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出日期︰29/03/2012

發出問卷 698 回收率︰67%

夠熱 適中 不夠熱 棄權

112 287 62 4

非常好 好 一般 棄權

106 154 197 8

餸的味道

收回問卷︰465

飯/餸的溫度

培僑小學

2011-2012年度鮮營午餐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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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夠熱 適中 不夠熱 棄權 

23% 

33% 

42% 

2% 

餸的味道 

非常好 好 一般 棄權 



肉 蛋和雞翼 雞翼,蛋,壽司豬扒 蒸肉餅

牛肉咖哩飯雞脾 菠蘿 雞 津白

壽司 咖哩薯仔飯 魚 腸仔 雞肉

鮮茄肉片 青瓜 燒賣 菠蘿 燒賣

班腩飯 雞蛋 小蕃茄 瑞士汁雞翼 肉和菜

排骨 壽司(手卷) 薯條 雞扒 雞睥飯

熱狗,壽司 車厘茄 菜 咖哩 C

飯團 水果 牛排 雞 魚柳

魚 燒賣 薯條 魚柳 魚蛋

牛肉 雞中翼 黑椒牛肉 雞肉 蛋糕

青菜 手卷 麥樂雞 雞腿 香腸

熱狗 玉米 肉餅 粉 白菜

蘿蔔 肉餅，魚蛋 蒸蛋 肉醬意粉 粟米肉粒飯

菜 肉醬 蒸水蛋 串燒 滑蛋

雞翼 魚蛋,燒賣 水蛋 雞扒,水蛋 咖哩雞

冬菇馬蹄蒸肉班腩 瑞士雞中翼飯燒賣 咖哩飯

粟米肉餅 鮮茄肉片 pizza 雞蛋 雞翼飯

炒蛋 雞蛋 麵 雞扒飯 白汁,咖哩

燒賣 飯 蔬菜 雞飯 魚柳

肉餅 丸子 獅子卷 低脂粟米白汁

粉絲蝦米 什麼都喜歡吃包 手卷及雞

壽司(手卷)蕃茄 牛扒 飯團

雞 雞扒 魚蛋 肉餅,雞扒

珍珠雞 不好吃 咖哩飯 肉餅

不硬不軟 很軟 很硬 很好吃 棄權

194 68 68 127 8

我喜歡的餸是︰

飯的質感

42% 

15% 

15% 

28% 

飯的質感 

不硬不軟 很軟 很硬 很好吃 



足夠 適中 不足夠 棄權

206 177 65 17

 水果 西瓜 深綠色的 蔬果

CURRY 西生菜 紹菜,生菜 燒賣

tomato 西芹 蛋 蕃茄

小白菜 西蘭花 通菜 蕃薯

小棠菜 豆苗,豆芽 粟米 薯茸

小蕃茄 豆腐 菜 雜果

什時菜 咖哩薯仔 菜心 蘋果

冬瓜 所有 菠菜 蘿蔔

玉米 炒蔬菜 菠蘿 唔食菜

瓜 空心菜 黃瓜 紹菜

瓜類 芽菜 椰菜 粟米

生菜 青瓜 椰菜花 野菜花

生菜心 青菜 煙肉炒椰菜 娃娃菜

白菜 娃娃菜 獅子狗 白蘿蔔

青瓜 洋菜 節瓜,茄子 西蘭花

白菜仔 洋蔥,鮮茄 壽司

時令水果 紅蘿蔔 翠玉瓜

白蘿蔔 茄子 銀牙

全部都喜歡栗米 銀芽炒三絲

我喜歡的蔬菜︰

蔬菜及水果的種類和份量

44% 

38% 

14% 

4% 

蔬菜及水果的種類和份量 

足夠 適中 不足夠 棄權 



飯 麵 粉類 棄權

198 61 30 176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棄權

33 14 21 29 46 31 64 75 57 93 2

你是否贊成「鮮營」繼續為我們服務!?

贊成 不贊成 棄權

370 91 4

我喜歡的主糧是

如果10分是滿分，你會給「鮮營」多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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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的主糧 

飯 麵 粉類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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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0分是滿分，你給「鮮營」多少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棄權 

79% 

20% 

1% 

你是否贊成「鮮營」繼續為我們服務? 

贊成 不贊成 棄權 



那些飯不要那麼硬 C餐加飯

要好味一些 飯餸可以更熱

要有氣球及其他禮物 太少肉

有時D飯好熱有時好凍 蔬菜少些,其實我不到5分鐘就吃完所有東西了

每五日吃一次雞蛋 太多肉少菜

餸要好吃 多點壽司+甜品

十分好 不要有這樣多麵

餸是應該多些營養 可以快一點

食物很好吃 派飯速度要快

菜很硬 分飯速度可更快

不好吃 很差,很慢

少些菜 很差,很慢

可以多一些飯 汁不要太甜

不好迫我吃不喜歡的餸 要快

多一些餸 供應更多午餐的份量

太多菜,多點甜品 速度更快

好 送飯速度可更快

菜可多點 食物硬小小

菜太苦 很慢,要快點

好吃 多D時令水果,SUSHI

下次可以有香腸會很好 要快

可以在c餐可以一半吃飯一半吃麵 給多些食物給同學,同學需要多少,就要多少

菜很苦 如果有很多S餐的同學,可以加派人手

鮮營好吃 餸可以煮得好吃點

可多加一些肉 要改善飯及餸的熱度

軟 要清楚說明那天有什麼吃

朱古力 增加多D蒸肉餅會更好

多一點麵 食物要煮得好味一點

飯軟少少 薯仔太硬,雞扒太salty

帶多一些碟 很好

多一點小食 不要那麼慢

不好吃 食物煮熱一點

還可以努力 多一些水果

希望多一些麥樂雞 S餐排隊時要可以快一點

不要一時轉餐 1.每逢星期三或五食手卷2.S餐加多一個爐

煮夕一點菜才好味 飯可以再熱一些

努力 飯可更熱

好吃 好好吃

我希望多肉少少 飯可以再熱一些

繼續努力 給多點水果

5.我給「鮮營」的意見︰



請快些送到學校 飯熱

加多壽司 餸的份量可以多一點

努力 可以多點水果

可以熱一些些飯 芽菜

希望食物美味一些 不要把菜送的那麼晚!

多D水果 我覺得粉麵太咸和淡而無味

無得傾 好味

我想吃好餸 用白米不要用紅米

菜不要用水煮,很難吃 希望有多些水果

不要煮雞 動作要快

好吃 OK可以

那些菜可以加多一些汁 很好味

蔬菜可以多一些 ok

弄一些新的菜 可以好味d

不要給太多菜 餸菜不夠熱

多點牛肉飯 繼續把飯弄好

太多蔬菜 好好味!100分

很好 太慢

加油 不錯

飯可以軟一些 OK

味道可以更好 麵很乾

多點菜 肉的肥肉太多

多點水果 要多壽司,PIZZA

多些手卷 飯可以熱一些

午餐一般 很好

很好 不太好吃(飯)

可以有更多水果 給多些雞翼給我們

在出面排隊要快d 蔬果太多

希望c餐的蔬果要有水份 S餐有時很慢

快 可以多一點

員工態度十分惡劣,竟然不給肉吃,而且不聽從學生的說話,以致浪費食物

不夠營養,很多時候餸的材料不適合小朋友

他們的飯很好吃

常常都要等待很久 很好吃

蔬菜的份量太少不是3:2:1/飯餐與原定的餐單經常不同(更改),選擇了等於沒

有選擇/餸少飯多,實際飯盒的餸菜與價錢不相符(太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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