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12244 

狀

態
G049924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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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246174  

研

究

生

(

中

) 

林秝葶 

研

究

生

(

英

) 

Lin Li-Ting 

論 餐飲從業人員對餐廳廢棄知識、態度及行為之研究 



文

名

稱

(

中

) 

論

文

名

稱

(

英

) 

A Study of Restaurant Employee’s Waste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

中

) 

黃韶顏 

指

導

教

授

(

英

) 

Huang Shin-Yen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2012.6.14 

校

外

全

2017.6.14 



文

開

放

日

期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 

同意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 

2017.6.14 

檔

案

說

明

電子全文 

電

子

全

文

01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100 

出

版

年

101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

中

) 

廢棄物知識 廢棄物態度 廢棄物行為 餐飲從業人員 

關

鍵

字

(

英

) 

Knowledge Attitude Behavior Waste Restaurant employee’s 

摘

要

(

中

) 

本研究針對新北市九大風景區(三峽、鶯歌、新店、烏來、瑞芳、淡水、八

里、深坑、萬里)之餐飲從業人員對餐廳廢棄物知識、態度與行為進行研究， 

為了解餐飲從業人員對餐廳廢棄物知識、態度與行為進行研究並了解不同背

景的差異與影響因素及探討三者之間的交互關係。依立意抽樣法發放自編問

卷 500 份，回收 458 份(回收率 91.6%)，有效問卷 417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3.4%，以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 研究

結果： 一、餐廳廢棄物知識 餐廳廢棄物平均答對率為 64.2%，其中連鎖業者

優於觀光飯店，管理階層優於主廚、助廚、工讀生。 二、餐廳廢棄物態度 

餐廳廢棄物態度平均得分為 4.29，51 歲~60 歲餐飲從業人員態度優於 61 歲

(含)以上。 三、餐廳廢棄物行為 餐廳廢棄物行為平均得分為 3.63 占正確行為

72.6%，連鎖業者之從業人員優於觀光飯店。 四、餐飲從業人員對餐廳廢棄

物知識、態度與飲食行為之關係 統計結果顯示，餐飲從業人員對餐廳廢棄物

知識、態度與行為間，兩兩呈正相關。  

摘

要

(

英

) 

This study examined nine scenic area (SanShia、YinGO、Sindian、Wulia、

Rueifang、Tansui、Bali、Shenkeng、Wanli) of restaurant employee’s wast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aimed to understand current situ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staurant employee’s with various backgrounds and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se three attributes. This study purposive sampling 500 copies of self-edited 

questionnaire,there were 458 copies of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return rate 91.6%) with 



417 effective data or 83.4% response rat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were: 1.Restaurant employee’s knowledge of waste The result showed an 

average 64.2% of restaurant employee’s answered correctly about restaurant waste 

knowledge.Chain restaurant was better than Tourism Hotels；Management was better 

than chef、assistant cook、part-time workers. 2.Restaurant employee’s attitude of 

waste The result showed restaurant employee’s attitude of waste average score was 

4.29. 51-60 years of age was better than over 60 years of age. 3.Restaurant 

employee’s behavior of waste The result showed restaurant employee’s behavior of 

waste average score was 3.63. Chain restaurant was better than Tourism Hotels. 4.The 

correlation of restaurant employee’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waste This 

study use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restaurant employee’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論

文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流程 

5 第四節 操作性定義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餐廳現況與廢棄物 7 第二

節 餐廳廢棄物知識、態度、行為之現況 14 第三節 不同背景對於餐廳廢棄物

之知識、態度及行為之差異 24 第四節 知識、態度、行為間之關係 2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9 第一節 研究架構 30 第二節 抽樣設計 31 第三節 研究工具 32 第

四節 統計處理方法 35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37 第一節 基本資料 37 第二節 餐

飲從業人員對餐廳廢棄物知識、態度及行為得分 39 第三節 餐飲從業人員廢

棄物知識、態度及行為之差異分析 47 第四節 餐飲從業人員對餐廳廢棄物知

識、態度、行為之相關 60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61 第一節 研究結論 61 第二節 

研究建議 64 參考文獻 66  

參

考

文

獻

一、中文文獻 Ecenbarger, W. (2007). 亞洲垃圾危機。取自 2007 年 11 月。網

站： http://marketing.chinatimes.com/index.html 于寧、賴明伸（2005）。綠色消

費的國際發展趨勢。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科學發展》，387 ，20-

25。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0）。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取自：2010 年 4 月

15 日。網址：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535&ctNode=541 方金祥

（1998）。綠色飲食與廚餘處理。環科技術教育專刊，13，52-59。 毛群欽

（2003）。大高雄地區國中小學生環境態度與水污染概念之研究。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王大維（2008）。服務

品質、服務價值、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之實證研究－以火鍋連鎖餐廳為

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商務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王

克麗（2008）。連鎖餐飲業人力配置評估系統建置及分析。世新大學企業管

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王明元、陳慧貞（2009）。

主題餐廳結合文化創意產業經營成功因素之探討-以高雄懷舊餐廳為例。商業

現代化學刊，2(5)，55-69。 王柏崴（2007）。綠色消費意圖及其相關因素之

研究－以台北市某國中學生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未出版，台北市。 王

國民（2005）。工業工程所面臨的挑戰與發展。工程學報 ，78(2) ，17-26。 

王嘉弘、楊伊萍、許思亮、曠永銓(2007)。餐飲業空氣污染管制、技術、法

規及其建議。中興工程，96，95-104。 古晏菁、張倉明（1998）。台灣地區

事業廢棄物總量調查推估及分析。工業污染防治報導，11(125)，10-11。 台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09）。環保局表揚汙染防制評鑑優良餐廳。取自：

2009 年 3 月 22 日。網址 http://www.epb.taipei.gov.tw/ 台南市環保局（2006）。

九十五年度-台南市餐飲業空氣汙染物管制與輔導改善暨環保餐飲街示範計

畫。取自：2009 年 8 月 24 日。網址

http://www.tnepb.gov.tw/work/web2/index.html 台南市環保局（2007）。台南市

環保局餐飲業污染管制計畫。取自：2009 年 8 月 24 日。網址 

http://www.tnepb.gov.tw/achienuement.asp?NSub=CCA&Page=378 田伊仙、李聰明

（2006）。消費者對綠色環保餐廳願付價格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2006 年

觀光與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台南：致遠管理學院，125-139。 

石文新 譯，Jacquelyn A. Ottman 著（1999）。綠色行銷：企業創新的契機。

譯自：Green marketing：Opportunity for innovation。台北市：商業周刊出版。 

石舒淇（2010）。彰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水資源知識、節水態度、節水行為

之研究。大葉大學工學院。 江國瑛、蔡振球、呂秀月（1988）。事業廢棄物

管制現況檢討與未來展望。永續產業發展雙月刊，26。 行政院主計處

（2007）。行業標準分類。取自：2009 年 11 月 20 日。網址 

http://www.dgbas.gov.tw/1p.asp?ctNode=3213&CtUnit=566&BaseDSD=7&mp=1 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9）。2007 年台灣永續發展指標報告。取自

100 年 4 月 5 日。網址 

http://sta.epa.gov.tw/NSDN/CH/DEVELOPMENT/20080603.pdf 行政院經濟部商業

司（2009）。行業分類。取自：2009 年 3 月 17 日。網址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行政院衛生署（2011）。廢棄物管理。取自 2011

年 4 月 15 日。網址 

http://www.epa.gov.tw/ch/aioshow.aspx?busin=323&path=8476&guid=c16b3f20-b706-

4183-aa88-36d8df50c99f&lang=zh-tw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9）。菸害

防制策略。取自：2010 年 12 月 20 日。網址：

http://tobacco.bhp.gov.tw/show.aspx?MenuId=284 行政院環保署（2009）。永續發

展小百科。取自 2010 年 12 月 17 日。網址 ：

http://sta.epa.gov.tw/NSDN/encyclopedia.doc 行政院環保署（2009）。事業廢棄

物統計資訊。取自 2011 年 1 月 15 日。網址 ：

http://www.epa.gov.tw/ch/SitePath.aspx?busin=323&path=651&list=651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2009）。環保統計。取自 2009 年 9 月 13 日。網址：

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green-

life/webNote_Manager/folk_grade_shuxing.aspx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

（2008）。台灣回收廢塑膠袋獨步全球。取自：2009 年 8 月 5 日。網址：

http://web2.epa.gov.tw/enews/Newsdetail.asp?InputTime=0970415161803 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噪音管制資訊網（2009）。我國首見「寧靜標識」環保署徵選出

爐。取自：2009 年 9 月 12 日。網址：

http://ivy.epa.gov.tw/noise/CC/news/news40.htm 何舜琴、劉怡焜（2007）。國內

推動事業廢棄物全分類零廢棄之現況與未來。永續產業發展 ，31 ，8-17。 

何澄祥（2005）。都市廢棄物收集與處理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私立逢甲

大學都市計畫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縣。 吳安倉（2007）。九年一貫課

程高中職學生環境知識、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研究－以國立華南高商為

例。立德管理學院資源環境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市。 吳明隆

（2009）。結構方程模式—AMOS 的操作與應用。台北：五南。 吳運書



（2009）。中式餐廳綠色評量指標建構之研究。台南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研究

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李文智（1998）。家庭廚餘推肥化處理。環境教育季

刊，36，4-7。 李永展（1990）。認知圖與偏好矩陣-環境心理學研究方法之

介要。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5，133-140。 李明聰（2005）。台灣連鎖速食

餐廳主管對於環境管理可行性認知之研究。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術研討

會，高雄：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李紫雲（2004）。國際化動機、營運與績效

關係之研究-以台灣餐飲業為例。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

文，嘉義。 李園婷、葉國樑、黃禎貞、曾治乾及石玲如（2008）。台北市國

中學生垃圾減量行爲意圖及相關因素之研究－以某國民中學爲例。28，23-

26。 谷慶保、鄭丙輝、李發生、韓梅（2004）。國內外餐飲垃圾的管理。環

境汙染治理技術與設備 ，5(6) ，17-20。 周育紅（2004）。餐飲娛樂業的環

境汙染與綜合防治。環境科學與技術 ，27(S1) ，76-77。 周明志（2008）。

餐飲管理。臺北：五南出版社。 林佑玲、曾治乾、黃禎貞、莊博閔、葉國樑

（2010）。國中學生從事垃圾減量行爲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台北縣某國

中爲例。學校衛生，57，67-85。 林香君、高儀文（1999）。餐飲實務。台北

縣：揚智文化。 林桂田（2008）。顧客知覺價值顧客滿意與顧客忠誠關係之

實證研究-以連鎖餐廳為例。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未出版，彰化縣。 林耕羽（2006）。國際直營連鎖餐飲服務品質與再消

費意願關係之研究－以台中市卡爾森集團星期五餐廳為例。嶺東科技大學國

際企業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林健三、林健榮（2006）。固體

廢棄物處理。高立圖書。 林殿琪（2000）。論台灣家庭廚餘堆肥現況與未來

發展探討。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2009）。餐飲無油煙臭味 美食生活在花蓮。取自；2009 年 8 月 24 日。網

址：http://www.hlepb.gov.tw/board/show.asp?idno=2431 邱冠斌、范陽添、邱冠舜

（2005）。苗栗縣全面推動廚餘回收再利用之可行性研究。中華行政學報，

2，177-198。 姚佳岩（2006）。高雄地區日式連鎖餐廳食品品質的顧客滿意

度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縣。 洪詩青（2009）。城鄉居民綠色消費態度與綠色消費行為之研究。亞洲

大學經營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倪世標（2007）。環境管理實

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徐儷軒（2008）。台灣綠色餐

廳環境管理系統指標建構之初探評選。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未出版碩士論

文，高雄。 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2009）。筷塑減量聯盟的意義。取自：

98 年 4 月 5 日。網址：http://web.tyepb.gov.tw/chopstick/summary.html 馬青雲

（2008）。連鎖餐飲業服務品質、滿意度及忠誠度之研究 –以鄧師傅滷味為

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管理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高雄縣環境保護局（2007）。高縣／「綠環境餐廳」評選出爐。取自：2009

年 9 月 11 日。網址：

http://vod02.nkfust.edu.tw/news/body_1.aspx?ID=2016&PAGE=9 基隆市政府

（2009）。基隆餐飲無油煙-美食生活好厝邊。取自：2009 年 8 月 24 日。網

址：

http://www.klcg.gov.tw/home.jsp?mserno=200710020005&serno=200710020030&men

udata=KlcgMenu&contlink=ap/news_view.jsp&dataserno=200901160001 張明彰

（2008）。有機生活真健康。台北:元氣齋出版社。 張芳全（2008）。統計就

是要這樣跑。臺北：心理出版社有限股份公司。 張春興（1985）。大學生與



校園文化。台北：嵩山。 張春興（1994）。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 張

春興、楊國樞（1974）。中國兒童行為發展。臺北：環宇出版社。 張添晉、

呂英順（2010）。事業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化。工業污染防治法，29(3)，105-

127。 張惠雯（2010）。連鎖餐飲業廢棄物描述與分析及碳足跡之研究。中

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未出版，台北。 張嘉玲、陳明義

（2009）。綠色產業發展趨勢。科學與工程技術期刊，5(1)，11-17。 莊英慧

（2007）。台北縣國小六年級學童水的知識理解、水資源保育態度與行為之

相關研究。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許秀華、許惠美、蔡東亦、荘

立勲（2007）。餐飲業落實良好衛生規範成效之評估研究以台南地區筵席餐

廳為例。品質月刊，43(5)，58-63。 郭金水（1998）。國民小學學生環境責

任概念之研究。臺北師院學報，11，251-286。 郭哲佑（2004）。台塑麥寮六

輕廚餘回收機制之研究探討。南師學報，38(1)，41-59 陳正道（2007）。低

涉入產品知識對消費者態度與評估準則影響之研究：以廚房清潔用品為例。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未出版，台北縣。 陳杰瑞

（2006）。連鎖餐飲業顧客滿意度之研究─以王品集團原燒餐廳為例。國立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陳沼舟（2000）。台

北市中山區興亞里與下埤里家戶對垃圾減量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

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陳盈樺（2011）。台

灣民眾對環境保護認知、態度與行為之調查研究。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

程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未出版，新北市。 陳秋澕（1999）。國小學童環保

行為之研究。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未出版，嘉義。 陳義雄、

陳文賢（1997）。餿水豬肉品質之探討。中國畜牧學會會誌，26(1)，67-76。 

彭建中（2006）。泰式連鎖餐廳消費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輔

仁大學餐旅管理學所碩士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縣。 曾治乾、謝素珍、葉

國樑、林建輝、黃禎貞（2011）。台北市某國小高年級學童垃圾減量行為意

圖及相關因素之研究。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31，140-161。 游非庸、黃

媛禎、黃惠蓉（2007）。生廚餘推肥研究。蘭陽學報，6，1-7。 湯琪瑩

（2008）。臺灣地區綠色餐廳評選指標研究。國立台北護理學院旅遊健康研

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 黃雅玲（2002）。廚餘回收養豬之經濟效益

分析-以台中市為例。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未出版，台北市。 楊

冠政（1997）。環境教育。台北：明文書局 楊奕琦、胡欣慧、周子敬

（2007）。消費者對綠色環保餐廳之消費意願與影響因之研究。 2007 餐旅管

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247-258。 楊昭景、王瑤

芬、馮莉雅、謝旭初（2007）。國際觀光飯店餐飲從業人員對綠色生產力認

知、態度與行為之研究。觀光研究學報，13(2)，165-192。 經濟部商業司

（2006）。經濟部 95 年度商業發展情勢年報，台北市：中華經濟研究院。 

葉國樑、黃禎貞、陳佩英（2005）。台北市大安區國中生永續發展行為意圖

研究。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25，21-44。 臺視全球新聞網（2008）。廢

水處理再利用 變身有機溶液。取自：2010 年 9 月 11 日。網址：

http://www.ttv.com.tw/097/04/0970423/09704234916601L.htm 趙月民（2007）。複

合式連鎖餐廳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以彰化地區為例。大葉大學工業

工程與科技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縣。 劉秋芳

（2008）。彰化縣國小教師環境問題知識、態度及教學行為之研究—以地層

下陷、土壤重金屬污染為例。立德大學地區發展管理研究所，未出版，台南



市。 劉啟民（2003）。台灣地區廚餘資源化之經濟效益與可行性研究。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潘致弘

（2010）。暴露烹飪油煙對餐館業勞工氧化傷害效應評估研究。海峽兩岸與

香港、澳門地區職業安全健康學術研究會論文集，515 -529。 盧美智、李明

聰（2004）。小琉球遊客的環境態度與行為關係之研究。2004 年健康休閒暨

觀光餐旅產官學研討會，台南：立德管理學院。 賴月雲（2006）。台南市國

小中高年級學童綠色消費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究。國立台南大學社會科教育

學系。 賴宏昇、胡欣慧（2008）。綠色產業發展潮流趨勢-餐飲業對綠色環

保餐廳之認知與可行性。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未

出版。 賴威任（2002）。環境態度、生態觀光認知、人口統計變數對生態觀

光產品選擇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市。 謝玲娟（2008）。連鎖餐飲業教育訓練成效評估與服務品質之研究-以

中式速食業為例。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新北

市。 謝珮珊（2003）。食品綠色消費行為意圖及其相關因素研究-以台北縣

某高中學生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

北縣。 魏鈺玲、曾治乾、黃禎貞、莊博閔、葉國樑（2011）。台北縣某綠色

學校國小高年級學童環境行為之調查研究。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31，

40-54。   二、英文文獻 Abdul-Wahab. S. A. (2008). A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the omani public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4(1), 39-49. Alexander, 

S., & Kennedy, C. (2002). Green Hotels: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for Success. 

Alp, E., Ertepinar, H., Tekkaya, C., & Yilmaz, A. (2006). A study on children`s 

envioronment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5(3), 210-223. Ayala, H.(1995) . Eco 

resort : a‘green’master plan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sortindustry.Hospitality 

Management,14,351-374. Caribbean 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CAST) (2010) re-

elects sir royston o. hopkin,kcmg,as chairman for 4th conse ecutive term.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aribbeanhotelandtourism.com/downloads/CAST_PR072909_Election.doc 

Collins, A. R., Dusinska, M, & Horska, A. (2001). Detection of alkylation damage in 

human lymphocyte DNA with the comet.Acta Biochim, 48(6), 4-11. Cunmmings, S., 

Parham, E. S., & Strain, G.W. (2002). Position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Weight manage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102 ,11145-1155 

Davies, M. S., & Konisky, D. M.(2000).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the 

Foodservice and Food Retail Industry. Washington DC：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Fortner, R. W. (1980). Baseline Studies for Marine Education: Experiences Related to 

Marin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1(4), 11-19. 

Goldstein, N. (2007). Quick service food chain pushes the sustainin ability envelope. 

Biocucle, 48(12), 20. Green Restaurant Association (2009b). Green restaurantTM 4.0 

standards.online available：http://www.dinegreen.com Green Table Network 

(2007).Green table sustainability on the menu .online available：

http://greentable.net/home/ Harris, D., Cordero, C.,& Hsieh, J. (1996). High-Speed 

Network for Delivery of Education-on-Demand, Proceeding of Multimedia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MCN’96), San Jose, California, January 29-31, 



Hungerford, H. R., & Tomera, A. N. (1985). Science Methods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ampaign, I11：Stipes Publishing Co. Kattara, H. S., & Zeid, A. W. (2002). Curr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a study of Sinai and Red Sea hotels. Food Service 

Technology,2(4),155-161. Lee, S. C., Li, W. M., & Chan, L. Y. (2001). Indoor air 

quality at restaurants with different styles of cooking in metropolitan Hong Kong.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79(1-3),181-193. Machlup, F. (1983). Semantic 

quirks in studies of information.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88 Makki, M. H., 

Abd-El-Khalick, F., & Boujaoude, S. (2003). Lebanes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9(1),21-

33. Mattila, A. S., & Patterson, P. G. (2004).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service recovery efforts .Journal of Retailing, 80,196-206 McKenna, D. 

J., McKeown, S. R., & McKelvey-Martin, V. J. (2008). Potential use of the comet 

assay in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ancer. Mutagenesi,23,183-190. Morrone, M., 

Mancl, k., & Carr, k. (2001). Development of a Metric to test group differences in 

ecological knowledge as one component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2(4), 33-42. Negev, M., Sagy, G., Garb, Y., Salzberg, A., 

& Tal, A. (2008). Evaluating the environmental literacy of Israeli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9(2), 3-20. Pe’ er, S., 

Goldman, D., & Yavetz, B. (2007). Environmental literacy in teacher training, 

attitudes,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beginning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9(1), 45-59. Pooley, J. A., & O,Conner, M. (2000).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Attitud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2(5), 711-723. 

Ramsey, C. E., & Rickson, R. E. (1976).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8(1), 10-18. Reynolds, B. (2007).Eating the street-

event catering in London. The Jellied Eel,17(3),8-13. Rynk, R. (2000). Contained 

Composting System Review. Biocycle, March 30-36 Schwartz, N. E. (1975). Nutration 

knowledge,attitude,and practices of high school gradu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66,28-31. Walker, J. R.,(2004).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Yilmaz, O., & Andersen, H. O. (2004). Views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Turkish students towar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6(12),1527-1546. Zimmerman, B. J., & 

Risemberg, R. (1992).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gifted students. Roeper Review, 15, 

98-101.  

論

文

頁

數

76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2/6/14 

轉

檔

日

期

2012/06/21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9246174 2012.6.14 14:47 140.136.185.38 new 01 

異

動

記

錄

C 499246174 Y2012.M6.D14 14:40 140.136.185.38 M 499246174 Y2012.M6.D14 

14:45 140.136.185.38 M 499246174 Y2012.M6.D14 14:45 140.136.185.38 M 

499246174 Y2012.M6.D14 14:46 140.136.185.38 M retr3756 Y2012.M6.D14 14:54 

140.136.185.38 M 499246174 Y2012.M6.D16 14:24 140.136.185.38 M 499246174 

Y2012.M6.D19 15:07 140.136.185.37 M 499246174 Y2012.M6.D20 14:24 

140.136.185.37 M retr3756 Y2012.M6.D21 15:36 140.136.185.17 M retr3756 

Y2012.M6.D21 15:36 140.136.185.17 M 030540 Y2012.M6.D21 15:56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1 15:56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1 15:56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1 15:56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6.D21 15:57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5 8:15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