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委員蔡培慧等25人擬具「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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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總說明及條文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0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13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培慧、陳其邁等 25 人，鑑於校園膳食供應攸關學
童健康照護，培養學童健全身心及豐富的人格，需仰賴學校
對膳食營養供給之把關，以建立起學生對食物安全與營養、
飲食文化習慣與永續自然……等正確觀念。惟現行學校衛生
法之規定無法完善其校園餐飲業務管理，如以「班級數」作
為聘用專任營養師之門檻過高、校園餐飲業務與資源存有城
鄉落差，現行校園餐飲業務管理制度仍有加強之處。另，各
縣市的餐飲供應又區分成團膳、中央廚房、學校自辦廚房等
多元類型，為確保校園供膳安全，照護每位學童之營養健康
，同時促使學童共同理解健康與食物安全的重要性，爰提案
修正「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增訂本法所涉及主關機關。（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本法所涉及之業務內容。（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本法學校機關所推動之餐飲業務內容。（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明定學校餐飲業務管理制度與職責。（新增草案第六條之一）
五、增訂學校開設相關課程之內容。（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六、增訂學校辦理推動健康與食物安全相關課程之具體內容。（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七、增訂營養師聯合調配制度、職責及補助等相關辦法。（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一）
八、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協助推動廚藝教室，並輔導中小型、偏鄉學校與區域內鄰近學校設立
聯合廚房。（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二）
九、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制訂學校膳食業務採購契約書範本，明訂分級底價與補助相關規範。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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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說

明

一、本條條文修正。

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二、為確保學童在校膳食之安
全，同時建立其在校健康飲

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訂事項涉及衛生

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訂事項涉及衛生

食、飲食文化等知識，皆涉
及農業相關業務，本條新增

、環境保護、社政、農業等
相關業務時，應由主管機關

、環境保護、社政等相關業
務時，應由主管機關會同各

農業單位。

會同各相關機關辦理。

相關機關辦理。

第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

專責單位，並置專業人員，
辦理學校衛生與餐飲業務。

第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

專責單位，並置專業人員，
辦理學校衛生業務。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為健全學校餐飲制度，並
以系統性方式來了解學童營
養狀況，以制訂完善的膳食
供應與管理計畫，爰明定各
級主管機關應指定專業單位
與人員辦理學校餐飲業務。

第六條 學校應指定單位或專
責人員，負責規劃、設計、

第六條 學校應指定單位或專
責人員，負責規劃、設計、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校園餐飲工作為健全學童

推動學校衛生及餐飲工作。
學校應有健康中心之設

推動學校衛生工作。
學校應有健康中心之設

身心、保障學童安全之重要
業務，爰明訂學校應指定專

施，作為健康檢查與管理、
緊急傷病處理、衛生諮詢及

施，作為健康檢查與管理、
緊急傷病處理、衛生諮詢及

責人員，推動長期餐飲規劃
。

支援健康教學之場所。

支援健康教學之場所。

第六條之一

學校應建立餐飲

一、本條條文新增。

業務管理制度，其業務與職
責，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二、學校餐飲具體工作內容廣
泛，如召集午餐委員會、食

。

材驗收、比價採購、廚房經
營管理……等，涉及學童健
康安全、充足營養、食物安
全知識學習相關業務，爰明
訂中央主管機關應制定其學
校餐飲業務與職責。

第十六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應開設健康與食物安全教育

第十六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應開設健康相關課程，專科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食物安全的飲食知識，應

相關課程，專科以上學校應
視需要開設健康與食物安全

以上學校得視需要開設健康
相關之課程。

透過學校食物安全課程之推
廣。食物安全教育相關課程

教育相關之課程。
健康與食物安全教育相

健康相關課程、教材及
教法，應適合學生生長發育

應包括食物的生產、飲食消
費與農耕飲食與農業的連結

關課程、教材及教法，應適

特性及需要，兼顧認知、情

、烹飪技藝與飲食文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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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學生生長發育特性及需要
，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

意與技能。
第一項健康相關課程應

康飲食教育，以建立正確之
飲食習慣、養成對生命及自

第一項健康與食物安全教育
相關課程應包 括健康飲食

包括健康飲食教育，以建立
正確之飲食習慣、養成對生

然之尊重，並增進環境保護
意識、加深對食材來源之了

與食物安全教育，以建立正
確之飲食習慣、養成對生命

命及自然之尊重，並增進環
境保護意識、加深對食材來

解、理解國家及地區之飲食
文化為目的。方可建立學童

及自然之尊重，並增進環境
保護意識、加深對食材來源

源之了解、理解國家及地區
之飲食文化為目的。

對飲食相關資訊的理解，同
時促進其健康。

之了解、理解國家及地區之
飲食文化為目的。

學校應鼓勵學生參與學
校餐飲準備過程。

三、專科以上學校學子亦需增
進健康與食物安全相關知識

學校應鼓勵學生參與學
校餐飲準備過程。
第十九條 學校應加強辦理下
列活動：
一、健康促進、營養知識及
食物安全。

，應視需要開設相關課程。
第十九條 學校應加強辦理健
康促進及建立健康生活行為
等活動。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食物安全、農業安全與環
境安全三者環環相扣，透過
學校課程與活動來認識食物

二、建立健康生活行為。
三、健康食材生產、餐飲準

生產等知識，以培育學童建
立正確知識。

備及料理。

二、應重視農藝、廚藝、食藝
之連結，透過廚藝料理參與
，讓學童認識食材，養成正
確飲食觀念。

第二十三條之一 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班級數四十班以上

第二十三條之一 高級中等以
學校，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現行學校衛生法之規定以

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
各縣市主管機關，應置營養

，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各
縣市主管機關，應置營養師

「班級數」作為聘用專任營
養師之門檻過高，導致許多

師若干人，協助學校膳食業
務輔導與營養師人力調度。

若干人。
前項學校營養師職責如

中小型或偏鄉學校無法達到
此聘用規定，爰明訂班級數

如班級數未達四十班之學校
，應跨校聯合調配。其最低

下：
一、飲食衛生安全督導。

四十班以下者，應跨校聯合
聘任營養師。並依據學校數

員額數之標準，應考量各縣
市學校數量及分布距離，由

二、膳食管理執行。
三、健康飲食教育之實施。

量與分布距離來制定最低聘
任標準。

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前項學校營養師職責如

四、全校營養指導。
五、個案營養照顧。

三、鑑於營養師背負著全校師
生餐飲衛生及營養的重責大

下：
一、飲食衛生安全管理及督

任，增訂營養師職責，方能
順利推動辦理餐飲業務工作

導。
二、依學童營養需求設計飲

，並提供相關課程與培訓，
培育學童相關營養健康觀念

食規劃。
三、監督膳食管理與執行。

，建立完善校園餐飲制度，
以達維護學童健康之目標。

四、營養保健規劃、指導及
諮詢。

四、各縣政府財政與城鄉發展
狀況皆有所差異，導致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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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營養評估、照顧及
健康諮詢。

師聘任狀況不一。學童為國
家發展之基礎，中央政府應

六、健康飲食與食物安全教
育之實施。

將守護學童工作列為首要任
務，應給予全力協助，爰增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營養
師設置所需費用，應由中央

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置專任
營養師所需經費，應由中央

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予以補
助，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補助之
。

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之二

直轄市、縣

第二十三條之二

直轄市、縣

一、本條條文修正。

（市）政府應組成學校午餐
輔導會，負責規範、輔導、

（市）政府應組成學校午餐
輔導會，負責規範、輔導、

二、校園營養知識概念之建立
，可從食物、農業、廚藝、

考核及獎懲學校辦理午餐相
關業務。

考核及獎懲學校辦理午餐相
關業務。

飲食與消費等環節做起。其
中，飲食知識與文化可讓學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

童透過食物製作、烹飪等方
式來體驗。爰此，主管機關

或相當性質之組織，其組成
、評選、供應及迴避原則，

或相當性質之組織，其組成
、評選、供應及迴避原則，

應協助國民中小學設置廚房
，並得協助推動廚藝教室。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其成
員組成，現任家長應占四分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其成
員組成，現任家長應占四分

三、因應少子化，中小型或偏
鄉學校學生較少，為節省人

之一以上。
主管機關應補助國民中

之一以上。
主管機關應補助國民中

事與相關費用，中央主管機
關應協助輔導區域內鄰近學

小學設置廚房並得協助推動
廚藝教室。

小學設置廚房，並因應山地
、偏遠及離島地區之需要，

校設立聯合廚房，與鄰近學
校合作供餐，建立區域互助

因應山地、偏遠及離島
地區之需要，補助高級中等

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午餐，並會同農業主管機關

體制，降低其營運成本。

以下學校辦理午餐、協助輔
導區域內鄰近學校設立聯合

協助在地食材供應事宜。其
補助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

廚房，並會同農業主管機關
協助在地食材供應事宜。

定之。另中央主管機關應定
期會同直轄市、縣（市）政

其補助辦法，由各該主
管機關定之。另中央主管機

府稽查學校午餐辦理情形並
派員訪視；其稽查項目、校

關應定期會同直轄市、縣（
市）政府稽查學校午餐辦理

數等執行方式由主管機關會
商直轄市、縣（市）政府訂

情形並派員訪視；其稽查項
目、校數等執行方式由主管

定之。

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之。
第二十三條之三 學校辦理膳
食之採購，中央主管機關應

第二十三條之三 學校辦理膳
食之採購，應參考中央餐廚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為保障全台學童校園飲食

制定學校膳食業務採購契約
書範本與底價，並依照各縣

或外訂餐盒採購契約書範本
與供應業者簽訂書面契約，

物安全全，應將各縣市財政
狀況與區域發展落差納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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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差異設定分級底價，提
供學校與供應業者簽訂書面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中央餐廚或外訂餐

量。另為改善營養午餐資源
不一所導致之城鄉落差，主

契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盒採購契約書範本，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管機關應依照各縣市之差異
設定分級底價，明訂學校膳

午餐應成立專戶，其收支帳
務處理，依會計法及相關規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午餐應成立專戶，其收支帳

食業務之底價與採購契約書
範本，以保障各族群與不同

定辦理，收支明細應至少於
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

務處理，依會計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收支明細應至少於

地域學童之健康需求，以達
增進學童健全體能、健康安

之。

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
之。

全之政策目標。
三、為考量各縣政府財政與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置學
校膳食業務所需經費，應由
中央主機關視實際需要補助

鄉發展狀況皆有所差異，爰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實際

，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另定之。

需要補助學校膳食業務所需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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