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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yuan county food service establishments hygienic control 

摘要

(中) 

為瞭解桃園縣餐飲業之規模、設施設備及衛生自主衛生管理情形，本研

究藉由問卷實地訪查方式，於 93 年 7 月至 95 年 1 月期間，回收有效問卷

總計 1779 份。經統計結果顯示，在所有調查的鄉鎮市業者當中，以桃園

市的最高，佔 30.9%。高達 99.8%的業者之原料或半成品有可供追溯之來

源，98.5%業者設有專責人員驗收。在倉儲與廚房設施設備管理方面，定



期清潔者高達 99.3%，而 64.0%業者之作業場所的照明設施無裝置燈罩。

有 76.3%業者不具三槽設備，器具清洗以人工居多(97.0%)；且 78.2%以上

之業者以熱水消毒。本研究亦發現，瞭解 HACCP 與 GHP 系統的業者分

別僅有 4.4%和 18.6%，顯示大部分業者對於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的教育有

待加強。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設置專職衛管人員之餐飲業在倉儲與外

場衛生設備及作業等管理均顯著表現優異(P<0.05)。大型餐飲業的倉儲管

理顯著優於小型業者(P<0.05)。在地緣分析方面，北桃園的餐飲業在食品

添加物、廚房設施設備、設備器具之清洗和外場衛生設備與作業等方面

亦顯著優於南桃園的業者(P<0.05)。 

摘要

(英)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ze, facilities and hygienic self-control of food service 

establishments in Taoyuan county, a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period of July 

2004~January 2006 by means of door-to-door interviews with caterers. A total of 

1779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aoyuan city consisted of the 

highest number (30.9%) of food service establishments in this survey. Up to 99.8% 

eating-houses had records to trace their supplies of raw materials and half-cooked 

foods, and 98.5% caterers had assigned personnel to carry out the acceptance 

inspection. Nearly 99.3% establishments cleaned their storage room and kitchen 

facilities regularly. Work areas of 64.0% caterers were not equipped with shielded 

lighting. About 76.3% establishments did not have three-compartment sink. Most 

food service establishments cleaned their utensils by hands, and more than 78.2% 

eating-houses sanitized their facilities and utensils by hot water. Only 4.4% and 

18.6% food service establishments understood HACCP and GHP respectively, 

implicating great efforts are needed to educate caterers with knowledge of food 

safety control system. Cross-analysis showed that food service establishments with 

full-time hygienic protection personnel revealed significantly high performance 

scores in managements of purchasing and receiving, storage and sanitary facilities 

in the front of the hous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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