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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於探討現階段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相關學生對於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

需求，其內容包含(一) 建構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理所具備的認知、情

意及技能層面專業能力因素構面；(二) 分析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對餐飲管理

專業能力之應具備程度與自評程度和需求評估；(三) 分析不同性別、學制、科系、就讀

科系意願及實習經驗對於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應具備程

度之差異性；(四) 分析不同性別、學制、科系、就讀科系意願及實習經驗對於大專校院

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自評程度之差異性；(五) 探討大專校院餐飲

(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應具備程度和自評程度之相關性。利用建構「餐

飲管理專業能力因素構面的相對需求座標方格」評估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對於餐飲管

理專業能力之需求，希望藉此檢討其餐飲教育與業界需求的銜接狀況，調整餐飲教育課

程內涵與教學方向降低與消除知識、技巧與態度的不足，並改善工作表現(Agut, Grau & 

Peiró, 2003)。我國餐旅業正面臨重要的技術、社會經濟與組織轉變，所以我們期望餐飲

管理學生能接受更適切與實際的教育，並強調終身學習者的角色，除了滿足現今職場的

需求之外，學生能面臨未來挑戰，更能適應未來的需求。依據本研究發現，歸納出下列

結論： 

 

壹、餐飲管理專業能力因素構面 

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所具備的因素構面包含： 

（一） 認知層面包含「規劃與管理」、「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環境保護與安全」、

「組織與運作」與「相關知識」等五項因素構面。 

（二）技能層面包括「效率管理」、「交易與人事管理」、「控管能力」、「應變管理」、

「執行能力」、「人際溝通」與「國際性服務」等七項因素構面。 

（三）情意層面則包含「工作承諾」、「自我情操」與「巨觀視野」等三項因素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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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應具備程度與自評程度 

一、認知層面 

歸納出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評價認知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的結果，如

下： 

（一） 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評價認知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的應具備程

度由高而低依序為「環境保護與安全」、「規劃與管理」、「餐飲設計、

產品與服務」、「組織與運作」、「相關知識」等項目。除了「相關知識」

屬於「應具備項目」之外，其他認知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皆屬於「必備

項目」。 

（二） 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自評認知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程度由高而

低依序為「環境保護與安全」、「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規劃與管

理」、「組織與運作」、「相關知識」等項目，且認知層面各項因素構面

皆屬於「普通程度」。 

（三） 「規劃與管理」因素構面中十二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

目」，自評程度皆屬於「普通程度」。 

（四） 「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因素構面的七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

「必備項目」，自評程度皆屬於「普通程度」。 

（五） 「環境保護與安全」因素構面中四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

項目」。自評程度皆屬於「普通程度」。 

（六） 「組織與運作」因素構面中之「具備議事規則的知識」與「了解公司

的章程、制度及相關設備」等二項目之應具備程度屬於「應具備項目」，

「了解公司營運方針與運作模式」之應具備程度則屬於「必備項目」。

自評程度皆屬於「普通程度」。 

（七） 「相關知識」因素構面中「具備台灣地理與歷史的基本概念」、「具備

稅務知識」與「了解如何授權」等三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應具

備項目」。受試者自評程度皆屬於「普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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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能層面 

歸納出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評價技能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的結果如

下： 

（一） 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評價技能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的應具備程

度由高而低依序為「人際溝通」、「應變管理」、「效率管理」、「國際性

服務」、「交易與人事管理」、「執行能力」、「控管能力」等項目，且技

能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皆屬於「必備項目」。 

（二） 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評價技能層面的各項因素構面自評程度

由高而低依序為「效率管理」、「人際溝通」、「應變管理」、「執行能力」、

「交易與人事管理」、「控管能力」、「國際性服務」等項目，且技能層

面各項因素構面皆自評為「普通程度」。 

（三） 「效率管理」因素構面中七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目」，

自評程度為「普通程度」。 

（四） 「交易與人事管理」因素構面中除了「具備解僱技巧」項目之應具備

程度屬於「應具備項目」，其他各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

項目」，自評程度為「普通程度」。 

（五） 「控管能力」因素構面中除了「具備會計能力」、「具備閱讀報表能

力」、「具備基本數學能力」、「具備主持會議的技巧」、「撰寫公

文與計畫」與「具備心肺復甦術的技術」等項目之應具備程度屬於「應

具備項目」，其餘各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目」。自評

程度則屬於「普通程度」。 

（六） 「應變管理」因素構面的六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目」，

自評程度為「普通程度」。 

（七） 「執行能力」因素構面中除了「具備企劃能力」屬於「應具備項目」，

其他各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目」，自評程度為「普通

程度」。 

（八） 「人際溝通」因素構面中六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目」，

自評程度為「普通程度」。 

（九） 「國際性服務」因素構面之四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目」。

「具備外語書寫的能力」、「具備外語閱讀的能」、「具備外語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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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與「具備餐飲服務的技術」等四個項目之自評程度為「普通

程度」。 

三、情意層面 

歸納出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評價情意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的結果如

下： 

（一） 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評價情意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的應具備程

度由高而低依序為「工作承諾」、「自我情操」、「巨觀視野」等項目，且

情意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皆屬於「必備項目」。 

（二） 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評價情意層面各項因素構面的自評程度

由高而低依序為「自我情操」、「工作承諾」、「巨觀視野」等項目。且情

意層面各項因素構面之自評程度皆屬「普通程度」。 

（三） 「工作承諾」因素構面中的十三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

目」。自評程度皆屬於「普通程度」。 

（四） 「自我情操」因素構面中的十三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

目」。自評程度皆屬於「普通程度」。 

（五） 「巨觀視野」因素構面中的九個項目之應具備程度皆屬於「必備項目」。

自評程度皆屬於「普通程度」。 

 

參、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需求 

依據本研究餐飲管理專業能力因素構面的「相對需求座標方格」評估出餐飲(旅)管

理系科學生對於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需求，研究結果如下： 

（一）第一象限(滿足性需求區域)：涵蓋技能層面之「效率管理」、「應變管理」、「人

際溝通」與情意層面之「工作承諾」、「自我情操」與「巨觀視野」等因素構面，

顯示學生已經獲得需求上的滿足性，教學必須繼續維持應有的水平，以穩定學生

的自我程度。 

（二）第二象限(急迫性需求區域)：僅包括「國際性服務」因素構面，該區顯示學生具

有急迫性的學習需求，學校教育在這區域範圍內的專業能力項目上還有進步空間。 

（三）第三象限(階段性需求區域) ：包含認知層面之「規劃與管理」、「餐飲設計、產品



 109

與服務」、「組織與運作」與「相關知識」等構面和技能層面之「交易與人事管理」、

「執行能力」與「控管能力」等因素構面，待急切性需求滿足之後，必須依據需

求程度之順序加以處理。 

（四）第四象限區域(附加性需求區)：指涵蓋認知層面中之「環境保護與安全」因素構

面，本區域的能力項目已經達到預定的教學目標無須特別關注，只要維持原定的

教學規劃，繼續維持學生應備的程度即可。 

 

肆、餐飲管理專業能力應具備程度之差異性 

分析不同性別、學制、科系、實習時間、實習部門、工作經驗與就讀科系意願之大

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相關系科學生，其餐飲管理專業能力的應具備程度之差異性，結

果如下： 

（一） 性別：男女生在「國際性服務」因素構面之應具備程度具有顯著的差異性，為男

生認為應具備之程度高於女生，其他各項因素構面皆無顯著差異。 

（二） 學制： 

1. 不同學制學生對認知層面「規劃與管理」與「組織與運作」等因素之應具備程

度有顯著差異。 

2. 技能層面則除了「控管能力」因素構面之外，不同學制學生對於該層面的其他

因素構面的應具備程度評價有顯著差異。 

3. 情意層面結果發現三項因素構面皆因學制而顯著差異。 

4. 除了「環境保護與安全」與「相關知識」兩項因素構面之外，技大學生對其他

各項因素構面之應具備程度的評價高於專科學生，而且有顯著性的差異。 

（三） 科系：餐飲管理系科、餐旅管理系科與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等科系在各項因素構

面之應具備程度的評價上皆無顯著差異。 

（四） 實習時間： 

1. 除了「組織與運作」因素之外，不同實習時間的受試者對於認知其他各項因素

構面之應具備能力皆呈現顯著的差異。 

2. 「規劃與管理」與「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等因素經事後比較之後顯示，實

習一年者認為應具備程度顯著高於其他實習時間的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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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能與情意層面的各項因素構面則因學生實習時間的不同亦有顯著性的差異。 

（五） 實習經驗：在「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效率管理」、「控管能力」、「應變管理」、

「執行能力」、「國際性服務」、「工作承諾」與「巨觀視野」等因素構面上，具有

餐飲部外場實習經驗的受試者之評價顯著高於無實習經驗者，而其他實習部門經

驗者皆無顯著的差異性。 

（六） 工作經驗： 

1. 除了「相關知識」與「控管能力」等因素，有全職工作經驗的受試者在的應具
備程度之評價顯著高於無全職工作經驗的受試者之外，其他因素構面皆無顯著

差異性。 

2. 受試者是否有工讀經驗的經歷對於認知、技能與情意的各項因素構面之應具備

程度的看法皆無顯著差異。 

（七） 就讀科系意願：受試者就讀本科系的意願對於各項因素構面之應具備程度皆無顯

著差異。 

 

伍、餐飲管理專業能力自評程度之差異性 

分析不同性別、學制、科系、實習時間、實習部門、工作經驗與就讀科系意願之大

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相關系科學生，其餐飲管理專業能力的自評程度之差異性，結果

如下： 

（一） 性別： 

1. 「規劃與管理」、「環境保護與安全」、「組織與運作」、「相關知識」等因素構面

的專業能力，男生自評程度顯著高於女生。 

2. 技能層面中「交易與人事管理」、「控管能力」、「應變管理」、「執行能力」與「國

際性服務」等因素，男生自我評價顯著高於女生。 

3. 情意層面男女自評程度只有「巨觀視野」因素有顯著差異，且為男生的自我評

價顯著高於女生的自我評價，其他構面男女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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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制： 

1. 不同學制的受試者在認知層面的「規劃與管理」、「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
與「組織與運作」等因素構面的自評程度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之後發現五

專學生的自評程度皆顯著高於二專學生。 

2. 在技能與情意層面中，「國際性服務」與「工作承諾」等因素構面二技學生自評

程度顯著高於二專學生。「人際溝通」、「自我情操」與「巨觀視野」等因素

構面雖有顯著差異，但是事後比較未達顯著水準。 

3. 「規劃與管理」、「組織與運作」、「人際溝通」、「國際性服務」、「工作

承諾」與「自我情操」等六項因素構面在技大學生之自評程度上顯著高於專科

學生。 

（三） 科系： 

1. 認知層面的「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與情意層面的「工作承諾」因素構面，

餐飲管理系科學生自評專業能力顯著高於餐旅管理系科學生。 

2. 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學生自評技能層面的「效率管理」與情意層面的「自我情

操」因素之專業能力顯著高於餐旅管理系科學生。 

3. 「國際性服務」因素則是餐飲管理系科和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學生自評程度顯

著高於餐旅管理系科學生。 

4. 「巨觀視野」因素構面為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學生自評程度顯著高於餐飲管理

系科學生，並且餐飲管理系科學生顯著高於餐旅管理系科學生。 

（四） 實習時間： 

1. 實習時間一年與半年者對於「應變管理」因素構面的自評程度顯著高於其他實

習時間(如：一個月、兩個月、500小時等)的受試者。 

2. 不同實習時間的受試者在「規劃與管理」、「組織與運作」與「人際溝通」等因

素構面的自評程度亦有顯著差異，但事後比較未達顯著水準。 

（五） 實習部門： 

1. 有實習於餐飲部外場的受試者在「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組織與運作」、「效
率管理」、「交易與人事管理」、「控管能力」、「應變管理」、「人際溝通」、「國際

性服務」、「自我情操」與「巨觀視野」等因素構面的自我評價，顯著高於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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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於餐飲部外場的學生。 

2. 有房務部實習經驗的學生在「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效率管理」與「自我

情操」等因素構面的自我評價上卻顯著低於無房務部實習經驗的學生。 

3. 餐飲部內場、客務部與其他部門 (如：俱樂部、行政部門⋅⋅⋅⋅⋅等) 實習者在自評程

度上皆無顯著的差異性。 

（六） 工作經驗： 

1. 有全職工作經驗者除了「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因素構面之外，其他因素構

面自評程度皆顯著高於無全職工作經驗者。 

2. 有工讀經驗的學生對於「餐飲設計、產品與服務」、「效率管理」、「交易與人事
管理」、「應變管理」、「執行能力」、「人際溝通」與「國際性服務」等各項因素

構面的自評程度皆顯著高於無工讀經驗的學生。 

（七）就讀科系意願： 

1. 不同就讀科系意願之受試者在「規劃與管理」、「交易與人事管理」、「控管能

力」、「效率管理」與「人際溝通」的因素構面有顯著性的差異。 

2. 經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就讀本科系意願很高的受試者在「效率管理」因素的自
評程度上顯著高於無意願者。很不願意就讀本科系的學生在「人際溝通」因素

的自評程度顯著高於不願意就讀本科系的學生。 

3. 就情意層面的三項因素構面皆有顯著差異，其中就讀本科系意願很高的受試者
在「工作承諾」與「自我情操」等因素的自評程度，顯著高於不願意就讀本科

系的受試者。 

 

陸、餐飲管理專業能力應具備程度與自評程度之相關性 

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應具備程度與自評程度之間有

顯著的正相關，即學生所評價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應具備程度愈高，則學生對於該專業

能力之自我評價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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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需求評估」為主題，

透過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在研究架構與方法上力求完美，唯因受煮客觀因素限制，在

問卷編製、樣本選取及調查方式上仍有其限制。茲分析如下： 

壹、在問卷編製方面 

為了達到探究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的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需求目

的，本研究在編製問卷時，以應具備程度/自評程度連續填答的方式為架構，可能產

生連動效應，影響填答結果。另外，為了更深入探討學生的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以

致問卷題目過多，亦容易影響填答者的意願。 

 

貳、樣本選取方面 

本研究取樣時，茲因研究時間限制當時尚無確切的九十二年六月畢業生人數統

計資料，因此本研究依據教育部統計處餐飲(旅)管理系科統計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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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調查的

階段可能免不了會發生一些非抽樣性誤差，例如：人數資料的遺漏或估計誤差等。

因此，取樣上僅以當時電話聯絡取得資料為主。 

 

參、調查方式方面 

以普查定義而言，即針對全體個體一一進行觀察、測驗、訪問與記錄，進而取

得資料（抽樣調查，2002）。本研究茲因時間、經費與人力等因素，而採用問卷調

查方式進行研究，其可能會造成，如：影響問卷回收率、問卷可能是由他人代答或

受試者可能誤解題目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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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對餐旅教育政府相關單位以及後續研究之建議，如下： 

壹、對學校餐飲（旅）管理系科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的餐飲（旅）管理系科應屆畢業生肯定餐飲管理各項能

力因素皆為必備能力，但是學生對於自評具備餐飲管理專業能力極大多數僅達普通

程度，甚至在「具備稅務知識」、「具備會計能力」與「具備外語書寫的能力」等

項目的自評程度差。因此建議為了有效達成餐飲（旅）管理教育目標，需重新檢視

課程，詳加規劃，並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以提升應屆畢業生之專業能力，縮短學

生進入職場的適應期，減少就業銜接的問題。 

餐飲管理專業能力課程設計與調整方面可參考本研究餐飲管理專業能力因素

構面的「相對需求座標方格」，依據餐飲（旅）管理相關系科應屆畢業生對餐飲管

理專業能力的需求順序加以規劃。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際性服務」因素，包含外語聽、說、讀、寫的能力與餐飲

服務的技術方面，是餐飲（旅）管理系科應屆畢業生認為最迫切需要的能力，因此

建議學校餐飲（旅）管理系科宜多重視學生英、日語等外語能力的養成，並加強餐

服技術的訓練。 

此外，實習經驗與工作經驗有助於學生對於餐飲管理專業能力的自我檢視與肯

定，因此建議多提供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職場經驗，讓有志投入餐旅業的學生

更能真實體驗未來即將投身的工作環境，也更能確認自我努力方向。 

 

貳、對有志投入餐旅業的餐飲（旅）管理系科學生之建議 

本研究之餐飲管理專業能力是身為餐旅管理者之應具備條件，因此大專校院餐

飲（旅）管理系科學生可據以檢視自我條件是否合於工作需求，如有不足之處，應

該主動學習，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能，儘早規劃個人職涯發展。 

 

參、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可探討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教師對於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看法 

本研究以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應屆畢業生之觀點探討其專業能力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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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未來研究可探討餐飲（旅）管理系科教師對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看法，並比較

教師、學生與業界（Horng & Wang, 2003）之間看法之異同，必定有助於釐清其間

之差距，作為餐旅教育人才培育之參考。 

二、可針對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畢業生進行相關之研究 

本研究針對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畢業生的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需求進

行研究，此研究主題在國內歷年文獻中鮮少發表，本研究採用普查，其研究結果可

作為日後相關研究之參考，後續可就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的畢業生為對象，

以了解畢業生對於餐飲管理專業能力需求情形的異同，可作為未來餐旅課程規劃上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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