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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專業教室



專業教室

M214廚藝教室

M215飲務教室

AH001客房教室

ICE101實習廚房 客房操作



設備室

M204-3設備室

M213-1餐具設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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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借用規範



M214、M215 找Peggy姐

系辦登記本 姓名+用途 借冷氣卡



M214、M215離場SOP

※違規滿三次，全班禁止借用1月

清潔

•水槽

•餐具

•吧檯

•垃圾桶

關電源

• 講桌

• 投影機

• 音響

• 冷氣

• 拔電卡

鎖門窗

•窗戶

•教室門

•上保全

還電卡

•系辦簽收



晚 上
M214、M215離場SOP

清潔

•水槽

•餐具

•吧檯

•垃圾桶

關電源

•講桌

•投影機

•音響

•冷氣

•拔電卡

鎖門窗

•窗戶

•教室門

•上保全

還鑰匙、電卡

•塞門縫

注意：14點-16點領鑰匙



ICE101 找小琦姐

申請單需
7天前繳交

逾時不受理



借用ICE101 找小琦姐



餐飲業職災案例宣導





第1.火災

第2.被切、割、擦傷

第3.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100-105年發現最常發生之災害



餐飲業案例
1. 瓦斯：

• 瓦斯爐火熄滅過久，再開火時產生氣爆將致臉部、左手前
臂及右膝二度燒傷與吸入性燒傷。

• 點爐火時不慎閃燃，致雙側眼灼傷。

2. 油鍋：外場工作時，拿餐巾紙欲清潔油鍋邊的麵包粉渣，餐巾
紙吸油後被燙到後，於驚嚇之餘，不慎將其他手指伸進油鍋致
右手燙傷。

3. 機具：勞工在飲料店清洗檸檬機時，因忘記關上電源造成手指
遭捲入，致左手、右手指頭壓砸傷。



餐飲業案例

• 瓦斯漏氣時，應注意?

瓦斯鋼瓶炸裂燃燒面積400平方公尺，逢甲氣爆釀14傷6學生。
（圖／記者柳名耕翻攝）
原文網址:逢甲氣爆／瓦斯業者開電扇引火花…檢警訝異：怎不懂危險性

不可以開關電器、電扇
>避免產生電器火花，導致引爆

處理方法
>關瓦斯
>熄滅火源
>小心地打開門窗
>告知同學及系辦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718/969277.htm#ixzz6FhiWns5E


消防基本常識、消防設備宣導



預防火災

1. 爐台烹煮時，應有人在旁隨時注意

2. 爐台周圍保持淨空，避免引燃雜物

3. 應避免穿著易勾到廚具、或是易掉入食物中的衣物

4. 用完爐台、鍋具，應確實清潔，以免油垢引燃釀災



滅火方法

一般火災
(1)隔離法：移除可燃物

(2)窒息法：將助燃物與可燃物隔絕，使燃燒之氧
化反應因缺氧而窒息，達到滅火

(3)冷卻法：除去火場的熱量及降低火場的溫度

(4)抑制法：滅火藥劑於噴入火場內，中斷或破壞
燃燒反應之延續



滅火方法

油鍋起火
國外測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EAfKo08YM

消防隊測試: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618615568253080

油鍋起火怎麼辦？
先蓋鍋蓋再關爐火，別讓火繼續竄出來！

正確做法(三個步驟的次序不可顛倒!)
1.蓋上鍋蓋
2.關閉爐火
3.靜置冷卻，火勢太大無法靠近時，應該立即逃生!

以水滅火的結果…..
水會先沉到鍋底、迅速汽化膨脹1700倍
發生猛烈爆炸，造成嚴重燒燙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EAfKo08YM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618615568253080


滅火器

1.拉(插梢)：提起滅火器後，將安全插梢「旋轉並拉開」。
2.瞄(火源)：握住皮管噴嘴後，瞄準火源底部。
3.壓(握把) ：用力握下手壓柄(壓到底)，朝向火源根部噴射。
4.掃(向火源左右噴灑)：左右移動掃射後，持續監控並確定
火源熄滅。

教學影片
點我

延伸滅火器知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TM2zJsJ6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bm5MlDZ0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bm5MlDZ0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TM2zJsJ6U


防火毯
1. 防火毯是絕緣且不燃的材質，可耐500度以上高溫

2. 內層清玻璃纖維布+外層銀色耐高溫矽膠製成

3. 使用後若無破損，可重複使用，無失效期

4. 使用時機 : 起火初期、火場逃生



緊急連絡電話表
東海代表號：04-23590121

單位/姓名 分機/電話 單位/姓名 分機

守衛室 25914 教官室(執勤) 23590303

消防隊 04-23227672 陳姿伶教官 0932-681020

火災 119 報警 110

李貴宜 主任 37704 警察局 04-23289100~7

高琦 助教 37702 林育正 老師 37717

實習廚房 37714 劉昕佩 助理 37707



基礎急救宣導



遇到燒燙傷



燒燙傷口訣

沖 脫 泡 蓋 送
30分鐘

不弄破水泡

冰塊敷

乾淨紗布/毛巾

盡速就醫/
急救電話119



燒燙傷-傷口護理



切割傷

•止血-直接加壓止血法

1. 用乾淨的紗布/布巾蓋住傷口

2. 抬高肢體

3. 定時檢查出血狀況

4. 紗布不要拿起來，直接疊新的

5. 包紮固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節錄宣導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工作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校長)或工作場所
負責人(實驗場所及工作場所老師或主管)應即令停止作業，並使勞
工(教職員工、承攬商勞工及計畫助理、專案講師、專題生、兼任
助理等任何名義之教職員工與學生)退避至安全場所。

1.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2.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金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
育及訓練。

第二項：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理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三萬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三千元以下

六萬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採取必要知急救、搶
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做成紀錄。

第二項：事業單位勞動場所發生下列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主管)應於
八小時內通報勞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療。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校內發生職災事故後”1小時內”報告本校勞工安全衛生中心!

三萬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1.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2.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金



新冠肺炎防疫宣導







實習廚房實地宣導



教室保全

綠色燈：保全開啟中，請勿開啟門窗

紅色燈：尚有門窗未關上，請檢查

未亮燈：所有門窗已關閉，可上保全

注意！若不慎於綠燈時開鎖，導致警鈴，
請再刷一次卡解除，並聯絡系辦

綠色 未亮燈



瓦斯開關有哪些?

開關包括：

1.黃把手

2.藍把手

3.管道閥

4.瓦斯罐閥

5.教室內桌下開關

藍把手 管道閥

黃把手
瓦斯罐閥



把手與管線平行

即為開啟

把手轉哪邊才是打開?



四個管道閥全部轉向OPEN 四個瓦斯罐閥全部轉向OPEN

開啟旋鈕



工作項目 操作細則 工作項目 操作細則

垃圾分類
與清運

1.垃圾收集並確實分類
2.後放置推車清運至管院後側子母車丟棄
3.垃圾桶刷洗與倒扣
4.推車沖洗與倒扣

器具清潔
與調味料補充

1.公共區器具清潔並擦拭乾淨並放置回倉庫
2.公共區調味料使用濕抹布擦拭乾淨送回倉庫
3.補充七組糖、鹽、胡椒、油、洗碗精
4.擦拭調味料盒與油壺(不可有油漬)
5.公共材料區檯面清潔刷洗
6.進行公共材料盤點，填寫「庫存盤點表」

水溝刷洗清潔

1.至走廊區拿取長柄水溝刷、刮水刀、刷
子
2.翻起水溝蓋
3.倒入少許洗碗精，開啟各組洗手台水龍
頭
4.刷洗水溝內側
5.使用小柄刷刷洗兩側溝縫
6.蓋上水溝蓋後使用清水刷洗
7.最後倒入6桶熱至水溝中，來軟化管壁油
脂
8.刷洗範圍：操作區與前製區

教室內外走道清潔

1.至走廊區拿取掃把與畚箕清掃教室外紅磚區
2.清掃教室內公共區域地面
3.清掃教室內倉庫區地面
4.檢查牆面並清除蜘蛛絲與髒汙

截油槽清潔

1.瓦斯間拿取水桶、刷子、濾網、水管、
垃圾袋x2
2.將水管套入第三組水龍頭
3.拉開截油槽上蓋
4.撈除表層異物與菜渣
5.沖刷洗截油槽
6.截油槽水桶沖洗乾淨後，放回瓦斯間

前製區清潔

1.課程材料箱整理並盤點，填寫「食材盤點單」
2.整理冰箱食材並擦拭門板與冰箱
3.前製區水槽、檯面清潔
4.檢視環境，不可遺留垃圾

門口餐具櫃
與抹布清潔

1.濕布擦拭走廊鐵櫃
2.高湯桶滾水加入100C.C漂白水+抹布煮沸10分鐘
後，浸泡20分鐘

公共區域打掃 - 分工項目



需穿著專門廚服，才可操作



相關影片連結

• https://sunshineblog.pixnet.net/blog/post/41750069-
%E5%BB%9A%E6%88%BF%E5%A4%B1%E7%81%AB%E6%8
0%8E%E9%BA%BC%E8%BE%A6%EF%BC%9F

• https://kknews.cc/zh-tw/home/33e9vng.html

• https://www.whaledon.com/products/info.php?id=9437&titl
e_id=1539

• https://www.movavi.com/zh/support/how-to/video-
editing.html

https://sunshineblog.pixnet.net/blog/post/41750069-%E5%BB%9A%E6%88%BF%E5%A4%B1%E7%81%AB%E6%80%8E%E9%BA%BC%E8%BE%A6%EF%BC%9F
https://kknews.cc/zh-tw/home/33e9vng.html
https://www.whaledon.com/products/info.php?id=9437&title_id=1539
https://www.movavi.com/zh/support/how-to/video-editin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