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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食品安全及其相關意圖研究 

學生：余亭寬                                指導教授：曾治乾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的社會人口學變項、食品安全素養、食品

安全知識、食品安全態度與食品安全行為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問卷調

查法。研究對象為桃園縣與新竹市某 3所國中 15個班級 428位學生。結

果發現： 

一、 食品安全素養答對率約七成，食品安全知識答對率約七成，食品安

全態度平均得分約九成，食品安全行為平均得分約七成。 

二、 食品安全素養能力越強，食品安全知識越好、食品安全態度越正向、

食品安全行為執行率越高。 

三、 食品安全知識越好，食品安全態度不一定越好，但食品安全行為執

行率會愈高。 

四、 父母婚姻狀態正常者會比不正常者，使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知識

較高，家庭社經地位越好者，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皆

會越好，家中食物採買者主要是媽媽者會比不是媽媽者，使食品安

全素養和食品安全行為更好。 

 

關鍵字：食品安全素養、食品安全知識、食品安全態度、食品安全行為、

國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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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Food safety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mong Junier High Students 

 

A Master Thesis 

By 

Ting-Kuan Yu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 food safety literacy , food safety knowledge, 

food safety attitudes and food safety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tudents. 

Selfed-questionnaires survey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subjects were 428 

junior high students of 15 classes in 3 schools in Taoyuan City and Hsinchu 

C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Food safety literacy scores almost 70%.Food safety knowledge scores 

almost 70%. Food safety attitudes scores almost 90%.Food safety 

behavior scores almost 70%. 

2. The subjects with better food safety literacy also have better food safety 

knowledge, more positive food safety attitudes and better food safety 

behavior. 

3. The subjects with better food safety knowledge may not have more 

positive food safety attitudes, but better food safety behavior. 

4. The subjects have better food safety literacy and knowledge if their 

parents have a better marriage. The subjects have better food safety 

literacy,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also have a better Foo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 

Key Words: food safety literacy, food safety knowledge, food safety attitudes, 

food safety behavior, junior high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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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六節，分別敘述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目的、研究問

題、研究假設、名詞操作型定義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中國人有云：「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物是造成生理上安適

幸福、心理上是否放鬆、緊張，以及壓力有無的主要影響因子(Rozin et al., 

1999; Wilcocky et al., 2004)，每年全球也有數以百萬的人因食品而得病，

數以千計的人因食品而死亡，皆因對食品的警覺性不足，不清楚食材的

儲存、製造過程、食品運輸，以及最終處理是否安全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2)。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03b) 提出目前主要

造成食品危害的分類有兩種，包含：微生物性和化學性，於發展中國家

不乾淨的食物與水造成之問題更加嚴重，1998年開發中國家約有一百八

十萬名兒童死於微生物引起的腹瀉，就連已開發國家也難逃其害，每年

約有三分之一人口受食源性疾病(foodborne disease)影響；化學性主要是

因天然毒素（黴菌毒素）、環境汙染物（汞、鉛）和食品添加物等所引起，

對於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以及發展中的神經系統會有所危害，但可

能因單次暴露或長期暴露與否，而有不同結果產生。美國估計每年約有

七千六百萬名食源性疾病患者，三十二萬五千人入院治療，五千人死亡，

對於經濟上的衝擊無法估算(WHO, 2003a, 2003b)。直至今日，食源性相

關疾病依然在世界上 149個國家內散佈著，然而這類的疾病大部分都是

可以預防的 (WHO, 2014a)，因此，透過食品安全知識的傳達、有效的介

入策略與民眾食品安全行為的培養將可預防相關疾病。 

受全球化和資本社會化影響，國力較弱的國家無法拒絕進口，只能

犧牲公共衛生和食品健康的安全（譚偉恩、蔡育岱，2009），又受到為了

追求利益至上而降低成本的商業行為影響，故近年來臺灣食品相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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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層出不窮，例如：開放可能殘留瘦肉精和狂牛症之美國牛肉進口事

件，林杰樑醫師認為不應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如要開放需考慮到因臺灣

肝病和腎病患者較多，應將瘦肉精標準訂立的比其他國家更加嚴格（聯

合報，2012），但林瑞雄、孫璐西等認為這不會構成健康上危害，只是政

治問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2）；中國大陸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昱

伸公司違法添加塑化劑事件、毒澱粉事件、大統油品事件，以及各種食

品添加物或廣告不實等事件，每每表現出臺灣食品安全環境有待改良。

除了廠商自律、媒體宣導及政府法條保障外，消費者應如何精進自己來

保護自身並為權益發聲更是不容忽視之重要課題。 

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且艾瑞克森 (E. Erikson) 的人格發展

論提出青少年之人格、行為與態度等正在發展的關鍵時期。青少年的教

育會被家庭因素、快速社會變遷所影響，但青少年的認知也會與家庭成

員的認知相互影響（教育 wiki網站，2013），故應從青少年教育著手，找

出有效的介入方式，來改善臺灣的食品安全環境，本研究以對國中生做

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現況調查，期能達到需求評估之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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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 瞭解青少年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現況。 

二、 瞭解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對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

之關係。 

三、 瞭解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於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

為之影響。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 青少年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現況為何？ 

二、 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是否

有顯著相關性？ 

四、 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是否會影響食品安全素養達顯著性差

異？ 

五、 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是否會影響食品安全知識達顯著性差

異？ 

六、 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是否會影響食品安全態度達顯著性差

異？ 

七、 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是否會影響食品安全行為達顯著性差

異？ 

 

第四節 研究假設 

一、 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有顯

著相關性。 

二、 青少年社會人口學變項會影響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

有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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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 

一、 食品安全：食物在生產、加工、儲存、分配和製造等所有過程中，

食物是安全可靠、有益健康，並且適合人類食用的，食品安全政

策與行動需要確保整個食品生產鏈，從製造者到消費者都是安全

的(WHO, 2014b)。 

二、 食品安全素養：WHO將健康素養定義為：「決定個人動機與能力

去獲得、瞭解及應用健康訊息來促進和維持健康所需的認知及社

會技能」(Nutbeam, 2000)。因此結合食品安全將其定義為決定個

人動機與能力去獲得、瞭解及應用食品安全訊息所需的知識及社

會技能。 

三、 食品安全知識：和食品安全相關的基礎知識，本研究將知識定義

為是否瞭解食品安全對健康的影響，採買時觀察食品的能力（外

包裝是否完整、食品標示是否缺漏、保存期限是否過期、是否新

鮮、食品安全相關標章、對於食品添加物的瞭解）以及食品處理

的五項基本原則（保持整潔、生熟食分開、徹底加熱、低溫保存、

安全的水和食物），是否理解農藥殘留(WHO, 2009；食品藥物管

理局，2012)。 

四、 食品安全態度：態度指的是對事件的看法，本研究專指對上述知

識的看法。 

五、 食品安全行為：是否能遵守上述食品安全消費知識並執行安全的

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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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研究主題和研究目的，蒐集相關文獻並加以探討分析，共

分為三節：食品安全之定義與原則、影響食品安全之相關理論，以及影

響食品安全之相關因素。 

第一節 食品安全之相關定義與原則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 1984年將食品

安全與食品衛生定義為：「食物在生產、加工、儲存、分配和製造過程中，

確保食物安全可靠、有益健康，並且適合人類食用的 (Donna, 2014)」，並

且在食品衛生上發現十個事實 (WHO, 2009)： 

一、有超過 200多種疾病是透過食物傳染的：數以百萬的人每年因食用

了不安全的食物致病或死亡，光是腹瀉就使 150萬孩童致命，適當

的食物處理步驟可以預防大部分疾病。 

二、食源性疾病正在全球性的擴散：由於現在的食品供應鏈是全球性的，

再加上都市忙碌的生活使人們沒有時間在家自行準備食物，而外食

的原料或處理方式未必是安全的。 

三、食品安全是全球需要關心的課題：國際性的食品生產與貿易增加了

食品風險事件的發生，因此需要強化當地的或海關的食品檢驗制

度。 

四、現存疾病和食品製造的連結：近 10年約有 75%藉由細菌、病毒或其

他病原等能傳染到人身上的新興傳染病，皆是從動物開始的，無論

是飼養場、市場或是屠宰場都有風險存在。 

五、最小化亞洲禽流感的風險：當人們接觸到死亡或活著帶原 H5N1的

鳥類有可能會獲病，但目前沒有證據指出吃煮熟的禽類會有獲病的

可能性，有幾項原則要注意： 

（一） 生的食物要和其他食物分開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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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洗手並保持乾淨。 

（三） 食物必須要煮熟。 

六、預防疾病從農場開始：預防農場動物間感染可以減少食源性疾病發

生，舉例來說，減少 50%農場內的沙門氏菌帶原雞，可以減少 50%

的人的感染，越來越多的國家內有完全無沙門氏菌的雞窩。 

七、化學風險可能汙染食物：丙烯醯胺 (Acrylamide) 是一種可能致癌的

化學物質，由某些天然食物（炸的馬鈴薯產品、烘焙的穀類產品或

咖啡等）在高溫烹調下出現（高於攝氏 120度），食品工業正在嘗試

來找出一些方法來降低化學物質的暴露，需要避免食物被過度的烘

焙、燒烤或油炸。 

八、每個人在食品安全中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食物汙染可能發生

在從農場到餐桌間的任何一個環節，每個在食物傳遞鍊中的人們必

須都要確保食物是安全的，像是農夫、食物處理者、供應商，以及

消費者。家中食物安全就跟預防疾病爆發是一樣重要的，在許多國

家中，女人是主要負責食物安全者，故家庭教育也同等重要。 

九、學校是個提倡食品安全的重要場所：教育孩童安全的處理食品技巧

是今日及未來預防食源性疾病的關鍵，在學校內開設相關課程可以

增進孩童生活技巧來維持自己和家人健康。 

十、食品安全的五個關鍵：維持整潔、區分生食和熟食、所有食物都必

須是熟的、在適當的溫度下保存食物，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 

除了上述十個事實之外，目前國際上維護食品安全的第一步是風險

評估，目的在於得知吃了該食物後得到某種疾病的機率有多高，藉此作

為政府的決策依據（謝顯堂，2009）。 

臺灣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於 2012年國際食品展覽會也提出四項食品安全基本知識（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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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管理局，2012）： 

一、食品風險：政府訂立的標準相當嚴格，與健康危害發生的可能性相

差甚遠，並加強了邊境管理、市場抽驗與稽查及輔導業者自主管理，

但消費者也要注意食品標示和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二、認清塑膠回收標誌：如表 2-1-1，消費者需注意塑膠回收的各式標誌，

才能理解食物容器的使用方式。 

 

表 2-1-1 

塑膠回收標誌表(圖來自行政院環保署) 

 

PET（標誌 1）不耐熱且無法重複使用 

 

HDPE（標誌 2）避免重複使用 

 

PVC（標誌 3）不耐熱 

 

LDPE（標誌 4）不耐熱 

 

PP（標誌 5）耐熱也耐冷 

 

PS（標誌 6）不耐酸也不耐熱 

 

OTHER（標誌 7）種類繁多要小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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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防食品中毒五要原則：要洗手、要新鮮、要生熟食分開、要徹底

加熱，以及要低溫保存。 

四、認識食品添加物：讓民眾了解什麼是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都會

經過衛生署核可、相關單位如何把關、我國的食品添加物分為哪些

類別，以及該如何注意食品標示。 

由於能影響食品安全範疇極廣，故將其只縮小至學生這塊，綜合世

界衛生組織和臺灣食品藥物管理署之原則後，結論出學生應當有的知識，

例如：採買時觀察食品的能力（外包裝是否完整、食品標示、是否新鮮），

食品處理的五項基本原則（保持整潔、生熟食分開、徹底加熱、低溫保

存、安全的水和食物）。 

  



 

9 

第二節 影響食品安全行為之相關理論 

本研究結合了知識-態度-行為模式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Model) 和健康素養 (Health literacy)，下文會分別探討。 

一、 知識-態度-行為模式 (KAP model) 

Gordon Allport於 1935年提出知識、態度、行為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模式，是最早期提出的一種健康行為模式，

主要敘述的是知識會影響個人的態度，而態度會產生行為（王啟秀、潘

振雄、范美萍，2013）。態度是對於一件事物的總結與評價，往往可以用

來預測行為的發生與否，食品安全態度可以歸類為個人對於關心的食品

議題的看法的總和 (Wilcocky et al., 2004)，對於食品中化學物的態度會影

響個人對食品的風險認知 (Maria et al.,2011)。 

當人們不僅僅只求食物的溫飽和健康，也追求真正的食物和環保的

時候，食品安全的最終端也是綠色消費（黃淑德，2013）。許多研究發現

綠色消費知識越高，綠色消費態度會越正向（王柏崴等人，2009；林明

瑞、包沛然，2004；莊博閔等人，2011；楊政學、林靖亞，2013；楊雅

倫等人，2012；熊婉君等人，2010），綠色消費態度越正向，綠色消費行

為表現也越好（王柏崴等人，2009；林明瑞、包沛然，2004；莊博閔等

人，2011；楊政學、林靖亞，2013；楊雅倫等人，2012），高中生對基因

改造食品的知識會影響其態度，而對基因改造食品態度越正向，消費行

為意願會越高（黃家溱，2007），以此來推估國中生的食品安全知識越高，

他的食品安全態度會越正向，而食品安全態度越正向，食品安全行為表

現也會越好。 

二、 健康素養 (Health Literacy) 

WHO將其定義為：「決定個人動機與能力去獲得、瞭解及應用健康

訊息來促進和維持健康所需的認知及社會技能」。另一常見的是美國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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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所做的定義：「個人對健康資訊及

醫療服務之取得、處理及理解，並運用這些資訊及服務作出適當健康決

策的能力」。 

相較於教育程度指標，健康素養不僅是個人的閱讀能力、數字理解

與運算能力，還包含一系列個人在健康照顧體系中行動需具備有的複雜

特殊技能，例如有辦法和醫護人員溝通，表達出自己的問題等。(蔡慈儀、

李守義、蔡憶文、郭耿南，2010；Nutbeam, 1998；張美娟，2009)，許多

研究和學者則證實健康素養是比教育程度為更適切的指標，用來瞭解民

眾的健康行為、自覺健康、和醫療的利用。(蔡慈儀、李守義、蔡憶文、

郭耿南，2010)。健康素養的測量工具，國外較常使用的有 REALM (Rapid 

Estimate of Adult Literacy in Medicine)、TOFHLA (Test of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in Adults)及 HALS (Health Activities Literacy Scale)等三種。在台

灣，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團隊已發展出一套「中文健康識能評估量表」，

經過全國民眾抽樣調查，顯示具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但依然沒有專對

於國中生健康素養調查的問卷，也沒有專對於食品安全素養的問卷。 

健康素養和健康相關性很高。以死亡率來說，健康素養高者比健康

素養低者低 (Sophie Bostock, Andrew Steptoe.2012)，以健康和使用服務來

說，健康素養高者比健康素養低者使用得好 (Nancy D. Berkman, et al., 

2011)。此篇系統性文獻回顧顯示低健康素養與不良的健康結果呈正相關。

即使有些無統計上顯著差異，但仍呈現出健康素養高者，較健康素養低

者之不良健康結果為少。其研究族群涵蓋一般成人、慢性病的成人、孕

產婦、兒童及青少年。故推估食品安全素養會影響其食品安全知識，並

帶動其食品安全態度與行為。 

  



 

11 

第三節 影響食品安全之相關因素 

本研究依據知識-態度-行為模式 (KAP）和健康素養 (Health 

literacy) ，將影響食品安全之相關因素分為食品安全素養、食品安全知識、

食品安全態度與食品安全行為四個概念，並加入社會人口學變項來加以

探討。 

一、 社會人口學變項 

分為性別、年齡、就讀國中、父母婚姻狀態、父母教育程度、父母

職業、飲食習慣、一週外食次數，以及主要資訊來源來探討。 

（一） 性別 

從文獻得知，性別是「食品安全」的影響因子。女性比男性較會

注意食品標示（黃顗倫等人，2013），男性族群對於基因改造食品購買

慾望較高（孫智麗，2013），女性對食品之風險認知較男性高；男性對

食品之知覺風險與擔心程度較低（劉漢梅，2009； Maria et al.,2011）。 

（二） 年齡 

不同的年齡層由於認知的不同，會影響其態度，進而改變其行為。

即將成為高中生的國中三年級學生和剛從小學畢業的國中一年級學生

對食品標示的知識有所不同（黃家溱，2007）。 

（三） 就讀國中 

居住地區會對基因改造食品安全知識、態度與行為產生明顯差異

性，學校區域和行政區域則只對基因改造食品安全知識與態度會造成

明顯差異性（黃東賢等人，2004），故本研究詢問就讀國中並自行整理

資料。 

（四） 父母婚姻狀態 

父母婚姻狀態會影響家庭照顧情形，進而影響國中生的消費習慣，

故參考黃顗倫、吳國龍、侯正裕、黃錦川等人的研究問卷將其納入（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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顗倫等人，2013），並直接詢問家中主要食物處理者是誰。 

（五） 社經地位 

將父母教育程度和父母職業根據 Hallingshead (1957) 之教育程度

與職業別兩因素社會地位指數方法，將教育指數乘以 4，職業指數乘

以 7，根據兩數的加總區分為五個等級，高社經地位包括第Ⅰ、Ⅱ級

（指數為 41~55）；中社經地位為第Ⅲ級（指數為 30~40）；低社經地位

包括第Ⅳ、Ⅴ級（指數為 11~29）。如果父母間社經地位等級不同，本

研究採取較高者代表其家庭社經地位。社經地位會影響其知識、態度

與行為（黃顗倫等人，2013；楊雅倫等人，2012）。 

（六） 主要資訊來源 

消費者對風險認知和品牌的信任度越高，購買的慾望會越高，（甘

志良、李明聰，2008；劉漢梅，2009），若是其資訊來源越多越可信，

應當可預估其素養、知識、態度及行為。未來也可從其主要資訊來源

處著手進行衛生教育。 

二、 食品安全素養 

採用情境題方式和閱讀測驗方式出題，想了解其對於事件的處理能

力以及閱讀能力，例如：發生塑化劑事件時是否會審慎評估飲料安全標

示，是否會搜尋衛生署網站等可信資料，是否會明辨媒體報導之真相。 

三、 食品安全知識 

食品安全知識對於預防食源性疾病是相當重要的 (Cushman, 

Shanklin, & Niehoff, 2001)，美國消費者所關注的食品議題，如表 2-3-1，

除了基本知識外，本研究將針對此十個面向去設計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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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美國消費者關注食品議題(孫智麗, 2013) 

 2010年 2008年 改變量 

疾病和內容物 38% 50% -12% 

處理和製備 33% 29% +4% 

食物來源 11% 13% -2% 

化學物 10% 6% +4% 

健康營養品 9% 8% +1% 

農產品 9% 7% +2% 

包裝 5% 3% +2% 

生物技術 2% 1% +1% 

食物運送 1% 1% -- 

其他 4% 2% +2% 

 

四、 食品安全態度 

根據食品安全知識來訂立食品安全態度。態度往往是行為的重要預

測因子，態度是對於一件事物的總結與評價，往往可以用來預測行為的

發生與否，食品安全態度可以歸類為個人對於關心的食品議題的看法的

總和 (Wilcocky et al., 2004)。 

五、 食品安全行為 

根據食品安全態度來訂立食品安全行為。個人行為對於健康的影響

性最為深遠，也是執行的最後一道關卡。 

因此根據上述文獻探討中得出，這些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食品安全素

養、知識、態度與行為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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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三節，分別敘述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對象與研究工

具、研究步驟，以及統計方法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發現下列等變項對於食品安全會有其影響，故以此畫

出研究架構圖。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社會人口學變項 

性別、年齡、就讀國中、父

母婚姻狀態、家庭社經地位 

食品安全行為 

 食品安全素養 

食品安全知識 

食品安全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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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從臺灣北部三所國中（桃

園縣一所國中、新竹市兩所國中）班級的全部同學為研究對象，共計 15

班，共發出 525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428份，回收率 81.52％，因此，本

研究對象為 428位願意參與本研究之國中學生。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使用自編式問卷，依文獻探討之變項設計而成，內容包

含：個人問卷資料、食品安全素養、食品安全態度，以及食品安全行為

（如附錄四）。 

一、 個人問卷資料 

社會人口學變項主要詢問學生之性別、就讀年級、就讀國中、家中

食物採買者主要是誰、父母婚姻狀態、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

父親職業、母親職業以及食品安全資訊來源。 

二、 食品安全素養 

第一大題為食品安全標章，以校園食品標章的介紹並出兩小題，詢

問學生是否能分辨標章圖案和看完文章後是否能得出哪些食品會有該標

章；第二大題為食品標示，詢問食品中鈉含量的算法及食品標示中還缺

乏了哪些訊息；第三大題為食品新聞，詢問學生是否能閱讀完新聞後得

知其重點。 

三、 食品安全知識 

第一題為自編問題，詢問學生食品出問題時可能會造成的身體症狀，

調查學生是否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第二題參考國語日報網站，詢問

營養標示，調查學生是否了解營養標示的目的；第三題參考台灣食品與

藥物管理署網站，詢問保存期限的敘述，調查學生是否了解保存期限；

第四題參考食品中塑化劑汙染衛教手冊，調查學生是否了解塑化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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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題參考台灣食品與藥物管理署網站，食品添加物範圍及限量，調查學

生是否了解食品添加物；第六題參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網站，調查學

生是否了解農藥殘留；第七題參考台灣食品與藥物管理署網站，調查學

生是否了解狂牛症與食品安全；第八題為自編問題，詢問學生何者為預

防食品中毒的基本原則。 

四、 食品安全態度 

詢問學生對於食品安全知識的看法，第一題為對食品安全的看法；

第二題為對食品標示的看法；第三題為對保存期限的看法；第四題為對

食品容器的看法；第五題為對食品添加物的看法；第六題為對食品的原

料來源的看法；第七題為對農藥殘留的看法；第八題為對動物相關疾病

的看法；第九題為對病原菌汙染的看法；第十題為對預防食品中毒基本

原則的看法。 

五、 食品安全行為 

詢問學生對於食品安全知識的行為執行能力，第一題為對食品安全

知識的獲得與瞭解；第二題為在購買前會注意食品標示；第三題為在購

買前會注意保存期限；第四題為在購買前會注意食品容器；第五題為購

買前會注意食品添加物；第六題為購買前會注意食品的原料來源；第七

題為是否會注意食品是否經過農藥殘留檢驗；第八題為會注意食品材料

是否有可能有動物相關疾病；第九題為去瞭解如何避免病原菌汙染；第

十題為是否確實執行食品中毒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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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一、 問卷製作 

本問卷為自編式問卷，依文獻探討之變項設計而成，並經由專家效

度（專家效度名單如附錄一）修改問卷，問卷個人基本資料平均 CVI值

為 0.84；食品安全素養平均 CVI值為 0.85；食品安全知識平均 CVI值為

0.88；食品安全態度平均CVI值為0.97；食品安全行為平均CVI值為0.88，

並將每一項 CVI低於 0.8值的題目根據專家意見修改或刪除。修改後，

再至石牌國中九年級學生進行預試，共計 25人。原先的問卷信度食品安

全素養題庫李信度為 0.171，食品安全知識題庫李信度為 0.415，食品安

全態度題 Cronbach’s alpha值為 0.938，食品安全行為題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05。再將素養題刪除兩題（對於食品新聞的看法和只要含有食品

標章就是安全）；知識題刪除兩題（對於病原菌的看法和食品來源），修

改後正式問卷的食品安全素養題庫李信度為 0.489，食品安全知識題庫李

信度為 0.512，食品安全態度題 Cronbach’s alpha值為 0.938，食品安全行

為題 Cronbach’s alpha值為 0.805。 

二、 研究方法 

由訪員親自將問卷送至或寄出至該國中幫忙施測老師手中，再由訪

員親自施測或指導老師如何施測，詳細說明受試者同意書之後，並講解

施測目的，由學生帶回給家長看過後，家長和學生簽名表示願意作答，

再予施測，並將完成後問卷交由老師或訪員，再統一寄回做資料分析。 

三、 行政聯繫 

聯繫三所國中老師和護理師後，並經校長同意與許可，請老師們協

助施測。 

四、 研究倫理 

將計畫及問卷送至臺安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問卷上皆經填問



 

19 

卷之學生與其家長同意並簽名，方可使用資料，並將資料完全保密並儲

存在辦公室內。 

 

第五節統計方法與分析 

根據研究假設及問題，使用 SPSS 18作為資料分析工具，將社會人

口學變項、食品安全素養、食品安全知識、食品安全態度與食品安全行

為以描述性統計資料分析，並對所有變項做相關性分析，在從有相關性

的變項中以單一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做是否有顯著性差異，

在以事後檢定雪費法 (Scheffe法) 得出是哪幾組有顯著性差異，並經共

線性檢定後再使用複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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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藉由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根據研究目的進行統計分析，本章會分

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之分布，

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

間之關係。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影響食品安全素養、知識、

態度與行為之差異。 

第一節 研究對象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和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

為之分布 

依照本研究目的：「瞭解青少年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之

現況。」結果如表 4-1-1。 

一、 性別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計 428人，其中男生 223人，佔 52.1%；

女生 205人，佔 47.9%。 

二、 年級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其中國中一年級學生有 130人，

佔 30.4%；國中二年級學生有 215人，佔 50.2%；國中三年級學生有 83

人，佔 19.4%。 

三、 就讀國中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其中桃園縣某國中人數 180人，

佔 42.1%；新竹市某國中人數 71人，佔 16.6%；新竹市某國中人數 177

人，佔 41.4%。 

四、 家中食物主要採買者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其中家中食物主要採買者是父

親者 74人，佔 17.3%；是母親者 313人，佔 73.1%；自己是主要採買者

18人，佔 4.2%；其他家人 73人，佔 17.1%（不知道 1人，外婆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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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 40人，奶奶自己種的 1人，姐姐 1人，阿姨 1人，爺爺 10人，舅

媽 1人，全家人 3人，叔叔 1人，姑姑 1人，阿姨 1人，姨公姨婆 1人，

哥哥 1人，繼母 1人）。 

五、 父母婚姻狀態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未填寫 2人，共收案 426人，

婚姻正常 361人，佔 84.7%；離婚 43人，佔 10.1%；分居 12人，佔 2.8%，

喪偶 8人，佔 1.9%，其他 2人，佔 0.5%(爸爸再婚 1人，未填寫 1人)。 

六、 父親教育程度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未填寫 10人，共收案 418人，

父親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者 57人，佔 13.6%；高中(職)者 158人，佔

37.8%；大學(四技、二技、五專)者 130人，佔 31.1%；研究所(含)以上者

73人，佔 17.5%。 

七、 母親教育程度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未填寫 9人，共收案 419人，

母親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者 53人，佔 12.6%；高中(職)者 181人，佔

43.2%；大學(四技、二技、五專)者 149人，佔 35.6%；研究所(含)以上者

36人，佔 8.6%。 

八、 父親職業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未填寫 9人，共收案 419人，

農林漁牧 3人，佔 0.7%；軍公教 32人，佔 7.6%；工商服務業 346人，

佔 82.6%；自由業 25人，佔 6%；其他 13人，佔 3.1%(不知道 1人，木

工 1人，水泥工 1人，自營事業 1人，板模 1人，保全 1人，家管 1人，

清潔工 1人，博班生 1人，電子業 1人，醫生 2人)。 

九、 母親職業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未填寫 12人，共收案 4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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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 0人，軍公教 39人，佔 9.4%；工商服務業 274人，佔 65.9%；

自由業 40人，佔 9.6%；其他 63人，佔 15.1%(不知道 2人，家管 47人，

保母 1人，科技 1人，做衣服 1人，清潔工 1人，無業 3人，會計師 1

人，電子 1人，護士 1人)。 

十、 家庭社經地位 

如表 4-1-1所示，研究對象共 428人，因母親職業未填寫 12人，共

收案 416人，低社經地位者 186人，佔 44.7%；中社經地位者 102人，佔

24.5%；高社經地位者 128人，佔 30.8%。 

十一、 食品安全資訊來源 

如表 4-1-1所示，食品安全資訊來源從未獲得者有 11 人，佔 2.6%；

從學校課程獲得者293人，佔70.1%；從電視頻道獲得者316人，佔75.6%；

自廣播電台獲得者 67人，佔 16%；自網路媒體獲得者 288人，佔 68.9%；

從家中長輩獲得者265人，佔63.4%；自親朋好友獲得者193人，佔46.2%；

從商店獲得者 103人，佔 24.6%；從報紙獲得者 189人，佔 45.2%；書籍

或雜誌 213人，佔 51%；其他 3人，佔 0.7%（奶奶自己種 1人，媽媽是

食品檢察官 1人，醫師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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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研究對象之基本變項分布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1) 男 223 52.1 

(n=428) (2) 女 205 47.9 

年級 (1) 七年級 130 30.4 

(n=428) (2) 八年級 215 50.2 

 (3) 九年級 83 19.4 

就讀國中 (1) 桃園縣某國中 180 42.1 

(n=428) (2) 新竹市某國中 71 16.6 

 (3) 新竹市某國中 177 41.4 

家中食物主要採買者 (1) 父親 74 17.3 

(n=428) (2) 母親 313 73.1 

 (3) 自己 18 4.2 

 (4) 其他 73 17.1 

父母婚姻狀態 (1) 正常 361 84.7 

(n=426) (2) 離婚 43 10.1 

 (3) 分居 12 2.8 

 (4) 喪偶 8 1.9 

 (5) 其他 2 0.5 

父親教育程度 (1) 國中(含)以下 57 13.6 

(n=418) (2) 高中(職) 158 37.8 

 (3) 大學(四技、二技、五專) 130 31.1 

 (4) 研究所(含)以上 73 17.5 

母親教育程度 (1) 國中(含)以下 53 12.6 

(n=419) (2) 高中(職) 181 43.2 

 (3) 大學(四技、二技、五專) 149 35.6 

 (4) 研究所(含)以上 36 8.6 

父親職業 (1) 農林漁牧 3 0.7 

(n=419) (2) 軍公教 32 7.6 

 (3) 工商服務業 346 82.6 

 (4) 自由業 25 6.0 

 (5) 其他 13 3.1 

母親職業 (1) 農林漁牧 0 0. 

(n=416) (2) 軍公教 39 9.4 

 (3) 工商服務業 274 65.9 

 (4) 自由業 40 9.6 

 (5) 其他 63 15.1 

家庭社經地位 (1) 低社經地位 186 44.7 

(n=416) (2) 中社經地位 102 24.5 

 (3) 高社經地位 128 30.8 

食品安全資訊來源 (1) 從未獲得 11 2.6 

(n=418) (2) 學校課程 293 70.1 

 (3) 電視頻道 316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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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4) 廣播電台 67 16.0 

 (5) 網路媒體 288 68.9 

 (6) 家中長輩 265 63.4 

 (7) 親朋好友 193 46.2 

 (8) 商店 103 24.6 

 (9) 報紙 189 45.2 

 (10) 書籍或雜誌 213 51.0 

 (11) 其他 3 0.7 

十二、 食品安全素養得分 

食品安全素養共有 6題，答對一題 1分，研究對象平均得分為 4.33

分。如表 4-1-2所示，第一題答對率為 46%，第二題答對率為 53.3%，顯

示國中生對於食品標章的閱讀理解似乎不高，或是認為該篇文章不吸引

人，沒有閱讀動機；第三題答對率為 61%，第四題答對率為 92.1%，顯

示國中生對於計算熱量答對率不高，但對於食品標示少了保存日期答對

率很高，第五題答對率為 89.7%，第六題答對率為 90.9%，顯示國中生對

於新聞的閱讀理解程度很高。 

 

表 4-1-2 

食品安全素養各題答對率與排序  (n=428) 

題目內容 答對率 排序 

1. 下列何者不是本文中提到的標章？ 

 (1)   (2)   (3)   (4) 。 

46.0% 6 

2. 根據文章，下列何者食品上面不會有校園食品標章？ 

 (1) 牛奶  (2) 麵包  (3) 點心  (4) 不知道。 
53.3% 5 

3. 此碗泡麵有 200公克，請問鈉含量是多少？  

 (1) 2150   (2) 2350   (3) 4000   (4) 4300 毫克。 
61.0% 4 

4. 請問此份食品標示中還少了什麼資訊？ (1) 食品名稱  (2) 

保存日期  (3) 公司資訊  (4) 食品原料。 
92.1% 1 

5. 下列何者不是此文中出現的農藥？ (1) 得克利  (2) 毆蟎

多  (3) 克芬蟎  (4) 巴拉松。 
89.7% 3 

6.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得大腸癌？ (1) 20歲的小吳  (2) 60歲的

老李  (3) 長期食用被農藥汙染湯頭的小明  (4) 不知道。 
90.9% 2 

 

十三、 食品安全知識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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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知識一共八題，答對一題一分，食品安全知識平均得分為

5.44分，如表 4-1-3所示，第一題詢問食品出問題時可能引發症狀，答對

率 89%，表示學生大部分了解食品出問題時可能會引起的症狀；第二題

詢問營養標示的目的，答對率 92%，表示學生相當了解營養標示的目的；

第三題詢問保存期限的相關敘述，答對率 45%，或許賞味期限的知識對

他們來說較為冷僻，或是不信任食物在保存期限內是安全的；第四題詢

問塑化劑的相關敘述，答對率 21%，顯示學生對於塑化劑的相關敘述相

當不瞭解，詢問方式已經相當簡易，所以應該不是識讀性的問題，塑化

劑難度對於學生來說應該太高；第五題詢問關於食品添加物的敘述，答

對率 63%，顯示學生對於食品添加物有相當的了解，也願意信任政府對

於食品添加物皆有明確規範；第六題詢問農藥殘留，答對率 71%，顯示

學生對於農藥殘留的處理方式有相當的了解；第七題詢問狂牛症食品安

全的敘述，答對率 84%，顯示學生對於動物相關疾病首重源頭管理是了

解的；第八題詢問預防食品中毒的基本原則，答對率 79%，顯示學生基

本上了解預防食品中毒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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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食品安全知識各題答對率與排序  (n=428) 

題目內容 答對率 排序 

1. 下列何者是食品出問題時可能引起的症狀？ (1) 腹瀉   

 (2) 胃食道逆流  (3) 造成神經系統危害  (4) 以上皆是。 
89% 2 

2. 下列何者不是營養標示的目的？ (1) 瞭解食物特性     

 (2) 比較熱量高低  (3) 使包裝較美觀  (4) 檢視廠商信

譽。 

92% 1 

3. 下列關於保存期限的敘述何者正確？ (1) 保存期限等於賞味

期限  (2) 保存期限內食物是安全的  (3) 保存期限是根據

經驗法則所訂定  (4) 保存期限跟倉儲無關。 

45% 7 

4. 下列關於塑化劑的敘述何者正確？ (1) 塑化劑就是起雲劑  

 (2) 塑化劑會對人體造成立即性危害  (3) 塑化劑可經由

呼吸、食入及皮膚吸收進入人體  (4) 塑化劑無法排出。 

21% 8 

5. 下列關於食品添加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罐頭可以使用防

腐劑   (2) 銅葉綠素可使用於油品  (3) 食品添加物皆是

有害的   (4) 政府對於食品添加物皆有明確規範。 

63% 6 

6. 下列關於農藥殘留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用水浸泡片刻再仔

細沖洗是去除農藥殘留最佳方式  (2) 如有農藥殘留就是有

毒   (3) 農藥只會藉由嘴巴進入  (4) 季節性蔬果農藥殘

留較多。 

71% 5 

7. 下列關於狂牛症食品安全的敘述何者正確？ (1) 源頭管理是

最重要的   (2) 可使用含肉骨粉飼料  (3) 任何牛皆可進

入屠宰場  (4) 熟食即安全。 

84% 3 

8. 下列關於預防食品中毒的基本原則何者錯誤？ (1) 要洗手 

 (2) 要新鮮  (3) 要生熟食分開  (4) 要便宜。 
79% 4 

 

十四、 食品安全態度得分 

如表 4-1-4所示，食品安全態度滿分 4分，最低分 1分，得分平均為

3.53分，態度得分最高為第一題(我認為食品安全會影響健康)和第十題

（我認為了解預防食品中毒基本原則是重要的)的 3.61分，態度得分最低

為第四題(我認為食物的容器會影響食品安全)的 3.38分，但態度皆非常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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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食品安全態度分布情形  (n=428)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我認為食品安全會影響健康。 3.61 .758 1 

2. 我認為能讀懂食品標示對健康有益。 3.50 .751 7 

3. 我認為保存期限會影響食品安全。 3.55 .744 4 

4. 我認為食物的容器會影響食品安全。 3.38 .847 10 

5. 我認為食品添加物會影響食品安全。 3.52 .785 6 

6. 我認為了解原料來源是重要的。 3.58 .775 3 

7. 我認為了解農藥殘留是重要的。 3.50 .826 7 

8. 我認為了解動物相關疾病是重要的。 3.53 .811 5 

9. 我認為了解病原菌是重要的。 3.48 .834 9 

10. 我認為了解預防食品中毒基本原則是重要的。 3.61 .780 1 

 

十五、 食品安全行為得分 

如表 4-1-5所示，食品安全行為滿分為 4分，最低分為 1分，食品安

全行為得分平均為 2.83分，最高得分為第三題(我會在購買前注意保存期

限)的 3.41分，最低得分為第七題(我會注意食物是否經過農藥殘留檢驗)

的 2.56分，雖偏正向，但明顯比態度得分低。 

 

表 4-1-5 

食品安全行為分布情形 (n=428)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我會去瞭解食品安全相關知識。 2.65 .790 9 

2.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品標示。 3.02 .849 2 

3.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保存期限。 3.41 .809 1 

4.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物的容器。 2.81 .895 4 

5.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該產品食品添加物。 2.72 .917 6 

6. 我會在購買前關注原料來源。 2.67 .959 8 

7. 我會注意食物是否經過農藥殘留檢驗。 2.56 .967 10 

8. 我會注意製作食品之材料是否有可能有動物相關疾

病。 
2.70 1.004 7 

9. 我會瞭解如何避免病原菌汙染食物。 2.81 .932 4 

10. 我會確實執行預防食品中毒基本原則。 2.99 .8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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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間

之關係 

如表 4-2-1所示，性別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間無顯著

相關，與假設和文獻(劉漢梅，2009；Maria et al.,2011；黃顗倫等人，2013；

孫智麗，2013）不符；就讀年級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間

無顯著相關，與文獻（黃家溱，2007）認為知識與就讀年級相關不符；

就讀國中位置與父母婚姻狀態、家庭社經地位與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相

關，與文獻（黃東賢等人，2004）相符；家中食物主要採買者與父母婚

姻狀態、食品安全素養與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相關；父母婚姻狀態與食

品安全素養與食品安全知識有顯著相關，與文獻（黃顗倫等人，2013）

相符；家庭社經地位與食品安全素養、食品安全知識、食品安全態度與

食品安全行為皆有顯著相關，與文獻（黃顗倫等人，2013；楊雅倫等人，

2012）相符；食品安全素養與食品安全知識、食品安全態度與食品安全

行為皆有顯著相關；食品安全知識與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相關；食品安

全態度與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相關。 

迴歸分析如表 4-2-2所示，共線性檢定容忍度皆大於 0.1，VIF值皆

小於 10，故沒有共線性問題，食物採買者與食品安全態度可以顯著預測

食品安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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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所有研究變項間之相關性(n=403) 

 性別 年級 
就讀國中

位置 

食物採買

者 

父母婚姻

狀態 

家庭社經

地位 

食品安全

素養 

食品安全

知識 

食品安全

態度 

食品安全

行為 

性別 1 -.004 -.050 .012 -.040 -.032 .032 -.020 -.033 .005 

年級 -.004 1 -.050 .046 -.041 -.014 .091 .026 .018 -.057 

就讀國中位置 -.050 -.050 1 .027 .099
*
 .424

**
 .029 -.047 .035 .098

*
 

食物採買者 .012 .046 .027 1 .192
**

 -.065 .099
*
 .034 .027 .151

**
 

父母婚姻狀態 -.040 -.041 .099
*
 .192

**
 1 .072 .150

**
 .104

*
 .045 .072 

家庭社經地位 -.032 -.014 .424
**

 -.065 .072 1 .139
**

 .128
**

 .154
**

 .105
*
 

食品安全素養 .032 .091 .029 .099
*
 .150

**
 .139

**
 1 .303

**
 .133

**
 .126

*
 

食品安全知識 -.020 .026 -.047 .034 .104
*
 .128

**
 .303

**
 1 .087 .135

**
 

食品安全態度 -.033 .018 .035 .027 .045 .154
**

 .133
**

 .087 1 .251
**

 

食品安全行為 .005 -.057 .098
*
 .151

**
 .072 .105

*
 .126

*
 .135

**
 .251

**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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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迴歸分析(n=403) 

模式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eta 分配 容忍度 VIF 

(常數)  3.914 .000   

性別 .015 .323 .747 .992 1.008 

年級 -.070 -1.465 .144 .984 1.017 

就讀國中位置 .075 1.402 .162 .798 1.254 

食物採買者 .139 2.835* .005 .945 1.058 

父母婚姻狀態 .006 .122 .903 .928 1.078 

食品安全素養 .052 1.012 .312 .862 1.159 

食品安全知識 .096 1.901 .058 .885 1.130 

食品安全態度 .227 4.680* .000 .960 1.042 

家庭社經地位 .027 .500 .617 .768 1.302 

註：依變數: bltotal，*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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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變項影響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

之差異 

一、 性別 

如表 4-3-1所示，不同性別的學生對於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

行為皆無顯著性差異，與假設和文獻(劉漢梅，2009；Maria et al.,2011；

黃顗倫等人，2013；孫智麗，2013）不符。 

 

表 4-3-1 

性別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食品安全素養 (1)男 223 4.2825 1.38720 -.77 

 (2)女 205 4.3805 1.24523  

食品安全知識 (1)男 223 5.4574 1.28985 .252 

 (2)女 205 5.4244 1.40740  

食品安全態度 (1)男 223 35.3363 6.26364 .241 

 (2)女 205 35.1805 7.05174  

食品安全行為 (1)男 223 28.2152 6.87261 -.355 

 (2)女 205 28.4488 6.71577  

註：*p<0.05 

 

二、 年級 

如表 4-3-2所示，不同年級的學生對於食品安全素養、知識與態度皆

無顯著性差異，或許與七、八、九年級學生年齡皆處在 Jeanne Chall(1996)

提出的同一個閱讀階段有關（臺灣華語教學入口網站，2007），但年級對

於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性差異，事後檢定發現，八年級學生的食品安全

行為顯著高於九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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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年級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3.516 2 1.008  

 組內 741.033 425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2.332 2 .643  

 組內 771.208 425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33.260 2 .375  

 組內 18823.432 425   

 總和 18856.692 427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495.166 2 5.481* 八年級>九年級 

 組內 19197.040 425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三、 就讀國中 

如表 4-3-3所示，學生就讀國中對於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

與行為沒有顯著性差異，但如表 4-3-4所示，將資料合併變成桃園縣與新

竹市的比較，縣市差異對於學生的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性差異，與文獻

（黃東賢等人，2004）相符，新竹市國中學生的食品安全行為較桃園縣

國中學生的食品安全行為得分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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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就讀國中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1.031 2 .295  

 組內 743.518 425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2.115 2 .583  

 組內 771.425 425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28.098 2 .317  

 組內 18828.593 425   

 總和 18856.692 427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213.437 2 2.328  

 組內 19478.768 425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表 4-3-4 

縣市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食品安全素養 (1)桃園縣 180 4.3167 1.29233 -.171 

 (2)新竹市 248 4.3387 1.34307  

食品安全知識 (1)桃園縣 180 5.5222 1.35554 1.054 

 (2)新竹市 248 5.3831 1.33863  

食品安全態度 (1)桃園縣 180 35.0056 6.06805 -.695 

 (2)新竹市 248 35.4476 7.04104  

食品安全行為 (1)桃園縣 180 27.5000 6.33206 -2.193* 

 (2)新竹市 248 28.9274 7.05751  

註：*p<0.05 

 

四、 家中食物主要採買者 

如表 4-3-5所示，不同食物採買者對於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知識與

態度無顯著性差異，食物採買者對於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性差異，事後

比較發現食物採買者主要是母親者對於食物採買者是其他家人者，學生

的食品安全行為得分顯著較高，或許與母親是家庭食物準備概念的教導

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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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食物採買者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10.078 3 1.939  

 組內 734.471 424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3.556 3 .653  

 組內 769.983 424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19.204 3 .144  

 組內 18837.488 424   

 總和 18856.692 427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458.513 3 3.369* 母親>其他家人 

 組內 19233.693 424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五、 父母婚姻狀態 

如表 4-3-6所示，父母婚姻狀態對於學生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

與行為皆有顯著性差異。父母婚姻正常對於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食品

安全知識、食品安全態度與食品安全行為皆比婚姻狀態不正常來的更

佳。 

 

表 4-3-6 

父母婚姻狀態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31.194 5 3.691* 正常>離婚 

 組內 713.355 422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24.193 5 2.725*  

 組內 749.347 422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565.574 5 2.610*  

 組內 18291.117 422   

 總和 18856.692 427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584.980 5 2.584*  

 組內 19107.225 422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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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父親教育程度 

如表 4-3-7所示，父親教育程度對於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食品安全

知識與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性差異。事後比較發現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

方面，父親教育程度研究所者得分會比高中以下者高；於學生的食品安

全知識方面，父親教育程度大學以上者得分會比國中以下者高；於學生

的食品安全行為方面，父親教育程度研究所者得分會比高中者高。 

 

表 4-3-7 

父親教育程度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30.974 4 5.301* 研究所>國中 

 組內 713.575 423  研究所>高中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33.895 4 5.486* 大學>國中 

 組內 739.645 423  研究所>國中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313.728 4 2.105  

 組內 18542.964 423   

 總和 18856.692 427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673.279 4 4.181* 研究所>高中 

 組內 19018.926 423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七、 母親教育程度 

如表 4-3-8所示，母親教育程度對於國中生食品安全素養、知識與態

度有顯著性差異。事後比較發現，食品安全素養方面，母親教育程度高

中或大學者，得分皆顯著高於國中以下者；食品安全知識方面，母親教

育程度大學者，得分顯著高於國中；於食品安全態度方面，事後比較未

發現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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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母親教育程度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48.392 4 6.995* 大學>國中 

 組內 696.157 423  高中>國中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27.679 4 3.724* 大學>國中 

 組內 745.860 423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447.871 4 2.891*  

 組內 18408.821 423   

 總和 18856.692 427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338.073 4 1.634  

 組內 19354.133 423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八、 父親職業 

如表 4-3-9所示，父親職業對於學生食品安全素養有顯著性差異，但

於事後比較時未發現顯著。 

 

表 4-3-9 

父親職業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29.627 4 3.580*  

 組內 714.922 423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18.954 4 1.357  

 組內 754.585 423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188.163 4 1.120  

 組內 18668.529 423   

 總和 18856.692 427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382.636 4 2.105  

 組內 19309.570 423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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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母親職業 

如表 4-3-10所示，母親職業與學生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

為皆無顯著性差異。 

 

表 4-3-10 

母親職業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7.782 3 .994  

 組內 736.768 424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8.825 3 1.041  

 組內 764.715 424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280.031 3 2.972  

 組內 18576.661 424   

 總和 18856.692 427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65.252 3 .405  

 組內 19626.954 424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十、 家庭社經地位 

如表 4-3-11所示，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知識與

態度皆有顯著性差異，家庭社經地位越高者，食品安全素養、知識與態

度皆會越高。與文獻（黃顗倫等人，2013；楊雅倫等人，2012）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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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 

家庭社經地位與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差異情形 

變項 類別 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事後比較 

食品安全素養 組間 56.579 4 8.697* 中>低 

 組內 687.970 423   

 總和 744.549 427   

食品安全知識 組間 34.387 4 4.920* 中>低 

 組內 739.152 423   

 總和 773.540 427   

食品安全態度 組間 465.413 4 2.676*  

 組內 18391.279 423   

 總和 18856.692 427   

食品安全行為 組間 283.777 4 1.546  

 組內 19408.429 423   

 總和 19692.206 427   

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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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 研究對象食品安全素養答對率約七成，食品安全知識答對率約七成，

食品安全態度平均得分約九成，食品安全行為平均得分約七成，答

對率或得分皆在七成以上，正確率頗高且態度相當正向，行為達成

率也頗高。 

二、 食品安全素養與食品安全知識、食品安全態度和食品安全行為皆有

顯著正相關，食品安全素養能力越強，食品安全知識越好、食品安

全態度越正向、食品安全行為執行率越高。 

三、 食品安全知識與和食品安全行為有顯著正相關，與食品安全態度卻

沒有顯著相關，食品安全知識越好，食品安全態度不一定越好，但

食品安全行為執行率會愈高。 

四、 家庭背景影響食品安全素養、食品安全知識、食品安全態度與食品

安全行為很大，無論是父母婚姻狀態、家庭社經地位還是家中食物

採買者主要是誰，父母婚姻狀態正常者會比婚姻狀態度不正常者，

會讓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知識來得更好，家庭社經地位越好者，

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皆會越好，家中食物採買者主要

是媽媽者會比不是媽媽者，會讓食品安全素養和食品安全行為來的

更好。 

本研究建議 

一、 雖然於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皆

還不錯，但仍應當於學生最常接觸到的資訊管道前三名（電視、學

校、網路）上持續增加食品安全相關知識，以提升學生的食品安全

素養能力，以培養學生的正確食品安全態度，好達成正確的食品安

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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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了學校教育和外界刺激外，家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家長也

須一同努力教育學生，除了言教之外，身教也是相當重要的，婚姻

狀態正常美滿的家庭遠比婚姻不正常的家庭來得更適合教育，家庭

社經地位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家長們真的相當需要努力，家中食

物主要採買者如果是母親者，也會對於學生的素養和行為有正向的

影響，母親對於孩子的影響也非常深遠。 

三、 未來無論是做食品安全相關議題介入，還是其他教育活動時，需考

量學生的素養能力和家庭的背景因素，才能有效達到目標。健康素

養為近幾年國際健康促進上新興起之議題，但對於臺灣本圖的民眾

調查仍有所不足，本研究惟一先驅性研究，嘗試發展對於特定族群

(國中生)之特定行為(食品安全)之調查問卷，結果顯示相當不錯，

故未來可以嘗試由素養能力著手，來提高學生能力。 

 

  



 

43 

參考文獻 

王柏崴、黃禎貞、唐孝蘭、葉國樑、曾治乾（2009）。台北市國中學生綠

色消費知識、態度、行為意圖及其相關因素研究～以某國中為例。

科學教育學刊，17（3），255-274。 

王啟秀、潘振雄、范美萍（2013）。探討影響國小學童視力不良之相關因

素-以桃園縣某國民小學為例，全國管理實務暨學術研討會。 

甘志良、李明聰（2008）。消費者對食品安全議題之風險認知與其消息來

源可靠度之研究，食品市場資訊，97（4），1-1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2）。開放美牛進口學者正面意見彙整。

www.epa.gov.tw/Ractopamine/1010308 開放美牛進口學者意見彙

整.doc.  Retrieved 1/2, 2014 

李尹暘、林曉佩、林君怡（2007）。自我效能理論之分析與應用。澄清醫

護管理雜誌，3（2），46-52。 

林明瑞、包沛然（2004）。國小綠色消費教學之行動研究。師大學報：科

學教育類，49（2），1-34。 

食品藥物管理局（2012）。食品安全館. 

http://plan-consumer.fda.gov.tw/Food_Safety/page3.html.  Retrieved 

1/10, 2014 

孫智麗（2013）。消費者對於基改食品認知與態度之跨國比較。糧食安全

與生技，36，15-29。 

張美娟（2009）健康素養與健康照護。志篤護理，8（3）。 

教育 Wiki網站。艾瑞克森(E. ERIKSON)人格發展論。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8%89%BE%E7%91%9E%E5%

85%8B%E6%A3%AE(E._Erikson)%E4%BA%BA%E6%A0%BC%E7%9

9%BC%E5%B1%95%E8%AB%96. Retrieved 7/5, 2014 



 

44 

莊博閔、曾治乾、黃禎貞、葉國樑（2011）。北縣某國中學生綠色消費與

環境敏感度之調查研究。學校衛生（58），27-44。 

黃東賢、程台生、陳麗珠（2004）。南台灣國小高年級兒童的基因改造食

品認知、態度與消費行為之調查研究。南大學報，38（2）， 71-92。 

黃家溱（2007）。高中生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態度、消費行為與學習

需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高雄大學教育學系。 

黃淑德（2013）。用消費改變世界—主婦聯盟與台灣合作經濟的發展。上

網日期：2014 1/12 

黃顗倫、吳國龍、侯正裕、黃錦川（2013）。食品標籤資訊與消費行為之

關係－以某科技大學為例。危機管理學刊，10（2），109-120。 

楊政學、林靖亞（2013）。消費者綠色消費行為意向之研究。明新學報，

39（2），219-232。 

楊雅倫、曾治乾、黃禎貞、葉國樑（2012）。國中生綠色消費行為及其相

關因素之研究－以雲林縣某國中為例。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

33，49-67。 

熊婉君、張嘉倫、林明宏（2010）。自行車騎士綠色消費態度與行為之研

究。彰化師大體育學報（9），40-56。 

臺灣華語教學入口網站（2007）。閱讀發展的階段。上網日期：2014 7/15 

劉漢梅（2009）。食品安全之風險認知與資訊來源單位信任度之研究. 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醫學大學。   

蔡慈儀、李守義、蔡憶文、郭耿南（2010）。中文健康識能評估表的發展

與測試。醫學教育期刊，14（2）。 

聯合報（2012）。林杰樑：萊克多巴胺殘留量應訂 2.5ppb。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44373.  Retrieved 

1/2, 2014 

謝顯堂（2009）。臺灣進口牛肉之健康風險分析。



 

45 

http://www.fda.gov.tw/upload/133/D055.pdf.  Retrieved 1/10, 2014 

譚偉恩、蔡育岱（2009）。食品政治：“誰”左右了國際食品安全的標準？

政治科學論叢（42），1-42. doi: 10.6166/tjps.42(1-42) 

Cushman, J.W., Shanklin, C.W., & Niehoff, B.P. (2001).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University Food Services. 

http:/www.nacufs.org/resources/publications/journal_2001.pdf 

Donna. (2014). 食品安全：誰監管？. 

http://www.3phk.com/v5article2.asp?id=2080&folder=hot_topics&secti

on=healthinfo&issue=96.  Retrieved 1/8, 2014 

http://www.who.int/topics/food_safety/en/ Retrieved 7/7, 2014 

Maria Dickson-Spillmann, , Michael Siegrist, Carmen Keller.(2011). Attitudes 

toward chemicals are associated with preference for natural food. 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 ,22,149-156. 

Nancy D Berkman, Stacey L Sheridan, Katrina E Donahue, David J Halpern, 

Anthony Viera, Karen Crotty, Audrey Holland, Michelle Brasure, 

Kathleen N Lohr, Elizabeth Harden, Elizabeth Tant, BA, Ina Wallace, 

and Meera Viswanathan.(2011).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s and 

Outcomes: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Evidence 

Reports/Technology Assessments, 199. 

Nutbeam, D. (2000) Health literacy as a public health goal: a challenge for 

contemporary health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to the 

21st century,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ROZIN, P., FISCHLER, C., IMADA, S., SARUBIN, A., & 

WRZESNIEWSKI, A. (1999). Attitudes to Food and the Role of Food in 

Life in the U.S.A., Japan, Flemish Belgium and France: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the Diet–Health Debate. Appetite, 33, 163–180.  

Sophie Bostock, Andrew Steptoe.(2012).Association between low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and mortality in older adults: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46 

British Medical Journal,344. 

Wilcocky, Anne, Pun, Maria, Khanonax, Joseph, & Aung, May. (2004). 

Consumer attitudes, knowledge and behaviour: a review of food safety 

issues. 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15, 56–66. doi: 

10.1016/j.tifs.2003.08.00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a). Gener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microbiological risks in food. 

http://www.who.int/foodsafety/micro/general/en/index.html.  Retrieved 

12/30, 20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b). WHO global strategy for food safety : 

safer food for better health.(Food safety issues).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general/global_strategy/en/.  

Retrieved 12/30, 20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10 facts on food safety. 

http://www.who.int/features/factfiles/food_safety/facts/en/index.html.  

Retrieved 1/8, 201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a).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b). Food safet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3). Health literacy The solid facts. 

 



 

47 

附錄 

附錄一 專家效度審核名單 

姓名 職稱 任職單位 

楊瓊花 教授 實踐大學餐飲管理學系 

林子又 課長 臺安醫院營養課 

賴毓伶 營養師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趙婷蕙 營養師 新北市立瑞芳高工 

沈賜川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廖怡禎 秘書長 臺灣食品 GMP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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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效度審查意見表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共 11

題) 

問題之合適性(分數) 修改建議 

1分

(非

常

不

合

適) 

2分

(不

合

適) 

3分

(合

適) 

4分

(非

常

合

適) 

≤2分請給修改建議 

1. 性別： (1) 男    (2) 女    6  

2. 年齡：_______ 歲（足歲）  1 1 4 年級可能更適合 

3. 就讀國中：____________   1 5  

4. 食物採買者主要是： (1)

父親   (2)母親  (3)其

他家人：_____ 

 1 1 4 應該要釐清是指在家中

的食物採買者或有無包

含學校午餐。 

選項可加”自己” 

5. 父母婚姻狀態：  (1) 正常    

 (2) 離婚  (3) 分居  

(4) 喪偶    (5) 其他：

_______ 

   6  

6. 父親教育程度：  (1) 國中

（含）以下    (2) 高中

（職）  (3) 大學（四技、

二技）  (4) 研究所（含）

以上。 

  1 5  

7. 母親教育程度：   (1) 國

中（含）以下    (2) 高中

（職）   (3) 大學（四技、

二技）   (4) 研究所（含）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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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8. 父親職業： (1) 基層技術

工或勞力工  (2) 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  (3) 專

業人員  (4) 民意代表、

主管及經理人員  (5)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1 1 2 國中生對基層技術供或

技術員、專業人員…等不

懂如何分類喔！！會看

不懂！ 

國中生可能會看不懂，選

項可改以行業別 

9. 母親職業： (1) 基層技術

工或勞力工  (2) 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  (3) 專

業人員  (4) 民意代表、

主管及經理人員  (5)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 1 1 2 國中生對基層技術供或

技術員、專業人員…等不

懂如何分類喔！！會看

不懂！ 

國中生可能會看不懂，選

項可改以行業別 

10. 一週外食次數(不含學校午

餐)： (1) 1次  (2) 2 次 

 (3) 3次   (4) 4 次  

(5) 5次  (6) 6次(含)以上。 

 2 1 3 這裡是指學校午餐以

外，有包含早、晚餐及點

心或宵夜等嗎？定義不

清楚噢！ 

11. 食品安全資訊來源(可複

選)： (1) 從未獲得  (2) 

學校課程   (3) 電視頻

道   (4) 廣播電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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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路媒體  (6) 家中

長輩   (7) 親朋好友  

 (8) 商店  (9) 報紙 

 (10) 書籍或雜誌  (11)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綜合建議  

 

第二部分：食品安全素養(共 3

大題 9小題，請根據隨信所附問

卷對照素養題) 

問題之合適性(分數) 修改建議 

1分

(非

常

不

合

適) 

2分

(不

合

適) 

3分

(合

適) 

4分

(非

常

合

適) 

≤2分請給修改建議 

1. 下列何者不是本文中提到

的標章？ (1) 

  

 (2)   (3) 

  (4) 。 

  1 5  

2. 若食品上有食品安全標章

即代表食品是安全的。 

(1) 是  (2) 否  (3) 不

 1 1 4 食品安全標章改為”食品

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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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 

3. 下列何者食品上面不會有

校園食品標章？ (1) 牛

奶  (2) 麵包  (3) 點心 

 (4) 不知道。 

1 1 1 3 牛奶、麵包、點心都有部

分商品有，也有部分沒有

校園食品標章噢！！ 

3個選項好像都有校園食

品標章(瑞穗鮮奶以前有) 

沒有正確答案也！應作

修正！ 

4. 假設此碗泡麵有 200 公

克，請問鈉含量是多少？ 

 (1) 2150  (2) 4300 (3) 

2350  (4) 4000 毫克。 

1  2 3 營養標示與食品安全無

關，可直接刪除。 

 

5. 請問此碗泡麵中含有多少

種食品添加物？  (1) 5

種(含)以下   (2) 6 -10

種  (3) 11-15種  (4) 16

種(含)以上。 

 1 2 3 這題有難度喔！ 

雖然有圖可以看但沒人

宣導營養標示，學生可能

不懂，可否有簡單範例參

考 

6. 請問此份食品標示中還少

了什麼資訊？ (1) 食品

名稱  (2) 保存日期  

(3) 公司資訊  (4) 食品

原料。 

  2 4  

7. 請問看完這則新聞，您有何

感想？(可複選)  (1) 實

在太黑心，以後拒買  (2) 

新聞造假，明明就很好吃 

 (3) 消費者都是受害者 

 (4) 其他

 1  5 增加”不在意繼續吃”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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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8. 下列何者不是此文中出現

的農藥？ (1) 得克利  

(2) 毆蟎多  (3) 克芬蟎 

 (4) 巴拉松。 

  2 4  

9. 下列哪種人最有可能得大

腸癌？ (1) 一般人  (2) 

高風險族群  (3) 長期食

用被農藥汙染湯頭的一般

人  (4) 長期食用被農藥

汙染湯頭的高風險族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4 第二選項似乎涵蓋了第

三、第四選項，都屬高風

險族群。 

直接刪除此題 

請再內文中解釋高風險

族群為何 

綜合建議 食品標章不只這三種，還有吉園圃、產銷履歷等

等；食品安全概念也不只有認明標章，還有追溯來

源，及對預防食品中毒的認識，及購買外食如何確

保或判斷衛生安全無虞等等層面，可能要切合你的

研究目的及你對食品安全的定義。 

 

第三部分：食品安全知識(共 10

題) 

問題之合適性(分數) 修改建議 

1分

(非

常

不

合

適) 

2分

(不

合

適) 

3分

(合

適) 

4分

(非

常

合

適) 

≤2分請給修改建議 

1. 下列何者是食品出問題時

可能引起的症狀？  (1) 

腹瀉     (2) 胃食道

逆流   (3) 造成神經系

統危害  (4) 以上皆是。 

  3 3 同學可能不會明白食品

與胃食道逆流之間的相

關性建議改變題目的意

思或改變第 2選項為一般

人較知道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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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何者不是營養標示的

目的？  (1) 瞭解食物

特性  (2) 比較熱量高低  

 (3) 使包裝較美觀   

(4) 檢試廠商信譽。 

1   5 （4）檢試廠商信譽。 

 檢“視”廠商信譽。 

是不是有錯字？ 

營養標示之目的與食品

安全無關，可直接刪除。 

3. 下列關於保存期限的敘述

何者正確？ (1) 保存期

限等於賞味期限  (2) 保

存期限內食物是安全的  

(3) 保存期限是根據經驗法

則所訂定  (4) 保存期限

跟倉儲無關。 

  1 5  

4. 下列關於塑膠食品容器的

敘述何者正確？ (1) 塑

膠材質的編號和耐熱程度

有關  (2) 編號 1 號適合

微波  (3) 編號 5 號耐酸  

 (4) 編號 6號耐熱。 

3 1  2 此題無參考資料，一般人

沒有概念，建議修改答

案，例如毒性(塑化劑、

游離單體…等)。 

編號可以實際印在容器

上的圖像呈現 

因太難建議取消或用另

一種方式有宣導耐熱塑

膠容器為何 

5. 下列關於食品添加物的敘

述何者正確？ (1) 罐頭可

以使用防腐劑  (2) 銅葉

綠素可使用於油品   (3) 

食品添加物皆是有害的  

 (4) 政府對於食品添加物

皆有明確規範。 

  1 5  

6. 下列關於食品製造來源的

敘述何者正確？ (1) 可

以了解原料源頭  (2) 發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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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問題時容易追查   

(3) 可以了解碳足跡   

(4) 以上皆是。 

7. 下列關於農藥殘留的敘述

何者正確？ (1) 用水浸

泡片刻再仔細沖洗是去除

農藥殘留最佳方式  (2) 

如有農藥殘留就是有毒  

 (3) 農藥只會藉由嘴巴

進入   (4) 季節性蔬果

農藥殘留較多。 

  1 5  

8. 下列關於狂牛症食品安全

的敘述何者正確？ (1) 

源頭管理是最重要的 (2) 

可使用含肉骨粉飼料  

(3) 任何牛皆可進入屠宰場 

 (4) 牛的年齡不需區隔。 

 1 1 4 答案 4之敘述與題目之連

結不夠明確，應修改。 

9. 下列關於病原菌感染的敘

述何者錯誤？ (1) 出血

性大腸桿菌常出現在煮熟

的肉品中  (2) 創傷弧菌

會藉由海洋生物傳染  

(3) 出血性大腸桿菌常藉由

飲用水傳染  (4) 細菌常

可由生熟食交叉感染。 

  2 4 請再將題目口語話且同

學能了解的病原菌如創

傷弧菌可能不懂 

10. 下列關於食品安全的基本

原則何者錯誤？ (1) 要

洗手  (2) 要新鮮  (3) 

要生熟食分開  (4) 要便

 1  5 這應該只是針對預防食

品中毒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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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綜合建議  

 

 

 

 

第四部分：食品安全態度(共 10

題) 

問題之合適性(分數) 修改建議 

1分

(非

常

不

合

適) 

2分

(不

合

適) 

3分

(合

適) 

4分

(非

常

合

適) 

≤2分請給修改建議 

1. 我認為食品安全會影響健

康。 

  2 4  

2. 我認為能讀懂食品標示會

影響健康。 

 1 2 3 “影響健康”建議改為”對

健康有益” 

3. 我認為保存期限會影響食

品安全。 

  2 4  

4. 我認為食物的容器會影響

食品安全。 

  1 5  

5. 我認為食品添加物會影響

食品安全。 

  1 5  

6. 我認為了解原料來源是重

要的。 

  1 5  

7. 我認為了解農藥殘留是重

要的。 

  1 5  

8. 我認為了解動物相關疾病

是重要的。 

  2 4  

9. 我認為了解病原菌是重要

的。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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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認為了解食品安全基本

原則是重要的。 

 1  5 同知識題 10. 

綜合建議  

 

第五部分：食品安全行為(共 10

題) 

問題之合適性(分數) 修改建議 

1分

(非

常

不

合

適) 

2分

(不

合

適) 

3分

(合

適) 

4分

(非

常

合

適) 

≤2分請給修改建議 

11. 我會去瞭解食品安全相關

知識。 

  1 5  

12.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品標

示。 

  1 5  

13.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保存期

限。 

 1 1 4 食品標示已包含保存期

限！ 

14.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物的

容器。 

  1 5  

15.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品添

加物。 

 1 2 3 食品標示已包含添加物 

16. 我會在購買前關注原料來

源。 

  2 4  

17. 我會注意食物是否經過農

藥檢驗。 

 1 3 2 是農藥殘留檢驗 

18. 我會注意食物是否有可能

有動物相關疾病。 

 3 1 2 看不懂！語意不清楚！ 

“食物”建議改為”製作食

物之材料” 

19. 我會瞭解如何避免病原菌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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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食物。 

20. 我會確實執行食品安全基

本原則。 

 1 1 4 同知識題 10. 

綜合建議 食品標示已含括品名、原料、廠商、製造日期或保

存期限…等多種，不需有重複性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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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中生食品安全素養調查問卷」(試測版) 

國中生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的研究生，本份問

卷的目的是想了解國中生的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現況以

及彼此間的影響，您的填答將作為未來食品安全介入方案之重要參考。 

  這份問卷填寫預計需花費 20分鐘，並且請放心，您所填答的問卷內

容絕對保密！請認真填答。 

    敬祝  健康平安 學業進步 

指導教授：曾治乾 助理教授  

研究生：余亭寬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1) 男    (2) 女 

2. 年級：_______  

3. 就讀國中：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家中食物採買者主要是： (1) 父親   (2) 母親   (3) 自己     

 (4)其他家人：_______ 

5. 父母婚姻狀態： (1) 正常  (2) 離婚  (3) 分居  (4) 喪偶  (5) 

其他：_______ 

6. 父親教育程度： (1) 國中（含）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學（四技、二技）    (4) 研究所（含）以上。 

7. 母親教育程度： (1) 國中（含）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學（四技、二技）    (4) 研究所（含）以上。 



 

60 

8. 父親職業： (1) 農/林/漁/牧  (2) 軍/公/教  (3) 工/商/服務業  

 (4) 自由業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母親職業： (1) 農/林/漁/牧  (2) 軍/公/教  (3) 工/商/服務業  

 (4) 自由業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食品安全資訊來源(可複選)： (1) 從未獲得  (2) 學校課程   

 (3) 電視頻道   (4) 廣播電台   (5) 網路媒體       

 (6) 家中長輩   (7) 親朋好友   (8) 商店  (9) 報紙  

 (10) 書籍或雜誌  (11)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食品安全素養 

請根據文章敘述或圖片來回答以下問題 

（一）食品安全標章 

校園食品標章 

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法源依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辦理販

售食品作業程序 

標章說明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辦理

販售食品作業程序」於 85年 8月 15日訂定，並於同年 10

月 17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定公佈。 

前揭作業程序其目的係為明確規範本市各級學校員生消

費合作社販賣食品，除衛生品質方面以取得 CAS及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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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認證者為限（麵包等烘焙類暫不在此限）外，國中以

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販售食品品項並需符合相關營養

規範並經「臺北市校園食品諮詢委員會」審查通過。 

為利本市學生認識「校園食品」並增進其選擇符合營養需

求點心及飲品之能力，本局於 90年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申請本標章之商標權註冊，並授予經「臺北市校園食品諮

詢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合格食品品項 2年使用權；100年

已申請本標章商標權延展註冊。 

教育部於 94 年公告校園食品販售範圍，並請各縣市參考

本市執行辦法，故本標章廣受全國各校之認識。 

1. 下列何者不是本文中提到的標章？ (1)   

 (2)   (3)   (4) 。 

2. 若食品上有食品標章即代表食品是安全的。 (1) 是   (2) 否  

 (3) 不確定。 

3. 根據文章，下列何者食品上面不會有校園食品標章？ (1) 牛奶         

 (2) 麵包  (3) 點心  (4)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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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標示 

1. 假設此碗泡麵有 200公克，請

問鈉含量是多少？   (1) 2150  

 (2)2350  (3) 4000  

 (4) 4300 毫克 

2. 請問此碗泡麵中含有多少種

食品添加物？  (1) 5種(含)以

下   (2) 6 -10種     (3) 

11-15種  (4) 16種(含)以上。 

3. 請問此份食品標示中還少了

什麼資訊？ (1) 食品名稱    

 (2) 保存日期  (3) 公司資訊 

 (4) 食品原料。 

（三）食品新聞 

鼎王風波 

【吳慧芬、曾雪蒨、黃任膺╱綜合報導】鼎王食安風暴繼續延燒！集團

旗下無老鍋使用的枸杞，又被檢出含致癌農藥得克利、毆蟎多及克芬蟎，

食品藥物署昨下午緊急通知全國六家無老鍋與下游業者全面下架。醫師

表示，三種農藥經高溫熬煮溶入湯頭，是「毒上加毒」，長期食用恐致腸

癌。民眾痛批：「鞠躬九十度卻沒良心。」 

高市衛生局食品衛生股股長蔡侑志指，本月一日衛生福利部南下與該局

人員，分別前往有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隆旺食品行兩處鼎王原料供應

商採檢，共計採樣十五種中藥與辛香料，衛福部檢驗結果昨出爐，重金

屬檢測全數合格，但在農藥檢測中，枸杞竟含三種農藥。 

1. 請問看完這則新聞，您有何感想？(可複選)  (1) 實在太黑心，以後

拒買  (2) 不在意新聞，繼續吃  (3) 消費者都是受害者  (4)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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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_______________。 

2. 下列何者不是此文中出現的農藥？ (1) 得克利  (2) 毆蟎多  (3) 

克芬蟎  (4) 巴拉松。 

3.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得大腸癌？ (1) 20歲的小吳  (2) 60歲的老李 

 (3) 長期食用被農藥汙染湯頭的小明  (4) 不知道。 

第三部分 食品安全知識 

1. 下列何者是食品出問題時可能引起的症狀？  (1) 腹瀉     

 (2) 胃食道逆流   (3) 造成神經系統危害  (4) 以上皆是。 

2. 下列何者不是營養標示的目的？  (1) 瞭解食物特性  (2) 比較

熱量高低   (3) 使包裝較美觀   (4) 檢視廠商信譽。 

3. 下列關於保存期限的敘述何者正確？  (1) 保存期限等於賞味期

限   (2) 保存期限內食物是安全的   (3) 保存期限是根據經驗

法則所訂定   (4) 保存期限跟倉儲無關。 

4. 下列關於塑化劑的敘述何者正確？ (1) 塑化劑就是起雲劑   (2) 

塑化劑會對人體造成立即性危害  (3) 塑化劑可經由呼吸、食入及

皮膚吸收進入人體   (4) 塑化劑無法排出。 

5. 下列關於食品添加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罐頭可以使用防腐

劑   (2) 銅葉綠素可使用於油品   (3) 食品添加物皆是有害的  

 (4) 政府對於食品添加物皆有明確規範。 

6. 下列關於食品製造來源的敘述何者正確？  (1) 可以了解原料源

頭   (2) 發生問題時容易追查   (3) 可以了解碳足跡   (4) 

以上皆是。 

7. 下列關於農藥殘留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用水浸泡片刻再仔細

沖洗是去除農藥殘留最佳方式  (2) 如有農藥殘留就是有毒   

(3) 農藥只會藉由嘴巴進入   (4) 季節性蔬果農藥殘留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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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關於狂牛症食品安全的敘述何者正確？  (1) 源頭管理是最

重要的   (2) 可使用含肉骨粉飼料   (3) 任何牛皆可進入屠宰

場  (4) 熟食即安全。 

9. 下列關於病原菌感染的敘述何者錯誤？  (1) 出血性大腸桿菌常

出現在煮熟的肉品中   (2) 腸炎弧菌會藉由海洋生物傳染  (3) 

出血性大腸桿菌常藉由飲用水傳染   (4) 細菌常可由生熟食交叉

感染。 

10. 下列關於預防食品中毒的基本原則何者錯誤？  (1) 要洗手   

 (2) 要新鮮  (3) 要生熟食分開  (4) 要便宜。 

第四部份 食品安全態度（於最接近你想法的格子內打勾） 

                                      頻率 

 

 

 

 

問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認為食品安全會影響健康。     

2. 我認為能讀懂食品標示對健康有益。     

3. 我認為保存期限會影響食品安全。     

4. 我認為食物的容器會影響食品安全。     

5. 我認為食品添加物會影響食品安全。     

6. 我認為了解原料來源是重要的。     

7. 我認為了解農藥殘留是重要的。     

8. 我認為了解動物相關疾病是重要的。     

9. 我認為了解病原菌是重要的。     

10. 我認為了解預防食品中毒基本原則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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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食品安全行為（於最接近你行為的格子內打勾） 

                                      頻率 

 

 

 

問題    

從

未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常

常

做

到 

總

是

做

到 

1. 我會去瞭解食品安全相關知識。     

2.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品標示。     

3.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保存期限。     

4.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物的容器。     

5.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該產品食品添加物。     

6. 我會在購買前關注原料來源。     

7. 我會注意食物是否經過農藥殘留檢驗。     

8. 我會注意製作食品之材料是否有可能有動物相關

疾病。 

    

9. 我會瞭解如何避免病原菌汙染食物。     

10. 我會確實執行預防食品中毒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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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中生食品安全素養調查問卷」(正式版) 

國中生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的研究生，本份問

卷的目的是想了解國中生的食品安全素養、知識、態度與行為的現況以

及彼此間的影響，您的填答將作為未來食品安全介入方案之重要參考。 

  這份問卷填寫預計需花費 20分鐘，並且請放心，您所填答的問卷內

容絕對保密！請認真填答。 

    敬祝  健康平安 學業進步 

指導教授：曾治乾 助理教授  

研究生：余亭寬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1) 男    (2) 女 

2. 年級：_______  

3. 就讀國中：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家中食物採買者主要是： (1) 父親   (2) 母親   (3) 自己     

 (4) 其他家人：_______ 

5. 父母婚姻狀態： (1) 正常  (2) 離婚  (3) 分居  (4) 喪偶  (5) 

其他：_______ 

6. 父親教育程度： (1) 國中（含）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學（四技、二技、五專）    (4) 研究所（含）以上。 

7. 母親教育程度： (1) 國中（含）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學（四技、二技、五專）    (4) 研究所（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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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父親職業： (1) 農/林/漁/牧  (2) 軍/公/教  (3) 工/商/服務業  

 (4) 自由業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母親職業： (1) 農/林/漁/牧  (2) 軍/公/教  (3) 工/商/服務業  

 (4) 自由業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食品安全資訊來源(可複選)： (1) 從未獲得  (2) 學校課程   

 (3) 電視頻道   (4) 廣播電台   (5) 網路媒體       

 (6) 家中長輩   (7) 親朋好友   (8) 商店  (9) 報紙  

 (10) 書籍或雜誌  (11)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食品安全素養 

請根據文章敘述或圖片來回答以下問題 

（一）食品安全標章 

校園食品標章 

標章說明 

其目的係為明確規範本市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販賣

食品，除衛生品質方面以取得 CAS及 GMP標誌認證者為

限（麵包等烘焙類暫不在此限）外，國中以下學校員生消

費合作社販售食品品項並需符合相關營養規範並經「臺北

市校園食品諮詢委員會」審查通過。 

為利本市學生認識「校園食品」並增進其選擇符合營養需

求點心及飲品之能力，本局於 90年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申請本標章之商標權註冊，並授予經「臺北市校園食品諮



 

69 

詢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合格食品品項 2年使用權；100年

已申請本標章商標權延展註冊。 

教育部於 94 年公告校園食品販售範圍，並請各縣市參考

本市執行辦法，故本標章廣受全國各校之認識。 

1. 下列何者不是本文中提到的標章？ 

 (1)   (2)   (3)   (4) 。 

2. 根據文章，下列何者食品上面不會有校園食品標章？ (1) 牛奶         

 (2) 麵包  (3) 點心  (4) 不知道。 

 

（二）食品標示 

1. 此碗泡麵有 200公克，請問鈉含量是

多少？  (1) 2150   (2) 2350   (3) 

4000   (4) 4300 毫克。 

2. 請問此份食品標示中還少了什麼資

訊？ (1) 食品名稱  (2) 保存日期  

(3) 公司資訊  (4) 食品原料。 

 

 

（三）食品新聞 

【吳慧芬、曾雪蒨、黃任膺╱綜合報導】食安風暴繼續延燒！集團旗下

無老鍋使用的枸杞，又被檢出含致癌農藥得克利、毆蟎多及克芬蟎，食

品藥物署昨下午緊急通知全國六家無老鍋與下游業者全面下架。醫師表

示，三種農藥經高溫熬煮溶入湯頭，是「毒上加毒」，長期食用恐致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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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痛批：「鞠躬九十度卻沒良心。」 

高市衛生局食品衛生股股長蔡侑志指，本月一日衛生福利部南下與該局

人員，分別前往有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隆旺食品行兩處鼎王原料供應

商採檢，共計採樣十五種中藥與辛香料，衛福部檢驗結果昨出爐，重金

屬檢測全數合格，但在農藥檢測中，枸杞竟含三種農藥。  

 

1. 下列何者不是此文中出現的農藥？ (1) 得克利  (2) 毆蟎多  (3) 

克芬蟎  (4) 巴拉松。 

2.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得大腸癌？ (1) 20歲的小吳  (2) 60歲的老李 

 (3) 長期食用被農藥汙染湯頭的小明  (4) 不知道。 

 

第三部分 食品安全知識 

1. 下列何者是食品出問題時可能引起的症狀？  (1) 腹瀉     

 (2) 胃食道逆流   (3) 造成神經系統危害  (4) 以上皆是。 

2. 下列何者不是營養標示的目的？  (1) 瞭解食物特性  (2) 比較

熱量高低   (3) 使包裝較美觀   (4) 檢視廠商信譽。 

3. 下列關於保存期限的敘述何者正確？  (1) 保存期限等於賞味期

限   (2) 保存期限內食物是安全的  (3) 保存期限是根據經驗法

則所訂定   (4) 保存期限跟倉儲無關。 

4. 下列關於塑化劑的敘述何者正確？  (1) 塑化劑就是起雲劑   (2) 

塑化劑會對人體造成立即性危害  (3) 塑化劑可經由呼吸、食入及

皮膚吸收進入人體   (4) 塑化劑無法排出。 

5. 下列關於食品添加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罐頭可以使用防腐

劑   (2) 銅葉綠素可使用於油品   (3) 食品添加物皆是有害的  

 (4) 政府對於食品添加物皆有明確規範。 

6. 下列關於農藥殘留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用水浸泡片刻再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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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是去除農藥殘留最佳方式  (2) 如有農藥殘留就是有毒   

 (3) 農藥只會藉由嘴巴進入   (4) 季節性蔬果農藥殘留較多。 

7. 下列關於狂牛症食品安全的敘述何者正確？  (1) 源頭管理是最

重要的   (2) 可使用含肉骨粉飼料   (3) 任何牛皆可進入屠宰

場  (4) 熟食即安全。 

8. 下列關於預防食品中毒的基本原則何者錯誤？  (1) 要洗手   

 (2) 要新鮮  (3) 要生熟食分開  (4) 要便宜。 

第四部份 食品安全態度（於最接近你想法的格子內打勾） 

                                      頻率 

 

 

 

 

問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認為食品安全會影響健康。     

2. 我認為能讀懂食品標示對健康有益。     

3. 我認為保存期限會影響食品安全。     

4. 我認為食物的容器會影響食品安全。     

5. 我認為食品添加物會影響食品安全。     

6. 我認為了解原料來源是重要的。     

7. 我認為了解農藥殘留是重要的。     

8. 我認為了解動物相關疾病是重要的。     

9. 我認為了解病原菌是重要的。     

10. 我認為了解預防食品中毒基本原則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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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食品安全行為（於最接近你行為的格子內打勾） 

                                      頻率 

 

 

 

問題    

從

未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常

常

做

到 

總

是

做

到 

1. 我會去瞭解食品安全相關知識。     

2.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品標示。     

3.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保存期限。     

4.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食物的容器。     

5. 我會在購買前注意該產品食品添加物。     

6. 我會在購買前關注原料來源。     

7. 我會注意食物是否經過農藥殘留檢驗。     

8. 我會注意製作食品之材料是否有可能有動物相關

疾病。 
    

9. 我會瞭解如何避免病原菌汙染食物。     

10. 我會確實執行預防食品中毒基本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