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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於九十三年四月間，針對台北縣市職校餐飲科學生的蔬果知識、態

度、行為進行研究，目的在了解餐飲科學生蔬果知識、態度、行為的正確

性，及不同變項間的差異及影響，並探討三者間的關係。依叢集比例抽樣



發放自編問卷 850 份，回收 805 份，有效樣本 658 份，以描述性統計、變

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及結構方程式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顯

示： （一）蔬果知識 一般蔬果營養及選購知識優於清洗、烹調及貯存注

意事項。整體來看，日間部學生優於進修部學生，女生優於男生，台北市

學校優於台北縣，沒有運動習慣者較優，可能擁有知識與行動間，仍有所

落差。有餐飲技術士證的較佳，三年級生明顯較其他年級好，體型自覺胖

者優於自覺中等及瘦的，可能與其積極追求瘦身方法有關。 （二）蔬果

態度 以健康信念構面得分最高，農藥殘留、蔬果品牌這兩構面得分較

低，整體趨近於中立。進修部學生略優於日間部學生，但差異不顯著。女

生優於男生，位於台北縣的學校比台北市的好，沒有運動習慣者優於有運

動習慣者，有中餐丙級技術士證較優，三年級生明顯較佳，體型自覺胖者

優於自覺中等及瘦的。 （三）蔬果行為 食用行為得分優於使用行為，日

間部學生略優於進修部學生，女生優於男生，位於台北縣的學校優於比台

北市的，有中餐丙級技術士證者行為較佳，有無運動習慣不會造成行為的

明顯差異，三年級生行為明顯較佳，體型自覺胖者優於自覺中等及瘦的。 

(四)蔬果知識、態度與使用行為之關係 統計分析顯示，蔬果知識、態度與

行為間，兩兩呈正相關。再以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得知真正的關

係三者為正向直線式之影響，知識內化影響態度的改變，進而影響行為的

表現，知識對行為直接影響不大。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formed in April 2004, which is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vegetable & fruit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 of Hospitality Major Students of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in greater Taipei Area. It is aim to understand the 

exactitude of the vegetable & fruit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 of Hospitality 

Major Students of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the variance upon different 

variables and its influences, as well a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Using cluster proportion sampling to obtain 850 as a sample and accept 658 valid 

samples after the questionnaire mailing. To proces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of variance,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C) were adopte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tudy reveal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Vegetable and Fruit Knowledge For 

general vegetable and fruit nutrition and purchase, its knowledge is superior to 

cleaning, cooking and storage. Overall speaking, daytime students are superior to 

nighttime students; female students are superior to male students; students who live 

in Taipei City are superior to students who live in Taipei County; students with no 

exercise habit are superior to who are with exercise habit, possibly due to the lag of 

knowledgeable and being activated; students who hold license “C” of Chinese 

Cuisine Cooking are superior to the ones without; senior students are obviously 

superior to other grades; self-aware of bigger body figure are superior to others, 

possibly due to they aggressively pursue slimmer body figure. 2. Vegetable and 

Fruit Attitude The highest points fall on health awareness; lower points on pesticide 

residual and vegetable and fruit’s brand, which toward neutral overall. Nighttime 

students are slightly superior to daytime students, the differences are not obvious; 

female students are superior to male students; students who live in Taipei County 

are superior to students who live in Taipei City; students with no exercise habit are 



superior to who are with exercise habit; students who hold license “C” of 

Chinese Cuisine Cooking are superior to the ones without; senior students are 

obviously superior to other grade; self-aware of bigger body figure are superior to 

others. 3. Vegetable and Fruit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eating is superior to the 

practice of using. Daytime students are slightly superior to nighttime students; 

female students are superior to male students; students who live in Taipei County 

are superior to students who live in Taipei City; students who hold license “C” of 

Chinese Cuisine Cooking are superior to the ones without; senior students are 

obviously superior to other grade; self-aware of bigger body figure are superior to 

others.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if students have exercise habit and or if 

they are license holders. 4. The correlation among Vegetable and Fruit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among Vegetable and Fruit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hold positive relations in pairs. Moreover, with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C), it reveals that a positive liner 

relation is existed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ffects attitude changing; furthermore, it affects the behavior of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no direct influence between Vegetable and Fruit knowledge and it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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