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校午餐創新推動計畫
「學童午餐食材驗收管理研習活動」研習課程
一、研習目的：
增進午餐相關業務人員食材辨別之專業度，藉由驗收管理研習活動，將工作流程
和基本知識擴散至全國各級學校，提升學童午餐品質，促進學童健康。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合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USR計畫團隊、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
心（南投縣場次）、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海豐有機農場（屏東縣場次）
三、辦理時間：
1. 南投縣場次（兩梯次課程內容相同，請擇一參加）
 第一梯次：109 年7 月 27 日（星期一） 8 時 30
 第二梯次：109 年7 月 28 日（星期二） 8 時 30
2. 臺南市場次：109 年8 月 18 日（星期二） 8 時 30
3. 屏東縣場次：109 年8 月 19 日（星期三） 8 時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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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地點：
1. 南投縣場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A202教室）
2. 臺南市場次：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綠色魔法學校－地下1樓會議室）
3. 屏東縣場次：屏東縣政府南棟大樓（301會議室）
五、課程規劃：
1.

南投縣場次課程表
時間

08：30-08：50

主題

內容

報到

08：50-09：30 開幕致詞與新學校午餐 國立成功大學計畫團隊主持人
創新計畫介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暨USR計畫主持人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代表
09：30-10：40 從食材驗收、食材管理 主持人：
到食材旅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中心陳啓東副教授（7/2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中心張力亞助理教授（7/28）
講者：
-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小高梅華主任、邱莉如小組
長：營養午餐招標模式、食材驗收志工模式
- 南投縣埔里鎮南光國小王孟茜營養師：小學營養
教育、從午餐食材管理到食材旅行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2：00 校園食農教育案例分 主持人：
享：從推廣到實踐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中心陳啓東副教授（7/2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中心張力亞助理教授（7/28）
講者：
- 南投縣草屯鎮北投國小曾建學主任、龔信宏組
長：北投國小米食教育經驗分享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鄭坤全兼任講
師：育英國小食農教育課程規劃經驗分享
12：00-12：30

實務交流與座談

主持人：
國立成功大學簡義明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中心陳啓東副教授（7/2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中心張力亞助理教授（7/28）

※全程參與者 (不遲到、早退並確實簽到與簽退)，給予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時數（或公務人員
終生學習時數）3 小時，但無提供衛生安全講習時數。

2.

臺南市場次課程表
時間

主題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內容
各界長官與國立成功大學計畫團隊主持人

09：10-10：10 健康午餐從食材驗收開始 主持人：林淑惠博士
講者：高雄市南隆國中
10：10-10：30
10：30-11：30
11：30-12：30

許淳善營養師

中場休息
午餐驗收實務分享
食農教育經驗談

主持人：林淑惠博士
講者：高雄市新莊國小

蘇慧如營養師

主持人：林淑惠博士
講者：臺南市東山國小

曹欽瑋校長

※全程參與者 (不遲到、早退並確實簽到與簽退)，給予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時數（或公務人員
終生學習時數）3 小時，但無提供衛生安全講習時數。

3.

屏東縣場次課程表
時間

主題

07:45-08：00

報到

08:00-08：10

開幕式

08：10-09：00

內容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處長致詞、計畫主持人致
詞
食安真相你真的了解嗎？ 主持人：林淑惠博士
講者：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陳泰源
副教授

09：00-09：50

食安快篩操作技術

主持人：林淑惠博士
講者：漢翊股份有限公司

09：50-10：10
10：10-11：00

中場休息
人人都是快篩達人

11：00-11：50
了解風險，吃的更保險

主持人：林淑惠博士
講者：漢翊股份有限公司

劉楊聖執行董事

主持人：林淑惠博士
講者：中國文化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副教授

11：50-12：30
12:30-14:00

劉楊聖執行董事

謝建正

午餐時間
從餐桌到產地－食材驗收 如何在各課程融入營養教育
與校園食育
講者：屏東縣鶴聲國小 莊千慧營養師

14：00-14：30

移

14：30-15：20
從餐桌到產地－
在地食材產地認識

動

1. 海豐有機農場參訪與體驗
2. 三生理念的農村生產
地點：屏東市海豐有機農場

15：20-16：10

1. 農村午餐體驗
實務交流與綜合座談

2. 交流與經驗分享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簡義明副教授
地點：屏東市海豐有機農場

※全程參與者(不遲到、早退並確實簽到與簽退)，給予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時數（或公務人員
終生學習時數）8 小時，但無提供衛生安全講習時數。
六、參加對象：
1. 學校教師、午餐秘書、營養師、廚工等午餐驗收管理相關人員。
2. 南投縣、臺南市場次每梯次限額 50 員。
3. 屏東縣場次限額 100 員，視報名情況主辦單位保留增加名額之權力。
4. 各場次若報名踴躍將評估加開場次。

七、報名方式：即日起至109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填寫線上報名表：
 南投縣場次：https://forms.gle/ovJo5TVxZEe56qTk7
 臺南市場次：https://forms.gle/FeBsT6p2X82GLYBT9
 屏東縣場次：https://forms.gle/17We8Z2meVaYbD9r5
八、聯絡窗口：
南投縣、臺南市場次：國立成功大學 甘秀吟專案助理
電話：06-2757575轉52626或0922552615
電子信箱：yin715715@gmail.com
屏東縣場次：屏東縣立里港國小 陳彥杏營養師
電話：08-7752161#13
電子信箱：yann919@hotmail.com
九、 本研習防疫注意事項如下：
1. 如有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或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含發燒或咳嗽）等情形
者，請勿出席。
2. 活動期間請注意維持社交距離或配戴口罩，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最新規範配
合辦理。
十、 交通資訊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
【自行開車建議】
國道 6 號：愛蘭交流道(29km)下高速公路→20 分鐘左轉再行經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日
月潭方向（需注意汽車需行駛汽車專屬通行道；機車行駛機車專屬道路）→入校後靠右
行駛主環道，於第一個叉路左轉，即可進入暨大教育學院。
【大眾交通工具建議】
 高鐵：搭高鐵至臺中烏日站→於 5 號出口轉搭台灣好行(日月潭線)至暨大站→進校園
後於中餐廳站 下車→步行 5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行旅」
 臺鐵：搭臺鐵至臺中火車站轉搭南投客運、全航客運至埔里總站→轉搭乘往暨大之南
投客運公車(每 30 分鐘一班或參閱南投客運公車時刻表)於暨南大學-中餐廳站
下車→步行 5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行旅」。
 客運：搭客運至臺中火車站轉搭南投客運或全航客運至埔里總站→轉搭乘往暨大之南
投客運公車(每 30 分鐘一班或參閱南投客運公車時刻表)於暨南大學-中餐廳站
下車→步行 5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行旅」。南投客運［台灣好行-日月潭線]時
刻表→ https://www.taiwantrip.com.tw/line/8?x=2&y=2
 以上交通資訊僅供參考，如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洽詢。

2.

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臺南市東區小東路25號)
【開車】：中山高速公路–中華路–小東路–成大力行校區
【臺鐵】：臺南火車站後站出口–步行至成大力行校區約10分鐘
【高鐵】：臺南高鐵站–火車沙崙線–臺南火車站後站–步行至成大力行校區約10分鐘

3.

屏東縣政府
【開車】南二高南下至九如交流道，下交流道後向右(往南)約 12 公里即可達。
由台一線省道過了高屏大橋就到屏東，接台三線省道至和平路左轉，北行至勝
利路右轉約 2 公里可至。
【火車】自屏東火車站前站出口(北 2 門)，左側即為屏東轉運站，或是從火車站北 1 門
直行即為屏東轉運站，進入轉運站後步行至屏東客運月臺(1-5)搭乘。

十一、 備註事項：
1. 為響應環保以及節能減碳，研習會場恕不提供紙杯。
2. 為求最佳活動品質及效益，主辦單位保留各項修改之權力。若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活
動進行（如風災、地震、火災、水災等），將延期辦理並公告於報名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