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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針對高職餐飲科學生中餐知識、態度與製備行為進行研究，為了

解高中職餐飲科學生中餐知識、態度與製備行為的正確性以及不同背景

的差異與探討三者間的交互關係。依配額抽樣法發放自編問卷，有效問

卷 535 份，以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

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 （一）中餐知識 中餐知識平均答對率為



82%，其中一年級學生知識優於三年級，在答對率方面，安全衛生構面最

佳答對率為 87％，食物特性構面最差答對率為 77％。 （二） 中餐態度 

中餐態度平均得分為 4.92，以關心食品衛生得分為 5.44 最佳，健康信念

得分為 4.56 最差。 （三） 中餐行為 中餐行為平均得分為 4.94，以個人衛

生得分 5.11 高於製程衛生得分 4.76。 （四） 高職餐飲科學生中餐知識、

態度與中餐行為之關係 統計結果顯示，高職餐飲科學生中餐知識、態度

與行為間，兩兩呈正相關。  

摘要

(英) 

his study is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cook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hospitality major student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t is aim to 

understand the exactitude of the Chinese cook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hospitality major student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and the variance upon 

different variables and its influences, as well a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Using cluster proportion sampling to obtain 700 as a sample and accept 

535 valid samples after the questionnaire mailing. To proces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tudy reveal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Chinese cooking knowledge The correct rate of answering questions of 

Chinese cooking knowledge in average is 82%, and the first-grade students’ 

knowledge is better than the third-grade ones’. In the aspect of correct rate of 

answering,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safety and health is 87%, and the worst 

performance of food features is 77%. 2.Chinese cooking attitude The average score 

of Chinese cooking attitude is 4.92 and the score of the concern of food hygiene is 

5.44 that is the best; however, the one of the healthy beliefs is 4.56 which presents 

the worst. 3.Cooking behavior The average score of cooking behavior is 4.92, and 

the score of personal hygiene is 5.11 that is higher than 4.76, the score of 

procedure hygiene. 4.The correlation among Chinese cook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hospitality major student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positive significant relations among the Chinese cooking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hospitality major student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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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12.M6.D21 15:54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1 15:55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1 15:55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6.D21 15:55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5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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