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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論文名稱：北區高職餐飲科學生的營養知識、態度與飲食行為之研究 系所

名稱：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指導老師：柯文華教授 研究生：趙琬瑜 論

文頁數：122 論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職餐飲科職校學生營養知識、

態度與飲食行為的現況、不同背景高職餐飲科學生之營養知識、態度與飲

食行為之差異及營養知識、態度與飲食行為之相關，以自編問卷進行調

查，研究對象為台北縣市的餐飲管理科學生，總計發出 1080 份問卷，實得

有效問卷 943 份，有效回收率為 87.31％。 研究結果顯示： 一、「營養知

識」量表之得分會因「女生」、「二年級」而呈顯著較高。學生飲食資訊

來源會因學校課程、師長、電視/廣播、網路、報章雜誌書籍時，而使營養

知識得分呈顯著較高。學生已修過西餐烹飪、餐飲安全與衛生，在營養知

識得分顯著較高。 二、「營養態度」量表之得分會因「女生」、「二年

級」、「實際體型輕度肥胖」的不同呈顯著較佳。學生飲食資訊來源會因

學校課程、師長、家人、長輩與親戚、同學或朋友、電視/廣播、網路、報

章雜誌書籍時，在營養態度上有顯著較好。學生已修過中餐烹飪、西餐烹

飪、餐飲安全與衛生，在營養態度上有顯著較好。 三、「飲食行為」量表

不會因學生背景因素而有差異。學生飲食資訊來源為主要為健康中心宣導

時，其飲食行為較佳；但若飲食資訊來源為電視/廣播時，飲食行為較差。 

四、經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初步可得知營養知識、營養態度與飲食行為

三者間的關係，顯示營養知識與營養態度之間、營養態度與飲食行為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而營養知識與飲食行為之間無相關性。再經過多元迴歸分

析，可得知營養知識可以影響態度，但不能影響飲食行為，而態度可以影

響飲食行為。 關鍵字：營養知識、營養態度、飲食行為  

摘

要

(英) 

Title of Thesis：A Study on Nutrition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dietary behavior of 

the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Students in Taipei Vocational 

Schools Name of Department：Department of Restaurant,Hotel and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dvisor： Wen－Hwa Ko Name of Student：Wan－Yu Chao Total 

Pages：122 Abstract： Sampling th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students’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 towards nutrition as well as their dietary behavior. The 

sample is th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in Taipei. Totally 

1080 copies, among which 943 copies are effective, of the questionnaire are handed 

out. The rate of effective return is 87.31%.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 In the scale of 

“Knowledge of Nutrition”, the factors such as “female”, and “second year” 

cause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f the students’ information about food and 

beverage comes from the school lessons, teachers, television/radio programmes, 

internet, and books and magazines, their score will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Students 

who have taken the lessons on “western cooking” and “food & beverage safety 

and sanitation” get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II. In the scale of “attitude towards 



nutrition”, the factors such as female , second year , and actually being slightly 

overweight cause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If the students’ information about food 

and beverage comes from school lessons, teachers, family members, relatives, 

classmates or friends, television/radio programmes, internet, and books and 

magazines, their scaling will b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II. In the scale of dietary 

behavior , the score does not vary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background. If the 

students’ information about diet comes from the promotion of the health centre, 

their dietary behavior” will be more proper.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students’ information about diet comes from television/radio programmes, their 

dietary behavior will be more improper. IV. After analying with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is research obtains the prelim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dietary behavio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significantly between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nd also 

between “attitude” and “dietary behavior”. Moreover, after analysing with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knowledge” can 

influence “attitude” but has no influence on “dietary behavior”. However, 

“attitude” can influence “dietary behavior”. Keywords：knowledge of 

nutrition, attitude towards nutrition, dietary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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