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節 餐廳成本計算 

第二節 簡易損益平衡 

第三節 菜單定價 

第四節 成本控制不當

的改善方法 



  菜餚的價格攸關顧客購買的行為、客源，甚至

決定了菜餚的成本結構和控制，而售價訂定的準則

必須具有市場競爭力、符合成本利益，最終要達到

獲利的目的；菜單的售價訂定對於餐廳經營效益有

著深遠的影響。 



第一節 

餐廳成本計算 

一 餐廳營收四大要素 

餐廳經營成本的種類 



1.食物成本 

  為製備餐點時所消耗或使用掉的食物材料的費

用，一般而言，占總成本的30～45％。 

主  因 說     明 

菜單設計 
餐廳通常會依照菜單內容來採購食物的種類及數量，因此
在設計菜單之前，必須事先了解食材的成本、計算菜單成
本，以免超過預算或未達到預期設定的利潤。 

採購 

採購過程中直接影響食物成本的因素有： 
1.食材的規格。 
2.食材的採購數量。 
3.採購人員。 
4.採購方法。 
5.市場比價。 
6.供應食材的市場。 

控制食物成本的因素 



主  因 說     明 

驗收 

驗收即為對採購的食材加以檢視，決定是否接受的工作，
驗收檢查的重點大致上為數量、品質和價格。為確保驗收
可以發揮實際的功能，驗收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1.需有具備專業知識及經驗的驗收人員。 
2.有良好的驗收工作環境及工具。 
3.及早規劃驗收時間。 
4.有詳細的食物採購規格表和訂購單。 

儲存 

若因儲存不當而造成食物腐敗，此為業者不當的成本浪費
因素。儲存食材的重點在於庫房應設置在適當的地點，內
部須有合宜的位置規劃和合適的儲存溫度及濕度，且存放
條件應以先進先出為原則，並建立盤點制度、設立安全措
施以避免食材失竊。 

撥發 
以先進先出的方式將食材的種類與數量撥發出去，且詳細
記錄以方便提早訂貨，避免發生食材供不應求的現象。 

控制食物成本的因素（續1） 



主  因 說     明 

食物製備 

食物製備前應建立標準食譜、標準製作過程、標準份量，
並使用適當的工具，以避免浪費食材、增加食物成本。以
標準食譜為基礎而製作的食物成本卡，可以做為定價的依
據，並且避免發生因為低估成本而無法獲利的情形。 

食物供應 
食物供應的要素，包含了必須確認顧客所點的餐點是否正
確、確保餐點的品質（溫度、運送），並控管供應的份
量。 

控制食物成本的因素（續2） 

資訊加油站 

餐廳採購之食材 

(1)毛料：為未經加工處理之原料。 

(2)淨料：已洗滌切割和半加工過，可以直接烹調之食材。 

(3)下腳料：經加工處理過，切除或捨棄不用之食材，但可做為其他

烹調之材料。 

(4)廢料：食材經加工處理過或切除後不用，但可做為其他下游廠商

之殘料。 



2.人事成本 

  營運時所有人事費用的支出皆為人事成本，包

括薪資、員工勞健保費、退休金、員工福利金、訓

練費，以及員工餐食費。人事成本約占總成本的20

～30％。 

完善的廚房設備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影響人事成本的因素有： 

‧不同餐點的供應服務形式、供餐時間所需的服務

人員數量及費用皆不相同。 

‧菜單型態如固定菜單、多種選擇單點菜單，以及

供應的場所如團膳機構與一般餐廳，所需要的工

作人員與應具備的技能有所差別。 

‧原物料的型態也會影響人力成本，倘若採購時購

買的是半成品和即時品，便可以減少處理食材的

時間，降低人力成本；但相對的，食物成本就會

提高。 



‧提供有效能的食物製備輔助工具，可以提高人員

的製作效率。 

‧標準化製作生產流程、簡化工作、預估工作量、

適當的人員排班和員工訓練，都可以增加人員生

產力，進而降低人事費用。 

‧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包括人員選用、訓練，可以

減低人員的流動率；好的員工福利可以提升員工

向心力，增加生產績效。 



‧工作場所應設計完善的安全防護，可降低工作人

員因發生意外事故而產生的醫療費用，以及因員

工請假而造成人手不足的現象。 



‧營業費用如租金、保險費、水電費、燃料費（如

瓦斯）、設備折舊費、設備保養及維修費、廣告

費、清潔用品、各式餐具、辦公用具（如文具、

員工制服）、餐巾桌布用品和洗滌費用等。 

‧財務費用如利息和貸款。 

3.其他費用成本 

  除了食物成本及人事成本以外的費用，占總成

本的20～30％，包含： 



‧營業稅金如營業稅、房屋稅、所得稅、印花稅和

牌照稅。 

瓦斯費屬於營業費用之一 



4.利潤 

  利潤為扣除所有支出費用之後所剩餘的金額。

一般訂定18～30 ％，若以食材成本來定，則利

率： 

食材成本 利  潤 

高 10～15％ 

中 15～20％ 

低 15～30％ 

食物成本和利潤的關係 



二 成本的特性 

1.固定成本 

  成本不變，不會因營業額而發生變動，包括設

備折舊費、保險費、租金、利息和固定薪資。 

固定成本和營業額的關係 



2.變動成本 

  費用會隨著營業額而有所增減，如食物材料

費、營業用品費。 

變動成本和營業額的關係 



3.半變動成本 

  為部分成本，並非完全與

營業額相關。比如水電費和電

話費用，有固定的基本費和不

同使用量時所衍生的費用；或

請假日兼差的工讀生，產生額

外的人事費用。在做損益平衡

分析時，應將半變動成本中的

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予以分開

計算。 

半變動成本和營業額的關係 



三 成本的計算方法 

1.食材成本 

食材成本＝期初存貨＋進貨－期末存貨±成本調整

額－各項扣除額 



  美堤咖啡廳1月期末盤點庫存15,000元，2月進

貨200,000元，且從中餐廳借調冷凍蔬菜5,000元，

2 月底期末盤點庫存18,000元，提供員工餐10,000

元，請問2月份的食材成本為多少元？ 

該餐廳的食材成本＝15,000（期初存貨）＋

200,000（進貨）－ 18,000（期末存貨）＋

5,000（成本調整額）－10,000（扣除額）＝

19,200（元） 



2.利潤 

  利潤為營業額扣除總成本。 

利潤＝營業額－總成本 



  好好吃涮涮鍋店3月的營業額為180,000元，該

月份的食材原料進貨60,000元，員工薪資55,000

元，每月租金18,000元，水電瓦斯費共28,000元，

則該店3月份的利潤為多少元？ 

該店的利潤＝180,000（營業額）－（60,000＋

55,000＋ 18,000＋ 28,000）（總成本）＝

19,000（元） 



3.食材成本率 

  計算各類成本之百分率，以分析營運狀況，可

做為成本控制的指標，包括食材成本率、人事成本

率、其他費用成本率。 

食材成本率＝     ×100％ 
食材成本

營業額
 

承實例3-1-2，該店的食材成本率為多少？ 

食材成本率＝     ×100％＝33.3％ 
60,000

180,000
 



4.人事成本率 

人事成本率＝     ×100％ 
人事成本

營業額
 

承實例3-1-2，該店的人事成本率為多少？ 

人事成本率＝     ×100％＝30.6％ 
55,000

180,000
 



5.其他費用成本率 

  其他費用項目有固定成本，如租金、利息、稅

金，和可控制費用，如廣告費、行銷費。 

其他費用成本率＝      ×100％ 

承實例3-1-2，該店的其他費用成本率為多少？ 

其他費用成本率＝      ×100％＝25.6％ 

其他費用成本

營業額
 

18,000 × 28, 000

180,000
 



6.邊際利益 

  亦可稱為「粗利潤」，將營業收入扣掉變動成

本，若金額為正數則為獲利，負數則為虧損。 

邊際利益（粗利潤）＝營業額－變動成本＝利潤＋

固定成本 



承實例3-1-2，試算該店的粗利潤為多少元？ 

變動成本＝食材原料成本＋水電瓦斯費＝

60,000＋28,000＝88,000（元） 

邊際利益（粗利潤）＝180,000（營業額）－

88,000（變動成本）＝92,000（元） 



7.變動成本率 

  若比預期的目標值高，則應檢視食材費用和用

品費用是否是造成成本率過高的原因。 

變動成本率＝     ×100％ 
變動成本

營業額
 

承實例3-1-2，試算該店的變動成本率為多少？ 

變動成本率＝    ×100％＝48.9％ 
88,000

180,000
 



8.邊際利益率 

邊際利益率＝     × 100％ 
邊際利益

營業額
 

承實例3-1-2，試算該店的邊際利益率為多少？ 

邊際利益率＝    ×100％＝51.1％ 
92,000

180,000
 

在實例3-1-7和實例3-1-8中，可看出： 

變動成本率＋邊際利益率＝48.9％＋51.1％ 

＝100％ 



9.平均邊際利益 

  平均邊際利益指平均顧客每人貢獻的邊際利益

（粗利潤）。 

平均邊際利益＝ 
邊際利益

顧客人次
 

  承實例3-1-2，若該店3月的來客人數為1,500

人，試算該店的平均邊際利益為多少元？ 

平均邊際利益＝    ＝61.3（元） 
92,000

1,500
 

資訊加油站 

邊際利益率與變動成本率

的加總等於1（100％）。 



第二節 

簡易損益平衡 

  評估一家餐廳營運的績效，將其訂定目標以具

體的量化、用數字呈現。而損益表為呈現獲利和營

運績效的最佳工具。 



一 損益表 

  業者經營餐廳想要獲得合理的利潤，便必須透

徹分析餐廳整個營運流程，包括成本的計算、菜色

售價的訂定、可控制費用及不可控制的費用等。利

用損益表，可以顯示業者在一定期間內的經營收

入、支出，以及經營期間的損益情形，協助業者做

經營策略上的修正或調整。 



二 損益平衡 

  可以幫助業者分析售價、銷售量，和成本變動

對於利潤的影響。 

1.損益平衡點（Break-even Point）的營業額 

  該營業額表示總成本等於營收，即不賺不賠的

分界點。 

損益平衡點的營業額＝ 
固定成本

1－（
變動成本

營業收入
）

 



  下表為可兒餐廳3月份的損益表，請利用公式

算出損益平衡點的營業額為多少元？ 

項  目 3月 
顧客人數 2,000 
總營收 300,000 

固

定

成

本

 

租金 10,000 
固定薪資 30,000 
設備折舊 5,000 

變

動

成

本

 

食材費用 100,000 
瓦斯費 80,000 

臨時工薪資 15,000 
稅前獲利 60,000 



總固定成本＝10,000＋30,000＋5,000 

     ＝45,000（元） 

總變動成本＝100,000＋80,000＋15,000 

     ＝195,000（元） 

損益平衡點的營業額＝ 

         ＝ 100,000（元） 

營業額至少要達到100,000元才能收支平衡。 

 45,000

195,000
1 ( )

300,000




2.損益平衡點的顧客人數 

損益平衡點的顧客人數＝ 
固定成本

營業收入－變動成本

顧客人數

 



  承實例3-1-2，可兒餐廳需要多少的顧客人數

才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呢？ 

損益平衡點的顧客人數＝ 

 

＝858（人） 

至少需要有858位顧客人數才能達到收支平衡。 

 45,000

300,000 195,000

2000





3.損益平衡圖 

  橫軸為顧客人數，縱軸為營業額。 

損益平衡圖 



(1)計算出固定成本45,000元後，畫一條平行於顧

客人數的直線，如圖中的紅線AB。 

(2)將顧客人數2,000人，以及計算出顧客人數下的

總成本，在畫出定點CE後，將其定點與固定成

本和縱軸相交的點連成一條線，如圖中的綠線

AC。 

(3)將顧客人數與其營業額畫出定點後，將定點與

原點連線，如圖中的藍線OD。 



  步驟(2)和步驟(3)的兩條斜線（綠線和藍線）

的交集點，即為「損益平衡點」，若營業收入落在

損益平衡點的左邊粉紅色區域為虧損；反之，營業

收入落在損益平衡點的右邊橙色區域，則表示為有

利潤，即為賺錢。 



三 損益平衡分析 

  用來做為經營指標，利用公式計算並訂定未來

營運的利潤、應有的營業額以及顧客人數。 

1.計算目標利潤應有的營業額 

設定目標利潤之應有的營業額＝ 
（固定成本＋設定之利潤）

1－（
 變動成本 

營業額
）

 



  承實例3-1-2，可兒餐廳預定下個月要達到的

利潤為42,500元，則下個月的營業額需要多少才能

達到目標利潤呢？ 

設定目標利潤之應有的營業額＝ 

＝250,000（元） 

下個月的營業額需要250,000元，才能達到預定

的利潤。 

 (45,000 42,500)

195,000
1 ( )

300,000







2.計算目標利潤應有的顧客人數 

設定目標利潤之應有的顧客人數 

＝ 
（固定成本＋設定的利潤）

營業收入－變動成本

顧客人數

 



  承實例3-2-1，可兒餐廳需要有多少顧客人數

才能達到目標利潤呢？ 

設定目標利潤之應有的顧客人數 

＝ 

＝2,143（人） 

下個月餐廳的來客數需要有2,143位才能達到目

標利潤。 

 (45,000 67,500)

300,000 195,000

2,000







第三節 

菜單定價 

一 基本售價結構組成 

1.食物成本 

  如食物材料、香辛料和調味料的成本。 

2.人事費用成本和其他營業管理費 

  可再細分為可控制費用和不可控制費用。 



可控制費用 
指短時間內可以控制或改變的成本，如
廣告費、差旅費和行政費等。 

不可控制費用 
指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的成本，包括固定
薪資、利息、設備折舊和維修保養費用
等。 

3.利潤 

  一般利潤率會訂定為18～30％。 



二 標準食譜 

  標準食譜除了可確保製備出相同品質的菜餚，

也可計算出每個菜餚的製備成本，做為訂定售價的

依據。 

(一)標準食譜建立方法 

  是由小量至大量慢慢擴展出來，並經過不斷的

品評及實驗而成。 

1.詳細列出所需的材料。 

2.依食譜中的作法將小量（如5人份）的份數完

成，再做品評。 



3.將材料2倍化，製作出2倍人數（如10人份），再

品評並提出改善意見。 

4.若口味一致，則以5倍數放大，直到100人份食

譜，且製備出來的味道、品質與原食譜須一致或

相近。 

5.製作成標準食譜並建檔。 



(二)標準食譜格式 

  重點為淺顯易懂，完成後應置於透明且容易保

存之材質中，以方便拿取與保存。 

1.食譜名稱、編號、類別。 

2.份數、成品重量、一人份的供應量與營養素。 

3.烹調時間、使用設備和器具。 

4.所需材料、調味料之名稱及用量。 

5.所需時間與火候。 

6.品質要求，可附上成品照片以為參考。 

7.備註如食譜來源或成本計算方式等。 



食譜名稱： 

食譜編號： 前處理時間：  分鐘 
烹調總時間：  分鐘 
烹調法：       

份數： 100 人份 
每份成品重：   克 
每份營養素： 
蛋白質：   克 
脂肪：   克 
醣類：   克 
熱量：   克 

菜單類別： 

材料名稱 數量 器具設備 製作過程 注意事項 

標準食譜卡格式 



三 菜單定價策略 

(一)以成本做為定價方法 

1.食材成本率定價法 

  先計算出每一道菜所使用到的食材成本，再除

上成本率，算出售價。 

售價＝ 
食材成本

食材成本率
 



  假設食材成本率為50％，牛排餐所需的各項食

材成本如下表，依食材成本率定價法來計算的話，

則售價應為多少元？ 

牛排 190元 

配菜 30元 

沙拉 50元 

麵包 15元 

調味料 15元 

飲料 50元 



總成本＝190＋30＋50＋15＋15＋50＝350（元） 

商品售價＝   ＝700（元） 
350

50％
 



2.主要成本定價法 

  指針對幾道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手工菜，

以食材成本與人工費用來計算出售價。 

售價＝ 
（食材成本＋所需加工人工費用）

食材成本率
 



  全家福餐廳的招牌菜「一鴨三吃」的食材成本

為150元，加工的人工費用為45元。假設食材成本

率為65％，依主要成本定價法來計算的話，則「一

鴨三吃」的售價應為多少元？ 

商品售價＝      ＝300（元） 
（150 + 45）

65％
 



3.全部成本定價法 

  將所有支出的費用都計算到售價上，可得到一

定的利潤。 

售價＝ 

（食材成本＋所需加工人工費用＋人事費＋其他費用）

1－食材成本率
 



  笑呵呵餐廳製作「佛跳牆」的各項成本如下

表，假設食材成本率為55％，依全部成本定價法來

計算的話，「佛跳牆」的售價應多少元？ 

食材成本 300元 
加工人工費用 40元 

人事費 50元 
其他費用 60元 

總成本＝300＋40＋50＋60＝450（元） 

商品售價＝    ＝1,000（元） 
450

1－55%
 



(二)以目標利潤做為定價方法 

1.計算目標利潤 

目標利潤＝ 
（預測總營收－食材成本總額）

預測份數
 



  豪大餐廳預估下個月的營業總收入為100,000

元，下個月食材成本為44,000元，其食材成本率為

44％，若預計銷售份數為5,000份，則其目標利潤

為多少元？ 

目標利潤＝         ＝11.2（元） 
 100,000 44,000

5,000

( )



2.計算售價 

售價＝ 
（全部成本＋目標利潤）

食材成本率
 



  承實例3-3-4，豪大餐廳菜單中的「糖醋排

骨」各項成本如下表，則「糖醋排骨」的售價應為

多少元？ 

總成本＝90＋20＋30＋50＝190（元） 

商品售價＝       ＝457（元） 

食材成本 90元 
加工人工費用 20元 

人事費 30元 
其他費用 50元 

（190＋11.2）

44％
 



(三)策略性定價方法 

1.高單價定價法 

  使用最頂級的食材、

營造獨特的用餐環境，以

高單價吸引消費力位於頂

端的饕客慕名前來消費。 

餐廳使用頂級食材，以高單價吸
引消費能力高的顧客群 



2.低單價定價法 

  以超優惠低價來吸引顧客，提高市占率，再以

銷售技巧，如加購價來增加營業額，一般適用於開

幕、特定的族群或特定時段。 

3.跟隨市場定價法 

  從餐飲市場及消費者的角度來制定消費者可以

接受的餐點價格。 



4.新產品定價法 

  先依成本計算出售價和利

潤，待產品推出上市後，再依

市場反應來調整售價。 

5.心因性定價法 

  以符合心理所期待的狀態

來制定價格，比如「6、8、

9」的數字。 

餐廳可視新產品接受市場考驗的
結果來調整售價 



第四節 

成本控制不當的改善方法 

成本控制不當的因素 改善方法 

未留意市場供需情形，物價突然
上揚，菜單沒有設計其他食材來
做為替換 

‧隨時留意市場供需情形與物價波
動。 

‧設計菜單時需考慮替代的食材，或
更換菜單內容。 

菜單設計不良，如項目數量太多
或太少、欠美觀或排版單調、排
序雜亂不易觀看 

‧菜單設計的項目需考量餐廳的性
質。 

‧菜單內容力求簡單、容易閱讀觀
看，可以使用照片加以輔助，以利
於顧客點菜。 

高利潤與低利潤的菜餚配置不當 
將高利潤的菜餚放置在菜單醒目的地
方，字體設計可以比較大且加粗。 

成本控制不當的因素和改善方法 



成本控制不當的因素 改善方法 

廚師能力不足、廚房設備不完
善、製備時間過久 

‧加強廚師的專業能力。 
‧菜單設計需考量合適的設備，以及
製備時間的長短。 

欠缺完善詳細的採購計畫，如採
購量過多、規格錯誤、沒有進行
市場比價等 

確實做好採購標準程序，如採購前依
實際庫存量和需求量來訂貨、依設定
的標準採購規格訂購、事先詢價和比
價並建立資料庫。 

欠缺完善的驗收程序，如未詳細
清點物料品質、數量和價格是否
與訂購單一致；驗收時間過長，
導致生鮮食品變質；欠缺完整的
驗收紀錄 

‧確實做好標準化驗收程序，依訂購
單、送貨單予以核對。 

‧建立完善的驗收紀錄，以供後續稽
查、控管成本。 

‧先驗收需保鮮的食品，再驗收乾貨
等物料。 

成本控制不當的因素和改善方法（續1） 



成本控制不當的因素 改善方法 

儲存區的溫度、濕度、位置或衛
生環境等條件不良，導致物料品
質變質 

‧加強儲存區的環境整潔、通風設
備，設置紗窗，防範蟑螂、老鼠等
病媒。 

‧視特性來儲存物料，儲藏條件冷凍
以18℃以下、冷藏以4℃、室溫以
22℃以下為原則。 

‧若有特殊氣味的物料需特別包裝，
以免影響其他物料。 

未控管庫房的領料程序 

‧領料時須詳記品名、數量之出貨紀
錄以備查核。 

‧發料須掌握「先進先出」的原則。 
‧每日查對庫房物料的數量及保存期
限，避免物料短少或過期而增加成
本。 

成本控制不當的因素和改善方法（續2） 



成本控制不當的因素 改善方法 
食物製備過程不當，導致損失及
成本增加；食材估算過多，使得
烹調過剩；每份菜餚的供應量過
多及盤飾太多或太貴，以致增加
廚餘量，造成浪費 

‧加強人員訓練，購買合適的輔助工
具及設備。 

‧依標準食譜和份量來製備菜餚，以
利成本控管。 

外場服務人員效率不佳、未積極
促銷高利潤餐點、點菜及送菜疏
失 

‧加強服務人員的服務效率，增加翻
桌率。 

‧服務人員應熟悉產品特色及成本，
以利促銷。 

‧加強服務人員的點菜技巧。 
‧實施內外場服務作業流程控管，避
免重複點菜、出菜和送菜的缺失。 

員工偷竊或與廠商勾結等操守不
佳的行為 

加強品德教育，提升員工操守。 

成本控制不當的因素和改善方法（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