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篇 學校午餐工作人員相關規範 
 

一、 午餐執行秘書工作執掌 

午餐執行秘書秉承校長辦學理念綜理學校午餐行政業務協調相關部

門之聯繫事項，營養師秉承衛生法規與主管機關之營養衛生、教育等相

關政策，依其專業知能督導衛生並執行午餐實務工作，與執行秘書共同

辦理學校午餐業務。其工作執掌如下： 

(一) 擬定午餐工作人員職責。 

(二) 負責午餐廚房工作人員契約簽訂、廚房工作人員人事管理及辦理廚

房工作人員健康檢查。 

(三) 廚房設備維修更新之申請。 

(四) 處理午餐公文、報表填載、經費申請等需送交市府之文件工作。 

(五) 處理午餐主任委員（校長）交辦有關午餐事宜。 

(六) 午餐各工作小組之間的聯繫與協調。 

(七) 召開午餐推行小組委員會議。 

(八) 營養師支援他校午餐或請假時，代理營養師職責。 

(九) 午餐緊急事件突發事件之處理。 

(十) 成立午餐採購小組，設計採購流程，公告採購比價並會同午餐食材

驗收。 

 

二、 營養師之工作執掌 

(一) 食譜設計與研究改進： 

1. 依據衛生署訂定學校學生飲食營養需要之食物種類及份量。 

2. 了解學校午餐的供應型態與供應對象的營養需求與飲食喜好。 

3. 菜單須顧及廚房工作人員的工作技巧、時間與廚房設備及使用工

具。 

4. 配合預算設計菜單。 

5. 依午餐菜色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及廚餘統計分析做改進食譜設計參

考。 

6. 開發新菜單。 

(二) 營養分析研究改進： 

1. 依據衛生署訂定國民中小學學校午餐飲食建議量來分析所設計食譜

營養成份是否恰當。 

2. 依學生營養調查做食譜設計之考量。 



(三) 午餐食材申購：依食譜訂定採購規格、數量。 

(四) 督導膳食製作與環境衛生： 

1. 督導廚房工作人員從食材前處理、烹調、配膳、配送等過程。 

2. 提供廚房工作人員烹飪及衛生方面的知能。 

3. 督導午餐膳後清潔工作，包括餐具洗滌及環境整潔、廚餘處理。 

4. 督導午餐食物取樣留存。 

(五) 廚房管理： 

1. 廚房設備改善之規劃。 

2. 廚房環境衛生之管理，並每日填寫衛生自行檢查表。 

(六) 廚房工作人員管理與訓練： 

1. 廚房工作人員工作職務規劃。 

2. 廚房工作人員在職訓練。 

3. 協助辦理廚房工作人員的健康檢查。 

4. 輔導廚房工作人員參加廚師證照考試及鍋爐操作訓練。 

(七) 稽核庫房管理：每月應做不定期盤點庫存。 

(八) 規劃推行營養教育： 

1. 配合學校教學推行營養教育。 

2. 以活動方式推行營養教育。 

3. 推廣社區營養教育。 

4. 矯正偏食學生飲食習慣。 

5. 學生及教職員工營養諮詢。 

6. 輔導特殊疾病學童飲食。 

(九) 會同午餐驗收小組驗收午餐食材。 

(十) 巡迴輔導轄區學校午餐暨校園食品。 

(十一) 配合教育局辦理營養教育。 

(十二)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三、 廚房工作人員聘用基準(參考)，依午餐供應人數： 

(一) 200人以下，得設置廚房工作人員 1名。 

(二) 201人至 400人，得設置廚房工作人員 2名。 

(三) 401人至 700人，得設置廚房工作人員 3名。 

(四) 701人至 1100人，得設置廚房工作人員 4名。 

(五) 1101人至 1500人，得設置廚房工作人員 5名。 

(六) 1501人以上各校可視午餐供應工作量及財務收支情形增置。(人工費



不超過 21%為原則) 

 

四、 廚房工作人員僱用、管理與福利相關規定 

以下文字「學校」簡稱甲方，「廚房工作人員」簡稱乙方。 

(一) 僱用與訓練： 

1. 僱用條件 

(1) 乙方需國小以上畢業，並持有「中餐烹調技術士丙級技術師證照以

上(運送餐司機除外)，如未持有者，應於 2年內自費取得，甲方方

予以續僱。 

(2) 身心健康，經公立醫療院所或地區醫院以上證明無法定之傳染疾病。

(需符合餐飲業從業人員之健康檢查項目) 

(3) 乙方同意加入勞工保險。 

(4) 乙方同意履行甲方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管理要點與服務守則之各項

規定。 

(5) 乙方同意簽訂僱用契約(採不定期契約方式辦理)。 

(6) 符合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者，得自請退

休。 

(7) 因故甲方需臨時僱用之廚房工作人員，仍須符合上開之相關規定辦

理，僱用時間由甲方與乙方議定之。 

2. 工作訓練︰分為職前訓練和在職訓練兩種。 

(1) 職前訓練︰由甲方自行辦理。 

(2) 在職訓練︰應參加甲方指派之各項訓練或研習，無故不參加訓練，

得予解僱。 

(3) 廚房工作人員於休假期間全程參加甲方指派之各項訓練或研習者，

視為上班日，應計入工時（如於寒暑假不提供勞務期間辦理，於上

班後納入該月薪資補發）。 

(二) 待遇與福利： 

契約中應包含薪資、福利、待遇、工作制服等，未經雙方契約訂定

之津貼，不得發放。 

1. 薪資：符合勞基法基本薪資各項計算方案之一辦理。 

(1) 每日工作時間 8小時且每週工作五天者，應保障其最低基本工資標

準。 

(2) 每日工作時間少於 8小時者，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

之。 



(3) 如有不足月之部分(如：1月及 2月份)，學校原則上應依上班天數

（起訖日，並含打掃廚房內外及器具期間）比例計算方式給薪。 

(4) 寒暑假未供餐無勞務之提供者，不予支薪，各校須於勞動契約中載

明（若寒假暑假於輔導課程期間有供餐，則學校另行約定）。 

2. 獎金：在職期間，工作努力，經考核表現良好者，在午餐經費許可

下，給予年終獎金，以茲鼓勵，但若在職未滿一年者，則依在職月

份比例計算。 

3. 調薪：在午餐經費許可下，得給予適度調薪。 

4. 加班費： 

(1) 以總薪資÷工作時數×加班時數(未超過正常時數時)。 

(2) 五一勞動節：逢學校供餐日，廚師(工)到校提供勞務者，除當日給

薪外應加發一日薪資；若廚師(工)表示將擇期辦理補休時，應尊重

其意願，但不加發一日薪資。 

5. 支付費用：勞、健保費用按規定由甲方負擔一部分，甲方不得再為

乙方投保額外保險。 

6. 職業災害補償金：有關職業災害，依勞基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辦理補

償。 

7. 健康檢查：乙方在職期間每年應健康檢查一次，其費用由甲方負擔。 

8. 退休金：依勞基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辦理。(廚工於 87年 12月 31日

起適用勞基法) 

9. 工作制服：由甲方視實際需求提供之，費用由甲方午餐相關經費項

下支付。 

10. 福利： 

(一) 不影響工作範圍內，乙方得參加甲方員工聯誼活動，補助比

照甲方教職員工聯誼費，其費用得由甲方午餐相關經費項下支

付。 

(二) 甲方得免費提供乙方午餐膳食供應。

(三) 工作時間： 

1. 乙方上班時間、遲到、早退的處理原則與請假規則，應於契約中依

勞基法等相關規定明訂之。 

2. 星期六日、國定假日不上班，但若遇甲方臨時性需求，則須配合甲

方時間，並隨著甲方補假，若無法補假，則依勞基法規定加發薪資

或加班費。 

3. 特別休假日依勞基法規定。唯乙方基於工作性質特殊，需配合甲方



需求安排休假，於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

數應發給工資，並於契約明訂之。 

4. 因學校辦理活動或特殊情形得要求廚工上班配合，非全校性活動不

得動支午餐經費。

(四) 工作範圍： 

在僱用期間，乙方應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甲方之一

切規定，如因工作不力且違反勞基法第十二條有關規定，甲方得隨時解

僱，乙方不得要求資遣費。乙方不適用公教人員俸給、考績、退休、資

遣、憮恤、公保、互助等法規。 

(五) 請假規定： 

1. 請假分公假、公傷假、喪假、婚假、病假及事假，均依「勞工請假

規則辦理」辦理，不得異議。 

2. 請假應事前辦理，並經甲方核准後始算給假，否則以曠職論(曠職一

日扣當日薪資及全勤，並給予行政處分)。但急症及偶發意外不在此

限。 

3. 勞工假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事假期間不給工資。 

4. 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視同離職應予

解僱。 

5. 請假手續需經甲方營養師及午餐執行秘書同意，並轉陳校長核定

之。 

6. 公假及公傷病假，以勞基法等相關規定核處，必要時得由甲方午餐

管理委員會裁定之。 

(六) 資遣： 

甲方午餐任務結束，全部人員予以資遣，或若因甲方學生人數減少

或學區國小不參加午餐供應，導致甲方無法繼續僱用乙方時，甲方必需

依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並給予乙方資遣費，此外乙方不得再有其他

不合法之要求。 

(七) 解僱：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予以解僱： 

1.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 

2. 非法怠工或不接受校方法合理之指揮調遣，又經勸導不聽者。 

3. 對於爭議事項，勞資雙方仲裁時，仍以非法罷工、怠工之方式進行

爭議者。 

4. 經僱用後發現罹患傳染性疾病者，如：A型肝炎、皮膚病、肺結核及



吸毒等，若由於乙方蓄意隱瞞病情獲致僱用，則依勞基法第十二條

規定乙方不得要求資遣費。（患有 B型肝炎者，須依甲方要求定期檢

查追蹤。） 

5. 未經甲方許可，攜帶廚房食物、器材、用具，離開學校者。 

6. 符合勞基法第十二條終止勞動契約規定者。 

(八) 乙方欲離職，應依勞基法第十五條準用該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期

間預告甲方。 

(九) 其他未盡事宜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