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則說明會
與會人員問與答（Q & A）
項目
1

問題
學校提問以下案例：是否需受環保署指引
限制：

(1) 學校各科系或社團參訪活動，並非一
級主管所辦理之活動。
(2) 外部單位學校場館辦理婚宴等，是屬
於強制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嗎？

(3) 主辦單位為教育部，學校是承辦單位
，是否也符合？
(4) 請問學校的主管會議、導師會議也適
用嗎？
(5) 學校在校外辦理的會議、訓練、活動，
也都要配合辦理嗎？
(6) 請問學生班級自訂飲料或外食也適用
嗎？或是老師請班級喝飲料也適用
嗎？
(7) 請問活動為「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主辦
，且場地位於校內才符合規範？還是
上述條件任一符合就適用？
(8) 若學校為大考場地，有國高中在校內
應考，那些國高中也不能使用一次性
餐具嗎？
(9) 學校有承辦國中教育會考，屬於填報
層級嗎?
(10) 請問學生午餐的餐盒也要改成循環
性餐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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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依據教育部執行方式原則之適用範圍規定
，當學校辦理的會議、活動、訓練，具備以
下條件時，需要依據環保署指引規定辦理：
● 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以及主辦
單位有提供餐飲。（教育部執行方式原
則之適用範圍（一））
● 學校『租借場地』給校外單位，租借場地
的主辦單位有提供餐飲或場地有提供飲
水機。（教育部執行方式原則之適用範
圍（二））
各案例的回覆如下：
(1) 否，非一級行政單位主辦。
(2) 是，婚宴屬活動（慶典、典禮、嘉年華、
園遊會、展覽、節慶活動等）之範疇，外
部單位租借學校場館辦理須配合辦理。
如果因受「訂購數量」、「配送時間」、「辦
理地點」或「其他原因」無法配合執行，
得經機關首長（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使用一次用產品。
(3) 是，只要是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學校主辦
之會議、訓練、活動均符合教育部執行
方式原則的適用範圍。
(4) 如為學校的「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會
議、訓練、活動，均須列入統計。
(5) 如為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會議、
訓練、活動，無論活動場地在校內或校
外，請學校依據本部原則及環保署指引
辦理。
(6) 否，不適用，班級的老師學生班級非「一
級行政單位」，且性質亦非會議、訓練、
活動。
(7) 「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會議、訓
練、活動，即適用本部原則及環保署指
引，無論活動場地在校內或校外。
(8) 否，會考、大考等應考性質非屬學校主
辦之會議、訓練及活動，非屬本部原則
及環保署指引適用範圍。
(9) 否，會考、大考等應考性質非屬學校主
辦之會議、訓練及活動，非屬環保署指
引適用範圍。
(10) 否，學生午餐目前非屬環保署作業指
引適用範圍。

項目

問題
回覆
(11) 園遊會、校慶運動會這類活動是否要 (11) 是，學校辦理的園遊會、校慶運動會之
依照辦理？
主辦單位如為「一級行政單位」，其辦
理之會議、訓練及活動就應符合規定。
如果因受「訂購數量」、「配送時間」、
「辦理地點」或「其他原因」無法配合執
行，得經機關首長（校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准使用一次用產品。
(12) 請問寒暑假教師共備日的全校研習
(12) 全校研習如屬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主
算嗎？
辦之訓練，則需配合辦理。
(13) 學校教學單位（非一級行政單位）在
(13) 否，不列管，但如學校「租借場地」給校
學校校內辦理的活動有列管嗎？
外單位辦理的會議、活動、訓練，且有
提供餐飲時，則需配合辦理。
(14) 請問學生在校外買foodpanda，也要
(14) 否，其性質非屬適用範圍。
強制學生不能使用免洗餐具嗎？
(15) 校內員生社有請早餐廠商提供早餐
販售，也不能用一次性餐具嗎？

(15) 否，學校員生社早餐、午餐、晚餐販售
行為不屬於學校辦理的會議、訓練、活
動，所以不受「行政機關、學校減少使
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作業指引」。
但依環保署108年8月8日修正公布之
「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
規定，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之餐廳：於
其提供餐飲之場所供消費者現場食用
時，不得提供各類材質免洗餐具（包含
杯、碗、盤、碟、餐盒、餐盒內盛裝食物
之內盤、筷、湯匙、刀、叉及攪拌棒等
，且不得以餐具套塑膠袋裝盛食物。
(16) 是，無須填報。

(16) 目前範圍（二）是只規定學校租借場
地給校外單位才需要符合，所以若是
校內單位或學生借場地，且非一級行
政單位主辦，目前不需填報對嗎？
(17) 如因為疫情，會議中的一部分人員以 (17) 是，請就實體出席人數計算減量成效
線上會議方式出席，這場次的會是否
即可，線上會議人數不列入。
需要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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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

問題
回覆
以下為學校提問有關使用免洗餐具時，需 依據環保署指引規定，核准使用一次用產
由誰核准使用一次用產品，以及簽准方式 品之情形如下：
：
● 政府機關、學校如因無可配合之餐飲
業者（如偏遠地區會議或演習）而無法
執行減少使用一次用產品相關措施，
或有其他須使用一次用產品之特殊情
形（如防治傳染病噴藥人員飲食或飲水
等）時，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使用一次用產品。
●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環保機關遇有
區域性缺水或發生傳染病（如
COVID-19）時，為確保飲食衛生安全
及防止疫情擴散，得同意轄區內行政
機關、學校暫時提供免洗餐具及包裝
飲用水，並於同意後報請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備查；範圍已跨及數地方主管機
關管轄區域者，得逕由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同意。
學校問題回覆如下：
(1) 偏遠地區業者無提供重複使用餐盒便 (1) 如因「辦理地點」偏遠難以實施，請先報
當時。
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使用一次
用產品，並以提供非塑膠材質盛裝或包
裝為主。
(2) 學校辦理畢業旅行、公民訓練或校外 (2) 如因「辦理地點」偏遠、活動性質難以實
教學，在校外，學校或是輔導機構提
施，請先報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供學生瓶裝水時。
准使用一次用產品，並以提供非塑膠材
質盛裝或包裝為主；另建議學校可請學
生自備飲用水（水壺），及建議輔導機構
不主動提供學生瓶/杯裝飲用水。
(3) 學校辦理園遊會、校慶運動會，攤販
(3) 如攤販無法提供可重複使用餐具容器時
租借校內場地於校內販賣飲食，攤販
，建議優先請校內師生自備可重複使用
無法提供可重複使用餐具容器時。
餐具容器購買；如執行上實有困難，請
先報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使用
一次用產品，並以提供非塑膠材質盛裝
或包裝為主。
(4) 請問部屬機關，如因疫情需使用免洗 (4) 若非屬遇有區域性缺水或發生傳染病時
餐具，須報請環保機關還是其他單位
，則貴單位得自行經機關首長（如：校
備查？
長、機關或處室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使用一次用產品即可。
(5) 無法配合辦理之會議、訓練及活動是 (5) 單次/批次會議、訓練、活動無法配合，
否需要報請轄區環境保護局備查？
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同意；疫情（一
定期間、全面）則報環保局同意。
(6) 請問若每次有會議提供一次性餐具時
，都需要各別事先報經機關首長或授
權人員同意，否則完全無法提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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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會議需提供
一次性餐具時，需報經機關首長或授權
人員同意；不限單次或批次的方式報准
同意。

項目

3

4

5
6
7

問題
(7) 無法知道年度是否會使用一次性產品
，如何報請相關單位核備？即使會議
前，報請相關單位，也會有公文往返
之時間差，如何認定？
(8) 如需使用一次性產品，是報請教育部
還是當地環保局？

回覆
(7) 請於會議、訓練、活動辦理前報請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使用一次用產
品。

(8) 若非屬遇有區域性缺水或發生傳染病時
，學校一級行政單位辦理會議、訓練、活
動時，如需使用一次性產品，得自行報
請機關首長（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使
用一次用產品即可。
(9) 請問每一次使用一次性餐具都需要上 (9) 若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會議提供一
簽請主管同意嗎？
次性餐具時，均需要報經機關首長或授
權人員同意；不限單次或批次的方式報
准同意。
(10) 如因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經機關
(10) 不需要，若非屬遇有區域性缺水或發
首長簽准後，仍需發文送地方環保單
生傳染病時，得自行報請機關首長（校
位備查嗎？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使用一次用產品
即可。
(11) 學校如果無法配合辦理的報准方式， (11) 學校只要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只要上簽校長核准即可？每一個活
即可使用一次用產品；可以，學校可以
動都要上簽嗎？可以彙整所有活動
彙整所有活動一次簽請校長或其授權
上簽一次就好嗎？
人員同意。
(12) 無法配合辦理的報准方式，利用表單 (12) 以學校來說，需經校長或校長授權人
也可以嗎？只要校長核准就可以
員核准即可，簽報方式依各校規定辦
嗎？有沒有還要會其他單位？例如
理。
總務處或是統計單位
(13) 會後提供符合規範的水果盒需要核
(13) 不需要，提供便當以外非塑膠包裝之
准嗎？
外帶餐點，只需填報數量，不須經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紀錄表填寫數量上，如果是內用或外帶紙 無論為內用或外帶，只要提供紙餐盒的便
餐盒，請問這類型應如何填寫。
當，都需要經機關首長（校長）或校長授權
人員核准即可使用，核准原因及使用數量
請填寫在「報准同意使用免洗餐具之情形」
欄位；外帶時，除便當以外，提供非塑膠包
裝之餐點，數量就填寫在「外帶(便當以外，
提供非塑膠包裝之餐點個數)」欄位。
請問試辦期間為111年5月到7月，必須提 試辦目的是為了瞭解學校執行面上可能遭
報6場次，但現在正值疫情期間，會議皆 遇到的問題，如因疫情影響無法達到6場次
改線上辦理。且7月為暑假，恐怕達不到6 ，只需在回報試辦成果時，於Google線上表
場次。
單上說明即可。
無，如有提供點心盒外帶，請將提供數量填
若活動結束後提供外帶點心盒，填報時有
在表單的「外帶(便當以外，提供非塑膠包裝
無減量呢？
之餐點個數)」欄位。
已修正並上傳更新後的表單於雲端硬碟，
建議教育部試辦計畫成果統計表與環保
請學校自行下載使用。表單下載連結：
署格式統一。
https://pse.is/46dgey
環保署填報帳號下面可以多開放子帳號
無，環保署目前尚未規劃開放子帳號提供
以利填報？
學校內各單位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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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8

9

10

11

問題
會議提供外帶麵包餐盒，外盒是紙盒，但
是餐盒裡的麵包或點心是否可以使用塑
膠袋分別包裝？
可否將﹝環保署﹞行政機關、學校減少使
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作業指引與成
果系統填報方式說明之簡報檔提供給學
員參考？
建議貴署與教育部共同研商，是否以學校
班級數為基準，班級數多的學校，在總務
處設置「環境保護組」專責環保相關事務，
衛生組業務已經多到找不到衛生組長了，
謝謝！
教育部是否可以直接函文給學校：舉凡學
校所開的會議，一律禁止提供杯裝飲料、
一律不提供便當(紙/塑膠容器)、不提供任
何有礙環保的任何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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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申報週期由每月調整為每季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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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反應難以執行的原因：

5

回覆
可以，可使用塑膠材質分裝餐盒內的餐點。

簡報已置於雲端硬碟，請學校自行下載，會
議資料連結：https://pse.is/446ttt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現階段建請學校仍依
「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
或相關法規妥處。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部將配合環保署相
關政策，持續宣導各校辦理相關事宜，本次
僅針對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相
關內容，請各校配合辦理。
考量若以年度為填報頻率，可能因年度累
積以致執行紀錄缺漏，增加填報者之作業
負擔，依本(111)年3月10、11日召開之「 『行
政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
用水 作業指引』 推動現況及申報系統說明
會」之討論，請各單位（三、四級機關及彙辦
單位）按月進行填報，並由彙辦單位於每年
4月30日前提報前一年之年度彙整資料，後
續視情形考量降低填報頻率。

項目

問題
(1) 減少免洗餐具使用，在目前沒有能提
供環保餐盒商家或合格餐具洗滌業者
下，難以要求落實執行。
(2) 環保署採以需制供的策略來引導廠商
改變環保餐盒。但符合規定廠商數量
目前少數，需要注意圖利廠商之虞，
同時公部門採購法受限（舉例:原本經
費10萬可以分散10家廠商，如今假設
鄰近廠商僅1家符合環保新制，導致受
限採購法），也是法規上的限制。
(3) 環保署應責成各地環保局輔導地區便
當業者，不是交由學校各單位去跟業
者溝通，有時候只是訂少量便當，業
者也不願意配合，學校活動太多，訂
購便當前還要配合優先採購公告，所
以很難全部整合在一起。
(4) 學校訂購便當的經費只有80元，如果
訂購鐵製便當造成經費不足。
(5) 目前國內疫情升溫狀況，適時推動是
否合宜？
(6) 是否考慮等疫情趨緩及正常生活後，
再實施嗎？因目前疫情時代要談減量
對學務處衛生單位來說實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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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環保署作業指引係為補足現行免洗餐具
之管制，強調以公帶私，由公部門、學校之
落實使用可重複清洗餐具，增加市場常態
需求，引導餐飲業者提供可重複清洗餐具
盛裝供應餐飲。
為建立足夠之市場供需，故於正式施行前
希望各單位進行試辦，使相關業者瞭解確
有使用需求，吸引廠商投入提供相關服務，
增加業者投入相關服務之意願，環保署亦
透過補助計畫補助地方環保局輔導餐飲業
者及外燴業者外送、外燴供餐使用可重複
清洗餐具。
有關餐具清潔衛生部分，衛福部已訂定
「餐具清洗良好作業指引」，可重複清洗餐
具清洗需符合規定以確保餐具安全衛生。
另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已於記者會呼籲
民眾可放心使用可重複清洗餐具，只要餐
具清洗符合上述規定，搭配環境清潔及消
毒，即可保障民眾於疫情期間用餐的安全
衛生。
另參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0年11月12日主
會財字第1101500575號函內容，主計總處
表示餐費報支上限並未訂定全國一致之通
案標準(如80元)，宜由各機關依業務實需及
市場行情本權責自行決定。爰建議請原便
當供應業者配合自行購置鐵便當或由機關
購置鐵便當供業者盛裝，以為因應。如業者
因購置供應鐵便當盛裝、運送及清洗作業
等因素致成本增加，則建議機關、學校適度
檢討(調升)用餐經費上限。
惟環保署作業指引之適用對象如因受「訂
購數量」、「配送時間」、「辦理地點」或「其他
原因」無法配合執行，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准使用一次用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