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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旨在探討餐飲科教師對廚藝教學品質之重視程度，並了解

目前的滿意狀況，進而比較不同背景教師對廚藝教學品質重視度及滿意度

的差異。研究工具採問卷發放，並使用便利抽樣之方式，針對北區高職餐

飲管理科教師共計 300 名進行調查，有效問卷 260 份，回收率為 86.67％。

並進行描述性統計、項目分析、信度分析、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等來探討各項變數之關係，並以 IPA 分析法探討各變項間的象限關

係模式。研究結果如下： 壹、教師教學品質重視度與滿意度之現況分析 1.

在教育專業能力方面重視度及滿意度均以對「課程活動管理」為最高，

「教材內容」為最低。 2.在廚藝專業能力方面重視度與滿意度均以對「廚

藝烹飪知識」為最高，「廚藝創新能力」為最低。 3.在教育專業精神與態

度方面重視度以對「敬業精神」最高，最低為「品德修養」；滿意度以對

「人際互動」最高，「專業成長」為最低。 貳、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廚

藝教學品質重視度與滿意度之差異 一、重視度 1.婚姻狀況、畢業科系、年

齡、服務年資及教師資格皆無顯著差異。 2.性別在教師對廚藝教學品質重

視度有顯著差異。 3.教師教育程度不同對「專業成長」有顯著差異。 二、

滿意度 1.婚姻狀況在餐飲科教師對廚藝教學品質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2.

年齡不同對教育專業能力「教學實施」達顯著差異。 3.教師服務年資不同

在「專業成長」達顯著差異。 4.教師資格不同在「專業成長」達顯著差

異。 叁、教師教學品質重視度與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在教育專業能力六構

面、廚藝專業能力四構面及教育專業精神與態度五構面，各構面重視度及

滿意度間均達顯著差異，皆為重視度大於滿意度。而須維持之構面為課程

活動管理、學生輔導、廚藝烹飪知識、廚藝基礎技能、人際互動、敬業精

神，品德修養則顯示滿意度高於重視度。  

摘

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how well that teachers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emphasize on culinary teaching quality, and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atisfaction; in further,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teachers in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on culinary teaching quality.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with convenience 

sampling. It was aimed at 300 food service management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north area, the total number of valid return was 260, and the return rate 

was 86.67%. It was proceed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tem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OVA and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The result of research shows 

that: Current analysis of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on teaching quality: a.In an 

aspect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apacity, “class activity management” is the 

highest; “Course contents” is the lowest. b.In an aspect of professional cooking 

capacity, “culinary knowledge” is the highest; “culinary creativity” is the 

lowest. c.In an aspect of the spirit and attitude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Professionalism” is emphasized the most; “Moral character” is the leas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satisfied; “Professional growth” is the 

least. The difference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 teachers towards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on teaching quality: A.The parts of emphasis a.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rital status, graduate major, age, years of service and teaching 

qualification. b.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c.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level of the construct in “professional 

growth.” B.The parts of satisfaction a.The satisfaction of culinary teaching quality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rital status b.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ages of the construct in teaching practice c.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ervice years of the construct in professional growth d.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qualification of the construct in professional 

growth In six constructs of educational profession ability, four constructs of culinary 

profession ability and five constructs in educational profession spirit and attitude, 

each dimens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mphasis and satisfaction; the 

degrees of emphasis are higher than satisfaction. The constructs needed to maintain 

were course activity management, student counseling, culinary knowledge, culinary 

skills, personal interac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moral character indicated that the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are higher than emph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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