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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餐飲（旅）系廚藝課程教師教學品質指標內涵，運用

修正式德菲法（Modified Delphi method），建構廚藝課程教師教學品質指

標，藉以維持廚藝教師教學品質。 研究藉由文獻的蒐集、探討與分析，作

為研究之依據，並進行三回合的修正式德菲法問卷調查，建構「廚藝教師

教學品質」指標，並評估各指標之重要性。最後彙整出已達成專家共識的 3

個向度指標，包含教育專業能力、廚藝專業能力及教育專業精神與態度；

15 個主要指標，包含教育專業知識、課程活動管理、教學實施、學生輔

導、課程設計、教材內容、教學成效評估、專業成長、廚藝烹飪知識、廚

藝創新能力、廚藝基礎技能、廚藝管理能力、廚藝態度表現、教育信念、

品德修養、敬業精神、人際互動，以及 87 個之次要指標。 最後根據研究結

果，本研究建議廚藝教師應加強廚藝專業能力、廚藝教師須擁有良好的教

育專業精神與態度。建構之廚藝教師教學品質指標可做為廚藝教師自我省

察的依據。 

摘

要

(英

)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teaching quality indicators of culinary 

curriculum of domestic departments of food and beverage (or hotel) management and 

apply modified Delphi method to build up teaching quality indicators for culinary 

teachers by which the teaching quality could be maintained.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iterature, this study also conducted twice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modified Delphi method, constructed the indicators of “teaching quality 

of culinary teacher”, and finally evalu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one. Eventually, 

this study generalized their 3 agreed categories includ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spirits, 15 dimensions includ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curriculum activ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student counseling, curriculum 

design,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linary knowledge, culinary innovative capability, 

culinary basic skill, culinary management competence, manifestation of culinary 

attitude, educational belief, morals,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87 indicato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culinary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culin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hey should hav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spirits; besides, the teaching quality indicators for 

culinary teacher this study constructed can be the basis for their self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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