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臺南市學校午餐採用國產 

可追溯生鮮食材說明會議資料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12月 



110年度臺南市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說明會議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因應美豬(牛)進口，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

食材經費支用要點之重大修正說明。 

（二）有關美豬(牛)產地來源標示之原則說明。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輔校安科 

(二)協辦單位：臺南市立大成國中、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小。 

三、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國民中小學自辦及團膳學校業務承辦人必須參加。 

(二)供應本市所屬各校餐點之團膳公司。(因應場地限制，請優先參加第一場次

-大成國中為主) 

四、辦理場次、時間、地點及區別： 

註： 

1.因應善化區大同國小場地僅提供176人座位，請依規劃區域到場。 

2.因故當天不能出席需更換場次者，請於109年12月21日前告知承辦王小姐

(06)2991111分機8729；網電99514。 

場次 時間 地點 參加區別 

第一場 

109年12月23日

(星期三) 

下午2點至4時 

南區大成國中 

3樓演藝廳 

台南市南區大成里10

鄰西門路一段306

號；(06)2630011 

(一)本市（20區）：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區、安

南區、安平區、仁德區、歸仁

區、關廟區、龍崎區、永康區、

新化區、新市區、安定區、七股

區、南化區、左鎮區、山上區、

玉井區、楠西區 

(二)團膳業者。 

第二場 

109年12月24日

(星期四) 

下午2點至4時 

善化區大同國小 

2樓視聽教室 

臺南市善化區六德里

1鄰六分寮200-1號；

(06)5837352 

本市（17區）： 

善化區、麻豆區、下營區、六甲

區、官田區、大內區、佳里區、

西港區、將軍區、北門區、學甲

區、新營區、鹽水區、白河區、

柳營區、後壁區、東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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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程表： 

(一)第一場：南區大成國中3樓演藝廳 

(二)第二場：善化區大同國小2樓視聽教室 

註：請大成國中團隊及善化大同國小團隊協助場地提供(投影機、電腦、麥克風、

現場長官桌椅6位)、交通及場地指示牌、簽到區 

六、其它注意事項： 

(一) 本項活動屬必須參加性質，出席人員得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 因應業務推動，本說明會議為必須參加，免報名。 

(三) 車位有限，請盡量共乘，另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講）人 

13:30~14:00 報到 本府教育局 

14:00~14:05 長官致詞 本府教育局 

14:05~14:40 使用國產豬(牛)肉標示說明 本府教育局 

14:40~15:20 三章一 Q的經費調整說明 本府教育局 

15:20~15:40 綜合座談 本府教育局 

15:40 賦歸 本府教育局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講）人 

13:30~14:00 報到 
本府教育局 

14:00~14:05 長官致詞 本府教育局 

14:05~14:40 使用國產豬(牛)肉標示說明 本府教育局 

14:40~15:20 三章一 Q的經費調整說明 本府教育局 

15:20~15:40 綜合座談 本府教育局 

15:40 賦歸 本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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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國產豬(牛)肉 

驗收、標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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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國產豬 (牛 )肉
驗 收 、 標 示 說 明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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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及罰則

依據學校衛生法第23條規定，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
機關認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並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
工品。

本局109年12月8日南市教安（二）字第1091489317號函修正團膳契約第8
條及第17條，同年月14日南市教安(二)字第1091506793號函請自辦午餐學
校比照團膳契約修正重點，修訂相關食材採購規範與罰則。

1.第8條第34款第2目：肉類與蛋類一律採用國產在地具CAS台灣優良農產品
標章或產銷履歷農產品（TAP）標章，或國產生鮮豬肉追溯、國產生鮮禽肉
溯源、台灣雞蛋溯源或國產洗選鮮蛋溯源之產品；肉類加工（再製）品，應
採用「肉品原料來源」為國產在地之優良產品。

2.第17條第1款：廠商有混充或假冒供貨不實情節，加重罰則，明訂缺失記點
違約金額度及暫停供餐或終止契約事宜。

應使用國產肉品規定

3

法規依據及罰則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5 條規定略以：「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直接供應飲食
之場所，就其供應之特定食品，要求以中文標示原產地及其他應標示事
項…..」。

另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食品之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原
產地標示規定問答集」
1. 餐廳、小吃攤等飲食場所如何標示豬肉原料之原產地（國）？(参、直接供應飲食場所-Q1)

各式餐廳、自助餐飲業…..及中央廚房、團膳工廠、各級學校廚房等皆屬直接供應飲食
場所，供應的食品如使用豬肉或豬可食部位為原料，皆需標示其原料原產地。

2. 如果沒有標示豬肉原料原產地，會有罰則嗎？(壹、共同項目-Q17)

如業者未依食安法第 22 條及第 25 條規定標示者，處新臺幣 3 萬至 300 萬元。標示不
實者，依違反食安法第 28 條規定，處新臺幣 4萬至 400 萬元。

應落實標示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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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驗收

5

豬肉原產地標示範例

因應「學校肉類加工（再製）
品，應採用『肉品原料來源』
為國產在地之優良產品。」。
採購非3章1Q食材請認明外包
裝原產地標示。

採購3章1Q食材，因僅含台
灣豬肉或其可食部位者，免
重複標示。

中央廚房、團膳工廠、各級
學校廚房、員生社(供應熱食
者)等皆屬直接供應飲食場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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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飲食場所標示原則

8

7



標示原則
學校級別 作 法 說明

各國中小

1.食材登錄平臺增加之豬肉、牛肉「原料原產
地(國) 」資訊欄位，確實標示。

2.依衛福部規定，於公告(含紙本、網站)餐點
菜單中標示使用豬肉、牛肉之原料原產地。

3.自設廚房或團膳公司應於明顯處公告「本校
一律使用國產豬、牛肉食材」之文字。(本局
109年11月9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091349958號函諒達)

1.食材登錄平臺自109年12月1日
起增列「原料原產地(國) 」資訊
欄位，統一由自設(中央)廚房及
團膳公司(學校監督)登錄。

3.非使用三章一Q者，請手動(請參
閱本局109年12月2日南市教安
(二)字第1091470642號函-附件)
輸入完成。

9

原產地資訊登錄流程
• 學校午餐使用含有豬肉或牛肉之食材，應於食登平臺新增「原產地(國)」欄位
進行登錄。

• 登錄流程：

有無
驗證
標章

選擇原產地
(國)

食材
登錄

使用正俗名表
正確登錄

上傳
食登

是

是
產地(臺灣)自動產出

否

否食材是否
含豬或牛

系統
判斷 注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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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資訊登錄操作流程
• 學校午餐使用含有豬肉或牛肉之食材，透過網頁介面上傳操作介面：

Copyright © 2020 AI4DT Center 11

採購3章1Q食材，因僅含台灣豬肉或其可
食部位者，無須標示，將由系統自動帶出。

11

原產地資訊登錄操作流程(續)
• 學校午餐使用含有豬肉或牛肉之食材，透過Excel匯入操作介面： 由菜單維

護上傳excel後，若是曾經使用過的菜色，系統自動撈取歷史食材資訊，再
由食材維護頁面設定肉品原產地。

1

2
3

菜單匯入檔格式不
變。

Copyright © 2020 AI4DT Center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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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資訊登錄操作流程(續)
• 由平臺查詢顯示內容如下：

○○市○○區○○國民中學

○○市 ○○區

2020/11/24

Copyright © 2020 AI4DT Center 13

13

原產地資訊登錄操作流程(續)
• 原產地為多個國家時，於食材資料維護頁籤中，在含有肉品之菜色按下食

材維 護按鈕。

• 1

2

3

2020/11/24

Copyright © 2020 AI4DT Center 14

下拉選單選擇食材原產地國家後，
按下新增，即完成。 原產地國家
可多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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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網頁及紙本菜單公告範例

15

標示原則
學校級別 作 法 說明

學校合作社 販售熱食者，依衛福部規定張貼公告，標示使
用豬肉、牛肉之原料原產地。 可貼於合作社門口或販售熱食區

合作社熱食區牆上或門口

合作社常見有豬肉熱食如下：
各式包子、水餃、鍋貼、熱狗、麵包、比薩
貢丸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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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原則
學校級別 作 法 說明

幼兒園

1.於幼兒園門首或明顯處公告「本園一律使用
國產豬、牛肉食材」之文字。

2.依衛福部規定，公告(含紙本、網站)餐點菜
單中標示使用國產豬肉、牛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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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學校午餐辦理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 

(三章一 Q)經費申請注意事項 

13



110年度學校午餐辦理國產
可追溯生鮮食材(三章一Q)

經費申請注意事項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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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原則

依供應重量計算(甲案)

依供應日數計算(乙案)

4 加碼有機/產銷履歷部分

5 經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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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食材補助重大變更事項

• 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三章一Q補助原則由原
來每生每餐(日)3.5元，調高至每生每餐(日)6元。

• 食材由主要食材變成全部食材(依正向表列為準)。

20

補助原則(一)
一、每人/月補助上限：每人每餐(日)6元乘以供應學生人數(含共餐高中及幼兒園)乘以

該月供餐日數。
二、補助經費核算每月依下列方案擇一辦理：
(一) 依供應重量計算(甲案)：

1.依採用農漁畜產品別之國產可追溯食材金額表(附件 1)計算。
(100%三章一Q，不能用廠商證明方式替代)

2.每道菜(含湯品)的主要食材(總重量超過60%)皆為國產可追溯食材。(天災排除日不
需計算)

(二) 按供應日數計算(乙案)：
1. 供應日數達每月供餐日數半數以上。
2. 遇天災排除日(非排除品項)，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例如：109年9月1日

~14日因颱風列為排除期間，則該月剩餘供餐日數為13天，達到7天即可領取獎
勵金。

3. 午餐全部食材(正向表列為準)為國產可溯源食材。(如後說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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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原則(二)
三、五穀雜糧（如五穀、麵條、燕麥、薏仁、小米、麥片、紅豆、綠豆、白木

耳…等）不予列入。
四、學校自設食農教育校園農(牧)場所生產之生鮮農漁畜產品，比照臺灣農產品

生產追溯標籤計算。(註明產地，例如：官田國小)
五、每週使用有機或產銷履歷米(蔬菜)之餐數高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供餐標準，

得額外核算經費如下：
(一) 有機蔬菜(米)核給每人每餐 4 元，產銷履歷蔬菜(米)核給每人每餐 1.5元。

(如簡報P. )
(二) 每週每人 高核給補助金額：1. 偏遠地區學校：20 元。2. 非山非市學校：

8 元。3.其餘學校：4 元。
(三) 食材已受有其他補助者，不得重複支領。

備註：所有食材應符合公告所列全部食材(正向表列)規範。

22

補助原則(三)-全部食材彙整表
食 材 品 項 國 產 三章一Q

(溯源)
切結證

(聲)明書 排 除

生鮮豆類(毛豆、黃豆)、生鮮水產類、生鮮豬肉、生鮮雞
(鴨)肉、生鮮蔬菜、生鮮蛋品(含蛋液) V V 9項蔬菜可

季節排除

裹粉魚排/塊/片、裹粉頭足類排/塊/片、蒲燒、鹽漬魚排/
塊/片、魚丸、虱目魚排 V V

調理醃漬豬排/塊/丁、裹粉豬排/塊亦應為國產可溯源食材 V V

其他肉品、蛋品及加工品(如：調理或裹粉雞排/丁/塊、
貢丸、肉包、水餃、米血、豬血、燕餃….等) V V

(優先)
V

(過度期)

米、各式麵條、胚芽、燕麥、花生、綠豆、紅豆、木耳、
湯圓、珍珠、麵筋、麵輪等五穀雜糧 V

豆類加工品(如：豆腐、豆干、豆皮、油豆腐) V

脫水蔬菜或醃漬類蔬菜；例如乾木耳、乾香菇、乾金針、
桶筍(絲)、醃漬脆筍片、泡菜、雪裡紅、海帶、翡翠...等。 V

水產加工品(如：小魚乾、扁魚、黑輪、蝦皮、魚罐頭、
甜不辣、魚板、魚漿類製品等)

V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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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供應重量計算(甲案)

24

按供應重量(甲案)補助原則及經費計算
方案 申 請 要 件 備註

供應量
(甲案)

1. 供應量計算。
2. 依採用農漁畜產品別之國產可追溯食材金額表(附件 )計算。

(100%三章一Q，不能用廠商證明方式替代)
3.每道菜(含湯品)的主要食材(總重量超過60%)皆為國產可追溯

食材。

有機蔬菜
不得重複申請

其他注意事項：
1.請領上限：每人每日6元X供應學生人數(含共餐高中及幼兒園)X該月實際供餐

日數。
部分實驗小學或因特殊情形(運動會或學校承辦大型活動)而調整上課期間，皆
依該月實際供餐日採計。

2.如用量計算(排除有機蔬菜)後，已超過請領上限金額，可另補助加碼的有機蔬
菜每生每週4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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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案-附件)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金額表
產品
類別 標章(示)

金額
(元/公斤)

蔬菜

有機農產品標章 41
優良農產品標章(CAS)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17

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 4

豬肉
優良農產品標章(CAS) 35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35
國產生鮮豬肉追溯 30.5

雞肉
優良農產品標章(CAS) 44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44
禽肉溯源標籤 38

產品類別 標章(示)
金額

(元/公斤)
雞蛋

優良農產品標章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50

豬(雞)肉
加工品 60

雞蛋
加工品 40

漁產品

優良農產品標章 42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46

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 25

漁產品
加工品

優良農產品標章(CAS) 71.4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78.2

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 42.5
學校自設食農教育校園農(牧)場所生產之生鮮農漁畜
產品，比照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標籤計算。

26

依按供應日數計算(乙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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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應日數達每月供餐日數半數以上。天災排除日(非排除品項)由農政單位公
告為準。例如：109年9月1日~14日因颱風列為排除期間，則該月剩餘供餐
日數為13天(9月15~9月30日)，達到7天即可領取獎勵金。(適用以日數計算
的學校)
備註：如果排除期間109年9月1日~14日(10天)食材有符合補助原則的天數，
仍可申請經費。(例如10天中有5天符合全部食材規定者，該5天仍可申請。)

二、午餐全部食材(正向表列)為國產可追溯食材，規定如下：
(一)豆魚肉蛋類：

1. 豆類(生鮮黃豆、生鮮黑豆、生鮮毛豆…)為國產可追溯食材，加工製品(豆腐、
豆干、豆皮)除外。

2. 水產類含其加工品。水產類加工品之裹粉魚排/塊/片、裹粉頭足類排/塊/片、
蒲燒、鹽漬魚排/塊/片、魚丸、虱目魚丸亦應為國產可追溯食材。

供應日數(乙案)補助原則及經費計算

28

(一)豆魚肉蛋類(續)：
3. 肉類及蛋類，含肉類加工品之調理醃漬豬排/塊/丁、裹粉豬排/塊亦應為國產

可追溯食材，其餘肉類及蛋類加工品應為國產並優先使用可追溯食材(於國家
尚未完整規範期間，可由產品原製造商出具證(聲)明書為國產，併由供應商
(無則免)切結百分百無拆封之原包裝食材，過渡期間視中央政策隨時修正)。

(1)其餘肉類及加工品：調理或裹粉雞排/丁/塊、貢丸、肉包、水餃、米血、
皮蛋…等。

A.含有豬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一律標示豬肉產地來源，請留存
包裝證明，並確實登載於食材登錄平臺。

B.其他雞肉、水產等加工品：過度期間可由產品原製造商出具證(聲)明
書，併由供應商(無中間商免)切結百分百無拆封之原包裝食材。

(2)蛋類加工品：一般會有原始溯源標章，請廠商提供原始標章，併做切結決
無造假(或雙切結-包含原始製造商及供應商)。(如附件1簡報P. )

供應日數(乙案)補助原則及經費計算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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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鮮蔬菜類應為國產可追溯食材。

A.生鮮農產品經簡易分切(生鮮截切)、殺菁(如冷凍青花菜)、冷凍(如冷凍多色
豆)者；另冰烤地瓜均應為國產可追溯食材。

B.調味性食材除外，如蔥、薑、蒜、辣椒、芫荽、九層塔、紅蔥頭…等。

C.非產期(附件2)除外，如及甘藍、結球白菜、青花菜、蘿蔔、胡蘿蔔、馬鈴
薯、玉米筍、四季豆、洋蔥等9項。

D. 脫水蔬菜或醃漬類蔬菜除外；例如乾木耳、乾香菇、乾金針、桶筍(絲)、
醃漬脆筍片、泡菜...等。

供應日數(乙案)補助原則及經費計算

30

乙案-附件1-切結(證明)書說明
一、過度期間可由產品原製造商出具證(聲)明書，併由供應商(無中間商免)切結

百分百無拆封之原包裝食材。
二、所謂過渡期應視中央政策隨時修正。

(一)製造商(具有工廠登記之「食品製造業」資格者)：請至經濟部/全國商工行
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二)證(聲)明書或切結書：不得影印。
(三)切結參考文字：

1.製造商：本公司於所製造之「○○○○○○(產品全名)」，所用之生鮮
(雞肉)○○食材均為國產 食材，如有不實，本公司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特以證明。(隨貨提供切結書)

2.供應商：本公司於○年○月○日~○年○月○日(供貨期間)送至○○國中
(小)之所有食材，絕無混充、調換、拆封等不當情事，如有不實，本公司
願負相關法律責任，特以證明。(可依契約供貨期間做一次切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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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輸入製造商名稱

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32

１.各種魚產品冷凍豬
調理食品加工製造批發
（花枝塊、雞塊、肉
排…..）。
２.各項畜產品、水產
品及蔬果罐頭調理及加
工製造。
３.各種魚水產、畜產、

禽產之進出口加工買賣
外銷。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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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案-附件2-臺灣特定產季期間供應期

34

加碼有機/產銷履歷部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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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申請加碼有機/產銷履歷部分

方案 學校類型 補助要件 獎勵金

有機

一般學校 1週 多1次 上限4元/每週/每生

非山非市 1週 多2次 上限8元/每週/每生

偏遠地區 1週 多5次 上限20元/每週/每生

產銷履歷

一般學校 1週 多3次 上限4元/每週/每生

非山非市 1週 多6次 上限8元/每週/每生

偏遠地區 1週 多14次 上限20元/每週/每生

一、原則：每週使用有機或產銷履歷蔬菜(米)之餐數高於107學年度第一學期供餐標準。
二、有機蔬菜(米)核給每人每餐4元，產銷履歷蔬菜(米)核給每人每餐1.5元。
三、申請上限：學校屬一般學校4元/每週；非山非市學校8元/每週；偏遠學校20元/每週。
四、當週跨月可合併於次月申請。

備註：取消100公克限制，但必須以主菜為限，配菜、微量不算。

36

各追溯平臺
農產品溯源：https://qrc.afa.gov.tw/
豬肉溯源：http://farm.naif.org.tw/
禽肉溯源：https://www.poultry-trace.org.tw/
鴨蛋溯源：https://www.egg-trace.org.tw/Duck/about.html
水產品追溯：http://www.fishqrc.org.tw/
洗選蛋溯源：https://www.tafte-poultry.org.tw/mode.html
CAS查詢：https://cas.coa.gov.tw/
產銷履歷：https://taft.coa.gov.tw/default.html
有機農產：https://www.i-organic.org.tw/

驗收時，請務必確認標章是否仍為有效標章。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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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追溯編號

38

確認標章仍為有效標章，准予驗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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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申請

40

經費申請流程

學校採購三章一Q食材

傳統驗收方式
(人工填寫，需剪貼標章)

智餐平臺驗收
(手機APP驗收拍照)

學校(廠商)每月5日依規定將經費
請領文件送會計室查審及請款

學期結束15日內將每月請領經費
實支數填報至經費收支清單辦理核結

賸餘款由本局統一辦理收回
學校不足費用請併核結時依
新版經費收支清單辦理請款

1.本局依各校填寫資料計算學校所需經費採一次撥款
2.學校採超支併決算辦理(會計室)，納入預算，不得轉入午餐專戶

請勿積欠廠商經費
每年12月初應將賸餘款全數
轉應付款，繼續執行到隔年

1月份
( 終剩餘款轉4YY雜項收入)

現階段測試中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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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經費請領文件
傳統驗收方式 智餐平臺驗收

甲案
1.驗收紀錄
2.經費申請書(A)
3.追溯農漁畜產品

統計表
4.可追溯農漁畜產

品重量表
5.可追溯農漁畜產

品明細表

乙案
1.驗收紀錄
2.經費申請書(A)
3.可追溯農漁畜產

品統計表

1.可追溯農漁畜產
品統計表(至平
臺下載)

2. 驗收紀錄(需留
存相關標章、標
籤等證明)

3.獎勵金申請書

智餐平臺直接統計並下載
人工下載及人工計算經費

現階段測試中

42

經費申請注意事項
• 學校每學期以超支併決算方式納入學校預算，午餐中心(廚房)逐月依實

際執行數依學校請款程序向會計室申請經費，再撥入午餐專戶或團膳廠
商。

• 學期末15天內，請依經費收支清單辦理經費核結。

• 每年12月初應將賸餘款全數轉應付費用，繼續執行到隔年1月份( 終剩
餘款轉入4YY雜項收入)

• 申請經費必須依當天實際供餐人數計算，包括有機及產銷履歷蔬菜(米)，
如有不足款，請另案依新版經費收支清單(2021年不再收領據)申請費用。
(賸餘款統一由教育局辦理收回)

• 每學期開學前會調查各校欲申請有機或產銷履歷蔬菜(米)申請次數及人
數，申請經費請需依實際執行情形請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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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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