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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隨著工商業進步，社會型態的改變，外食人口增加，餐飲業的衛生安全也日

漸受到重視。?瞭解桃園縣餐飲業之伙食承包商業者（伙食包）衛生現況，

自民國九十五年二月至九十六年二月期間，以問卷方式分送 60 個伙食包商

(包含總公司及據點)進行設施及衛生管理相關資料的蒐集，共回收 28 份有效

問卷，其中總公司 5 份，據點 23 份。經統計分析後的結果顯示，總公司所

採購的原料或半成品均購自可追溯的合法供應商，並有專人負責驗收，然而

僅有 40% 業者對低溫原料有使用溫度計驗收，且乾物料室均無溫溼度控制。

伙食包據點在倉儲管理方面，實施先進先出者為 78.3 %。大部分的伙食包據

點使用木質砧板，有肉品或蔬果專用水槽，但是沒有專用之工作檯。在員工

衛生管理方面，每年均實施健檢及工作時戴髮帽、口罩、穿著圍裙。多數伙

食包據點的器具清洗區與食物製備區有距離區隔。此外，在衛生設施方面，

各作業區專用洗手槽、更衣室、廁所等及環境病媒防治情形皆不盡理想。綜

合而言，伙食包業者在諸多衛生管理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應多加強人員

的衛生訓練及增加稽查頻率，方能有效提昇業者的衛生安全管理績效。 

摘

要

(

英

) 

With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sperity,"eat-out"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and 

consequently causing people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food sanitation and safety of 

food servi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facilities and sanitary 

management of food contractors in Taoyuan county, th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period of February 2006 ~ February 2007 by means of sending questionnaires to about 



60 food contractors. A total of 28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was collected, 5 from head 

offices and 23 from operation bases. Results from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both 

raw materials and semi-cooked products in head office of food contractors were 

purchased from qualified and traceable suppliers. There was assigned person to execute 

the acceptance inspection of raw materials. However, about 40% head offices 

employed thermometer to check the temperature of cold materials, and every storage 

room did not hav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trol. In the aspects of storage, 78.3% 

of food contractor’s operation bases rotated food stocks on the first in, first out 

principle. Most operation bases applied wood cutting board and had separated sinks for 

meats, and vegetables and fruits, while all operation bases did not have work table. 

Every operation base did well in annual employee health examination, wearing hat with 

hair restraint, putting on gauze-masks and aprons. Distance separation between areas of 

washing containers and food preparation was employed in the majority of operation 

bases. Deficiencies in sanitary facilities included exclusive sink for hand-washing, 

dressing room, lavatory and pest control. In general, there are a lot of rooms for 

improvement in many sanitary management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hygienic 

management of food contractors, great efforts need to be done by implementation of 

sanitation training program and frequent audits by local food safety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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