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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住院病患對醫院飲食滿意度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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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論文

摘要

研究係以馬偕醫院臺北院區之住院病人為研究對象，排除新生兒中心、小兒科病

房、加護病房、精神科病房之住院病患、插管餵食者、接受全靜脈營養支持者等，無法

由口進食之住院病人或餐種為檢查餐者。利用結構式問卷對住院病人進行醫院飲食滿意

度調查，採李克特（Likert 5-point scale） 五分量表衡量滿意度評分情形，總共收集有效問
卷 916 份。結果：住院病人年齡層越大對於餐食溫度（主食及配菜） 滿意度越高；女性
對於餐食溫度（主食及配菜） 的滿意度高於男性；教育程度越低者對於餐食整體滿意度
越高；住院病人有無職業不影響滿意度高低；住院期間訂普通飲食者對於主食溫度滿意

度低於訂治療飲食者；無飲食禁忌者對於餐食（主食及配菜） 溫度滿意度低；住院前後
食慾一樣者對於整體餐食、菜色搭配、餐食味道、餐食新鮮度、主食份量、配菜份量之

滿意度高於住院後食慾差者；住院期間了解目前飲食需依病情調整者對於餐食份量（主

食及配菜） 滿意度高於不了解飲食需依病情調整者；由護理人員告知訂餐訊息者佔最多
數，對於滿意度是沒有影響的；有無經過營養師衛教與滿意度之間沒有相關。結論：影

響住院病人對醫院飲食滿意度的因素是年齡、性別、教育程度、飲食種類、住院期間食

慾、對飲食調整的了解等。餐食整體滿意度的高低與菜色搭配、味道、新鮮度、供應份

量等有顯著相關。

關鍵詞：醫院飲食、滿意度、問卷調查

前言

健康照護 （health care） 是一種服務
業，住院病人對於服務品質的要求越來越

重視（1）。研究顯示，住院病人較常抱怨醫

院食物品質、飲食服務及臨床營養師的飲

食衛教服務，對於供餐部分、病人本身特

性部分及餐食服務品質部份之間的相關性

也曾被研究過（2-5）。

住院病人最常透過問卷的模式來反應

他們所關心的、需要的事物，住院病人的

滿意度在整體醫院的醫療滿意度中佔有相

當重要因素（6）。一般而言，醫院飲食滿意

度調查多著重於飲食供餐服務方面，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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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病人所關心的是菜單的變化性、食物品

質、餐食溫度及供應份量（7）。住院病人對

醫院飲食供餐滿意度可以影響對醫院的滿

意情況（8），當病人選擇醫院就醫時，醫院

所提供的餐食會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1），且食物品質的重要性勝於環境（9）。

多數醫院每年均會例行性針對住院病

人對醫院飲食供餐做問卷式的滿意度調

查，但往往只知道對餐食的滿意與不滿意

的百分比。不滿意的原因可能摻雜其它因

素，如病人本身的病識感、病人教育程

度、有無飲食禁忌等。對住院病人而言，

對餐食不滿意比例增加，就會造成病人進

食意願降低，當病人自備餐食時，家屬是

否能完全瞭解須配合治療時所需要限制的

食材、外購食物食的衛生安全問題及份量

控制、成分限制等，都是當住院病人不滿

意院內供餐時容易產生的問題。本研究目

的是（一）、探討住院病患對醫院飲食整體

滿意之情況；（二）、探討不同基本資料背

景變項及情境因素之住院病人對醫院飲食

整體滿意之相關情形；（三）、找出影響住

院病人對醫院飲食整體滿意度之因素。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收案標準為住院且訂餐 3-5 天之間的病
人。願意接受訪談、具口語溝通能力者。

排除條件：1.新生兒中心、小兒科病
房：因為文字敘述、口語溝通能力困難。

住院原因常發現是因腹瀉入院，腸胃道

狀況疾病影響進食程度大，醫囑也會開立

「NPO」（禁食）  2-3 天，或訂餐「只吃稀飯」，
因此無法比較對飲食的滿意程度。2.加護病
房：住入加護病房病患為重急症患者，因

為插管餵食、接受全靜脈營養支持等無法

由口進食，飲食醫囑均為管灌或禁食。 3.精

神科病房：因為語言溝通能力困難。4.健康
檢查：餐種為檢查餐。

二、研究工具

以問卷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問卷

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病人基本資料

背景（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部分（項目
一至四），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

度、職業有無；第二部分為病患住院期間

之情境因素 （contextual factor） 部分 （項目
五至十）。包括：目前訂餐種類（普通飲

食、素食飲食及治療飲食）、有無飲食禁

忌、目前食慾與住院前比較、本身對目前

飲食是否瞭解須配合病情加以調整、如何

得知訂餐資訊、有無接受營養師衛教等；

第三部分為對醫院餐食的各項滿意度部分

（項目十一至二十三），包括：對整體餐

食、菜色搭配，餐食味道、餐食新鮮度，

餐食份量（主食、配菜、湯）、餐食溫度

（主食、配菜、湯）、供餐時間、餐具、價

格等。評分方式採李克特五分量表（Likert 
5-point scale），以非常滿意 （5分）、滿意
（4分）、普通（3分）、不滿意 （2分）、非常
不滿意（1分） 來表示滿意程度的不同。餐
食溫度以三個等級表示：適中（3分）、過
熱 （2分）、過 冷 （1分）。

三、問卷收集方法

問卷收集期間：（1） 94-97 年的 8 月；
（2） 98 年 12 月。每次進行問卷收集 3 個連
續工作天 （不含週六及例假日）。問卷收集
地點：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之住院病房，

共選取個 14 病房（內科病房 7 個、外科病房 
4 個、婦科病房 3 個）。收集方法：使用結
構式問卷收集問卷資料，採一對一訪談的

方式至病房內進行對住院病患訪談，並由

訪談員填寫問卷。訪談員為營養科系之大

學三年級實習生，問卷訪談前已先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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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1.5 個月的臨床、社區、膳食訓練。每
次有 6 名實習生，利用暑期（7、8 月） 在單
位實習期間作訪視。

四、統計方法

統計軟體為 SPSS 12.0 版本套裝
軟體。問卷信度以 Cronbach's α 值來
表 示， 研 究 問 卷 Cronbach's α 信 度
判定於 0.8 至 0.98 之間者列為高信度
值，低於 0.35 時，則必須予以刪除。
問卷項目人數以次數分配（frequency 
count）。以無母數分析（t-test） 統計計算， 
p <0.05 表示有統計意義。問卷滿意度
分數以 mean±SD 呈現。住院病患基本
資料與滿意度間之相關性、整體滿意度

與滿意度項目之相關性以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相關係數表示，p <0.05 表示有
統計意義。

結果

一、問卷信度分析

94-97 年問卷滿意度項目原本共十六
項，以 Cronbach's 統計計算問卷信度α
值，取α值 0.8 以上為基準，篩選其中 8 
項滿意度項目做資料分析（篩選後α值等

於 0.83）：（1） 對整體餐食的滿意度；（2） 
對供應餐食菜色的滿意度；（3） 對供應餐
食的味道；（4） 對供應餐食的新鮮度；（5） 
供應主食的份量 （主食包含：飯、稀飯、
土司等）；（6） 供應配菜的份量（配菜包
含：主菜肉量、配菜量、蔬菜量等）；（7） 
供應主食的溫度（主食包含：飯、稀飯、

土司等）；（8） 供應配菜的溫度（配菜包
含：主菜肉類、配菜類、蔬菜類等）。98 
年問卷中僅有三項滿意度項目（菜色搭配、

菜色味道、餐食新鮮度），α值等於 0.86。

二、住院病患基本資料

94-97 年訂餐之住院病人基本資料與
98 年訂餐之住院病人基本資料列於表一。
總共收集有效問卷 916 份。94-97 年資料
的年齡層分佈以 50 歲以上佔 46.4％，其
中以 61-70 歲佔比例最高（25.2％），98 年
問卷的年齡資料以實際年齡計算，平均

年齡 64±17 歲，均顯示本院住院年齡
層以中老年為主男女比例（94-97 年與 98 
年） 是女性高於男性（約 1：1.2），教育程
度（94-97 年與 98 年） 以國小以下佔最多
數（37.3％ 與 54.0％）。住院前有無職業
（94-97 年與 98 年） 顯示無職業者高於有
職業者（53.4％ 與 74.8％）。住院期間飲食
內容（94-97 年與 98 年） 以普通飲食最多
（56.96％ 與 44.1％） 治療飲食次之（41.2％ 
與 35.1％），飲食禁忌（94-97 年與 98 年） 
以無飲食禁忌者最多（57.1％ 與 81.2％）。
94-97 年住院期間食慾與住院前食慾一樣
佔 47.6％，比住院前差者佔 36.4％。是否
瞭解目前飲食需依病情調整，以配合整體

治療（94-97 年與 98 年），答是者佔 76.6％
與 81.2％。告知訂餐訊息（94-97 年與 98 
年） 由護理人員告知者佔最大比例（72.7％ 
與 91.6％）。有無接受營養師衛教（94-97 
年與 98 年），無營養師衛教比例佔 78.2％
與 89.1％。

三、問卷滿意度結果

各項滿意度結果於表二。各項滿意

度評分 mean±SD：94-97 年整體餐食滿
意度 3.1±0.7，94-97 年與 98 年菜色搭配 
3.1±0.6、3.0±0.7，94-97 年與 98 年餐食
味道 3.1±0.7、3.0±0.7，94-97 年與 98 年
餐食新鮮度 3.3±0.6、3.2±0.7，主食份量
與配菜份量 3.2±0.7、3.2±0.7，主食溫度
與配菜溫度 2.2±0.9、2.2±0.9。94-97 年
整體滿意度與滿意度項目相關性於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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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94 年至 97 年與 98 年住院訂餐病患基本資料
94 年至 97 年

n＝714
98 年

n＝202

人數 ％ p 值 人數 ％ p 值
一、年齡 30 歲以下 160 22.5

31-40 歲 112 15.7 0.00✽ 平均＝64±17歲 0.067
41-50 歲 103 14.4
51-60 歲 131 18.3
61-70 歲 180 25.2
71歲以上 28 3.9

二、性別 男 324 45.4 0.014 88 43.6 0.00✽

女 390 54.6 114 56.4

三、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266 37.3 0.00✽ 109 54.0 0.00✽

國中 115 16.1 27 13.4
高中職 176 24.6 25 12.4
大學 140 19.6 36 17.8
研究所以上 17 2.4 5 2.5

四、住院前有無職業？ 無 381 53.4 0.072 151 74.8 0.00✽

有 333 46.6 51 25.2

五、目前飲食內容 普通飲食 406 56.9 0.00✽ 89 44.1 0.00✽

素食飲食 14 2.0 7 3.5
治療飲食 294 41.2 71 35.1
溫和飲食 35 17.3

六、飲食禁忌 全日素 22 3.1 0.00✽ 5 2.5 0.00✽

蛋奶素 20 2.8 - -
早素 20 2.8 - -
忌牛奶 26 3.6 3 1.5
忌牛肉 71 9.9 13 6.4
忌豬肉 22 3.1 8 4.0
忌雞肉 99 13.9 1 0.5
忌海鮮 26 3.6 8 4.0
無 408 57.1 164 81.2

七、目前食慾與住院前比較？ 差 260 36.4 0.00✽ - -
一樣 340 47.6 - -
好 112 15.7 - -

八、是否瞭解目前飲食需依病情
調整，以配合整體治療？

是 547 76.6 0.00✽ 164 81.2 0.00✽

否 167 23.4 38 18.8

九、由誰告知可向營養課訂？ 醫師 41 5.7 0.00✽ 4 2.0 0.00✽

營養師 11 1.5 1 0.5
護理人員 519 72.7 185 91.6
其他 143 20.0 12 5.9

十、有無接受營養師衛教？ 無 558 78.2 0.00✽ 180 89.1 0.00✽

有 156 21.8 22 10.9

以 frequency count 統計計算
*以無母數分析統計組內差異，p  <0.01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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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94 年至 97 年與 98 年各項滿意度結果
94-97 年
總人數＝714

98 年
總人數＝202

人數 （％） 平均分數 人數 （％） 平均分數

一、整體餐食的滿意度 非常不滿意 7 (1.0) 3.2±0.7
不滿意 83 (11.6)
普通 289 (54.5)
滿意 221 (31.0)
非常滿意 14 (2.0)

二、菜色搭配 非常不滿意 5 (0.7) 3.1±0.6 5 (2.5) 3.0±0.7
不滿意 87 (12.2) 35 (17.3)
普通 415 (58.1) 110 (54.5)
滿意 195 (27.3) 51 (25.2)
非常滿意 12 (1.7) 1 (0.5)

三、餐食味道 非常不滿意 6 (0.8) 3.1±0.7 4 (2.5) 3.0±0.7
不滿意 135 (18.9) 40 (19.8)
普通 368 (51.5) 100 (49.5)
滿意 190 (26.6) 56 (27.7)
非常滿意 15 (2.1) 1 (0.5)

四、餐食新鮮度 非常不滿意 4 (0.6) 3.3±0.6 4 (2.0) 3.2±0.7
不滿意 46 (6.4) 22 (10.9)
普通 366 (51.3) 104 (51.5)
滿意 276 (38.7) 70 (34.7)
非常滿意 22 (3.1) 2 (1.0)

五、主食份量 非常不滿意 2 (0.3) 3.2±0.7
不滿意 103 (14.4)
普通 332 (46.5)
滿意 253 (35.4)
非常滿意 24 (3.4)

六、配菜份量 非常不滿意 3 (0.4) 3.2±0.7
不滿意 93 (13.0)
普通 366 (51.3)
滿意 239 (33.5)
非常滿意 13 (1.8)

過冷人數(%) 過熱人數(%) 適中人數(%) 平均分數

七、主食溫度 264 (35.0) 25 (3.3) 425 (56.4) 2.2±0.9
八、配菜溫度 270 (35.8) 33 (4.4) 411 (54.5) 2.2±0.9

各項滿意度人數 (n) 統計以 frequency count 計算
滿意度平均分數以 mean±SD 表示
第一項至第六項以 1-5 分表示非常不滿意至非常滿意
第七項至第八項以 1-3 分表示過冷、過熱、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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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表示餐食整體滿意度與菜色、味道、

新鮮度、主食份量、配菜份量等有顯著相

關 （正相關，p <0.01）。

四、病人背景（基本資料、情境因素）

與滿意度的相關性

94-97 年的基本資料、情境因素與滿
意度的相關性於表四。結果顯示性別（女

性）、年齡（50歲以上） 與主食溫度、配
菜溫度有顯著正相關（p <0.05），飲食禁
忌（無飲食禁忌） 與之主食溫度與配菜
溫度有顯著負相關（p <0.05）。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與整體餐食滿意度有顯著正
相關（p <0.05）。目前飲食內容（普通飲
食）與主食溫度的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 
（p <0.05）。住院後食慾與住院前食慾一
樣者與滿意度（整體滿意度、菜色搭配、

餐食味道、新鮮度、主食份量、配菜份

量） 等六項，均有顯著正相關（p <0.01）。
住院病人是否瞭解目前飲食是否需配合

疾病治療調整與主食份量（p <0.01）、配
菜份量（p <0.05） 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98 年的的基本資料、情境因素與滿意度
的相關性於表五。結果顯示，住院病人

是否瞭解目前飲食是否需配合疾病治療

調整、營養師有無衛教與餐食新鮮度的

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p <0.05）。

討論

本研究問卷於 98 年實施時，在問卷
項目上有做調整，因此在對照滿意度項目

及訂餐住院病人基本資料時略有不同。刪

除的項目主要考慮某些項目是否符合現況

所需，如對於餐食費用、餐具、供餐時

間、供應份量、溫度等項目。同時加入了

其它想要特別瞭解的項目，如：本院安胎

病房孕婦訂餐頻率、供餐需求調查、兒科

病房的餐食需求項目調查、供應環保餐具

意願調查等。一來可以縮短問卷項目的長

度，不致造成受訪者不耐，也可以找出其

它在供餐上實際的問題。

醫院供餐模式屬於大量製備，與家庭

式的小量食物製備差異很大，因此在餐食

味道方面不易達到個人化的目標。未訂餐

者除因病情需要禁食之外，多由家裡製備

或由家屬外購食物，理由是吃不習慣醫院

飲食、味道不適合。以下就訂餐者基本資

料、情境因素、滿意度情形相關結果做討

論重點。

通常女性對餐食滿意度高於男性對

餐食的滿意度（1,9），老年人又高於年輕者
（1,9,10）。文獻中發現住院病人的收入、教育

程度、有無職業並不是影響滿意度絕對的

因素（1,9,10,11）。在 Deluco的研究發現教育程
度較低者對飲食滿意程度越高（1），職業有

無並不影響滿意度表現（11）。本研究顯示

女性住院病人對於餐食溫度的滿意度高於

男性。中老年住院族群對餐食溫度的滿意

度高於年輕住院族群。住院病人有無職業

對滿意度沒有相關。教育程度（94-97 年）
較低者與對於整體餐食滿意度較高，但對

菜色搭配、餐食味道、餐食新鮮度的滿意

度沒有相關。雖然在 94-97 年對於餐食溫
度的結果，大部分的人表示溫度適中，因

為在問卷調查期間適逢夏季 （8月），環境
溫度普遍偏高，對於經過配膳後的餐食溫

度流失影響較小，如果在冬季再做一次問

表三、 94 年至 97 年整體滿意度與滿意度項目的
相關性

n=714 整體滿意度

菜色搭配 0.69✽✽

餐食味道 0.60✽✽

餐食新鮮度 0.57✽✽

主食份量 0.35✽✽

配菜份量 0.42✽✽

主食溫度 0.08
配菜溫度 0.03
✽✽ p  <0.01。以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相關係
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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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94 年至 97 年病人背景（基本資料、情境因素）與滿意度的相關性

整體 
餐食

菜色 
搭配

餐食 
味道

餐食 
新鮮度

主食 
份量

配菜 
份量

主食 
溫度

配菜 
溫度

性別 -0.063 0.016 -0.066 -0.070 0.028 0.040 0.109✽✽ 0.084✽

年齡 0.048 0.001 0.069 -0.005 0.049 0.021 0.080✽ 0.073✽

教育程度 0.092✽ 0.020 0.012 0.065 0.033 0.065 0.003 0.014

職業有無 0.012 -0.024 0.026 -0.017 -0.043 -0.057 0.058 0.062

目前飲食內容 -0.071 -0.063 -0.056 -0.032 -0.020 -0.010 -0.078* -0.040

飲食禁忌 -0.021 -0.068 -0.035 -0.062 -0.043 -0.067 -0.146✽✽ -0.113✽✽

住院前後 
食慾比較

0.222✽✽ 0.213✽✽ 0.197✽✽ 0.159✽✽ 0.118✽✽ 0.164✽✽ -0.030 -0.015

是否瞭解目前
飲食需依病情
調整

0.054 0.066 0.038 -0.047 0.117(✽✽) 0.093✽ -0.047 -0.046

由誰告知 
訂餐訊息

0.016 -0.002 0.042 0.004 0.049 0.058 .019 -0.002

有無營養師 
衛教

-0.018 0.024 -0.001 0.027 0.018 0.020 -.017 0.048

以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相關係數表示
✽ p  <0.05，顯著相關。✽✽ p  <0.01，顯著相關。

表五、98 年病患背景（基本資料、情境因素）與滿意度的相關性

菜色 
搭配

餐食 
味道

餐食 
味道

餐食
新鮮度

性別 0.001 -0.016 0.007 -0.070

年齡 0.025 0.068 -0.015 -0.005

教育程度 -0.053 -0.062 -0.044 0.065

職業有無 0.069 0.030 -0.075 -0.017

飲食內容 0.076 0.092 0.110 -0.032

飲食限制 0.013 0.073 0.055

飲食禁忌 0.028 -0.094 -0.076 -0.062

是否瞭解目前飲
食需依病情調整

0.086 0.134 0.142✽ -0.047

由誰告知 
訂餐訊息

0.011 0.083 0.018 0.004

有無營養師 
衛教

0.112 0.125 0.142✽ 0.027

以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相關係數表示
✽ p  <0.05，顯著相關。✽✽ p  <0.01，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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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有可能選擇餐食溫度過冷的比例

會再增加，因此，如何保留餐食溫度是一

項值得努力的地方。

98 年資料分析，將飲食種類區分成
有飲食限制（歸為治療飲食）、無飲食限

制飲食（歸為普通飲食）、溫和飲食（含切

碎飲食、溫和飲食，歸為溫和飲食），結

果顯示，飲食種類與滿意度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發現，吃普通飲食（無飲食限制）

與治療飲食（有飲食限制） 對整體滿意度
無顯著差異（4,7,10）。再進一步計算 94-97 年
與 98 年的滿意度平均分數時（將普通飲
食、治療飲食、溫和飲食分開計算），發

現普通飲食的平均分數高於治療飲食，顯

示治療飲食在飲食限制之下的滿意度仍然

有可以努力改善的空間，溫和飲食（含切

碎飲食） 的平均分數則介於兩者之間，可
能因為溫和飲食經過質地的處理後的菜色

搭配、味道、觀感等，不易令受訪者能

確實回答滿意或不滿意，因此分數集中

於「普通」 的選項，所以原問卷題目中的
菜色搭配等問題如能改成針對質地方面或

是否利於吞嚥等與溫和飲食特性直接相關

的問題，應該可以更貼近問題的所在。日

後如需針對不同特性的餐種做滿意度問卷

時，可再仔細設計不同的問卷題目。

住院期間病人會因為藥物、疼痛、感

染因素影響進食意願，住院病人於住院期

間的食慾變差是常見的狀況，由於疾病因

素、活動力減少及對住院病房環境的不熟

悉皆會影響（12）。本研究結果發現，住院

期間食慾與滿意度項目（整體餐食、菜色

搭配、餐食味道、餐食新鮮度及配菜份

量） 有正相關性。食慾差者對飲食滿意程
度低，食慾好者對飲食滿意程度高， 這代
表的是疾病狀況好轉，且會認為飲食對病

況是一個重要因素（4,5,12）。

住院病人對於住院期間均可以了解目

前飲食需依病情調整，顯示多數住院病人

有病識感，因此對於供應份量的部分滿意

度較好，如果能再加強介入營養師的衛教

比例，則對於需份量控制的治療飲食族

群，希望更能提昇滿意度。另外，在由誰

告知訂餐訊息中護理人員佔最大比例，為

了能在第一時間適時提供適當且符合病患

需求的餐種，可以以加強教育訓練或多管

道提供院內供餐訊息的方式，讓護理人員

熟知院內供應餐種，不論對於訂餐率或滿

意度上均可有不錯的成績。

滿意度調查有時很難發現真正對於

醫院飲食不滿意的原因（13），有些認為菜

單設計的變化性可以改善滿意度（12），且

適當的餐具及保溫設備是必須的（14）。醫

院飲食供餐的滿意度與食材變化性、味

道、質地、溫度、菜單設計有顯著相關
（4,15）。本研究結果顯示整體餐食的滿意度

與餐食菜色搭配、餐食味道、餐食新鮮

度、主食份量、配菜份量、配菜溫度有

顯著正相關。

結論

住院病人年齡層越大對於餐食溫度

（主食及配菜） 滿意度越高；女性對於餐
食溫度 （主食及配菜） 的滿意度高於男
性；教育程度越低者對於餐食整體滿意度

越高；住院病人有無職業不影響滿意度高

低；住院期間訂普通飲食者對於主食溫度

之滿意度低於治療飲食者；無飲食禁忌者

對於餐食（主食及配菜） 溫度滿意度低；
住院前後食慾一樣者對於整體餐食、菜色

搭配、餐食味道、餐食新鮮度、主食份

量、配菜份量之滿意度高於住院後食慾差

者；住院期間了解目前飲食需依病情調整

者對於餐食份量（主食及配菜） 滿意度高
於不了解飲食需依病情調整者；由護理人

員告知訂餐訊息者佔最多數，對於滿意度

是沒有影響的；有無經過營養師衛教對於

滿意度之間沒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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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中老年的住院族群，關心餐食

溫度的程度超過其它滿意度的項目（如菜

色搭配、餐食味道、餐食新鮮度、餐食份

量等），在日後問卷設計上仍須將餐食溫

度列為問卷項目之一。提升餐食整體滿意

度需要著重在菜色變化、烹調技巧與改善

供餐溫度，同時也需要積極介入營養師衛

教與加強護理人員對餐種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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