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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輔仁大學校園內外餐飲業者的供膳現況；校園內外餐飲

業者的衛生知識得分；不同背景的餐飲業者衛生知識的差異；學生用餐環

境與品質滿意度；不同背景學生用餐環境與品質滿意度之差異。本研究採

用實際便當測量 132 個，業者衛生知識有效問卷為 50 份，學生用餐環境與

品質滿意度有效問卷為 485 份，參與校園週邊餐飲業衛生品質提升認證管

理評核者業者 36 家，研究資料分析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平均數差異考驗(t-

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及雪費事後比較(Scheffe Post 

Hoc Test)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輔仁大學校園內外餐飲業

者的供膳現況 (一) 餐廳的類別：輔仁大學校內外餐廳以西式最多，其次依

序為小吃、麵食、其他、自助餐、中式、日式、便當、素食、小火鍋。 

(二) 熱量：餐食的營養素分配情形百分比以未達 600 大卡為最多占

47%，、800~900 大卡最少。 (三) 份量：餐食所提供份量主食類百分比以

適中為最多占 46.9%，其次依序為不足占 29.6%，過量占 17.4%，未提供最

少占 6.1%。 二、輔大校園週邊餐飲業衛生品質提升認證管理評核表 接受

輔大校園週邊餐飲業衛生品質提升認證，參與認證的餐廳有 36 家，通過

評鑑輔導合格的有 30 家，合格率為 83.3%。 三、餐飲從業人員環境衛生知

識 餐飲從業人員環境衛生知識平均答對率為 95.3%。儲存裝置答對率最高

97%，其次依序為從業人員答對率 96.3%，後場製作答對率 94.3%，環境衛

生答對率最差 93.4%。 四、不同背景對於餐飲從業人員知識的差異 性別、

學歷、年齡、餐廳服務性質、證照、工作年資、個人收入、職位、教育訓

練對於餐飲從業人員知識無顯著差異。 五、學生用餐環境與品質滿意度 

學生對於用餐環境與品質的滿意度總平均得分為 3.2 分，其中以菜餚品質

得分最高為 3.3 分，其次依序為服務態度、清潔衛生 3.2 分，以餐廳硬體設

施、用餐區環境最低 3.1 分。 六、不同背景對於滿意度的差異 (一) 學制對

於學生用餐環境與品質滿意度在服務態度有顯著差異。1、在服務態度方

面大學部、碩士班的滿意度優於進修學士班；2、學制在清潔衛生、餐廳

硬體設施、用餐區環境、菜餚品質、整體滿意度總平均皆無顯著差異。 

(二) 所屬學院對於學生用餐環境與品質滿意度在服務態度、菜餚品質、整

體滿意度總平均有顯著差異。在整體滿意度方面理工學院、外語學院、民

生學院優於傳播學院 (三) 性別對於學生用餐環境與品質滿意度在服務態度

有顯著差異服務態度方面男性滿意度優於女性在清潔衛生、餐廳硬體設

施、用餐區環境、菜餚品質、整體滿意度總平均皆無顯著差異。 (四) 年

齡、居住、每天在外用餐次數、平均每天外食花費、是否有餐飲相關工作

經驗、最常用膳的場所對於學生用餐環境與品質滿意度各構面均無顯著差

異。  

摘

要

(英)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current foodservice of restaurants inside and 

outsid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ampus. We also scored the sanitation knowledge 

of the staff from restaurants inside and outside campus. And the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mployees’ sanitation 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restaurants 

were examined.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satisfaction of me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were examined. We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ing in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after analyzing of satisfaction of me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In this study, the total number of measured meals was 132,returned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of sanitation knowledge from restaurants was 50, questionnaires of 

student’s satisfaction of me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was 485, off-campus 

restaurants participated the certification of upgrade, assessment, management of 

restaurant sanitation quality was 36. These research data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Scheffe 'Post Hoc Tes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 Current foodservice of restaurants inside and 

outsid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ampus： a. Restaurant type: the most part of 

restaurant type inside and outsid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ampus was Western-

style, followed by goodie shop, the latter were noodle, others, buffet, Chinese-style, 

Japanese-style, lunch-box, vegetarian and hot pot. b. Calories: the most part of meal 

nutrient distribution was ≦600 kilocalories (kcal) and the least was 800-900 kcal. c. 

Food composition: the most part of starch was moderate (46.9%), followed by 

insufficient (29.6%), excess (17.4%) and the least was nil (6.1%). B. Certification of 

upgrade, assessment, management of restaurant sanitation quality for restaurants 

outsid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ampus There were 36 off-campus restaurants 

participated the certification of upgrade, assessment, management of restaurant 

sanitation quality. The number of qualified restaurants by counseling was 30. The 

qualified rate was 83.3%. C.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knowledge of the staff from 

restaurants The average correct rate of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knowledge of the 

staff from restaurants was 95.3%. The best correct rate was storage device dimension 

(97%), followed by employee dimension (96.3%), kitchen production dimension 

(94.3%), and the lowest correct rate was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dimension 

(93.4%). D. Differences of the employees’ sanitation 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restaura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employees’ 

sanitation knowledge in gender, education, ag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restaurants ,certificates, work experience, personal income, position, and training. E. 

Student’s satisfaction of me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The average score of 

student’s satisfaction of me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was 3.2 points. The highest 

score from food quality was 3.3 points, followed by the service attitude (3.2 points), 

clean (3.2 points), and the lowest score from the restaurant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dining area environment was 3.1 points. F. Differences existing in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satisfaction of me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a.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ervice attitude toward the school system in student’s 

satisfaction of me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The satisfaction on service attitude 

from undergraduate, master classes were better than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clean, restaurant hardware 

facilities, dining area environment, food quality, and the average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toward school system. b.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ervice attitude, food quality, and the average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toward 



respective College.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from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were 

better tha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c.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ervice attitude toward gender. The satisfaction on the service attitude from male 

was better than fema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clean, the restaurant 

hardware facilities, dining area environment, food quality, and the average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toward gender. 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all dimension 

toward age, residence, the frequency of eating outside, the daily expense of eating 

outside, restaurant related work experience, being used to eating in specific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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