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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飲食行為對學校午餐菜單設計偏好滿意度之相關影

響，研究工具採問卷調查法，以桃園縣國小教師共發放問卷 400 份，回收

份數共 314 份，有效問卷 301 份，有效回收率為 75.25%。研究中以描述性

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Pearson 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

進行資料分析。 教師飲食行為構面以「攝食技巧」得分高於「均衡飲

食」及「健康攝食」。學校午餐菜單設計偏好滿意度以「健康烹調方式次

數」得分高、其次是「菜色搭配」；「不健康飲食次數」滿意度較低。教

師不同背景變項對飲食行為差異情形，教師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服

務年資與教師在飲食行為上皆有顯著差異。營養教育次數以每學期一次或

每月一次大於無營養教育。教師的教育程度及職務，和學校午餐辦理方式

及學校規模與教師在飲食行為上皆無顯著差異。在學校午餐菜單設計偏好

滿意度方面，教師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午餐辦理方式與教師在學校

午餐菜單設計偏好滿意度皆有顯著差異，而在教師的教育程度、職務及服

務年資，和學校規模及營養教育次數在滿意度無顯著差異。教師飲食行為

之「均衡飲食」及「攝食技巧」二構面均與學校午餐健康烹調方式次數及

菜色搭配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關鍵字：國小教師、飲食行為、學校午

餐、菜單設計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dietary behavior on the satisfaction of school lunch menu design. The 

data of the study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to the 

teachers working in Taoyuan County. Among 400 questionnaires, 301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from 314 retrieved copies. Overall response rate was 

75.25 %.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ased on descriptive Sstatistics, t Test, ANOVA, 

and pearson ‘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core of the dietary skills was higher than 

the balanced diet and health food intake in the dimensions of the teacher’s dietary 

behaviours. The highest score in the preference of the menu design satisfaction on 

school lunches was healthy meals cooking frequency, while the follow was dishes 

decoration and collocation, and the last one was the unhealthy diet frequency. The 

variables of teacher’s backgrounds, including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and 

teaching experiences had different influences upon their dietary behavior. Also, the 

influences on the number of nutrition education once per semester or once a month 

were greater than the non- nutrition education for the teachers’ dietary behavior. 

The educational level and duties of teachers, the procedure and the manner of school 

lunch and the scale of the school ha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teacher dietary 

behavior.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acher’s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and the 

procedure and the manner of school lunches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reference of the school lunch menu design satisfaction; however, the teacher’s 

educational level and duties,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scale of school and the number 



of school nutrition education didn’t affect that much.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balanced diet and the dietary skills in the teacher’s dietary behavior showed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healthy meals cooking frequency and dishes decoration and 

collocation. Key word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dietary behavior, school 

lunches, menu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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