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10129 

狀

態 
G0497575222 

助

教

查

核 

建檔完成 

索

書

號 

查核完成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餐旅管理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97575222  

研

究

生

(中) 

鄧玉真 

研

究

生

(英) 

Yu-Chen Teng 

論

文

名

稱

(中) 

高職生廚藝專業職能 廚藝效率學習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論

文

名

稱

(英)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ulinary 

Efficiency Learning and Study Performance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柯文華 

指

導

教

授

(英) 

Wen-Hwa Ko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仍有後續研究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不同意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檔

案

說

明 

書名頁 謝辭 摘要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

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附錄 

電

子

全

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8 

出

版

年 

99 

語

文

別 

中文 英文 

關

鍵

字

高職生 廚藝專業職能 廚藝效率學習 學習成效 餐飲管理科 



(中) 

關

鍵

字

(英)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fficiency learning study 

performance 

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職生廚藝專業職能、廚藝效率學習與學習成效之相關

研究。研究範圍以台北縣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餐飲管理科日間部三年級

同學為主，利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共發放 323 份，有效問卷共

310 份，有效回收率為 95%。問卷編制經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確定後，將

廚藝專業職能分成廚藝態度表現、廚藝烹飪知識、廚藝烹調能力、廚藝變

化能力和廚藝管理能力共五個構面；廚藝效率學習分成廚藝學習心態、廚

藝學習方法、廚藝自我檢視、廚藝學習習慣和廚藝資源應用共五個構面。

研究方法是採描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

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工具。研究結果為高職生在廚藝專業職

能中，以廚藝態度表現之符合程度最高，其次為廚藝變化能力、廚藝烹調

能力、廚藝烹飪知識和廚藝管理能力。在廚藝效率學習方面，則以廚藝學

習方法最為符合，其次為廚藝學習心態、廚藝資源應用、廚藝自我檢視和

廚藝學習習慣。以「畢業後是否有意願從事廚師工作」之個人背景變項與

廚藝專業職能、廚藝效率學習之五構面上達顯著差異。廚藝專業職能與廚

藝效率學習構面間皆呈現相關性。廚藝專業職能、廚藝效率學習在證照取

得與中餐成績上呈現正相關;廚藝專業職能、廚藝效率學習在學科成績與飲

調成績呈現無相關。而廚藝專業職能與廚藝效率學習具有預測學習成效的

能力。本研究貢獻將可提供高職餐飲科課程及教學的建議改善依據。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ulinary efficiency learning and study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of the Chih-Kwang 

Senior Vocational Business & Technology High School of 3rd year F & B 

department students. Of the total 323 questionnaires which were correlated 310 were 

valid, a recovery rate of 95%. The study found that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s may be divided into five constructs including culinary attitude, culinary 

knowledge, culinary cooking ability, culinary variety and culinary management 

capacity. And the culinary efficiency learning was divided into for five constructs: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methods, learning self- review, study habits and resources 

application. In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ulinary attitud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ruct, followed by culinary variety, culinary cooking ability, culinary 

knowledge and culinary management. In the efficiency level of learning, learning 

method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 followed by learning attitude, resources 

application, learning self- review and study habit. The background items of “to be a 

chef when graduate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efficiency learning. By using Pearson’s analysis, we foun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variables in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efficiency learning.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icenses and the 

score of Chinese cooking classes; however,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both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score of drinking class with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efficiency learning. Furthermore, the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efficiency learning showe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to study 

performance by use of multiple regressions. We proposed and advanced a suggestion 

that could be adopt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 & B curriculum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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