確認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1)…

學校午餐每日食物內容目標值

食物種類 國中 高中(男) 高中(女)
全穀根莖類 5.5份/餐

【階段值6.5 份/餐】
6.5份/餐

【階段值7.5份/餐】
4.5份/餐

【階段值5.5份/餐】
豆魚肉蛋類 2.5 份/餐 3 份/餐 2份/餐
蔬菜類 2份/餐

【臺中市1.5 份/餐】
2 份/餐

【階段值：2.5 份/餐】
2 份/餐

(深色蔬菜必須超過2/3 份)

油脂與堅果
種子類

2.5 份/餐
【階段值：3份/餐】

3 份/餐 2.5 份/餐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2)…

未精緻主食類(全穀雜糧類)

•每週至少供應3次

•建議:每餐供應全穀份量達1/3主食量

白米:糙米(含燕麥)= 1:2 白米:糙米=1:5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2)…

全穀雜糧類
全穀類
糙米、小米、紫米、燕麥、蕎麥…

根莖類
地瓜、南瓜、芋頭、山藥、馬玲薯、蓮藕…

種子/果實類
玉米、綠豆、紅豆、皇帝豆、栗子、菱角…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3)…

每週蔬菜份數

•國小至少120克/天

•國中至少150克/天

學校午餐每日食物內容目標值

食物種類 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 國中 高中(男) 高中(女)

蔬菜類

1.5份/餐 2份/餐 2份/餐 2 份/餐
【階段值：2.5 份/餐】

2 份/餐

(深色蔬菜必須超過2/3 份)

102年 教育部「學校午餐
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

蔬菜1份=100公克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3)…
6/5 管筍8+紅蘿蔔0.5

+空心菜11+小白菜2
+金針菇1+秀珍菇1
+紅蘿蔔0.5=24kg
24kg*1000/120人=200g/人

6/6 有機蚵白菜11+紅蘿蔔0.5
+高麗菜2+木耳絲0.5
+紅蘿蔔0.5+洋蔥2=16.5kg

16.5kg*1000/120人=137.5g/人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3)…

每週蔬菜份數

•國小至少120克/天

•國中至少150克/天

蔬菜 100公克/人(28人/班)蔬菜 80公克/人 (28人/班)蔬菜80公克/人(28人/班) 蔬菜100公克/人(30人/班)
100公克/份/人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4)…

每週深色蔬菜供應…

•定義: 紅、黃、綠、紫、黑色蔬菜…

•供應3次/週；>80克/天

深綠色蔬菜:油菜、青江菜、莧菜、地瓜葉、茼蒿、菠菜、

A菜、大陸妹、小松菜、空心菜、芥藍菜…

紅色蔬菜: 紅椒、蕃茄、 胡蘿蔔…

黃橘色蔬菜: 玉米、地瓜、南瓜、黃椒…

紫色蔬菜: 茄子、紅鳳菜、紅杏菜…

黑色蔬菜: 木耳、紫菜、海帶…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4)…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5)…

每週甜湯供應…

•以天然食材為主，勿添加冰塊

•供應≦1次/2週

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 兒童/成
人每日精製糖每日攝取量<10%總熱
量(50公克以下)；若預防肥胖/慢
性病建議控制在<5%(25公克以下)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6)…

每週油炸次數…

•供應≦1次/週

•過油不算

蘋果派
(烤? 炸?)

薯條
(烤?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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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6)…

每週油炸次數…

•供應≦1次/週

•過油不算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7)…
每週加工、半成品供應次數…

•主食類供應 ≦ 1次/週

•其他製品 < 2份/週

…



午餐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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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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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7)…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8)…
蔬食日

•蔬食日建議: 1次/週 低碳、環保、愛護地球

•可使用蔥、薑、蒜、韭…等植物辛香料調味

•增加蔬菜及黃豆類植物蛋白質攝取

•減少素食加工品使用(麵輪、角螺、麵筋…)

•建議使用蛋類，以增加蛋白質食物份數供應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9)…
其他創意

•在地食材使用

•對視力保健有益菜單

•高鈣食譜

•堅果入菜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10)

營養師菜單總建議:

•營養均衡及食物份數是否足夠

•食材選用是否恰當

•油炸或加工品供應次數

•其他…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建議表



午餐菜單
審查

學校午餐菜單注意事項…
增加生鮮魚類供應

•少油炸、多蒸煮滷

•少用海鮮加工品(丸類、蝦捲、黑輪、魚餃…)

避免使用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加工品

•香腸、熱狗、火腿、雞塊…

•卡啦雞腿排、甜甜圈、派、糕點麵包..

避免即食性食品

•烤鴨、叉燒肉…

•壽司、餐包、蛋糕…

可開立應景的菜色

•端午節: 粽子、冬至: 湯圓、清明節: 春捲



午餐菜單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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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感謝~
賴厝國小 王愉君營養師
內埔國小 許桂華營養師
黎明國中 許芸禎營養師
黎明國小 黃雅慧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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