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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膳減鹽計劃」報名表格 

注意事項︰ 

1. 申請時段：全學年均接受申請。

2. 參加對象：學校午膳供應商。

3. 提交方法：欲參與本學年「學校午膳減鹽計劃」的午膳供應商，請填妥此報名表格並透過以下其中

一個方法遞交至衞生署健康促進處：

郵寄至：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9 號中國海外大廈 8 樓 A 至 D 室 或 
傳真至：2781 2599 或 

電郵至： eatsmart_school@dh.gov.hk 

4. 所需資料：

 除報名表格外，午膳供應商須提交減鈉前和減鈉後的食譜、提供午膳的學校名單和供應減鈉餐

款的學校餐單。

 爲了解減鈉餐款的訂購和供應情況，須於每月 15 號或之前提供減鈉餐款的每月平均訂購數目、

減鈉餐款有關味道的投訴數目和下一個月的學校午膳餐單。

5.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151 7615 與衞生署健康促進處健康推廣主任何女士聯絡。

午膳供應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姓名） （職位） 

聯絡方法︰ （電話） （傳真） 

電郵︰ 

目標︰減少學校午膳的鈉質含量 

1. 計劃減鈉的方法︰（可選多項）

 減少醃肉時所使用的調味料︰ 

 豬    牛    雞    魚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減少使用加工食材，如香腸、火腿、雪菜、素肉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減少烹調醬汁時所使用的調味料 

 請註明醬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減少焯菜時所使用的調味料 

 減少烹煮意大利粉或其他麪食時所使用的調味料 

 減少醬汁的供應量 

 請註明醬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減鈉方法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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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鈉餐款︰

減鈉餐款數目︰合共 ___________ 個，佔全線餐款 ___________ % 

請列出減鈉餐款的名稱︰ 

可另紙書寫。 

3. 減鈉的計算方法和減幅
減鈉計算方法︰  根據食譜，用計算的方式估計鈉含量及其減幅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鈉含量的減幅︰
註︰建議於學年內鈉含量減 5-10%

 
 估計平均鈉含量減幅 _______ % 

4. 減鈉的成效指標︰
 有關味道的投訴 

  其他（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減鈉餐款的供應資料︰
減鈉餐款開始供應月份︰

（年／月）

 

 

承諾該學年每月提供減鈉餐款佔全部

餐款最少百分比* ︰
（* 指每月可供學校選擇的午膳餐款）

 
 

________________ % 

現時參與的小學學校和學生數目︰ 
 全線 _______ 間學校 

 部分 _______ 間學校，佔全線 ________ % 

當中，包括 ______________ 間特殊學校 

合共  _____________________名學生 

參與學校的供膳模式︰ 以飯盒模式 :  ___________ 間學校 

以現場分份 :  ___________ 間學校 

6.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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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

用途聲明

 

 
 
1. 你向衞生署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作以下用途︰ 

  (a) 資格證明； 

  (b) 製備統計數字，進行研究或教學用； 

  (c) 利便組織有關健康教育及社區聯絡的活動。 

 

個人資料的提供，出於自願。如果你不提供充份的資料，我們可能無法證明你是否符合資格獲得某項服務∕

活動，亦可能無法達成你的要求或就你的投訴進行深入調查，因而不能為你提供服務∕協助。 

 

2.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主要由本署內部使用，但亦可能於有所需要時因以上第 1 段所列目的向其他政

府部門或有關人士披露。此外，只有在你同意作出該項披露或該項披露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允許的情

況下，本署才會向有關方面披露有關資料。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條及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所述，你有權查閱及修正個人資料，

包括有權取得你於以上第 1 段所述的情況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應查閱資料要求而提供資料時，可能要徵收

費用。 

 

4. 有關所提供個人資料(包括查閱及修正資料)的查詢，應送交︰ 

   衞生署健康促進處 

﹝經辦人：高級行政主任(健康促進)﹞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7 字樓 

   聯絡電話：2835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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