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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學校午餐食用高雄在地優質截切水果 

獎勵實施計畫 

一、 目的： 

高雄夏季水果盛產且豐富多元，為鼓勵學校午餐多使用在地食材，

實踐吃在地、食當季的飲食理念，推出「學校午餐食用高雄在地

優質截切水果獎勵實施計畫」，果品品項為:鳳梨、芭樂、木瓜及

火龍果四種果品，並採用截切方式方便學生即食，減少剩食並增

加營養均衡。 

二、 申請獎勵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0年7月2日止。 

三、 獎勵對象：本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其附設幼兒園、完全中學之

國中及高中部。 

四、 經費來源：財團法人鴻海教育基金會捐款。 

五、 獎勵條件及原則： 

(一) 採購鳳梨、芭樂、木瓜及火龍果種植地座落於高雄市轄內。 

(二) 果品須經截切處理可直接供食(整顆或剝皮及果品入菜不採

計)。 

(三) 為鼓勵學校多響應本計畫，獎勵方式以「次數」為基準，四

種果品可分別申請，果品食用次數申請資格： 

1. 鳳梨總食用次數達4次(含)以上。 

2. 芭樂總食用次數達4次(含)以上。 

3. 木瓜總食用次數達4次(含)以上。 

4. 火龍果總食用次數達4次(含)以上。 

(四) 依109年第二學期食用次數進行結算，上述單一果品食用次

數達4次(含)以上，發放獎勵金1萬元，四種果品可分別申請，

惟每校最高發放獎勵金以3萬元為限。 

(五) 本獎勵金採代收代付方式，學校於學期(109年第二學期)結

束後檢據核銷。 

(六)須於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台」辦理登錄作業，俾利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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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前5名學校發放競賽獎勵金： 

(一) 依109年第二學期食用高雄鳳梨、芭樂、木瓜及火龍果加總食

用次數，經本局統計取總次數前5名學校額外提供競賽獎勵金。 

(二) 競賽獎勵金發放額度 

第一名 3萬元 

第二名 2萬元 

第三名 1.5萬元 

第四名 1.2萬元 

第五名 1萬元 

 七、執行方式： 

(一) 計畫由學校執行，學期結束後函文檢送佐證資料向本局請領

獎勵金，明細如下: 

1. 自行列印學校登錄於「校園食材登錄平台」4次(含)以上

之果品照片、食用日期及重量(截切後淨重)，並計算總次

數及總重量(詳附件三、四、五，另提供範例六參考)。 

2. 學校請款時需開立學校收據。 

3. 檢附果品採購當月證明影本(例如:訂購明細表、驗收記

錄等)及本市產地證明(例如農民收據、本市農民團體開

立之發票影本等)，俾利證明產地為本市。 

(二) 本局提供本市可採買果品之農民團體名冊，供校方參考使用

(附件二)。 

(三) 本計畫獎勵金總額度為300萬元，為避免有學校已執行卻無

獎勵金申請之情事，請校方預先填報申請書(附件一)，俾利

匡列預算，經費用罄，本局得不予受理。 

七、 相關人員獎勵： 

(一) 辦理本計畫之相關承辦人員依市府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行

政敘獎。 

(二) 前項行政獎勵額度由市府教育局訂之。 



3 
 

（附件一） 

 

110年學校午餐食用高雄在地優質截切水果獎勵實施計畫 

申請書 

一、學校名稱：                             

二、聯絡窗口 

    職稱：                 姓名：                

    電話：                

 

三、預計申請品項、次數及重量(截切後淨重) 

 

1. 鳳梨食用次數:           次 / 重量：          公斤。 

2. 芭樂食用次數:           次 / 重量：          公斤。 

3. 木瓜食用次數:           次 / 重量：          公斤。 

4. 火龍果食用次數:         次 / 重量：          公斤。 

 

(匡列預算使用，請領獎勵金時以實際採購為主) 

 

四、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傳真或email 至高雄市政府農業局行銷輔導科  傳真電話：07-7416156   

聯絡人：林雅青  連絡電話：07-7995678#6148  e-mail：chinglin@kcg.gov.tw 

mailto:chinglin@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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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可提供鳳梨、芭樂、木瓜、火龍果農民團體名冊 

項次 名稱 電話 地址 備註 

1 高雄市溪州果菜運銷合作社 07-6661245 
旗山區南洲里華興街

26號 
CAS水果截切

場(員消社廠商) 

2 高雄市生和青果運銷合作社 07-6623208 旗山區樹人路43-9號 

3 高雄市旗山果菜運銷合作數 07-6663339 旗山區中洲路147號 

鳳梨鮮果 

4 
高雄市月光山蔬果運銷合作

社 
07-6818783 

美濃區中正路二段178

巷15號 

5 高雄市內門區農會 07-6672161#51 
內門區內豐里內埔111

號 

6 高雄市大樹區農會 07-6565101 
大樹區大坑路108之18

號 

7 南友農青果生產合作社 0916-646093 大樹區九大路96號 

8 陳家班果菜生產合作社 0975-099757 
大樹區大樹里大樹路

62號 

9 旺來果菜生產合作社 0985-197207 
大樹區興田路33之28

號 

10 久順農產運銷合作社 07-6529298 大樹區龍目路94號之1 

11 慶裕果菜運銷合作社 07-6563059 
大樹區三和里三和路

27號 

12 綠冠專業有機鳳梨農場 0920-085-175 大樹區三和路93-49號 

13 綠種子蔬果生產合作社 0910-834576 
大寮區潮寮路168巷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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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雄市燕巢區農會 07-6162211  
燕巢區南燕里中民

路577號  

   芭樂 

15 高雄市大社區農會 07-3511111 大社區三民路391號 

16 高雄市阿蓮區農會 07-6311141  阿蓮區中山路200號   

17 吉建果菜運銷合作社 07-6155016 
燕巢區高鐵總廠路59 

號 

18 高雄市燕巢青隆運銷合作社 07-6162585 燕巢區中華路200號 

19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 07-6813311  
美濃區泰安里中正路

一段一號  

木瓜 
20 高雄市杉林區農會 07-6772210 杉林區山仙路32號 

21 
保證責任高雄市合豐農產品

運銷合作社 
07-6367657 

田寮區崇德里15鄰崇

德路山頂巷20-1號 

22 高雄市六龜區農會 07-6892111 六龜區光復路107號 

火龍果 23 高雄市內門區農會 07-6672161 內門區內埔1之1號 

24 
保證責任高雄市綠色農產運

銷合作社 
07-6673555 

內門區光興里菜公坑

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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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_______________學校請領獎勵金檢附資料 
 

□一、食用品項、次數及重量統計量: 

1. 鳳梨食用次數:           次 / 重量：          公斤。 

2. 芭樂食用次數:           次 / 重量：          公斤。 

3. 木瓜食用次數:           次 / 重量：          公斤。 

4. 火龍果食用次數:         次 / 重量：          公斤。 

加總: 

四種果品共計食用次數:______次 /總重量：          公斤。 

 

□二、學校收據 

填妥計畫名目及金額: 

1. 計畫名目:茲收到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撥付110年學校午餐食用高雄在

地優質截切水果獎勵實施計畫。 

2. 金額:_______(單一果品食用達4次以上，獎勵金1萬元，最高發放獎

勵金以3萬元為限)。 

 

□三、校園食材登錄平台 4次以上照片(附件四) 

□鳳梨   □芭樂   □木瓜   □火龍果 

 

□三、產地證明(附件五) 

□鳳梨   □芭樂   □木瓜   □火龍果 

 

核章處 

 

經辦______________   會計_____________ 校長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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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校園食材登錄平台檢附資料 

登錄「校園食材登錄平台」4次(含)以上之果品照片、食用日期及重量(截切後

淨重)。 

□鳳梨   □芭樂   □木瓜   □火龍果  (不同果品請分別填製) 

 

第一次食用日期:__________ 重量:_________公斤 

 

第二次食用日期:__________ 重量:_________公斤 

 

第三次食用日期:__________ 重量:_________公斤 

 

第四次食用日期:__________ 重量:_________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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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檢附採購果品收據及產地證明資料 

1、 檢附果品採購當月證明影本(例如:訂購明細表、驗收記錄等) 

2、 本市產地證明(例如農民收據、本市農民團體開立之發票影本等)。 

 

證明浮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