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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職餐飲科教師專業性對教學態度及教學效能之影響。

在全國公私立高中職餐飲科學校中共 78 所學校，採問卷調查法，對各校餐

飲科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 390 份，回收有效問卷 356 份，回收率達

91。並利用統計軟體 SPSS 及 AMOS 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餐飲

專業性、教學態度及教學效能之影響，餐飲專業性對教學態度之結構係數

達顯著水準，表示餐飲專業性對教學態度呈正向影響力，餐飲專業性對教

學效能之結構係數未達顯著水準，表示餐飲專業性對教學效能無顯著性影

響，餐飲專業性對教學效能之間接係數達顯著水準，表示教學態度是餐飲

專業性及教學效能的中介變項，亦即餐飲專業性會透過教學態度間接影響

教學效能。 最後針對研究發現與結論，以教師和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事

項，俾供參考。  

摘

要

(英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at Department of F&B Management in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on teaching attitude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teachers at the department of F&B management of 78 

public and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 total 

of 39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56 valid samples were returned, with a 

return rate of 91%. This study used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and AMOS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F&B professionalism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eaching attitude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effect of F&B 

professionalism on the structure coefficient of teaching attitude reached significance, 

suggesting that F&B professionalism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eaching attitude. The 

effect of F&B professionalism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ce, 

suggesting that F&B professionalism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effect of F&B professionalism on the indirect coefficient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reached significance, suggesting that teaching attitude was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 between F&B professionalism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namely, F&B professionalism indirectly affecte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teaching attitude. In the end, this study proposed suggestions as reference for teachers 

and follow-up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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