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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需求，依前述

文獻資料為基礎設計問卷，並進行問卷調查分析，本章依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流程、

研究工具、研究對象及資料處理等步驟列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發展研究架構圖如圖 3-1-1，探討不同性別、學制、

科系、就讀意願與實習經驗等自變項，對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應具備與自評程度之差

異性，以及應具備程度與自評程度之間的相關性與兩者之間的差距，進而瞭解需求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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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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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台灣地區大專校院九十一學年度餐飲(旅)管理系科日

間部(含秋季班)應屆畢業生進行普查，以瞭解目前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

理專業能力之需求。 

 

貳、研究流程 

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研究流程如圖3-2-1

所示。首先依據研究目的閱讀相關文獻，並進行問卷編製，經專家審查問卷並修訂為正

式問卷。九十二年四月下旬以電話聯絡相關系科或老師，徵詢接受調查與配合意願之

後，進行問卷寄發程序。問卷回收之有效的問卷進行資料分析，並撰寫研究報告。 

 

 

撰寫研究報告

文獻收集

問卷設計

實施問卷調查
（郵寄）

資料整理及
分析 專家審查問卷

文獻探討

 

圖3-2-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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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是依據九十年度洪久賢主持之國科會專案研究「國際觀光旅館餐

飲管理經理人員應具備專業能力之分析研究」(Horng & Wang , 2003) 所發展之「國際觀

光旅館餐廳經理人員應具備之專業知能」問卷加以修訂，經專家效度修正後成預試問卷。

專家名單參見附錄一。 

問卷架構分為專業知能需求與基本資料兩大部份。專業知能需求包括認知(1-29題)、

技能(30-35題、37-75題、101-107題)與情意(36題、76-100題、108-116題)三部分，專業能

力項目以李克五等量表(Likert scales)編製，應具備程度與自評程度計分方式均為：很高

=5分；高=4分；中=3分；低=2分；很低=1分，共有116項能力項目。基本資料包含性別、

學制、科系、實習時間、實習部門、實習經驗、就讀意願、工作性質及條件考量等。 

九十二年五月上旬進行預試，由於本研究採普查，為避免影響本受試對象(應屆畢業

生)乃取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系三年級學生為預試對象，共發出52份問卷，有效問卷49份，

進行預試問卷信度分析，認知項目之cronbach α信度係數值為.9446，技能項目之cronbach 

α信度係數值為.9791，情意項目之cronbach α信度係數值為.9783，應具備程度項目之

cronbach α 信度係數值為.9883，自評程度項目之cronbach α信度係數值為.9805，結果顯

示問卷內部一致性非常高，如表3-3-1。預試問卷經整理後成為正式問卷(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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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 預試問卷的cronbach α 信度係數值度係數值 

構面 題目 Cronbach α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認知  .9446  
 1. 具備餐飲文化的知識 

2. 具備食物與酒的專業知識 
3. 具備餐食與飲料搭配的知識 
4. 具備餐飲服務的專業知識 
5. 具備菜單設計的專業知識 
6. 具備餐桌禮儀的知識 
7. 具備社交與國際禮儀的知識 
8. 了解公司營運方針與運作模式 
9. 了解公司的章程、制度及相關設備 
10. 具備議事規則的知識 
11. 具備基礎管理知識 
12. 具備人力成本的概念 
13. 具備物料成本的概念 
14. 具備市場行銷的基本知識 
15. 具備市場分析的知識 
16. 了解市場特色 
17. 具備消費者心理的知識 
18. 具備公共關係的能力 
19. 具備行銷技巧 
20. 拓展新客戶、推銷產品 
21. 具備標準作業流程分析的知識 
22. 具備餐廳規畫的知識 
23. 具備台灣地理與歷史的基本概念 
24. 具備環保的概念 
25. 了解如何授權 
26. 具備基本衛生與安全知識 
27. 具備消防知識 
28. 具備相關的法令 (勞基法、食品衛生管理辦法、消費者
保護法、消防法等) 

29. 具備稅務知識 

 .4103 
.4542 
.3910 
.5338 
.5027 
.5822 
.6384 
.7702 
.6716 
.6386 
.6480 
.6829 
.6927 
.6473 
.6873 
.5355 
.5619 
.6300 
.6206 
.7090 
.7423 
.6814 
.3627 
.4921 
.6319 
.6271 
.5340 
.5940 

 
.5153 

 
技能  .9791  

 30. 具備會計能力 
31. 具備閱讀報表能力 
32. 具備基本數學能力 
33. 具備外語會話的能力 
34. 具備外語閱讀的能力 
35. 具備外語書寫的能力 
37. 鑑賞與學習美好事物的能力 
38. 具備餐飲服務的技術 
39. 具備餐飲服務管理的能力 

 .4101 
.3592 
.2635 
.5480 
.5605 
.5185 
.6270 
.5873 
.537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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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3-1 預試問卷的cronbach α 信度係數值度係數值 

構面 題目 Cronbach α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技能  .9791  
 40. 品評菜餚與飲料的能力 

41. 分析消費行為的能力 
42. 評估消費市場的能力 
43. 具備主持會議的技巧 
44. 具備進行簡報的技巧 
45. 撰寫公文與計畫 
46. 具備採購的技術 
47. 具備與廠商或客戶議價的技巧 
48. 具備教育訓練的技巧 
49. 具備領導統御的技術 
50. 具備督導的技巧 
51. 具備面試技巧 
52. 具備知人善任的技巧 
53. 具備解僱技巧 
54. 具備表達能力 
55. 善用肢體語言 
56. 具備溝通協調的技巧 
57. 具備與他人相處的能力 
58. 具備激勵與讚美他人的技巧 
59. 具備心肺復甦術的技術 
60. 具備應變能力 
61. 具備危機處理的能力 
62. 具備處理緊急事故的能力 
63. 具備處理顧客抱怨的能力 
64. 具備處理衝突的能力 
65. 具備表演及展現的能力 
66. 具備操作電腦與軟體的技術 
67. 具備規劃生涯的能力 
68. 具備企劃能力 
69. 具備決策判斷的能力 
70. 具備組織事物的能力 
71. 具備執行計畫的能力 
72. 蒐集及歸納整理資料的能力 
73. 具備統計分析的技術 
74. 具備知識轉移能力 
75. 具備認識與了解顧客的能力 
101. 具備時間管理能力 
102. 具備自我管理能力 
103. 具備邏輯思考能力 
104. 具備理解與描述的能力 
105. 具備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 

 .5423 
.7648 
.7820 
.6343 
.7174 
.6804 
.5632 
.6865 
.7734 
.8069 
.8193 
.7563 
.7495 
.7003 
.7311 
.6802 
.7373 
.7631 
.8103 
.5890 
.7988 
.7901 
.7756 
.7812 
.8284 
.6205 
.6941 
.7363 
.8165 
.8229 
.7560 
.7677 
.6828 
.7496 
.6158 
.6962 
.7441 
.6774 
.7572 
.6546 
.649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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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3-1 預試問卷的cronbach α 信度係數值度係數值 

構面 題目 Cronbach α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技能  .9791  
 106. 具備彈性管理的技巧 

107. 有效的利用有限資源 
 

 .6513 
.7088 

情意  .9783  
 36. 具備人文素養 

76. 具備創造力 
77. 展現對職業的認同 
78. 展現專業的工作態度 
79. 對工作積極樂觀 
80. 展現守法精神 
81. 為自己表現負責 
82. 展現良好的儀態 
83. 以身作則 
84. 堅持品質 
85. 重視工作效率 
86. 客觀、公正 
87. 主動發現及解決問題 
88. 主動學習 
89. 管理自我情緒與壓力 
90. 具備好的品德操守 
91. 樂於提攜後進 
92. 樂於分工合作 
93. 樂於與人分享 
94. 尊重他人 
95. 關懷他人 
96. 樂於創新與改變 
97. 展現敏感度與前瞻性 
98. 具備全球化的企業概念 
99.  做事果斷 
100. 處事冷靜 
108. 擁有開放的心胸 
109. 擁有同理心 
110. 具備熱誠 
111. 具備忠誠度 
112. 具備幽默感 
113. 自我肯定 
114. 具備多元文化觀 
115. 具備適應性、彈性和寬容 
116. 具備國際性的相關經驗 

 .4672 
.6570 
.6307 
.6896 
.8039 
.7000 
.7890 
.6462 
.8000 
.7566 
.6954 
.8125 
.8162 
.7615 
.7465 
.7856 
.8097 
.7975 
.7905 
.8695 
.7675 
.8040 
.7236 
.7502 
.7217 
.8006 
.7658 
.8554 
.7558 
.6908 
.6903 
.8352 
.7417 
.7514 
.7022 

 
應具備程度項目 .9883  
自評程度項目 .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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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為我國九十二年六月畢業之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日間部

之應屆畢業生。依據教育部統計處餐飲(旅)管理系科統計資料，於九十二年五月上旬以

電話聯絡方式一一詢問餐飲(旅)管理系科而得當時估計之一般應屆畢業生人數，經資料

查詢結果共計有大仁技術學院、中華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光武技術學院、高雄餐旅學

院、致遠管理學院、景文技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遠東技術學院、澎湖技術學

院等十所學校，約計927名學生。本研究於九十二年五月中旬郵寄發送問卷給各學校系

主任或餐飲(旅)管理系科負責的任課老師，協助於任課時間於課堂上發給學生填答，並

回收寄回。期間並以電話聯繫，以提高問卷回收率。總計發出問卷927 份，回收678份，

回收份數率為 73.1%，刪除填答不完整或填同一答案等廢卷後，有效問卷 618份，經檢

視有效問卷率為91.2% (如表3-4-1)。 

 

表3-4-1 九十二年六月畢業之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日間部學生 

學校 科系 學制 
畢業 1 

人數 
回收 
份數 

有效 
份數 

大仁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科 二專 100 74 64 
中華大學 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 大學 69 30 23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四技 48 43 43 
光武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科 五專 107 65 53 

二技 90 74 73 高雄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二專 48 47 45 

致遠管理學院 餐飲管理系 二技 110 48 39 
景文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二專 106 91 88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飲管理科 二專 96 73 67 
遠東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科 二專 55 42 37 
澎湖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科 二專 98 91 86 

共計   927 678 618 
回收率/有效問卷率    73.1% 91.2% 
註： 

1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餐飲(旅)管理系科統計資料，於九十二年五月上旬以電話聯絡方式一一詢問餐飲(旅)管
理系科而得當時估計之一般應屆畢業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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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問卷調查結果依據研究目的採用SPSS-for Window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透過下

列統計分析方法，達到各項本研究目的。 

一、基本資料以次數分配（frequency）及百分比（percents）分析，瞭解人口統計變項的

分佈情形。本研究將以反向計分計算總分方式，分析受試者對於第一份工作優先考

量的因素排名的結果。進一步，以交叉分析法分析全職工作經驗與工讀經驗，以及

工作經驗與第一份工作優先考量因素之情形。 

二、能力項目之統計分析方法 

(一) 描述統計：顯示能力項目意見集中情形，統計出平均數、標準差，並且利用平

均數分析受試者對於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應具備程度與自評程度。 

專業知能需求方面之能力項目計分方式：(1) 應具備程度五等量表分為：很

高=5分；高=4分；中=3分；低=2分；很低=1分。為了判定能力項目之歸屬，利

用原五等量尺取平均數等於3，將原始平均數化為z分數，依據z分數平均數(µ=0)

加減一個標準差(σ=1)，加以判定能力項目為z分數大於1者，則歸屬於「必備項

目」；z分數介於±1之間者，則屬於「應具備項目」；z分數小於-1，則歸為「非

必要項目」。(2) 自評程度五等量表計分方式為：很高=5分；高=4分；中=3分；

低=2分；很低=1分。為了判定能力項目之歸屬，利用原五等量尺取平均數等於3，

將原始平均數化為z分數，依據z分數平均數(µ=0)加減一個標準差(σ=1)，加以判

定能力項目為z分數大於1者，則歸屬於「良好程度」；z分數介於±1之間者，則

屬於「普通程度」；z分數小於-1，則歸為「差的程度」。 

(二) 因素分析：考驗量表的建構效度，找出能力項目之間共同因素，並將其進行歸

屬。 

(三) 散佈圖：依據Chakravarty, Widdows, & Feinberg (1996)所提出的管理機會方格

(Management Opportunity Grid)概念，利用散佈圖繪出餐飲管理專業能力分佈圖

與相對需求座標方格。 

(三)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用以分析性別、學制、科系、就讀科系意願及

實習經驗等因素對能力項目之應具備程度與 (b)能力項目之自評程度之間平均

數差異檢定。並採用Scheffé事後比較法分析各項目之間的差異情形。 

(四) Pearson 積差相關：能力項目之應具備程度與自評程度之間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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