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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創意人 

壹、 天賦 

    透過國際廚藝評審的眼光，發現到創意烘焙師對「美」的評鑑能力，

以及藝術的創作天賦，常是與生俱來的，即使沒有經過高等教育的薰陶，

仍能在藝術創作上有著突出的表現。廚藝範疇與藝術領域有著息息相關的

關聯性，美感及藝術性常是創意產品重要的展現面向，除了對廚藝與食材

本身的興趣外，藝術天賦也是影響創意烘焙師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些像 BF師傅我觀察，他雖然是一個實務，也許是說受的教育
不是很高，可是我發現他本身就有美術的天份⋯那像 BA，他也
是會，同樣是比賽畫畫的話也許他就比較突出嘛，所以就是說這

個還是跟他的構圖、跟他的立體感有影響啦，只是說，他參加比

賽以後，他慢慢在他的工作的經驗裡面他去做修飾了嘛。

（BG1-038） 

他本身可能他的審美觀念可能包括他的穿著可能都是有他的一

個品味，我觀察是、好像是他們一些比較，雖然是說不見得是跟

教育程度有關，可是他本身都、就會有這樣子的天賦。 

（BG1-038） 

影響個人創造力的因素有許多面向，Gardner和 Gruber (1982) 發現創

造天才乃是天賦、家庭、動機和文化因素融合的結果（引自毛連塭等，

2000）。擁有廚藝技能相關的天賦能力，可以讓創意烘焙師在創意產品的

構思上，有較精確的美感敏銳度以及較高的藝術造詣。 

 

貳、 個人創造力特質 

一、 變通力 

創意烘焙師藉由觀看電視節目、閱讀報章雜誌或是逛街等多元方式，

來刺激聯想能力，將生活與自己的專業知能做連結，同時也將曾經看過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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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產品做不同的轉換，以相同或相似的食材，發展出不一樣的烘焙作品。 

我看的時候就開始連結了⋯我的生活，或我腦筋裡面裝的東西⋯

相關的東西，我現在看到這個座位的擺設是這樣，我就聯想⋯馬

上聯想跟什麼東西搭或跟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擺，我已經知道為

什麼的時候，要搭就很快。（WF1-068） 

有一些觀念就是說，不一定要買昂貴的模子去呈現，你可以也是

從你日常生活中，比如說我會⋯早餐買早餐那個袋子，對不對，

那個袋子就，你如果可以，後兩個蓋子作起來就可以做類似一

個⋯就組合⋯所以很多從生活化的東西讓他們自己去有這個創

意，像是做勞作一樣，你要怎麼去把它呈現出來。（BF1-076） 

    創意烘焙師已將廚藝專業的培養及運作融入生活之中，且由於精熟製

作產品相關知能，使得創意烘焙師善於運用周遭的物品，突破傳統烘焙材

料的框架，來製作烘焙產品，符合 Guilford (1957) 所指創造力行為的四個

基本標準之一的「變通性」。 

 

二、 敏覺力 

即使創意烘焙師在自己繪畫經驗中並沒有傑出的表現，但是現在卻能

自然的運用醬汁在餐盤上創作，對於餐食的設計及製作有較高的靈敏度，

敏於覺察事物，具有發現缺漏、需求、不尋常及未完成部份的能力，再加

上自己本身的努力，時常沉浸其中，讓自己總是有較多的創意。符合

Guilford (1957) 所指出創造力行為標準之一的「敏覺力」。 

我覺得是天生的，我再回想，我對這方面有關的都有概念，我大

概聽一次就知道中間的問題在哪裡，主要注意什麼東西，我還蠻

會抓那個 key point，再加上我看的東西比別人多一些，所以我做
的樣子就比別人多很多，要是有一陣子我覺得好像脫離不了，怎

麼好像又回來一樣的，我就會再去找別的東西。（WF1-142） 

由於創意烘焙師比起一般人有較為敏覺的觀察力，在製作創意產品

上，創意烘焙師就能展現出有別於他人且更為細緻的獨創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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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精進力      

為了讓產品有最完美的呈現，創意烘焙師必須以非常仔細的心思來製

作產品。創意烘焙師對創意產品有極高的敏銳度，具有補充的概念，在原

來的構想或基本觀念再加上新觀念，增加有趣的細節，和組成相關概念群

的能力，讓自己的作品更勝他人一籌。符合 Guilford (1957) 所指創造力行

為的四個基本標準之一的「精進力」。 

細心方面吧，作蛋糕需要細心，你才能把一個蛋糕做的很好，就

是，就是細部的東西，你可以做比別人家更細。（BD1-006） 

因此，創意烘焙師善於製作出較他人更為複雜、精細的產品，並添加

新意。 

 

四、 獨創力 

國內傳統菜式較側重大碗又圓滿，創意烘焙師力圖跳脫傳統的束縛，

應用國外強調精緻、細膩的新式手法在自己的作品上，創作出不同口感、

口味平衡而精巧的產品。製作甜點時，拋棄慣用水果配搭的規則，而改用

蔬菜為材料作一不同的呈現。符合 Guilford (1957) 所指創造力行為的四個

基本標準之一的「原創性」。 

在台灣，就是國內，人家看到就是一盤⋯一塊魚就是塊魚，或者

一塊肉就是一塊肉，現在他們國外一個比較新的手法，就是他東

西可以不要做太大，或做太多，然後把主題做稍微精緻，要是這

一盤裡面你可以兩種以上不同的東西，所以後來我就用這種方

法⋯之前在新加坡的 chef給我的靈感、想法就是你要讓這道菜
平衡，它的口感要平衡。（WF1-054） 

我會有這個想法，是因為我發現烘焙的學生他們對蔬菜的運用沒

有西餐的學生⋯這麼常用，所以我這場考試裡面，當大家都用水

果去做甜點的時候，我就用蔬菜。（WF1-081） 

創意烘焙師不流俗套的跳脫式思考，使其易於構思以及製作出與眾不

同或獨特的產品。 



 62

創意烘焙師的對於積極挑戰未知事物的行為、跳出框架的思考模式、

敏覺的觀察力與變通性的思考，皆為創意人創意思考的行為模式。 

 

參、 人格特質 

許多研究指出「人格特質」為創造力最有影響性的預測變數，如彈性

態度 (Wallach, 1967) 、容許模擬兩可的能力 (Sternberg & Lubart, 1991; 

1993) 、幾乎可適應任何情境 (Csikszentmihalyi, 1996) 的特質。人格特質

決定創意的機能，包括多元思考、打破規則、或創新等等特性 (Houtz, et al., 

2003)。洪榮昭（1998）則認為有創造力的人通常是：（1）有較廣泛的興趣，

以經驗豐富化為目標；（2）具幽默感，才能「大肚能容天下事」；（3）自

信心較強，減少從行為；（4）反應敏捷，切入時弊；（5）對生涯障礙有挑

戰勇氣，不怕工作輪調或豐富化；（6）態度較直率坦白。因此，分析創意

烘焙師個人特質，有助於研究者了解創意人的人格特質如何影響創意烘焙

師之烘焙創意展現。 

 

一、 求知慾 

（一）好奇心 

創意烘焙師會隨時隨地的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對於新的食材、新的知

識不停的吸收及學習。因此，好奇心是促使創意烘焙師主動學習的動力之

一，讓創意烘焙師學習更多的除藝相關知能，並以此拓展自我的視野。 

如果是食材上面來講的話，可能要不斷的保持新知⋯隨時隨地都

抱持好奇的心。（BA1-067） 

我就是跟師傅去，那時候想說，這家麵包的土司呢應該是有加蛋

白，所以它韌性會比較彈、比較強⋯我就非常、非常不聽話，把

所有的水量全部都變成蛋白（全場笑），那天被老闆跟師傅罵死

了，麵包發不起來。（BE1-140） 

因為師傅只能跟你講說，蛋白會增加韌性，你年輕人就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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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全部都加會是怎樣。（BE1-144） 

    Torrance (1988) 指出好奇、願意冒險等皆為高創意者的人格特質。創

意烘焙師對於週遭事物的高度好奇心，及其實驗驗證精神，是提升自身烘

焙廚藝創造力的重要特質。 

 

（二）主動的求知慾   

為了充分利用時間尋求各種學習管道，從麵包店、小型獨立餐廳到國

際級飯店，都是創意烘焙師學習、實習知識的場所與工作的場域，即使在

自己的工作空暇，也不停的尋求其他的學習機會。對於國內外各種廚藝技

巧也都全心全意的學習，不遵循特定的模式，而是以集各家精華之方式來

展現自己的作品。 

我上來台北多大概都在找一些學習的管道⋯我的生活就好像，人

家在放寒暑假的時候我就比較累，開學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是在我

在放假，因為我工作比較累。（WF1-167） 

我一開始就學做麵包⋯當我比較早下班一點，就是下班後，到樓

上西點部繼續學。（BE1-005） 

我個人是比較貪心，我都要，我要他這個味道，但是我要個別表

現方式，所以我看外國人在 demo的時候，我看我知道他的擺法，
我就會注意他，因為我知道老外比較注意 presentation，尤其是是
比較靠美洲那邊的，不像歐洲師傅他們會很注重 presentation，比
較美洲那邊他們就是做的很隨性，所以主要是看他在做過程中，

跟一般的師傅做有什麼不一樣，我就知道那一個國籍的廚師大概

是做那樣，已經知道他們 presentation做不好了，就不要看他
presentation，就是看他過程中有什麼 key point可以抓，然後看台
灣這邊做 demonstration，就是看他的 presentation，什麼地方為什
麼他可以做那麼高，為什麼他的角度可以站的起來，大概看為什

麼，所以是學他這個東西，然後組合起來變我的東西，是用我的

方式，我學起來我會的方式，做起來一個樣子。（WF1-117） 

我除了財經類很少看之外，就其他的我都會翻⋯國家地理頻道或

是什麼雜誌我就是這樣看或翻，或是我去我外面逛，我已經可以

開始聯想了，平常多看電視，看報章雜誌，你邊看的時候都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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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1-119） 

一路辛苦走來，即使已晉升到基層管理階級的職位，在意識到專業領

域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為追求自我專業的成長，求得烘焙廚藝之

精進，有的創意烘焙師毅然決然的放棄現有的優渥待遇，赴烘焙其他領域

或相關之領域重新學起。國際觀光飯中的點心房尤為烘焙師傅共同肯定為

學習烘焙的好場域，進入國際觀光飯店工作之後，為了工作所需，並能夠

與世界接軌，以拓展自我的專業視野，對語言（英語、日語、法語）方面

的學習也成為創意烘焙師重要的專業能力之一。 

放棄比較高的薪水，一樣做這個，來到台北再去跟人家學。

（BB1-019） 

因為那時候已經就是麵包店的師傅了，基本的程度的東西都很熟

練了，但是我會想說應該去飯店看看比較有國際化的東西，那麼

學、做的東西可能不一樣。（BF1-039） 

我本來在台灣就有基礎，但是我可以講，我從美國重新打基礎。

（BC1-014） 

我有在法、在文藻有學過一年左右，恩阿，在師大、師大有法文，

我有學過，所以講一點點哪，但是自己也投入很多時間，法文又

很難。（BB1-064） 

我日文讀、日文花很長時間，為了要去日本上這個課，在台灣阿，

去學啦，學過很多地方，學到什麼六段都讀完啦。（BB1-066） 

即使因著長期在烘焙領域鑽研，讓自己已擁有一片天，但不管在其本

身或其他不同性質的廚藝領域，仍擁有謙卑的學習心，持續藉由不同的學

習管道習得新知，追求自我成長。 

都一直在烘焙，可是目前也還在、還在成長，我覺得剛剛老師提

那個西餐啦，我覺得，我覺得也是現在我自己很欠缺的能力啦。

（BA023） 

一月份我還要、還要再去瑞士，我已經、我已經有一點習慣去、

去瑞士了，也、然後跟老師也熟。（BA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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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學東西就是要放下身段，沒有說什麼你是大師父了。

（BC1-013） 

歸納許多研究，發現創意人特質包括：對問題敏感 (Lowenfeld, 

1962) 、展現好奇心與愛玩的特質、保持開放心胸體驗新奇 (Getzels & 

Csikszentmihalyi, 1976; Starko, 1995; Horng, et al., 2005) 、渴望學習新的知

能 (Amabile, 1983; Simonton, 1994) 、主動自發的（陳龍安，1988）。創意

烘焙師對其專業領域之新知的渴求，讓創意烘焙師更能放下身段，主動尋

求各種進修管道，進行修業以及工作技能培養，以不斷的提升個人專業能

力及專業知能。 

 

（三）追根究底   

對於自己所執著的事物，創意烘焙師會有想要一探究竟、追根究底的

信念，例如對他人複雜度高、技巧層次高深、製作呈現困難、新奇少見之

作品，進行分析思考，甚至詢問他人，急欲了解真相的個性，讓創意烘焙

師在其專業領域的學習上能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及毅力。 

我不是屬於聰明型的，但是，我喜歡它，我很執著倒是真的⋯我

一定要，翻根究柢，到底發生什麼事。（BC1-047） 

 

奇怪，你是怎麼做到這樣，有辦法把他做到，照道理沒有那麼工

程，不管你是用一些那個機械去輔助也好。（BB1-042） 

Lowenfeld (1962) 指出創意人之人格特質為：對問題敏感、有分析、

綜合，並重新定義事情的能力，組織條理分明。創意烘焙師對事實、真理

的追尋的執著精神，更增加創意烘焙師在烘焙廚藝領域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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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生涯障礙有挑戰的勇氣 

（一）挑戰心 

創意烘焙師在看到他人成功的產品時易激起自己的挑戰心，急欲創作

出超越他人的作品。 

我們看到一個產品比賽獲獎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就是想挑戰

它，就是會想到說，如果我做的話，要贏過他。（BA068） 

本著求新求變的本能，在接受到新的刺激時，創意烘焙師除了從中學習新

的知能及技巧之外，同時會主動的著手嘗試，並且加以改良，作出更超越

原創作者的作品。Sternberg (1988) 則認為具創造力者的人格特質有：能忍

受曖昧情境、願意克服障礙、願意成長、具有內在的動機、適度的冒險精

神、被肯定的慾望、願意為被肯定而工作，Torrance (1988) 則指出創造人

格特質也包括有超越的願望。 

 

（二）愈挫愈勇   

對創意烘焙師來說，失敗的經驗也是可以讓自己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因此創意烘焙師不將失敗當挫敗，反而愈挫愈勇，以「失敗為成功之母」，

讓自己擁有更多前進的力量。 

失敗是成功之母嘛，對阿，的確，真的可以從失敗的地方學更多

的東西。（BD1-101） 

我們在做這個過程，我們失敗、我們苦的時候你們看不到，我們

可能裡面丟的亂七八糟，丟的整個都是蛋糕，報廢的，丟的很多，

剛開始我們也不是很順手。（BC1-002） 

堅持不懈 (Getzels & Csikszentmihalyi, 1976; Starko, 1995) 、樂觀、進

取、心胸開放（洪榮昭，1999）等創意人格特質，讓創意烘焙師能夠坦然

面對失敗，不畏挫折，堅持創作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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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圖心 

在參加廚藝競賽時，受訪者以能參與世界級比賽與同好相互切磋，而

能獲的肯定為目標。對於深受人們喜愛的米其林餐廳，期望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受到這些餐廳的廚師之肯定。企圖計畫在世界廚藝的領域上，佔有一

席之地的野心便不言而喻。 

我們原本去年想要去法蘭克福。（WF1-033） 

因為法蘭克福的比賽比較大。（WF1-034） 

大家都想要去吃一趟米其林的餐廳，我會希望讓那些法國米其林

的大師，用朝聖心態來我的餐廳吃，這是我的想法，雖然我們現

在是追者人家學，要是有朝一日用我的方法來表現的時候，我要

讓他們覺得我的東西很特別，是他們想不到的。（WF1-144） 

    陳龍安（1988）指出雄心勃勃也為創意人格特質。創意烘焙師由於對

個人專業能力的自信，進而讓個人對其於烘焙廚藝專業領域上地位的追求

更為積極。 

 

三、 對事物的熱情 

（一）專注力    

平時已將廚藝的學習及創新精神融入生活之中，即便只是生活中的瑣

事、不經意中接收到的外在刺激，也因為創意烘焙師對烘焙產品創作的專

注，讓創意烘焙師能立即形成創意的聯想。除了大量吸收相關知能之外，

當有新點子產生時，創意烘焙師仍會重複針對所搜尋到的資料反覆不停的

思索以構思新的產品，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廚藝的學習與創作。 

像我這樣的瘋子。（WF1-145） 

我看的時候就開始連結了⋯我的生活，或我腦筋裡面裝的東西⋯

相關的東西，我現在看到這個座位的擺設是這樣，我就聯想⋯馬

上聯想跟什麼東西搭或跟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擺，我已經知道為

什麼的時候，要搭就很快。（WF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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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那個 case的時候，我每天心理都繃的很緊，晚上睡不著，
然後每天晚上就把蒙娜麗莎都這樣拼、拼、拼，到處都貼著她的

照片，然後我就開始有壓力。（BC1-043） 

 

（二）投入    

創意烘焙師常廢寢忘食的將自己全部的心力投入在廚藝領域的學

習，為了將自己的作品有最好的展現，除了時間、精力的投入外，甚至花

費大筆的金錢也在所不惜，只求能夠達到完美的境地，把自己的整個熱情

跟精神都投入到廚藝的領域中。 

創意的部分，通常我要找很多照片，跟我平常看過的東西我會一

直一直想，其實蠻累的，常常失眠是很正常的。（WF1-112） 

我做事情比較不看錢，我沒有在考慮，尤其是我還是學生，很多

都是學校資源，雖然說這是我應該要會的，但是我不太考慮成本

的問題，反正就是我要做成這個效果，錢就是這樣花下去，我覺

得應該是這樣就這樣，我覺得這樣效果比較好，我比較沒有那麼

商業化。（WF1-148） 

在教學領域的研究中，楊智先（2000）、Horng, Hong, ChanLin, Chang,  

& Chu（2005）研究發現教師在工作上擁有相當強烈的內在動機時，對事

投入專一、樂意面對挑戰，同時追求高度的自主之際，對於教師自身的教

學及生活具有正向的影響；在生活方面會擁有更豐富的創意經驗；在教學

方面會有更創新表現。相同的觀點之下，創意烘焙師對於烘焙廚藝工作的

熱愛，不但全心全意專注在烘焙產品的點子收集、構思創作上，個人心力

的投入程度，儼然讓廚藝成為自己生活的大部分。 

 

（三）對專業領域之熱情 

對廚藝創作有著高度的熱忱，創意烘焙師平常便習慣收集各式相關資

料，不停的創作思考，不斷督促著自己動手製作試驗，甚至於不計成本的

全心投入，自喻為廚藝的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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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就是想，想久了⋯因為想過程中，你會想，是不是先做看

看，這種想法一出來，就睡不著，就想明天早上一起來，要先做

什麼、要先練什麼，就開始想，東西就會越來越多，接下來就睡

不著。（WF1-113） 

我做事情比較不看錢，我沒有在考慮，尤其是我還是學生，很多

都是學校資源，雖然說這是我應該要會的，但是我不太考慮成本

的問題，反正就是我要做成這個效果，錢就是這樣花下去，我覺

得應該是這樣就這樣，我覺得這樣效果比較好，我比較沒有那麼

商業化。（WF1-148） 

當時我們是獨招，班上大概百分之卅五的學生都是非常有熱忱

的，全班都是瘋子一樣，但是現在要在一個四技的班上，找到超

過 10個瘋子都要偷笑，就不太一樣。（WF1-180） 

對於烘焙廚藝的熱情，讓創意烘焙師將廚藝工作當成終身的志業，不

因為任何的理由，動搖自己對烘焙創作的喜好與熱情。 

我從開始作這一行到現在，都沒有換過。（BF1-024） 

我很粗線條，很多事情會出現很多狀況，我只有在蛋糕才不會出

現狀況，很細膩的在做一件事情，因為我覺得他是我的最愛，我

覺得很容易 focus在這個事情上面。（BC1-013） 

我會做到老，但是我不會退休，我一定會做到進入棺材，所以這

個是我最愛，你如果叫我一天不作蛋糕我會好難過，我會哪裡不

對勁，你說我可以休息幾天，可以，可是叫我不作我不可能，真

的。（BC1-014） 

創意烘焙師將個人熱情，投注到烘焙廚藝工作上，讓自己所從事的工

作不再只是「職業」，而是「志業」。文獻指出，熱愛工作 (Amabile, 1983; 

Simonton, 1994) 、熱情的（陳龍安，1988）等，同為創意人格特質。 

 

四、 開放的心胸 

（一）幽默感   

在表達個人想法的同時，言談之中創意烘焙師也運用令人會心一笑的

語氣及措辭來表達，如將自己比擬成一隻極具企圖心的獅子，以強調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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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句意，以輕快的語言、神態、舉止引起他人的歡笑或領會，並能感受

他人所營造的愉悅氣氛，感受讚美者的隨和、可親，為嚴肅凝滯的氣氛帶

來活力，也顯示出個人高度的智慧、自信，與適應環境的能力。也有創意

烘焙師藉由詼諧的口語描述，娓娓道出對自身的專業的認同，並隱約表達

出長久以來一般大眾對廚師的社會地位的輕忽。 

我獅子座的，所以大概是求生慾望很強吧（全場笑）。（WF1-170） 

至少廚師，我們半開玩笑說至少現在也是二分之一師啊，對不

對，你工程師，什麼什麼師，廚師也是一個二分之一嘛，我們就

開玩笑。（BB1-029） 

我們有時候開玩笑這樣子講，就是如果新加坡香港賽，因為兩年

辦一次，我們叫它叫亞運（全場笑）。（BA054） 

幽默感像是擊石產生的火花，是瞬間的靈思，所以必要有高度的反應

與機智，才能燦出幽默的語句，那語言可能化解尷尬的場面，也可能於談

笑間有警示的作用，更可能做為不露骨的自衛與反擊。Torrance（1988）

曾提到「有幽默感」為重要的人格特質之一，陳龍安（1988）亦綜合了不

同學者的研究，列舉的創意人格特質有富於情感、易興奮的、富幽默感等。

Horng, et al. (2005) 研究發現，國人因以往民情保守，嚴肅較不看中幽默特

質的培養。事實上，創意烘焙師的幽默感不但是個人良好的人際交往技巧

之外，也讓自己在環境惡劣的工作廚房之中，營造及擁有愉快的工作氣

氛，輕鬆愉悅的活動將產生「樂趣」，而樂趣則是引發創意思考的關鍵。 

 

（二）興趣廣泛   

除了在專業領域學習，創意烘焙師也因著自身的需求及興趣多方學習

他國的語言，期待對自身專業成長有所幫助。除此之外，在藝術方面的涵

養，也因著自身的興趣，即使不是以專業的藝術眼光來評比，也能以純粹

追尋「美」的觀點來欣賞古今中外的藝術品，廣泛的涉獵各種事物。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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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的學習以及對美學能力的培養，有助於創意烘焙師製作創意產品的技

術提升及藝術展現。  

法文，我有學過⋯我日文讀、日文花很長時間。（BB1-066） 

藝術是沒什麼學，藝術只是是個人的說也有興趣，比如說，有個

東西覺得他很美的東西，看懂不懂，也不知道，直接就很好看就

好了。（BB1-068） 

偶爾比如說逛逛畫展什麼，我也蠻喜歡的 中、古畫也好、西畫，

都是蠻有興趣的，興趣很廣泛，財經的東西，也蠻喜歡的。

（BB1-073） 

我是，感覺啦，我涉獵比較廣。（BB1-072） 

我喜歡畫著玩⋯B型的人很喜歡藝術的東西。（BC1-047） 

興趣廣泛 (Getzels & Csikszentmihalyi, 1976; Starko, 1995) 是創意人

格特質之一，創意烘焙師對於異領域知能的學習興趣，尤其是藝術、工藝、

語文等多範疇的學習，更是個人累積知識習得及創意潛能的重要特質。 

 

五、 自信 

（一）自信心 

對於自己深厚的廚藝能力，創意烘焙師充滿自信，認為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獲得世界級廚藝大師的認同。視他人的求教為是一種經驗的分享，也

是再次從中獲得新體悟的機會。 

我比較相信我自己。（WF1-079） 

你根本就不要怕別人學，你有本事的話，你根本就不用怕。

（BC1-019） 

大家都想要去吃一趟米其林的餐廳，我會希望讓那些法國米其林

的大師，用朝聖心態來我的餐廳吃，這是我的想法，雖然我們現

在是追者人家學，要是有朝一日用我的方法來表現的時候，我要

讓他們覺得我的東西很特別，是他們想不到的。（WF1-144） 

洪榮昭（1999）指出自信心胸、務實、有時間觀念以及樂於學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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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有創意的。擁有高度自信的創意烘焙師，對於自身專業能力能有高度

的認同及高水準的創意產品展現。 

 

（二）自傲 

創意烘焙師用狂妄的語氣道出自己有絕對可以扳倒對手的能力。任何

領域中的佼佼者，不免會擁有一股傲氣或稱狂妄，這不但是對自我能力的

認同，也展現出成功者的氣勢。 

如果我決定要做，通常就是要讓對方死，其實我還蠻絕，我一定

要做到對方、我的對手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我個人習慣是這

樣，比較過分一點。（WF1-172） 

創意人格特質包括，個人主義的（陳龍安，1988）、有些獷野之性

(Torrance, 1988) 。創意烘焙師由於自身專業的信心，以及個人在專業領

域上的企圖，加上好強的個性，造就了創意烘焙師的狂妄氣質。 

 

六、 追求完美 

（一）好勝心 

不喜歡輸的感覺，一旦決定要參加某項廚藝比賽，會盡全力參賽，期

能遙遙領先。為此，創意烘焙師不斷學習，求新求變，其為創意烘焙師提

升自我競爭力的最佳動力。 

我就是不喜歡一下就被人家追上，所以我要一直看新的東西。

（WF1-168） 

不喜歡輸的感覺。（WF1-171） 

一定要贏⋯如果我決定要做，通常就是要讓對方死，其實我還蠻

絕，我一定要做到對方、我的對手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我個人

習慣是這樣，比較過分一點。（WF1-172） 

較晚進入烘焙領域學習的烘焙師，因其進入烘焙行業的年齡較長，更

自我督促加快學習的腳步，唯恐跟不上比自己年輕的同僚，這樣的危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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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也成為教年長創意烘焙師積極學習的重要動力。 

我廿七、廿七歲才進這一行。（BA015） 

因為自己年紀大啦，不趕快學輸給那十幾歲的。（BA079） 

Hrong, et al. (2005) 表示創造性人格的特質包括：自發、冒險、探索、

自我表現、個性強、激進。好強的個性讓創意烘焙師面對任何挑戰，都能

有高昂的鬥志及必勝的決心，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榮譽，並在自身烘焙廚藝

專業上，能有較佳的表現。另外，因為華人「好面子」的特性，烘焙師因

而急於成功，看到別人有所成就，無法忍受差人一等，而下工夫作更多的

準備（洪榮昭，1998）。 

 

（二）高自我要求 

    對於產品的要求，創意烘焙師常是以追求完美為職志，不管在產品的

意象或美感上，創意烘焙師的心中都有一把尺，訂定高自我期許的標準，

不到一定的水準，是無法通過自己的這一關。陳龍安（1988）也提到理想

主義者是創意人格特質之一。 

要很完美，我們這邊甚至於蛋糕送出門前，送出的那 dekko 

vision，就是眼睛要看一眼，ok，要有經驗的師傅過目，過關了，

好，你給我簽到名，兩個人看過，過關了，你才送出去，因為他

們都很有經驗，那個 sense跟美感要夠。（BC1-007） 

    如果要提出一個分辨米其林三星廚師與次一等級師傅的特殊處，似乎

答案是「要求完美」。Alexandre Dumaine曾經說：「我的研發目標就是要達

到完美」。如同 Echikson提到在米其林廚師中所謂的「聖火」 (sacred fire) ，

是一種追求完美的趨力與奉獻 (Gazzoli,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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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領導者特質 

（一）責任心      

    參加比賽時，為了讓團體成員安心，創意烘焙師通常會擔負起最大的

責任。為了維持自己的商譽，當自己的員工作出不符合自己標準的商品

時，創意烘焙師寧可負起賠償的責任也不願出售給顧客，相當愛惜自己的

羽毛。由於自信，以及他人對創意烘焙師的信心及期許，創意烘焙師會有

較高的責任心去擔負及維持這樣一個無形的信譽與形象。 

因為我是學長⋯所以有什麼問題，如果老師罵下來，就是我的，

因為我是隊長，他也比較不會說我什麼，這樣學弟比較安心，反

正出了什麼問題就是學長去擔，所以他們比較敢照我的要求。

（WF1-112） 

你不好好給他雕到好，你丟得東倒西歪，我怎麼拿得出去⋯我們

師傅雕了一個，我第二天來看傻眼了，我沒辦法讓產品送出門，

這個蛋糕我寧願毀了，我也不會送到會場⋯我只講了一句話，說

丟掉，還好我有UB（準備之意）蛋糕。（BC1-004） 

創意烘焙師因自身的高度責任心，對於創意產品的創作與責任歸屬，

有其自我要求的標準，就像是一種追求完美的趨力與奉獻，如同 Echikson

提到在米其林廚師中有所謂的「聖火」 (sacred fire) 精神 (Gazzoli, 

1995) 。Torrance (1988) 整理自眾家學者的說法，指出盡責、有使命感、

自動自發為最為重要的人格特質。 

 

（二）領導力 

與同儕共同創作時，創意烘焙師會依照合作對象的不同而調整自己做

事的方式，通常會位於主導者的地位。創意烘焙師在團隊工作中擁有較好

的領導能力，能清楚的劃分團隊的權力關係與分工，不論在團體共同創作

或是個人主導團體創作上，是重要的團體動力因素。 

跟同學搭又不太一樣，要看這些人是什麼做事方式，因為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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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喜歡說都你想、你做就好，他希望就是討論的，所以我在

跟別人搭的時候，我要看我跟這個人平常的關係是什麼，我要怎

麼搭比較好，然後跟學弟妹的話，他們可能想要學的東西比較

多，或是的 idea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時候，可能就要照我的方
式來，所以就會不太一樣。（WF1-106） 

支配性強是創意人格特質之一（陳龍安，1988）。支配慾讓創意烘焙

師在團隊工作期望能位於領導者的地位，帶領團隊一同步向成功。 

 

（三）協調性 

團隊合作中創意烘焙師也能與成員間有良好的互動與協調能力，在可

接受的範圍內給予對方一些空間。而良好的人際溝通，也是激盪團隊創意

發想的重要因素。 

各找各的資料，然後整合起來，再做個樣子，然後大家討論，我

們兩個都會有主觀，就看這東西他覺得應該怎麼改、我覺得應該

怎麼改，到最後都一定有一點點妥協，可能跟想的有一點點不一

樣⋯實在覺得不行，就是要很明白表示出來，我就是要⋯所以，

在可接受範圍內，就是要給對方一點空間。（WF1-109） 

良好的社交技巧及人際溝通，讓創意烘焙師在團隊工作時，能有較佳

的協調能力，增加團隊工作的效能，協助個人及團隊創造力的展現。

Amabile (1988) 訪談了 120位來自於不同公司的科學家，並發現十項人格

特質有助於問題解決者之創意發展；這些人格特質包括：擁有多項正面的

人格特質、高度的自我動機、特殊的認知技能、冒險導向、豐富的專業經

驗、高水準的所屬團體成員、廣泛的經驗、良好的社交技巧、聰穎、以及

不為偏見及舊方法所束縛的處事態度。 

 

八、 刻苦耐勞 

（一）毅力       

    烘焙師的工作是瑣碎、枯燥且重複性高的，在發展創意產品的過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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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常是需要不斷的嘗試修正配方與製作驗證，因此創意烘焙師也須有

較大的毅力及對自己的堅持。 

對，不斷嘗試，就一直作、一直作、一直作。（BD1-040）   

烘焙師堅毅的意念與自我堅持就如同米其林廚師中所謂的「聖火」 

(sacred fire) 精神，指的是一種追求完美的趨力與奉獻，此由 Echikson所

提出 (Gazzoli, 1995) 。 

 

（二）耐力 

老一輩的師傅因著清苦的家境，從年少就進入這一行的創意烘焙師，

從工作量繁重的學徒做起，在惡劣的環境之中求生存。也因為這樣的境

遇，造就創意烘焙師刻苦耐勞的特質，在日後的專業學習上，也能因著這

樣的毅力，促使創意廚師在其專業能力的成長。同時在學習歷程較為辛苦

的創意烘焙師身上，也能看到相同的情況。 

入門那一段是我刻苦銘心，那太痛苦了，對一個十三歲的小孩來

說。（BB1-019） 

冬天、夏天是熱到，你底下在烘餅對不對，你睡覺就在它旁邊睡

而已。（BB1-019） 

我就屬於笨才的，我常跟學生講⋯我們上第一冊，我那時候在美

國是上英文的，全部是外國人教的，而且剛去美國也人生地不

熟，英文還不是那麼強，第一冊我就上了一年，學生聽到每個人

都哈哈大笑，說老師你好笨，我們上一個禮拜結果你要上一年，

我說你要知道，我一年可是一個字一個字，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把

裡面這所有的東西都吃到我肚子裡去，我是嚼碎的，我全部吸收

了每一個細節。（BC1-012） 

我其實我是苦學⋯我不是很聰明的人。（BC1-013） 

    Torrance（1988）指出永不厭倦為最為重要的人格特質，有耐性 (Getzels 

& Csikszentmihalyi, 1976; Starko, 1995) 、勤勉的、主動自發的（陳龍安，

1988）等。毅力、耐力、勤奮不但是支持創意烘焙師持續創作的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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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身為廚藝工作者的必要態度。 

 

（三）適應力 

    創意烘焙師對於各種環境及任何情況都會有極高的適應能力，如此一

來，創意烘焙師才能快速的熟悉現有的周邊資源，以便自己妥善的運用，

幫助自己創作新的產品。Csikszentmihalyi (1996a) 也認為幾乎可適應任何

情境的特質是影響創造力表現的重要人格特質之一。 

就是第一個你，就本身得適應力要很強，就是說，你要去怎麼去，

在這個環境然後去思、作出適合他這個環境的東西。（BF1-103） 

    綜合比較國內外學者對創意人之人格特質的看法 (Lowenfeld, 

1962; Getzels & Csikszentmihalyi, 1976; Amabile, 1983; Sternberg, 1988; 

Torrance, 1988; Simonton, 1994; Starko, 1995; Csikszentmihalyi, 1996a 

; Horng, et al., 2005; 陳龍安，1988；洪榮昭，1999；楊智先 2000 

），與本研究之創意烘焙師之人格特質作一分析比較，如表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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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創意人與創意烘焙師人格特質之比較 

一般創意人之人格特質 創意烘焙師之人格特質 
渴望學習新的知能 
好奇 
主動自發的 
堅持不懈 
願意克服障礙/樂意面對挑戰 
適度的冒險精神 
具有內在的動機/願意成長/進取 
被肯定的慾望 /雄心勃勃 
熱情的 
熱愛工作 
對事投入專一 
樂觀 
心胸開放 
富幽默感/富於情感 
興趣廣泛 
自信 
個人主義的/自我表現 
有些獷野之性 
理想主義者 
個性強 
有超越的願望 
 
盡責 
支配性強 
良好的社交技巧 
有耐性/勤勉的 
永不厭倦 
 
幾乎可適應任何情境 

求知慾 

好奇心 

主動的求知慾 
追根究底 

對生涯障礙有挑戰的勇氣 
挑戰心 
愈挫愈勇 
企圖心 

對事物的熱情 
專注力 
投入 
對專業領域之熱情 

開放的心胸 
幽默感 

興趣廣泛 
自信 
自信心 
自傲 
追求完美 
好勝心 

  高自我要求 
領導者特質 
責任心 
領導力 
協調性 

刻苦耐勞 
毅力 
耐力 
適應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所分析出的創意烘焙師之人格特質，絕大多數符合一般創意人

所具有之人格特質。其中，刻苦耐勞中的毅力及耐力，為創意烘焙師之人

格特質中較一般創意人之人格特質更為突顯的人格特質。由於烘焙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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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故，通常較一般工作環境更為惡劣及耗費體力，需忍受極高溫的工

作環境等，因此能在此工作行列中堅持下去，並獲得成就者，此兩項特質

更為突顯。 

 

肆、 思考模式 

一、 跳脫性的思考模式 

不管是順應時代的變遷、流行的趨勢，還是因應消費者的特殊的需

求，創意烘焙師在構思創意產品時，常是以一種不落於俗套、違反常規的

思考模式來開發新產品，如挑戰烘焙保守的呈現方式，迎合大眾需求，製

作出情趣蛋糕，期待能帶給人們一種驚喜的感覺。 

我這邊天天進來客人丟給我的案子給我都太奇怪了，我天天在面

對一些不同的案子，不是重複的⋯我們現在情趣蛋糕也跳脫在，

都是不同的感覺的⋯但是都是很難做，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再接其

它的，因為我可能光忙這個訂單我就人仰馬翻，⋯那那個訂單可

能我們就開始設計開始弄，週邊的設計什麼都要弄出來的。

（BC1-010） 

我跟 BB師傅，他給我的影響就是說，你東西煮了，第一客人看
到的是外觀嘛，那再來的，他會去吃，就所謂的內涵，那，你的

內饀要去怎麼處理啦，噢，你吃下去是驚喜呢，或者是錯愕。

（BE1-076） 

 

二、 周延性的思考 

創意烘焙師不論在參加比賽或是創作產品時，為呈現出食材、食品最

佳的食用風味，以及口味上的平衡；同時，在餐食的製作與供應的部分，

對於每個環節的掌控，創意烘焙師從頭到尾不但精心的製作與監控，且為

避免突發狀況的發生，擬定了預防措施與替代性方案，以做到全面性的考

量。 

我自己有偷偷留一部分，就是這東西出問題的話，我馬上有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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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這是我自己⋯在老師不曉得的情況下，有先準備一點補救

備案出來⋯因為，後面老師修改的部分，我們都還沒練習到，所

以我要留留一點底子，就是他一出狀況，我馬上有別的東西可以

補。（WF1-106） 

我的味道的基本是照一些書，照一些他原本應該要有的味道，這

樣出來是比較不會出差錯。（WF1-114） 

Davis (1992) 指出，有創造力的人在處理資訊時的特徵會避免：根深

蒂固的思考方式、隱喻的思考、詢問基準與假定、讓自己身陷於問題之中

而未觀看整個脈絡。創意烘焙師除了在思考模式上能跳出傳統的框架，不

受限於固定、傳統的思考，創作出獨特且令人耳目一新的產品之外，即使

是在餐食的供應方面，也能顧慮到作品呈現的完整流程與整體性，尤其對

於小細節的部分，創意烘焙師也都能夠去注意到。Fernand Point，三位法

國廚藝教父的其中之一曾說：「成功是許多小事堆積出來的」 (Gazzoli, 

1995) 。 

 

伍、 動機 

一、 內在動機 

（一）學習慾望 

創意烘焙師即使已經擁有「一般餐廳」主廚程度的烘焙技能及職位，

但因為發覺現有的環境已經無法讓自己有更進一步的學習，提供更多的新

知，創意烘焙師便重新調整自己的身段，進入國際觀光飯店從學徒做起，

只為了求得更多學習、拓展自我視野的機會，同時把參加國際競賽的機

會，當成是難得的學習機會，主動去追求任何成長、突破的可能。 

如果說繼續在麵包店可能也差不多這樣子，也學不到新的東西，

所以才從那時候就進入到飯店，因為我在當兵之前在麵包店就已

經類似像主廚這種工作了⋯就是自己把自己身份再降低⋯再學

習作學徒一樣。（BF1-035） 

像我這次參加這個世界盃比賽，因為，在台灣還沒有人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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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第一次，但是第一次也不是說以為在我們那邊，基礎關是

我們自己幾個飯店主廚然後自己湊成一個隊這樣子，去那邊，當

然就是抱什麼心態，去那邊學習。（BF1-002） 

    「求知慾」是創意烘焙師追求新知能的最大動力，新知能的擷取對於

創意烘焙師來說，能在製作創意產品時有較多的思考刺激及創意點子發

想，有助於創意產品的創作。 

 

（二）興趣 

因為烘焙廚藝是自己最有的興趣的事物，即使一直處於超長工時的環

境之下，也不會覺得疲累，烘焙師的工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體力，而創

意烘焙師對烘焙廚藝那一份執著的情感，是支持烘焙師堅守工作崗位及持

續創作最大的動力，也將其他學門的習得，運用在這終身的志趣，對創意

廚師來說，廚藝的工作不僅僅是在「做工作」，同時也在「作自己」。 

你自己如果對這個很有興趣⋯那你每天在那邊做十幾個小時，你

不是說很累⋯就會覺得做這個好像就是作你自己。（BF1-020） 

我覺得烘焙其實就是固定的東西，慢慢在這邊就可以學習到，不

一定要上烘焙學校去學，然後考一個執照去做，因為搞不好考這

個執照以後也不是做這些東西，而且我覺得學設計，可以讓人學

習到更多的東西⋯你學習到這些設計，你可以再把它運用到蛋糕

的裝飾部分。（BD1-095） 

我覺得（學習烘焙）就當做興趣的部分，我也希望就再去從那個

設計的部分走，因為我現在對設計的部分很有興趣。（BD1-092） 

Pratten (2003) 分析頂級主廚、食物作家以及其他產業內相關人士的意

見和評論，並與餐廳工作者的對話和觀察中，發現成為主廚的過程中所應

具備的技術和特質眾多：紮實的實務訓練、適應惡劣的工作環境、長時間

的工作及有限的待遇等，這些要素不應成為工作者的阻力，而是需要被廚

師接受、克服的問題。長久以來，廚房的工作不但繁重，尤其是比起一般

行業更為惡劣工作場域，烘焙師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創意烘焙師能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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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烘焙相關工作，個人「興趣」是最大的支持力量。 

 

（三）追求成就感 

    面對任何的挑戰，自我的要求是創意烘焙師克服困難與障礙的最大動

力，在每一次自己與自己的征戰中，在勝利的時刻，那種難以言喻的滿足

與成就感，對創意烘焙師來說不諦是最甜美的果實。 

現在對我來講最大的挑戰是雕人像，那其實蠻難的，說真的，我

當然我不是畫家，我沒有必要雕的百分之百的像，上次我們雕那

個蒙娜麗莎⋯他們金石堂的那個書，那個蒙那麗莎的那一本，達

文西密碼。（BC1-042） 

我們幫那個蒙那麗莎突出來，他們也好開心，他們說好棒，但是

大概我只能抓神韻，我不能雕她，就是真的是百分之百蒙娜麗

莎，但是我自己也很滿意了，因為很像她（笑），我自己也很滿

意，哇，我又走出來了。（BC1-043） 

    成就感的獲得不但是創意烘焙師對自己的專業能力精進的肯定，也是

鼓勵創意烘焙師繼續創作，克服未來困境的動力。 

 

二、 外在動機 

（一）期待他人的肯定 

參與競賽得獎對創意烘焙師來講，就是自己的創作理念是被認同的，

即使沒在競賽中獲獎，也能讓自己有機會重新修正自己的創作方向。創意

烘焙師期待能獲得裁判甚至消費者對自己產品的肯定。 

比賽得獎⋯做的理念可能，別人都能夠接受⋯到新加坡比賽⋯我

也就是得到獎牌這樣子，就感覺出，我可能自己走的方向是對

的⋯香港、馬來西亞的比賽，我就帶學生去⋯看⋯倒不如跟人家

比看看，然後就是說，抱持的這個，比如說你的理念是這樣要做

這樣子，如果說得到裁判的肯定就表示說你這個方向可能是對

的，那如果說你沒有得獎沒有什麼，你就是觀摩，順便，就是要

技術切磋這樣子。（BF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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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知識與創造力 

    烘焙源自於西方國家，因此國內烘焙師在學習烘焙相關技能時，多半

也會融入本地之鄉土文化色彩，以符合國內消費者之需求。為了在廚藝展

現上有較佳的表現，創意烘焙師本身對食物材料與特性的認知就必須相當

的豐富及熟稔。 

作烘焙來講，因為這就是從西方傳過來的，那時候說我們也常出

去觀摩，再學習他們的技巧，然後再融入我們這邊的一些東西再

改良。（BF1-012） 

你到後面要當上主廚的話，你要去了解食材，對它的特質、它的

特點，甚至於他的功用，像枸杞，明目、清肝火，然後再搭配菊

花，是養生，那就可以去開發藥膳的（烘焙）食譜。（BE1-129） 

 

一、 異領域的學習開啟另一扇創意之門 

部分創意烘焙師因為幼年時期在音樂方面的學習，使其日後具有在搭

配菜色與音樂上，展現特色。對藝術欣賞的喜好，以及繪畫藝術的學習，

打開了創意烘焙師創意產品的創作視野，美學理論的融入，以及繪畫大師

手法的揣摩，不但讓自己創造出獨樹一幟的風格，並讓創意產品擁有了不

一樣的生命力，讓廚藝不再只是烹飪技術，也是一門藝術的表達。 

我學了 6年的鋼琴。（WF1-130） 

因為小時候有學一點，所以我會組合，可能我這個 display，我就
會選跟這個比較有相關的音樂，它讓看的人更能夠融入⋯我的主

題，所以音樂這個本身，我是覺得我可以我的方式去學，但是美

學這種東西，你可能要人家來講一下，這個理論或是這個表現方

式，我沒有記很熟哪句話是哪個名家說出來，但是我知道這個理

論我可以用在什麼地方，這是將來我可以這樣表現。（WF1-128） 

像我去比賽我也去學交趾陶⋯我去學交趾陶他們的操作過程，那

我想要我的一個交趾陶的效果，我去學他們的技術，甚至於說他

們的一個雕塑。（BE1-058） 



 84

我都會去看一些類似人家藝術雕刻，一些什麼什麼展那種有的沒

的，捏陶的什麼展或是一些什麼雕刻的展⋯它很多 idea都是可以
運用，運用到比如做巧克力做拉糖做這種的東西。（BF1-050） 

可能畫的手法，譬如說我看馬諦斯的畫，或我看誰的畫，然後我

就知道⋯他的線條，我先了解他畫那個畫的原理或是那個畫家他

為什麼要畫，我就可以用那個方法，先揣摩他的手法，然後來畫，

用我的方式來畫醬汁，畫我的材料，我就發現⋯這個樣子，跟原

本人家畫的都不一樣。（WF1-066） 

 

二、 創意構築在紮實的廚藝基礎上 

所有的創意烘焙師皆認為具備廚藝的厚實基礎是培養廚藝創造力的

根本，必須要有紮實的基礎，而紮實的技術是建立在理論基礎之上，廚藝

創造力的習得，兩者的學習缺一不可。不斷的練習是厚實廚藝技術的基本

功夫，即使是錯誤的嚐試也是一種經驗的學習。研讀有關食物及烹飪的書

籍，涵蓋營養學、食物學、養生學等方面的相關知識，以充實專業領域知

能。 

我覺得還是一般的基礎。（WF1-116） 

我覺得還是說技術要紮實，技術要紮實要有理論基礎，你已經知

道為什麼會，後面再加上一個經驗更能夠記住這個動作或是這個

程序為什麼一定要這樣。（WF1-180） 

沒理論的基礎也不行，膨大原理是什麼⋯有哪幾種膨大的方式⋯

你為什麼要加這個東西。（BB1-081） 

台灣的麥都是從加拿大來的，義大利（麵粉）他們蛋白質可以高

到十三到十五左右，從加拿大來的（麵粉）大概都在十二點五到

十三，不一樣，所以出來比較 Q，這個都是學問。（BB1-083） 

我覺得這個老師指導，然後學生⋯尤其是技藝的部分⋯自己的練

習是很重要的⋯老師可能教方法，那我們可能就是要練，練所謂

的技法，感受在手上的感覺，就會比較熟練這樣子。（BA006） 

一定要試作⋯愈是國際賽，你所知道的是越強的對手，每個人都

比你更優秀，你要給自己這樣的壓力，要不斷的演練。（B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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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我們來講是蠻享受的，一次就可以看到好多很漂亮的東

西⋯好像那種所謂的那種功力（洪老師笑），一次就可以吸收不

少，因為很難得，尤其是所謂的國際大賽，有時候真的是嘆為觀

止。（BA069） 

只要就是說你基礎有打好，很用心，很想要作那些東西的話，應

該都可以做得很好，我都是這樣子作過來的。（BD1-015） 

因為技術性的東西就是，你經年累月所累積下來的，這一些經

驗，那你不可能說，我只作一兩年就有這個經驗，就是是要慢慢

累積，然後就是要用的時候就可以隨時靈活應用。（BF1-008） 

像我們這個就是廚藝你就是，在作的那個底下的功夫，可能就是

要比人家多點時間去研發，常常在製作這樣子，熟能生巧。

（BF1-009） 

錯誤也是一個學習，就好像我那時候也很不乖阿，我就是跟師傅

去阿，那時候想說，這家麵包的土司呢應該是有加蛋白，所以他，

韌性會比較彈、比較強⋯那我就非常、非常不聽話呢，把所有的

水量全部都變成蛋白（全場笑），那天被老闆跟師傅罵死了，麵

包發不起來。（BE1-140） 

我會永遠記得，我在傳授的過程會跟他們講，攪拌麵包要注意蛋

白只能加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幾以後對於酵母是有影響的。

（BE1-143） 

    三星的廚師是具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但是這裡的創意並非是要放

棄基礎的菜餚，而是在於個人的視野，並穩固墊基在傳統的廚藝上。成功

的食譜配方是建築在基礎的背景知識上，創造出新的替代品，與新的產品 

(Gazzoli, 1995) 。 

 

三、 基礎學科能力對創造力的影響 

製作創意產品時，創意烘焙師除了以個人的經驗法則為創作的根

本之外，在原料配方調整上有時也會運用到簡單的數學、物理等基礎

知能，來構思創意產品的產品外觀與整體呈現，例如運用數學的運算

計算出蛋糕的重量，並融入基礎物理的概念計算承載力、傾斜摩擦力

等來設計及製作出具高度及層次性的傾斜蛋糕。烘焙基礎學理以及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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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技術基本能力的養成，讓創意烘焙師在製作創意產品時更能夠自我

要求，以期製作出能超越他人的作品，並利用觀看美術館展覽等方面

的書籍加強自我藝術層面的涵養，以及參與中華美食展、新加坡美食

展等美食展覽，以提升自我創作能力的途徑。 

這個蛋糕就是實際上，這個東西在架構上，後來跟數學原理有

關⋯它這個蛋糕實際上作的時候，跟數學相關比例是有相關的。

（BC1-031） 

當我接到這個訂單的時候⋯我就拼命打電話給我老師⋯她說南

西先算算看那個重量，然後再算傾斜度，我說，天哪，我還計算

哪。（BC1-032） 

我說我不會算數學，你（老師）不要叫我算，我不接，然後後來⋯

那個晚上我就失眠了，我睡不著覺，我早上起來作一作⋯我再作

個筆記，我在自己再簡單畫個圖，算一下⋯我把那個重量，它的

比重，我想辦法把它那個重量⋯我放上去比比看，好像還可以，

如果把某些重量的重量除掉，還可以這樣算上來⋯中午的時候我

才跟她打電話說，好，我接受你的訂單了。（BC1-033） 

我一直算時間，她說九點鐘切蛋糕，我說，好，沒關係，九點鍾

切一定不會再繼續（傾斜），其實蛋糕已經在這樣子了（傾斜），

已經在傾斜⋯為什麼不趕快切⋯切的時候我說，噢，感謝主，切

了。（BC1-035） 

Sternberg and Lubart (1995) 認為創造力的表現受智慧、知識、思考型

態、人格、動機和環境的影響。知識在思考歷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能引導

個人產生新奇的想法，創意烘焙師不論在烘焙廚藝專業領域內的知識與技

能的學習，或是其他廚藝範疇學習經驗的累積，甚至是一般基本學科、通

識藝文學門的習得，均能豐富其個人知識及經驗的涵養，促使創意的產

生。Csikszentmihalyi (1999) 認為以個人 (person) 、工作領域 (field) 、學

科領域 (domain) 三者的交互作用為核心，構成一個文化演化的循環歷

程，其中個人認知的變通性、動機、生活經驗，受到所處文化的影響甚鉅。

Gardner (1993a) 提出創造力「互動觀點」：強調個人、其他人、工作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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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重要性，認為有創造力的個體能經常地解決問題、產生成果、或能

在一專業領域中定義新問題。因此，創造力發生於特定的專業領域內，受

創造者的智能、個人特質、社會支持、領域中的機會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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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意歷程 

壹、 創造潛力的習得 

一、 創意從模仿開始 

烘焙創意歷程發展之初，歷經模仿摸索的過程，創意烘焙師先藉由模

仿他人的作品，學習新的技能，精熟並紮實廚藝的基礎，內化為自己創作

的潛能。 

剛開始，難免是有一段模仿的這個過程。（BA002） 

對創意烘焙師來說，藉由模仿，確實有助於烘焙技巧的學習與精進。

Simonton（1999）也認為有不同的專家與楷模供個體學習時，較有可能產

生正面的結果。 

觀察創意產品的方式上，創意烘焙師著重在能吸引自己注意力的作

品，將焦點放在產品的特殊性，如 show piece產品的氣勢，烘焙作品的本

體是粗中帶細緻的、作品的展現是展現創意中的精進力，以及技巧性的突

破。 

我看東西第一個就是要吸引我⋯它可能是比較異類的，或是說它

可能是比較⋯霸氣的⋯看起來很粗曠⋯就是粗中要有細，創意中

帶了細膩⋯創意以外還要呈現所謂的困難度。（BA070） 

除了從他人的作品及工作態度中學習新的觀念及技術之外，並向生活

或工作場域中的創意楷模學習，讓創意烘焙師對創意產品的創作與詮釋有

了新的觀念及闡釋。 

我從高中就開始比賽了⋯那時候比賽就真的只是純看書，一直到

二技，跟我幾個同學在聊天的時候，他講他另外一個準備方式⋯

我發現，用這個方式去準備之後，我的想法就更寬了。（WF1-070） 

我做WF老師的助理⋯我之前是全國賽的選手，後來拿完金牌以
後，老師帶我去做裁判長助理，所有選手的東西，我都會吃，吃

的時候我就會知道，這個東西的創意大概是什麼⋯所以後面想法

上就比較不同。（WF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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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上海之前，碰到一個很兩極化⋯的說法⋯⋯是一個新加坡來

的 chef。（WF1-042） 

他給的觀念跟以往台灣師傅給的觀念差非常多⋯台灣的講法在

創意上都是說，就要用很多沒看過的東西，很多人家沒看過的食

材。（WF1-044） 

他講法是，有創意不是你用人家從來沒看過的東西⋯他說這個算

是有創意，但是他們比較喜歡的、比較要的，是你可以把傳統的

東西⋯做一個新的詮釋，或是用一個新的手法去表現。（WF1-046） 

同樣的東西然後我就是，別人跟我們⋯整個就是說去超越他，就

是把它就是擺的比現在更完美。（BF1-019） 

「創新」的定義對創意烘焙師來說，不僅僅只是新食材、異國食材的

使用與融合，創意產品同時也是對文化的闡揚以及內涵重新的賦予的表

達。 

 

二、 搜尋資料並建置創意資料庫 

創意烘焙師平日即經常性的閱讀各式報章雜誌與書籍、觀看相關的電

視節目、到圖書館收集相關資料，或參加、觀摩各式廚藝競賽，藉此了解

廚藝世界的脈動，並將平時所見所聞之刺激因素與廚藝作一聯結。 

我除了財經類很少看之外，就其他的我都會翻⋯國家地理頻道或

是什麼雜誌我就是這樣看或翻，或是我去我外面逛，我已經可以

開始聯想了，平常多看電視，看報章雜誌。（WF1-119） 

我平常就⋯在看書，因為學校圖書館的關係⋯再加上我看比賽。

（WF1-053） 

真的要常翻書看或看書，而且買一些對你跟你的專業的書籍有關

的書拿回來看，我覺得那個都是你的良師益友，你有事沒事你翻

它、你看到，無意中你吸收進去了。（BC1-010） 

可能有時候很多雜誌、很多書籍阿，甚至看什麼很多電視節目，

現在、這什麼東西在，想到可以回顧、可以怎麼去，怎麼創造出

流行的位置。（BF1-077） 

看招牌，招牌配色⋯再來，金寶山，金寶山那些雕塑，竹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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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還有徐州路那家中華工藝社，全台灣（最好的工藝產品）的

都幫你挑在那裡了⋯我是台灣人，我要把台灣這樣的東西帶進

去⋯我們把我們東方的一個特質和特點，去比賽。（BE1-050） 

看別人的作品，我可以從裡面吸收到，我下次去比賽的時候，我

也可以把它一些細工的部分套用到其他的蛋糕上面。（BD1-012） 

創意烘焙師的創意點子的來源及發想，是透過各種不同層面、方式、

管道的刺激而來的，不僅僅是烘焙廚藝相關的書籍或他人烘焙作品，甚至

是一般的圖書、流行雜誌、電視節目、藝術展覽以及生活週遭的可見之物，

都能刺激創意烘焙師創意思考。Perlik (2002) 也在其訪談美國各界著名的

成功廚師的文章中提到，廚師的靈感常來自於意想不到的資源，可能是閒

談間、電視上商業行為、藝術工作等，都能讓廚師創造出一個偉大的新口

味。為了保有新點子，除了從雜誌、課程等傳統方式的取經方式外，現在

也透過電影、藝術及時尚來獲得靈感。 

 

（一）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除了平時在藝術方面的學習與涵養，創意廚師在構思創意產品的時

候，一旦陷入腸枯思竭的困境時，仍會主動的到富含藝術氣息的展覽館或

由參觀展覽中尋找新的靈感，逛市場、商店等搜尋創意的元素，苦思如何

以單純的食材造就出不凡的藝術精品。為了時時保持專業的敏覺度，創意

廚師同時強調主動參與國際活動對增廣見聞，拓展自我國際觀的重要性。 

然後 idea沒有，又去看故宮博物院，思考我們的 idea能不能把，
烘焙的原料做成藝術品把它帶入。（BB1-012） 

看個畫展什麼，我對這方面本身就有興趣，但我不是科班，我是

念普通科的，藝術的東西我是就蠻喜歡的。（BB1-045） 

我剛開始學是在基隆，水平有差別，大都市裡邊的甜餅看起來比

較漂亮，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真正甜點，大概都是從雜誌看，反正

師傅教我們差不多這個是椰子塔啦，這個就像柏另卡（日語），

就是從日本那一些學的⋯就做一些不像西點的西點。（BB1-019） 



 91

不用看書，叫我看書我也看不下去，迪化街走一趟。（BE1-130） 

我比較喜歡逛，平常人家擺地攤，然後衣服上面的東西，比如說

衣服上面不是會有一些娃娃什麼花嗎？可能把它放在蛋糕上

面。（BD1-061） 

所謂的國際觀就是要多參與，人家是流行什麼，進歩到什麼，這

個很重要。（BB1-047） 

大眾文化的引導對廚師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藉由產業刊物及研

討會可以尋求靈感，加上現今消費者多半勇於嘗試新口味，利用這些資源

的結合，是一個可創作出新穎、大眾化產品之的重要靈感來源。Perlik (2002)

指出消費者的口味及意見有時會成為廚師創作的來源，消費者的口味也是

決定一個新產品成敗的重要因素。對創意烘焙師來說，除了書本上靜態的

學習，或是技能上不斷的練習，只要是生活中任何一種資訊的刺激或習得

皆是創意烘焙師創意點子的來源，尤其邊走、邊看、邊問、邊學的方式，

也是創意烘焙師最佳的學習方式，並讓創意烘焙師對於當季食材或特殊食

材的運用能更為熟稔。Perlik (2002) 提到從大自然中，常使廚師意識到一

些可食的素材，從民族性及農業市場的原料也可以發現一些新意，有些廚

師就特別喜歡應用地區市場上所發現的不常用（見）海產及產品，從市場

食物供應，更可洞悉一道菜是如何以純粹的方法被烹煮及供應的。此外與

家人互動，同時也是廚師的重要靈感來源。 

 

貳、 創造思考的歷程 

一、 知己之彼，百戰百勝 

產品構思之初，創意烘焙師首先評估自身的專業能力，特別是到國外

參加國際競賽時。由於烘焙產業源自於西方，為避免無法將西式烘焙產品

的口味、西式產品設計意念、西方文化意涵具體且傳神的表現出來，而只

能徒具形式，創意烘焙便改以自身的文化背景作為產品的創意基底，融入

西方烘焙產品的創作元素，製作出具有創意廚師所屬國家之文化色彩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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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產品。 

不是真正歐洲的，不是真正原始國的話，通常都是會把國家的風

格帶進去。（BB1-017） 

去國外跟人家比賽，如果說，以他們的創意來講的話，我們融入

我們東方的成分比較討好一點，鳳凰還是這些東西，在國外可能

比較沒有，所以就是結合一些中國的東西。（BF1-010） 

因為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地域，這個地域可能也是什麼文化，那

我們可以把他融入進去，人家一看，這台灣的。（BF1-011） 

在構思新的烘焙產品時，創意烘焙師也藉由在學校中或是在工作場域

中，所學習到的基本烘焙廚藝功夫與創作經驗，加上對各種食材特性知識

的了解，將各種製作技巧，以及食物特性加以排列組合，以完美的呈現新

的烘焙產品。 

在這樣的一個學習過程中間，某一些東西，你是知道該怎麼做

的，ok，那我們是不是嚐試的可以去交互著使用，比如說我巧克
力撐不住，我也許裡面呢先埋糖，外面再刷巧克力，硬度就比較

夠，去撐它，或是說為了包它的軟度，我也許也打了一個比較軟

的蛋糕，那這個蛋糕裡面我我用很多素材，比如說，我用針管去

把達爾慕斯給打進去，打到蛋糕裡面，讓它看不出來這個慕斯是

怎麼跑到蛋糕裡面去的，然後為了慕斯怕流動，外面再用巧克力

再封底，封底好以後，我再用什麼東西再把它呈現、把它跨出來，

這個可能就是，基本的一些基本工，然後一起把它組合起來，一

起呈現這樣子。（BA071） 

施坤河（2004）提出國內烘焙業者在未來烘焙產業的發展特色上為：

（1）中西飲食文化的結合；（2）現代科技和傳統技藝、技術的結合；（3）

經營方式順應於人們消費理念的變化。為發展及創新烘焙產業，創意烘焙

師需主動的去了解他國文化的內涵，並善用個人的專業之能，將本國文化

予以融入，創作出具有食用意義及文化特色，同時能吸引消費者眼光與認

同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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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意點子發想 

創意烘焙師以厚實的烘倍知能為基礎，經由模仿、學習、創新的歷程，

思考任何突破的可能，加以變化，激發出更多天馬行空的想法，成為創意

產品的點子發想，進而豐富產品的多樣化。 

當你看到一個產品在模仿過程你是很喜歡的，你要問自己，如果

我來作的話，我怎麼比他好⋯比如說他現在是作朵花，我現在來

作的話，我怎麼要做比他好，是不是在花的上面加露珠，是不是

在花的上面加小蜜蜂⋯甚至有更天馬行空的想法。（BA002） 

當陷入靈感告罄的瓶頸時，努力尋找刺激源，如前往藝術展覽館欣賞

作品，從經典藝術作品的刺激，或是與友人的對話中等激發出創意。 

然後 idea沒有，又找到去看故宮博物院，思考我們的 idea能不
能把烘焙的原料做成藝術品把它帶入。（BB1-012） 

我第一次到新加坡比賽的時候，我有去看過一個好像是那個什

麼，一個是用黃金做螞蟻⋯用黃金去雕刻螞蟻這樣子，我想，如

果說我，就是巧克力如果說表現這樣的話。（BF1-051） 

Winston and Baker (1985) 認為個體創造力的表現主要有三個條件（引

自毛連塭等，2000）： 

1. 在環境中有某些人、事、物的刺激對個體產生了有意義的學習價

值； 

2. 個體受到特定刺激的影響而聯想到其他可行的措施，或彈性調整

某些做法，因而在心中產生了新的點子或新的想法，這就是創造

動機的產生； 

3. 將新點子或新想法，加以實行或試用，最後再加以評估。 

因此，創造是一種思考的歷程，在思考過程中運用創造力，在思考結

果表現創造力。創意烘焙師對於自身創造能力的展現，藉由生活環境中收

集與接收到所有資訊，一一連結、刺激、發想，形成一創造性的思考模式，

創作出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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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腦力激盪激發創意 

創作的過程，藉由他人/團體成員的相互支持及激盪，創意烘焙師更能

看清自己的缺失處，截長補短，激盪出更多的創意，將創意產品修改至完

美。並從所收集的參考資料，時時回顧、思考產品在各個面向突破的可能

性，從中尋求更上一層的可能性，自我的要求及團體的壓力能促進創意思

考。 

基本上都有定行程，就是說要互相鼓勵，比如說我做烘焙，有人

作西餐，有人作水果雕，ok，我們擺出來時候，我覺得在技藝上
來講是相通的，有時候我沒有想到的，他會跟我們說⋯突然之間

就會看到我們沒有看到的地方⋯我們也找到上一屆（比賽）的資

料，我們心想，你如過連上一屆你都贏不過的話⋯所以做的東西

就是最起碼⋯起碼要贏過上一屆，要得金牌這樣子⋯那我們總共

在○○集訓大概是半年，那半年我們就是不斷演練。（BA041） 

創意烘焙師所創作出來的產品，有其獨特的見解及堅持，但也接納他

人的建議。在團隊創作中，對於異己之見，會試著尋找一個妥協點。 

如果是比自己的主體賽，比如說我比烘焙，他比西餐，他比中餐，

那可能在自己的本位上，都有自己的本來的想法，跟堅持的地

方，所以⋯其他的人給的意見，可能會參考，如果合適當然會放，

不合適他還是會走自己的，但是如果是走 team的，走團隊的話
可能就是要有部分的妥協。（BA1-062） 

最後，透過攝影師的取景鏡頭，創意烘焙師能由不同的角度審視自己

的作品，藉以修正，以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 

叫攝影記者來照相，你才知道你要怎麼去擺設，因為攝影師的視

覺，他們取景的一個角度就跟裁判是相同的。（BE1-071） 

Starko (1995) 指出腦力激盪強調要較多的意見、開始討論時先不要評

價提議、參與意見，並加以擴展結合，追求建立、連結、改進、天馬行空。

其有四種基本的原則需遵守：1.對任何想法都不加以批判，允許提出；2.

歡迎所有的想法，即使是不合理亦會接納；3.越多想法越好。想法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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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稍後再決定；4.鼓勵參與者結合想法。創意烘焙師藉由廣納它人的意見，

修正自己的產品，即是以團隊運作中腦力激盪的方式，激盪出更多新奇且

具創意的想法。 

 

四、 失敗為成功之母 

    創意烘焙師在製作創意產品的歷程之中，初期難免會因技巧的不純熟

或不夠完美的設計，而歷經多次的失敗及挫敗，但創意烘焙師不會以此為

杵，仍持續的試驗、永不放棄，直至成功為止。 

在做蛋糕的過程，因為剛開始我們也不是很順手，我們失敗、我

們苦，你們看不到，我們可能裡面丟的亂七八糟，丟的很多報廢

的蛋糕。（BC1-002） 

「挫敗」常常是潛伏期出現的契機，尤其是潛伏期與豁朗期之間，常

需要關鍵性的破壞，讓人突破或尋找出創意的空間。如潛伏期階段很需要

「擱置一旁」，經由問題的被探索而促使問題的解決，而在社會環境中，

實際應用與溝通已是許多研究認為是需要被增加的步驟。 

 

五、 天外飛來一筆－靈光乍現 

    在創作的過程中，創意烘焙師難免會遇到瓶頸，一旦思緒流入死巷

中，便容易陷入無法突破的困境，此時若能先放空自己，多聽聽他人的經

驗談，甚至於只是生活瑣事的閒聊，都能帶給創意烘焙師不同的啟發與靈

感。 

我就是試了手工，不行哪，好好的作品十八個鐘頭烤出來，就被

我破壞掉了，不行阿，又刻不動，而且一直很苦惱。（BE1-100） 

然後跟另外西餐的，也是要去比賽的⋯我們那時候就發明，屬於

選手的語言⋯常常看見然後做做，很累⋯那有西瓜，就坐在西瓜

那邊在哪邊發呆，那時候從點心房一出來，我就說，哩勾走哩西

歸丁陶低摸西歸歐（台語-你又坐在西瓜上面摸西瓜），就腦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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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沒有靈感了。（BE1-100） 

我就多少會聊天一下，這樣子，他給我給我一點意見。（BE1-100） 

他牙齒痛，因為熬夜，他就講說，咱勾七台一心跨，走某厚狗某

號起，勾厚郎修利，阿膝蝦米阿，一工，歐，阿丟呎氣賣（台語

-昨天又去看醫生，做不好就算了，還去給人家修理，怎麼了，

他說就是牙齒），他最怕那個聲音，然後就會，基⋯我就想說，

丟厚（台語-對），他在磨的（工具），假如把它拿來刻呢。（BE1-101） 

Sternberg and Lubart (1999) 則認為創造力是一種創造的潛能或個人的

特質，如同想法的靈光一現或是持久的擴散式思考歷程，亦如同為一種新

奇或獨創性的產品或精采的表達。暫時的思考放空、思緒的擱置，在創意

烘焙師的創造思考歷程中，常能讓創意烘焙師有瞬時頓悟的靈感產生。 

 

六、 以「人」為本的創意思考－少女的眼淚 

創意產品的製作，創意烘焙師以關懷「人」視為創意思考的中心，藉

由了解食用者的內心世界，貼心的從顧客的角度去思考，以顧客的觀點為

產品創作的主要依據，進而製作出富含人文意涵的產品。 

對人⋯我會先想⋯我跟這個人認識的情形⋯在他身上有沒有比

較特殊的一些⋯故事，我要了解一下⋯我會用我知道這個故事，

再加上我知道的食材表現方式⋯把它合起來，我覺得那個樣子做

出來東西，讓他了解我這個東西為什麼這樣設計，是因為他的什

麼什麼，他會比較有參與感。（WF1-053） 

創意烘焙師因善於將食用者的心境設計進創意產品中，以敘寫故事的

手法，將食材化為瑰麗的神話，鋪設出其所要表達的意境，將所製的餐食

時賦予其食用的意義，同時著重產品整體的呈現及樸實的美感。 

這個故事是我那個時候要寫給一個女生，我這個甜點就是要做給

那個女生的，為什麼泡芙做得像水滴狀，是用眼淚來做設計概

念，為什麼做 cheese呢，這是用了什麼材料，為什麼最後用可可
粉、糖粉？那全部都是有依據，我讓我每個動作都有它原本的意

義。（WF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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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著重與食用者心靈上的互動與融合專家學者的論點，達到餐食製

作者與食用者間情感的交流，創意烘焙師將情感的強度放入創意產品設計

之中，超脫創意食品僅是食品的框限，讓製作出來的產品更具有價值與意

義，展現出極致的生命力。 

我比較注意的是我們內心的想法，怎麼把這個想法做出來，做出

來的⋯這是個泡芙，其實單看這個泡芙的時候，你會覺得泡芙就

這個形狀，口味上大概就是那個樣子，然後我用杜威講的，把感

情做強度設計，讓我的東西看起來更有生命。（WF1-124） 

當顧客有不同感受，代表餐廳可以為自己的服務或產品感到驕傲。

Chapel相信人際之間的關係，不僅與他的供應商，也與他的顧客們。當顧

客被款待予合適的產品及特殊的服務，價格就變為第二重要的因素 

(Gazzoli, 1995) 。 

 

七、 經驗的反思－童年的回憶之森林一角的螞蟻 

童年在鄉野活動的回憶，成為創意烘焙師發展創意產品最好的創意來

源，由於創意烘焙師對自然環境細膩的觀察融入作品的創作當中，不但是

對自然環境的敬愛，也像在敘說故事一般，將自己的童年趣事分享給食用

者與觀賞者。 

就是作出螞蟻像是，就好像森林的一角這樣子，然後作出，一些

從木頭或是螞蟻在搬東西或怎麼樣子，那個景象。（BF1-054） 

我是在鄉下長大的，鄉下很多時候竹子、什麼東西，就有很多螞

蟻，這些從小就看到大，這種景物就很自然把它融入到你的作

品。（BF1-055） 

人們在吸收了感官方面的刺激、印象和點子後，會受到這些知覺的影

響，個人會很迫切想要將這些內心的感受和經驗，以真實的方式表現出

來。而完成這些作品需要直覺或創造力與技術，同時在作品完成後會很急

於想與他人分享。在創造力的活動中，廚師就像一個藝術家，用特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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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處理食物原料，使這一道菜具有整體的意義更勝於經驗上的意義 

(Hegarty & O’Mahony, 2001) 。 

 

八、 以文化展現為題材 

（一）小城故事－化（話/畫）蓮 

為力求傳統文化的展現，創意烘焙師巧妙的運用本土的特色食材在西

式點心的製作，以不同的型態，將西式點心、烘焙產品組裝成具有中國風

意境的產品，將餐盤化為畫盤，食材即彩墨，妝點出如詩如畫的山水世界。 

用蓮子去做蓮子幕斯⋯脆餅把它做成蓮花狀，把幕斯放在中間，

看起來像一朵蓮花，那底下，有一些 sauce，還有一些蓮花的葉
子在旁邊⋯用巧克力⋯把它用成我們中國的酒甕，然後把它鋸

開、剖開，它形狀都在，只是把甕子剖成兩邊，然後裡邊我用⋯

義大利的那個 sabayon⋯做一些 cosabayon放在裡邊。（BB1-013） 

    在 nouvelle cuisine中，法國廚師運用了（1）破戒 (transgression) ：打

破傳統的烹飪規範，包括了使用舊的烹飪法在新食材、重新組合舊的烹飪

法搭配舊的食材；（2）適量搭配 (acclimatization) ：引進異國的傳統菜餚

和一些著名的香辛料，去搭配法式料理 (Rao, Monin, & Durand, 2003)，以

這兩種方法製作出法式新料理。創意烘焙師打破傳統西點製作的規範，運

用中式傳統食材，以西點傳統製作手法，製作出創意產品，此為運用破戒

手法多於適量搭配手法，發展新產品。 

 

（二）地球風、火、水－浴火鳳凰 

同樣為了展現本土化，以求在比賽中討好裁判，在限時的廚藝競賽

中，為了表現出地球風、火、水等主題，創意烘焙師將東方文化中的吉祥

物－鳳凰，作為創意產品的主角，代表著火的意涵，搭配著龍捲風的意境，

再以一種跳脫到外太空俯瞰地球的方式，隱隱指出水的意涵，不以具體的

物象呈現產品的概念，而是以意會的方式描繪產品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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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負責作巧克力show spices的，所以我就，地球風和水⋯我就

是，雕一隻火鳳凰，比較東方一點的⋯就表示火，然後地球就是

把它作成就像從外太空看下來，然後他就有那個藍色、還有白色

這樣。（BF1-004） 

還有一些像是風的感覺，就是做一些，好像龍捲風那種感覺，搭

配這樣子。（BF1-005） 

比賽現場的，時間也有限制，所以你也不能有太細工，就是一些

類似有一個意境表達這樣而已。（BF1-007） 

美食學可以由單純的實用面跳脫到純藝術的層面，係因飲食文化具備

了歷史以及跨文化的基礎，使得人與人之間產生交流，而個人（廚藝）才

華也得以發揮。在一般的用餐場合，飲食可能只是滿足口腹之慾的食用行

為而已，但是在高級餐廳，因其自身的價值性，所欲給予消費者豪華、愉

悅的用餐經驗卻已經超脫出生理層面的滿足，並同時滿足消費者部分心理

需求 (Hegarty & O’Mahony, 2001) 。創意烘焙師在產品的設計上，僅止是

設計一項食品，更也是個人在人文情感以及藝術層面的展現與表達。 

 

九、 創意產品的轉化 

藉由坊間偶見的商品及師長及前輩的創作產品，轉化成自己創作發想

的點子，分析出產品的成分，將口味調和的食材作為新菜色的創作基礎，

再作一排列組合，藉由他人的創意刺激自己的創造性思考，並加以改良與

超越，應用在其他產品的創作，產生出具創意想法。 

我聯想的方式是這樣⋯我喝玉米濃湯也覺得玉米濃湯甜甜的，而

且我們在坊間有看過用玉米跟牛奶去做的刨冰，我直接聯想過

來⋯而且我有一個老師曾經用過玉米跟白巧克力去做 muffin，所
以我直接聯想，覺得這東西全部是可以搭在一起，所以我把他整

個轉過來，因為我用玉米搭了白巧克力，那可能搭一點點杏仁跟

塔跟 cheese⋯因為玉米跟牛奶的味道是很搭的，所以我要白巧克
力就很牛奶的味道，乳酪 cheese也是牛奶的味道，所以相關的，
他要有相關的設計基礎。（WF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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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烘焙師將甚少搭配在一起的食材，在味覺適配性的考量下，加以

運用、搭配，以適量搭配手法為主，破戒手法為輔，製作出新的創意產品。

而法國廚師在 nouvelle cuisine中，所運用的破戒 (transgression) 是指打破

傳統的烹飪規範，包括了使用舊的烹飪法在新食材、重新組合舊的烹飪法

搭配舊的食材；而適量搭配 (acclimatization) 則是指引進異國的傳統菜餚

和一些著名的香辛料，去搭配法式料理 (Rao, Monin, & Durand, 2003)。 

在嚐試製作創意產品的過程中，面臨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創意烘焙

師首先會主動了解技術上現有的製作困境，思考分析，尋求到適當的解決

方法，再進行實驗測試，直到克服困境， 

既然到那裡參加比賽，你真的會接觸到蠻多平常都不會去接觸的

行業，像我要去雕刻，我就要去知道，做牙齒的那個電鑽，因為

麵包它很容易碎，那我假如用手工雕塑它，會碎掉而且不精細，⋯

自己去想，我要用什麼東西去刻它，就想到，他們牙齒用的那個

電鑽，他可能一分鐘，好幾千轉。（BE1-099） 

   Mayer (1989) 指出創意技巧是學習者利用方法學習面對問題，而能夠

得到新的知識與方法的媒介，而非工具性的技巧。透過創意技巧轉化與運

用，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活用中。有許多創意方法得以促進學習者的創意

能力： 

1. 類推模式：此創意教學可應用於科學、數學與資訊學科。連結舊

經驗至新的學習領域中。 

2. 問題解決：教室中的創意思考教學，學習有能力產生新的方式，

適用先前的學習，面對新的狀況得以有能力應付問題。其步驟為：

描述與瞭解狀況、發現事實、描述問題、尋找解決方法、應用解

決方法、評估解決情況與修正改善解決方式。 

利用類推模式，創意烘焙師的思考先與舊經驗作連結，將已知菜餚的

材料、特色、內涵進行拆解與分析，再以此為基準進而發展出新的菜色。

相同的手法也應用在中餐西吃，將固有的產品，以西餐製備的方式，將具



 101

有中國風及台灣味的菜色作一全新的詮釋，將傳統的文化與商品，賦予全

新的食用意涵。就像是法國廚師在 nouvelle cuisine中，運用了（1）破戒 

(transgression) ：打破傳統的烹飪規範，包括了使用舊的烹飪法在新食材、

重新組合舊的烹飪法搭配舊的食材；（2）適量搭配 (acclimatization) ：引

進異國的傳統菜餚和一些著名的香辛料，去搭配法式料理 (Rao, Monin, & 

Durand, 2003)這兩種方法，創作出法式新料理。 

這樣一盤裡面有三種，是雞的三個不同的部位，讓客人在吃這個

東西的時候，他可以吃到三種不同部位的口感，這個東西全部都

使用中餐去定的，第一個可以看到這個，是用宮保雞丁這道菜去

做的，宮保雞丁可能有花生、有辣的東西，它可能雞肉是有辣一

點點的，所以我雞肉把它炸過，後面配一點比較辣的口感，讓它

吃起來感覺是宮保雞丁，但是它看起來西餐，那中間這個，是醉

雞，是冷的，它也是看起像是西餐裡的雞肉捲，但其實它是醉雞

的做法下去做，我只是把它的陪襯方法換一個，這個就是一般海

產店在烤的那個內臟⋯雞心、雞胗什麼東西，配啤酒，⋯全部都

是台灣的東西，全部轉過去的手法，所以手法上就會跟別人不一

樣。（WF1-174） 

Wallas (1926) 指出創造想像發展的四個階段：1.準備期 

(preparation) ：收集相關資料，融合新舊知識。2.醞釀期 (incubation) ：暫

時擱置問題，在潛意識裡繼續思考。3.豁朗期 (illumination) ：頓悟。4.驗

證期 (verification) ：付諸實行並驗證可行性。創意歷程常因角色或情境的

不同，對於問題的詮釋也有所不同，因此對於四個歷程也有擴大解釋或進

一步探索之研究。根據此一論點，在創造性思考的歷程當中，創意烘焙師

由一開始的資料收集，進到新舊經驗的組合、點子的發想，甚至在腸枯思

竭時，對問題的擱置，自我的放空到突然的頓悟，最後對創意點子的驗證

及產品的修正，皆有相同的行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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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創造潛力實踐 

一、 獨樹一格 

為了表現出食材最適合的品嘗方式及產品風味，創意烘焙師在產品的

調味上，有著基本的堅持，並搭配產品創作的基本理念，以突顯每種食材

的特色與產品中原料搭配的協調性。 

其實我覺得做的東西就還好，但是你要怎麼把那個東西，為什麼

覺得這兩個東西搭的起來，或者是為什麼選這個味道，要有一個

設計的根本，是從什麼東西聯想到這個東西，有一個這樣的基

礎，你的東西才會比別人的出色。（WF1-047） 

平日創作餐食時，創意烘焙師會特別強調對創作產品與食用者心境的

闡述以及心靈互動，同時賦予創意產品意義或意涵。在參加國際比賽時，

對於時代趨勢、烹飪新手法、擺設方式的創新性呈現、食材組合搭配的獨

特展現尤為重視，創作出自己風格的創意產品，並融合文化賦予烘焙創作

意義，使產品具生命力。 

我一般在做這種比賽或者是做比較特殊的展覽或比較特殊事情

的時候，我的準備方向分兩個，如果是對人⋯我會先想⋯我跟這

個人認識的情形⋯在他身上有沒有比較特殊的一些⋯故事，我要

了解一下⋯我會用我知道這個故事，再加上我知道的食材表現方

式⋯把它合起來，因為我覺得那個樣子做出來東西，如果讓他了

解我這個東西為什麼這樣設計，那是因為他的什麼什麼，他會比

較有參與感⋯參加國際賽的話，因為比賽跟平常在做，效果是差

很多的，要考慮到，現在時代趨勢在哪裡，有些手法上，要用比

較新的手法，或是他的擺設方式，或是他東西組合方式有沒有什

麼不一樣，或是他表現的是用什麼原理去表示⋯我平常就⋯在看

書，因為學校圖書館的關係，我常常就會去看很多國外的雜誌，

因為我有數位像機，所以我會直接翻拍書上的東西，再加上我看

比賽⋯所以我電腦裡的資料就很大，我臨時要參加什麼比賽，因

為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去參加比賽，或者不知道什麼時候要

參加活動，所以我一直都保持在我電腦裡面的東西，然後就抓了

很多相關的照片在我的電腦裡面，現在如果我確定，像我知道上

海的比賽我要比的範圍是⋯或者是要比 set menu，我就會先把相
關的、覺得用的上的照片、覺得跟我的想法有 match的照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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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找出來，我可以用這些東西再做處理，先看他的一些

presentation之後，用我的想法⋯再做處理，所以我那時候找的照
片就是很多不同的照片，然後⋯組合上⋯我要的。（WF1-053） 

我比較注意的是我們內心的想法，怎麼把這個想法做出來，做出

來的⋯這是個泡芙，其實單看這個泡芙的時候，你會覺得泡芙就

這個形狀，口味上大概就是那個樣子，然後我用杜威講的，把感

情做強度設計，讓我的東西看起來更有生命。（WF1-124） 

食物供應是人類進化很重要的一環。除了生存目的，飲食更可以區分

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製備方式、呈現方式、隱含的風俗和傳統)，可以藉

由食物了解文化的現象。是因為食物具有無限的變化性，且其為文化意義

的表徵 (Hegarty & O’Mahony, 2001) 。創意烘焙師從時代的脈動，個人生

命價值與社會文化的展現，到各種烹飪技巧的使用，一一的融合與靈活運

用，用以變化出不同的創意作品。 

 

二、 無處不廚藝 

因為平日已養成將廚藝與生活密不可分的思考習慣，創意烘焙師很容

易將所見所聞轉化成廚藝相關的資訊，與產品的創意來源。 

我看的時候就開始連結了，就是選手比較病態的現象。

（WF1-068） 

我為什麼會這樣表示，我的心態上為什麼要這樣做，不是說我們

做東西就是藝術品，但是我用這種東西來表示的時候，就會跟別

人不一樣，因為當別人都在介紹畫介紹音樂的時候，我們用菜來

表示，所以想法上就比別人有創意，所以我覺得這想法挺好，就

是跟一般學生不一樣，最主要是際遇，我碰到我的生活是這樣，

我其他的同學能理解為什麼會想這樣，但是就是已經很生活化，

就是我平常就是這樣想。（WF1-126） 

我覺得還是一般的基礎⋯教你這個東西應該是這個味道就應該

是這個味道，或者是他的口感大概是這個樣子，這不是很局限於

這個東西只能這樣，就是它的味道在這個範圍內，你不能做太大

的變動，想法上只要在這個基礎範圍內，其他要做什麼東西都

行，但不管外加了什麼東西，不能破壞了它原本設計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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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1-116） 

我覺得還是技術要紮實，技術要扎實要有理論基礎，你已經知道

為什麼會，後面再加上一個經驗更能夠記住這個動作或是這個程

序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我覺得學生本身就有那個熱忱，他自己很

喜歡這個東西，學校再培育、再訓練，將來教出來的，才有可能

就有價值，不然其實現在看起來很空洞。（WF1-180） 

不僅只是從生活中尋找創意，創意烘焙師為了成就更高層次的技巧及

創作展現，對於烘焙廚藝領域相關知能與技能的學習更是不遺餘力。在任

何領域上的高度成就，都是依賴並結合前人所累積的經驗和技術成就。很

多技術的產品不需要藝術，但藝術的產品必定需要技術 (Hegarty & 

O’Mahony, 2001) 。 

創意烘焙師除了對於他人新的創意製作手法提出疑問及思考，表現出

個人的疑問心，並向他人請益、不恥下問，此為創意烘焙師之發問心，同

時將生活中所見所聞的觀察，融合自身廚藝專長，模擬轉化，應用在自己

的產品創作上，為假設心、應用心、整合心之展現，同時突破原有製作水

準及限制的精進心，力求造就出高於他人的作品，呼應著疑問心、發問心、

假設心、應用心、整合心與精進心等創意六大心法。  

 

三、 顛覆傳統，融入多元元素 

顛覆國內傳統的食物製備方式，創意烘焙師將國外食物製備的方式及

元素融入自己的產品中，同時強調口感的平衡，並運用所收集的資料，做

各種方式的組合來創造新的產品。 

在台灣或是國內，人家看到就是一盤⋯一塊魚就是塊魚，或者一

塊肉就是一塊肉⋯現在他們國外一個比較新的手法，就是他東西

可以不要做太大，或做太多，然後把主題做稍微精緻，要是這一

盤裡面你可以兩種以上不同的東西，後來我就用這種方法，一盤

海鮮裡面可能出現了鮭魚跟龍蝦，其實不同的東西，讓品嚐我這

道菜的人，可以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口感，所以我那時候設計的，

原本的想法就是那個之前在新加坡的 chef給我的靈感、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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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讓這道菜要平衡，口感要平衡，抓的是它的口感。（WF1-054） 

那團體賽的部分，因為比的是大型展示品，所以找的資料就是不

一樣的東西，我要參考國際賽的東西，最後組合起來就是我要的

樣子，也就是我用很多以往我做過的東西、比賽看過的東西、書

上的東西去組合⋯從很多平常一直累積起來，不是突然看書或什

麼就做的出，要很長時間去一直看這個東西，也有操作到，才會

知道它中間的難度在哪裡。（WF1-054） 

Harris(1971)認為飲食與藝術相關的行為應包含下列三個要項：(1)熟

練的技術，(2)對傳統的忠實，與(3)創造力 (Hegarty & O’Mahony, 

2001) 。創意烘焙師藉由學習他人的廚藝技巧精進自身的烘焙技能，在產

品的創作上，即便是顛覆烘焙廚藝舊有觀念的創作，也本著尊重傳統，求

新改進的精神，展現個人的創造力。 

 

四、 廚藝即藝術，廚師即大師 

創意烘焙師運用個人的天份，藉由揣摩藝文大師的藝術風格，涵養自

己的藝術創作能力，形成個人獨有的廚藝藝術風格，視廚藝創作為藝術創

作，並將不常出現在烘焙產品的食品原料運用其中，不論是新奇的食材或

是隨處可見的一般、傳統食品，都是創意烘焙師構思的食材，並善用聯想

力，將同一菜色以類似的食材搭配，以不同的展示方式呈現。 

我們在寫企劃書，我可以幫同學作一些設計，可能顏色要很搭⋯

怎麼調那顏色，或顏色怎麼搭，這部分可能跟天份比較有關係⋯

我覺得我大概有那種概念，覺得這要怎麼搭，可能畫的手法，譬

如說我看馬諦斯的畫，或我看誰的畫，然後我就知道⋯他的線

條，我先了解他畫那個畫的原理或是那個畫家他為什麼要畫，我

就可以用那個方法，先揣摩他的手法，然後來畫，用我的方式來

畫醬汁，畫我的材料，我就發現⋯這個樣子，跟原本人家畫的都

不一樣。（WF1-066） 

我會有這個想法，是因為我發現烘焙的學生他們對蔬菜的運用沒

有西餐的學生⋯這麼常用，所以我這場考試裡面，當大家都用水

果去做甜點的時候，我用蔬菜。（WF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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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是屬於作吃的，那你可能就是怎麼樣子把這個東西可以融

入就是跟作吃的有關，作什麼就是能夠把它表現出來，好像類似

藝術的這種表現，因為這有的專門雕刻的人⋯他也是需要靈感

哪，就是每一行、每一業都有不同的那個創造。（BF1-057） 

Kay (1998) 提到創意歷程包括情感與社會的互動，以及解決問題的技

能，其所建議有利於創意想法的產出的情形包括：具有基礎專門範疇內的

知能、了解思考時間與學習時間是同樣關鍵的、創意結果必須有足夠的時

間去反思與整合新概念，建構一個可冒險、常有短暫挫敗與失敗的環境，

學習尊重或欣賞創造力的經驗、多元想法與概念或觀點中的良好連結等。

因此對於每一次產品的創作，創意烘焙師就像是面對一項項不同任務的解

決，其中所需技巧及困難程度各有不同，創意烘焙師經由不同的思考模式

思索最適切的解決之道，除了利用各種管道廣納多方意見之外，創意烘焙

師也運用各種創意技法在思考創作的歷程中促進創意的產生，最後再藉由

個人專業能力的展現創作出「創新」、「獨特」且「吸引人」的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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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意產品的面向 

創意產品的展現及評估有著多種的面向，藉由了解創意產品的創意內

涵，有助於創意烘焙師廚藝創造力的培養。美食學講究平衡、和諧的美感，

由食物的顏色、溫度、口味、組織等面向展現，藉由現實生活中，真實存

在的創作產品與藝術的美學概念彼此相呼應 (Hegarty & O’Mahony, 

2001) 。 

 

壹、 創意烘焙 

對創意烘焙師來說，所謂的創意表現在廚藝上，是需要有不同以往，

異於他人的創作，而非抄襲而來的作品。這些創意的展現，需要依靠平時

日積月累的廚藝實作經驗與學理根基作為支持的基礎，輔以傳統文化精神

作為發展的內涵，除了產品的製作需精緻具藝術性之外，還能製作出令人

難懂的作品。也因為極具價值性的創意產品需要經過精細的實驗與改良，

因此在產出的數量上會有一定的限制。 

創意，對我來講，我也許就是說，一般正常的東西不一樣，有一

些不同。（BB1-001） 

創意就是⋯不是抄襲的，但是你還是要運用你過去的經驗累積下

來去把它作出改變，或是帶入一些新的、別人沒有想到的想法。

（BB1-001） 

再怎麼創意，還是要傳統的，也是要從基礎跟原有的地方再去把

它再衍生一些不同的想法，把不同的想法帶進去。（BB1-001） 

不是真正歐洲的，不是真正原始國的話，通常都是會把國家的風

格帶進去。（BB1-017） 

因為國家的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地域，就是說這個地域可能也是

什麼文化什麼東西，那我們可以把他融入進去這樣子，人家一看

說，這台灣的。（BF1-011） 

像我做裁判做這麼久，最好全世界的裁判，我心理應該是什麼，

最好是你做出來連他都不大懂，那你就一定分數會高，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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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他都看不懂說，奇怪，你是怎麼做到這樣，有辦法把他做到，

照道理沒有那麼工程，不管你是用一些那個機械去輔助也好，你

都沒關係，你容許範圍內，但是你做出來比別人漂亮。（BB1-042） 

創意應該都是，但是量不會大，創意的東西都要經過去烤，經過

去實驗，做出來的，大概不會很大。（BB1-002） 

Christiaans (2002) 指出設計者在設計新產品時，會不吝於提出

更新或更能吸引人的設計概念。因此，創意烘焙師在個人創意的發

想及展現，常能不畏他人眼光，創出獨特的產品風格。 

 

貳、 口味 

一、 平衡的口味 

對於創意烘焙師來說，創意產品首重食物的口味，因此創意產品基本

上不但需要具有良好的風味，同時強調口味的平衡性。讓食用者在食用品

嚐食物的美味，也能感受到和諧的美感、心靈的愉悅。 

Taste is number one. （味道是最重要的）。（BH1-001） 

taste一定是最擺在前面，因為你這東西最主要要吃。（WF1-115） 

你要讓這道菜平衡，它的口感要平衡。（WF1-054） 

 

參、 食材的運用    

一、 傳統食材運用的突破 

食材的選用也不會將自己侷限在固定的框架中，除了將不常用於點心

製作的材料應用於其中，也因為對於食材豐富的認知、廚師多元接納的胸

襟，讓創意烘焙師在原料的選用上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奇。食材的運用

在創意烘焙師的手上像是魔術一般的，以不同的面貌呈現在創意產品中。 

我會有這個想法，是因為我發現烘焙的學生他們對蔬菜的運用沒

有西餐的學生⋯這麼常用，所以我這場考試裡面，當大家都用水

果去做甜點的時候，我用蔬菜。（WF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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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就想阿，台灣的米現在就有香米，有芋頭味道，我假如把

這樣的一個米加入 cheese cake裡面，那不錯阿。（BE1-105） 

我有去試了，因為你完全都想不到，看到的是白米，可是有吃到

芋頭味道，而且是天然的，它從DNA基因裡面去培育。（BE1-107） 

 

二、 新食材與異國元素的加入 

在原料的選用上，新食材或是異國傳統特色食材的運用，也能為特定

文化模式的產品添加新的元素。對於常見但不常用於烘焙產品的食品材

料，也可運用巧思適切的融入烘焙取材與製作，產生新創意。 

創意產品製作基本上它還是跟材料的選用有關係。（BG1-001） 

創意是不是可以從原料上來算，比如說，過去⋯好像有看過有人

把枸杞這些把它帶入西點。（BB1-002） 

他們國外用丁香，這些草本類的一些香料，那這些中藥材可能就

是由香港、中國大陸，我們台灣，日本可能多多少少也用一點點，

這樣子，他們接觸比較少，他們對這樣味道會比較新奇，我要怎

麼去想說，我們的枸杞要跟藍莓合，還是跟覆盆子合，跟他們的

cheese怎麼去融合，檸檬、萊姆，還有他們的酒類。（BE1-077） 

在創意產品呈現的方面，由於國內烘焙食材以國外進口者佔大多數，

加上國外食品原料廠商會派所屬技師來台推廣，藉此機會學習新食材的使

用及技法，注入產品創新的新血。因此對於創意烘焙師來說，食物原料的

選用及變化，也是烘焙產品的創意面向之一。 

烘焙職類來講的話，我們的食材⋯目前歐大概都是國外進口⋯可

能就是它因為進口的關係，所以他有一些所謂國外技師來台灣推

廣，我們接受人家的訊息以後，我們會去把它模仿學習起來，再

把它化成自己的能力。（BA003） 

配方的調整及原料的選用常是革新重點，例如，葡萄糖氧化劑的添加

不但提昇米粉烘焙產品品質，也能減少及經濟化加工過程 (Gujral ＆ 

Rosell, 2004) 因此不論是對配方的調整，傳統食材的變化，以及新食材的

使用，都是創意烘焙展現創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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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製作技術的改良與突破   

一、 設備與器具的創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創意烘焙師為了製作出特定的產品，

在專業設備或器具資源缺乏的狀態之下思索變通之道，以現實生活中較易

於取得一般生活用品代替或改造成自己可用的點心製作工具，而不受限於

市面上現有的烘焙器材，例如，空氣濾淨網、螺絲、磨牙電鑽、釘子、空

氣槍等與烘焙用具完全無關的生活用品，對創意烘焙師來說，都是可運用

的的創作工具，讓他們克服了創作中的困境，完美的呈現自己的創作產品。 

到最後連那個，像我們蛋糕上面噴的圖樣用巧克力下去噴的⋯在

台灣早期那個 chef來，找不到東西，就把那冷氣排氣孔那個排氣
罩那個洗乾淨，也挖來用那個⋯類似這樣用空格，罩下去噴一

噴，一樣效果很好。（BB1-024） 

就是老外來⋯他來找不到東西⋯他問我說你們有沒有什麼，因為

他國外來也不知道台灣有沒有什麼東西，他問我說你有沒有什麼

那個網板⋯看到冷氣罩，就把那個拿下來洗一洗就可以用⋯到現

在也是，只不過圖檔、圖案不一樣，其實原理都一樣⋯其實那個

圖檔，你自己設計自己刻也可以。（BB1-026） 

現在我只要看到我喜歡的形狀，我懂得去哪裡得到資訊，我甚至

於不用透過這些原物料廠商，或者是器具廠商，讓他們決定說我

可以做什麼形狀，我覺得，對我來講，我有辦法去主宰，對食材

的認識⋯我想要設計的產品，從頭到尾，我是要到哪裡去的到我

要的東西，而且親自去完成。（BE1-059） 

類似交趾陶的獅子⋯獅子的毛不捲捲的嗎？那就用⋯螺絲，像他

們交指陶一樣，去把它弄出，細的紋路，然後一根一根的直接把

它拿下去粘，那整個獅身，就是好像黏土那種雕塑一樣。

（BE1-067） 

既然到那裡參加比賽，你真的會接觸到蠻多平常都不會去接觸的

行業，像我要去雕刻，我就要去知道，做牙齒的那個電鑽，因為

麵包它很容易碎，那我假如用手工雕塑它，會碎掉而且不精細，⋯

自己去想，我要用什麼東西去刻它，就想到，他們牙齒用的那個

電鑽，他可能一分鐘，好幾千轉。（BE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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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有筷子的畫法，傳統早期廿幾年前美國是這樣子畫，慢慢演

進到用釘子，所以我現在怎麼可以保證用釘子可以畫出很多東西

來，台灣也都接受，其實台灣很多慢慢都接受用我們的方法。

（BC1-014） 

她（蒙娜麗莎）沒眉毛，怎麼畫都不像她，其實眼睛都已經很像

她，鼻子什麼都像，畫到眉毛我就停止了，就是敗在眉毛，我就

是沒有眉毛，我畫不出來，後來我就忙好久，我用空氣槍畫，畫

了好久，用空氣槍噴那個眉毛，才噴出來的。（BC1-044） 

創意解決法為促成創造力技能與其性格的方法之一。「創意性解決法」

此詞來自希臘，由William J. J. Gordon所創，是指一起討論刺激各種不同

觀點的產生。主張可在常見脈絡中思考一個陌生的概念來結合無關的組成

或概念 (Davis, 1992) 。創意烘焙師藉由連結無關連領域間的聯想、思考，

從非廚藝領域中的資源中，尋找到可利用之工具，協助個人產品的創作與

克服創作技巧上的困難。Craig Smith（Houston-based Portfolio Associates

社長）同時認為廚房用具的使用需評估廚房而定，當廚師能了解廚房真正

的需求，就知道要選用什麼樣的廚具，這是成功經營的關鍵 (Andorka , 

1998) ，因此選擇適合的設備與器具乃協助個人研發創意產品的途徑。 

 

二、 新技術的使用 

在國際競賽中，即使創意的評分佔有極大的比例，在產品製作的難度

上仍須達一定的水準，因此除了紮實廚藝基本工之外，新技術的學習同樣

重要，尤其國外食品原料廠商常會派所屬技師來台推廣，創意烘焙師可藉

此機會學習新食材的使用及技法，並將其內化成自己的知識及能力，轉化

運用在創意產品的設計，突破現有技術的限制。 

創意雖然佔了三分之一的比例，但是最後，再看的時候，就是說，

他這個做出來這個東西有沒有很高的困難度，這個也是裁判非

常，強調的嘛。（BG1-035） 

有一些所謂國外技師來台灣推廣，我們接受人家的訊息以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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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去把它模仿學習起來，再把它化成自己的能力。（BA003） 

在日本，由於冷凍技術的進步，蛋糕商品的種類也跟著變化，特別是

幕斯型的新商品不斷的增加（林谷燁，1996）。創意烘焙師對新技術的學

習及研發，有助於創意烘焙師創作出更多樣式的產品。因為食物製備的改

變需分秒必爭的情況下，餐廳員工常會長時間的集合討論，以決定適用於

廚房的廚具及設備以製作餐食。 

 

伍、 產品的呈現方式 

一、 產品的外觀－第一眼的魅力 

在評判創意產品時，如同人際互動一般給人的「第一印象」相當重要，

產品的「第一眼魅力」能抓住評審或消費者的目光，進而對產品的色澤、

設計、創作、細工加以評定。 

在國外⋯這第一眼很重、第一眼就一個分數了，再來就是，你的

色澤、還有你的設計、你的創作還有你的細工。（BC1-024） 

因此在產品的呈現方式中，一定程度的美觀及協調性是必要條件，而

形狀、色彩搭配、外觀的變化、線條的立體性等，也被視為創意產品的創

意呈現要素，重要的是新產品必須能更有吸引力。 

再下來有一定程度的美觀，你不能見不得人⋯最後看他的協調性

夠不夠好。（WF1-115） 

技術上的創意⋯創意在我們認為也許過去是源起把東西做得都

做成圓形，那也許你突然間換個形狀，或是換個造型不同，作起

來更有吸引力。（BB1-003） 

那巧克力它的評分標準可能第一個⋯就準確亮度是做得出來，你

的顏色搭配，或者是你的整個那個就線條立體感。（BF1-049） 

在產品創意的展現上，國際評審多半認為具有意義的抽象產品，勝過

於極度寫實的精緻作品，使人具有無形勝有形之感。換句話說，創意的展

現不只是精雕細琢而已，而是要有概念性的突破與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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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賽⋯很像當然在技巧上是很有分數⋯這些國際的裁判，他

們對於這個創意的部分⋯有些東西你做的太像，反而不見得是很

討好的。（BG1-003） 

為提昇商品的經濟價值，美麗的包裝及延長保存期限常是食品加工業

最重要的考量，仿古式的藝術錫罐、阻絕空氣能力佳之包裝材質及新式易

開設計（周婉萍譯，1997），皆是以此為考量。創意烘焙師為了作出能吸

引住消費者目光的創意產品，不論在產品本身、內部或外部的設計與包裝

上，皆需融入個人獨創的巧思，以充分的展現出產品的「第一眼魅力」。 

 

二、 呈現方式 

除了強調利用器皿及燈光的運用來襯托產品，對於呈現產品所需營造

的氣氛，運用其他有形或無形的資源，例如，展覽場的造景、音樂的播放

等方式，同時需要納入考量，以表達出產品的特性與意象。 

我找的那個瓷盤，它是像調色盤⋯我用的醬汁就是有三、四種顏

色，在擺設上，桌上可能就放一些水彩，或是水彩筆，讓你感覺

就是我這個甜點是畫出來的，人家光看可能就看那個甜點，可是

整個這樣看的時候，會發現這整個在設計上是有一貫的原理，一

看就知道要用這個方式表示，這東西比較有深度。（WF1-118） 

美感的話，可能就是說看你當時要擺設那個場地，⋯比如說也需

要一些比如燈光什麼配合，然後才製造那個氣氛出來。（BF1-016） 

 

三、 意涵的表達 

「少女的眼淚」烘焙作品之創意在於烘焙師掌握食用者的心境而設

計，烘焙師將自己化為說書人，將食材化為文字，烹飪技巧視為動詞，一

層層鋪設出其所要表達的意境，編織出浪漫瑰麗的神話。賦予烘焙產品食

用功能之外之深層意涵。 

這個故事是我那個時候要寫給一個女生，我這個甜點就是要做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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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女生的，為什麼泡芙做得像水滴狀，是用眼淚來做設計概

念，為什麼做 cheese呢，這是用了什麼材料，為什麼最後用可可

粉、糖粉？那全部都是有依據，我讓我每個動作都有它原本的意

義。（WF1-124） 

 

四、 意境的描繪 

    「地球風、火、水－浴火鳳凰」烘焙作品除了展現傳統文化之外，創

意烘焙師也利用建構圖畫式的手法，將食材搭配成一幅具體的意象，表達

出創意產品所欲營造出的「風吹、火生、水流」的意境。 

我是負責作巧克力show spices的，所以我就，地球風和水⋯我就

是，雕一隻火鳳凰，比較東方一點的⋯就表示火，然後地球就是

把它作成就像從外太空看下來，然後他就有那個藍色、還有白色

這樣。（BF1-004） 

還有一些像是風的感覺，就是做一些，好像龍捲風那種感覺，搭

配這樣子。（BF1-005） 

比賽現場的，時間也有限制，所以你也不能有太細工，就是一些

類似有一個意境表達這樣而已。（BF1-007） 

東京世田谷區「茉丹博麵包店」所宣傳的主力麵包「吟屋久島吐司」，

除了利用北海道產的高級奶油和高級精緻鹽及九州、屋久島的天然礦泉水

所製作等特色外，還在烘焙好的吐司上特別烙一個「吟」字，加強商品的

特殊感及高級感（林谷燁，1996）。因此創意產品的呈現不僅僅是具體意

象的展現，也包括抽象意念的表達，也許只是幾個字、幾塊圖像、一些小

物件的陪襯，或是一段音樂的搭配，都是突顯創意產品的包裝行銷方式。 

 

陸、 創意產品的符號意涵 

一、 產品設計的意涵－心靈上的互動 

創意烘焙師最為強調創作產品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從了解食用者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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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與食用者產生心靈上的互動，創作出能與之共鳴的烘焙產品，創

意產品的製作不只是做出來而已，還有產品精神的表達，並融入情感的元

素，突顯創意烘焙產品的生命力。 

我比較注意的是我們內心的想法，怎麼把這個想法做出來⋯這是

個泡芙，其實單看這個泡芙的時候，你會覺得泡芙就這個形狀，

口味上大概就是那個樣子，然後我用杜威講的，把感情做強度設

計，讓我的東西看起來更有生命。（WF1-124） 

我覺得創意的話就是說，就等於是說製作者跟觀賞者，你傳達你

的想法或理念的時候，觀賞的人他有體會到你要表達的意思⋯這

個可能是一個心靈上的互動⋯以龍來講的話，那怎麼去呈現它那

個所謂的精神⋯而不是把東西做出來，而是把它做出來看起來有

精神。（BA001） 

蛋糕，這就跟主角同等地位⋯有時候大型的 party上或是什麼重
要的那個會議上面⋯蛋糕無形中，提高你的整個會場的那個價值

感，非常的重要（BC1-002） 

 

二、 傳統的重新詮釋 

創意烘焙產品的創作，須從傳統的飲食文化發展出新的想法、新的文

化，將傳統的飲食思維注入新的精神。 

再怎麼創意厚，還是要傳統的，也是要從基礎跟原有的地方再去

把它、去把它再衍生一些不同的想法，把不同的想法帶進去。

（BB1-001） 

過去食物的製造、食物的特質與意義及其在節慶上的角色，以及過去

與飲食有關的傳說及神話，在在證明美食學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性。因

此，美食學應該是在探討怎麼吃 (how) 、在哪吃 (where) 及什麼時候吃 

(when) 和為什麼食用 (what) (Santich, 2004) 。食品的製作、展現與食用，

口味、食材的運用、製作技術的改良與突破、產品的呈現方式、創意產品

的符號意涵等，皆為創意烘焙師創作與革新創意烘焙產品的主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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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意環境 

壹、 家庭環境 

一、 父母教養觀 

父母對廚藝相關知能的了解及興趣，對創意烘焙師有著相當程度的影

響，如父母從事餐飲評論或餐飲相關產業，耳濡目染中也增加子女與廚藝

相關領域的接觸，甚而引發學習動機及興趣。家庭的支持對於創意烘焙師

在烘焙廚藝的學習及廚藝創意的發展也有所助益。 

媽媽把我丟在這邊（蛋糕烘焙教室），就開始學了。（BD1-002） 

媽媽⋯就是她就鼓勵我繼續做下去。（BD1-009） 

美食展，每一年都會跟她（媽媽）一起去，每天都每個菜一直逛、

一直繞，學習到很多，不只是裝飾烘焙的部份，也學習到很多別

的，如中餐。（BD1-074） 

看她們在聊天（廚藝相關的主題）的時候就會吸收到更多的東

西，不只是烘焙，還有中餐、西點方面。（BD1-075） 

有些創意烘焙師因幼年時期使用家中新式廚具，引發其烘焙廚藝

學習的興趣與動機，甚而變成日後的志業，即使家中支持且認同創意

烘焙師在烘焙廚藝方面的學習及成就。 

父母因為個人宗教信仰或保守的觀念，對創意烘焙師因應時代變

化以及消費者需求，而創作出違反傳統道德觀念的另類作品，例如情

趣蛋糕等，而頗有微辭。 

高中，因為我們家那時候有一個美式烤箱，我們家每個姊妹都愛

的要命，當有新東西每一個都喜歡，拼命烤，從烤餅乾到最後烤

蛋糕。（BC1-016） 

堅持到最後就是我一個。（BC1-016） 

因為我媽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我媽就很反對我做情趣蛋糕，有

一次剛好她去參加教會聚餐，突然間有人這樣講到蛋糕事情，有

個太太講說，台灣現在社會變的很亂，連蛋糕都有人在做情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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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場笑），溫媽則丟鐺鐺（台語-我媽媽都不講話），她回來她
就跟我講說，BC哇嘎哩恭厚，雖一哇沒郎供哇西哩媽媽，但西
哩模供哇則（台語-BC我跟你講，雖然我沒跟人家說我是你媽
媽，但是你不要再做了）。（BC1-017） 

有些創意烘焙師即使在年少時期已確立從事廚藝相關工作的志向，但

因為父母受到早期傳統社會刻板觀念的影響，創意烘焙師無法在一開始就

獲得家人的支持。早期一般人對菜刀（廚師）、剪刀（裁縫師）與剃頭刀

（理髮師）之三刀工作有所謂的「刻板印象」，認為其為勞務性的、環境

惡劣的、下層階級的人才會從事的工作，加上長久以來「萬般皆下品，唯

有讀書高」的觀念，許多父母皆希望子女能從事白領階級的工作，而非從

事這類工作。但因為社會的變遷，廚師工作環境的改善，廚藝相關知能的

重要性受到現今社會的肯定，當創意烘焙師在廚藝領域有所成長及表現之

後，家庭的支持與認同也轉而增加。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大概就確定要走餐飲，那個時候要唸高職，因

為我爸爸媽媽他們兩個都是大學畢業，當他們知道他們兒子想要

唸餐飲，他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WF1-133） 

我爸爸還是希望我多看書。（WF1-139） 

我爸爸原本不太讓我碰廚房的工作。（WF1-137） 

我從高中開始就一直學（廚藝）上來，因為我爸爸是讀書人，他

剛開始比較不能接受，但是他後來看到我的表現，開始有一點成

就，他才覺得其實（廚藝工作）看起來也不錯。（WF1-134） 

那個時候父母希望我多看書，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對這個行業不清

楚，的想法還停留在早期的觀念，他們不曉得從事餐飲業的工

作，要涉獵的範圍很多，涵蓋的範圍也很廣，還牽涉到商業跟藝

術，後來他們大概知道廚藝工作跟他們原本想的不太一樣，慢慢

接受。（WF1-143） 

父母的教養、創新的教育環境與支持，以及開明的政治氣氛也是可加

強個體創造力的社會因子 (Csikszentmihalyi, 1999; Dacey & Lennon, 1998; 

Raw & Marjoribanks, 1991) 。父母親的教養態度，對廚藝工作的認同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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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影響著烘焙師在廚藝領域創意的學習與表現。 

 

二、 家庭生長環境 

鄉下的環境相較於一般的都市化城鎮，有較多的自然資源，藉由對自

然環境中事物的觀察及體認，有助於創意烘焙師靈感的啟發，及思考的開

闊。 

我是在鄉下長大的，鄉下有竹子這些東西，還有很多螞蟻，因為

從小就看到大，很自然就會把它融入到自己的作品。（BF1-055） 

   創意烘焙師對自然環境的親近，再結合個人的創意特質，有助於培養

創意點子的發想，及訓練創造性思考。 

部分創意烘焙師由於家中老一輩長輩重男輕女的觀念，看到母親陷於

媳婦難為的窘境，為了體貼母親，從小就協助處理家務，而累積豐富的煮

飯作菜經驗。 

我奶奶重男輕女的，就是媳婦什麼都要作，不對、不服氣也要作，

聽她跟阿嬤談話，多多少少會影響。（BE1-146） 

就是等勾阿，感梅阿叉幾行才菜（台語-電鍋阿，炒個青菜），媽
媽有時候要出門，就去跟弟弟、妹妹在那邊炒個炒飯。（BE1-148） 

早期的烘焙師，多半因為困苦的家庭狀況，年紀輕輕就進入這一行，

其中也有人因為受不了身為糕餅店學徒的辛勞工作，曾想逃離烘焙的學習

與工作，改而從事其他行業，因為家中長者曉以大義，灌輸一技之長的觀

念，而固定在烘焙業學習。 

因為家裡環境不好，才來做這個。（BB1-019） 

我十三歲就入這一行，從小學畢業，就開始做這個，沒有再轉過

行，當中只有一天跑去那個自助餐店，當服務生，我哥哥發現就

說，不行，這樣沒有學一技之長，不可以，被拉回去⋯才又回去

做，沒有再脫離。（BB1-018） 

小時候深刻的窮苦體驗，創意烘焙師也隨著年歲的增長，人生歷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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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使自己漸漸的改變，能以不同的觀點來審視自己。 

其實背景給我是覺得是一個苦字而已，只有窮、苦兩個字而已

（BB1-074） 

也隨著年齡不同，思考都會漸漸不同，漸漸隨著年紀的增長，生

命的經驗、生活的經驗不同，漸漸在改變。（BB1-076） 

 

三、 從事烘焙產業親友的影響 

由於親友中有人從事烘焙業工作，使得創意烘焙師更容易有機會進入

此一領域；而父母的教養與期望，也自我鞭策，用心在烘焙食品業學習與

發展。 

我自己的親戚裡面也有兩個做這個行業，就自然而然進這個行

業。（BA019） 

我的家庭是比較傳統的家庭，他們認為第一個是長大要自己照顧

自己，我們有時候會想到比較晚入這個行業，就會給自己壓力。

（BA076） 

父母的朋友剛從日本回來，要開麵包店，那個時候就茂輝呀炸精

呀（台語-瞎貓碰到死耗子），然後，郎都來載阿（台語-就帶我過
去了）。（BE1-001） 

我記得我媽媽為了讓我學這個，還請我舅舅的一個朋友，他在台

中開店，那個師傅呢，是我舅舅的師傅，他不得不上來教我。

（BC1-016） 

家庭為個人學習的初始之地，家庭在個人的生涯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Simonton (1987) 指出「家庭環境」與「際遇」 (circumstances) 

是兩個影響創造力人格特質最重要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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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習環境 

一、 學校教育 

（一）不同學群的學習，對專業領域的影響 

在教育的歷程中，廚藝相關或非相關之領域學門的學習，豐富了創意

烘焙師多元的學習面向，增廣廚藝創作的視野。其他廚藝領域的學習產生

廚藝概念之連結與轉化，將不同的廚藝素材相互融合與運用；而非廚藝相

關的學習，例如印刷、攝影、廣告方面的學習背景，對於構思創意烘焙產

品的藝術設計有所助益，讓創意烘焙師更能掌握產品造型、色彩的搭配與

整體呈現。創意烘焙師強調對於原物料基本學理的學習帶給自己極大的幫

助，積極的參加各種比賽，並利用參加各種觀摩比賽的機會，見賢思齊、

相互觀摩，能夠促進多元思考。 

我要唸西廚系，但是因為我要唸二技，學校沒有二技的西廚系，

所以我唸烘焙系，我唸烘焙系的過程中，西廚科的課也沒有斷

過。（WF1-004） 

我在專科的時候是讀世新，學印刷攝影。（BA010） 

比如說對鏡頭的掌握、焦點的拿捏，或是說對色彩，比較有概念。

（BA011） 

我從高中就開始比賽了，那時候比賽就只是純看書，一直到二技，

跟我幾個同學在聊天的時候，他講他另外一個準備方式，我發現

用這個方式去準備之後，我的想法就更寬了。（WF1-070） 

因為我做WF老師的助理，所以所有選手的東西，我都會吃，吃
的時候我就會知道，這個東西的創意大概是什麼。（WF1-114） 

我覺得烘焙原理很重要，材料學也很重要，食品食科背景太多的

學問，這個原料到底是什麼東西，它的效果是什麼，它是專門做

什麼的，我們利用它來改良作品，對我們幫助很大。（BA072） 

創意烘焙師在求學歷程中，因各種因緣際會下接觸到烘焙廚藝的領

域，養成對烘焙方面學習的興趣，也因為各個人入行的條件不同，創意烘

焙師各有其學習、精進烘焙廚藝知能與技能的進修方式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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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之中好像命運的安排就是這樣子，從小學、中學、幼稚園的

時候開始，烘焙的每個領域或多或少有接觸了幾個部分、幾個層

次。（BA020） 

我廿七歲才進這一行，然後那時候台灣還沒有所謂廚藝的學校教

育，只有職業訓練，所以到麵包店從學徒做起，再去八里榖研所

再進修這樣子。（BA015） 

在學科領域方面，隨著領域的不同，學生的思考歷程與技能也不

盡相同，因此其創造力發展也不同 (Hartley & Greggs, 1997) 。跨領域

學門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創意烘焙師靈活的運用不同的創意思考技法

與創意思考的歷程，激發出獨特且跳脫特定框架的想法。 

 

（二）師生關係 

1. 國內外不同的教學風格 

創意烘焙師在求學時期，感受到國內教師與外籍教師在指導學生的方

式上有所不同。國內教師為避免學生對新知能的不熟稔而出錯，多半會希

望學生能照其所教授的方式學習，以避免失敗；而外籍教師則傾向給予學

生較多的獨立思考空間，鼓勵學生嚐試學習，體驗挫折，從中尋找成功的

經驗。因此創意烘焙師可以從國內教師的身上直接學習到更多新的烹飪技

術及作事方法，並在外籍教師的引導下，將以往所學作更多反思與突破。 

WF老師（國內教師）他教的方法，可能我們比較多要照他的想
法作。（WF1-073） 

我們烘焙沒有外籍老師，我現在回去上西廚的課，還是有認識到

一些外籍老師，今年來這個是加拿大來的，外籍老師給的空間都

比較大。（WF1-075） 

外籍老師他的教法、上課的方式會很隨性，大概他們理論唸的比

較透徹，他們可以直接告訴你過程。（WF1-076） 

所以有時候他們回答，聽起來是比較有 step by step的那種感覺，
那WF老師在回答我們問題的時候，多半是他的經驗。（WF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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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外搭的時候，我會比較可以運用到我知道的東西，但是跟

WF老師搭的時候，就變成是我只要學他的方式，他怎麼管這群
學生，變成沒有我發揮的空間，但是我可以看這個老師，他怎麼

讓這麼多學生完成他想做的 function，或是他怎麼帶這一群人，
或者是他整個編排。（WF1-091） 

對外籍老師的時候，我可以發揮我要的，但這有好壞，因為如果

跟外籍老師，都是在發揮我的東西，就變成我比較學不到新的，

就是經驗上、運用上是學到，我自己做我知道哪邊有偏差，就變

成是都是做我會的東西⋯只是經驗變比較多，但是我沒有實際學

到什麼別的東西，我跟老師的話，就是我自己的經驗沒有那麼

多，那是我可以看到老師做，學到另外一個手法，這兩個利弊是

不太一樣。（WF1-093） 

    學習有成之後，有些創意烘焙師從業界進入到教育界，經歷學生、業

者與教師的角色，不管是因為受到國外求學經驗的影響，抑或是教師本身

就有的開放式教學風格，創意烘焙師試圖在培養下一代的學習場域中，營

造出一個快樂、發揮空間大的學習環境，並時時鼓勵學生，期待學生能有

高水準的表現。 

他（烘焙老師）教我們，不像（學校）老師都是看課本然後教，

他教很活⋯讓你學習到不只今天應該學的，還可以學到外場的東

西。（BD1-089） 

他（烘焙老師）有時候會鼓勵我們做更多的東西，他有時候也會

希望我們達到某一個水準⋯他可能覺得說你要退步的話就只能

退步一點點，就是不能退步很多，你一定要都是維持那樣的水

準。（BD1-098） 

Morganett (1991) 、Astin (1993) 均指出，正向師生關係的品質可鼓勵

學生在課堂中成為較積極的學習者，進而得以培養學生的創造力。DeLucia  

(1994) 指出，教師的預設立場、期望與知覺在建立師生關係時會衝擊其態

度與行為 (轉引自 Cole, Sugioka, & Yamagata-Lynch, 1999) 。教師教導的

方式對學習者創造力的培養有著深遠的影響。創意技法的運用、思考空間

的提供，以及在不同教學方式下學習者的主動學習，皆有助於創造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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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 

2. 師傅的影子 

從業界轉入到教育界的創意烘焙師在培育學生選手的選擇上，因個人

學習經驗的體認，認為吃苦耐勞、具有良好品行的學生會比徒具小聰明的

學生更適合培訓參加比賽，認為學生的天份及興趣也是重要的因素，在烘

焙廚藝的學習上，創意烘焙師努力及興趣絕對是必要的。創意烘焙師的廚

藝天份雖可協助烘焙師在烘焙創作的表現上有較好的發揮，但仍需烘焙師

個人的興趣作為支持動力，努力持續精進個人廚藝的技能，以達到最佳的

水準。 

我們挑的選手，都是比較吃苦耐勞型的，也很積極，就給他訓練。

（BB1-004） 

我們從交談、interview，他的興趣，第一個要有興趣，不能勉強。
（BB1-005） 

因為做烘焙不需要多聰明，只要勤勞，我們是喜歡這樣，聽話、

勤勞，他願意老師教什麼，他會做。（BB1-005） 

如果想作為選手，就必須有要有一些天份，食物天份或一些創

意，鬼靈精那一種應該是不錯，如果說從事這一行當然就不是這

樣，不是要很聰明，他能應變，他捨得去學，年輕的人應該是要

積極，我想不只是光做，每一行態度都一樣，一定是認真、積極、

去學習。（BB1-063） 

創意烘焙師認為良好的廚藝技術與烘焙技巧，如拉糖，是需要有廚藝

精熟的教師指導，對學習者在廚藝方面的學習才較有助益。學習之初，在

基本工磨練的部分，一般學生或學徒多半是從臨摹老師或師傅的作品開

始，製作出的作品難免會成為師傅創作的，但創意烘焙師仍希望學習者能

藉由這些基礎的學習，奠定紮實的技能基礎，進而培養發展個人創造力，

僅止於複製師傅的創作產品而已。 

你一定要有一些很高竿的老師給你拉拔⋯師傅本身要有這個功

夫，你才有辦法指導他做出好的產品，如果說你沒有、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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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夫，用嘴巴教他，他做不來的，因為技術東西不是用嘴巴可

以講的，你一定去示範給他看，像糖花、緞帶，你一定要拉給他

看，他才會做出這樣。（BB1-025） 

其實那些都是師傅的影子，像那一些花，都是我們教他怎麼組

合，我們有做過。（BB1-036） 

教你，你照這樣做，從中練習，練完了這些基礎以後，他自己可

以應用我們教的一些技術，去做些別的東西，可以去想、去發展，

我訓練選手當然不要像只是他的手借給我。（BB1-036） 

Simonton（1999a）認為有不同的專家與楷模供個體學習時，較有可能

產生正面的結果，但過度模仿他人也將有其風險存在。烘焙廚藝的培養與

學習難免會藉由揣摩前人精美的作品開始，過度的模仿難免會流於形式而

了無新意，唯有增加烘焙師轉化能力，以及豐富、多元知能的培養，才能

幫助烘焙師在創意產品方面的創作。 

 

（三）創意烘焙師成為教師後的教育觀 

1.學歷無用論？ 

創意烘焙師一再強調紮實的專業技巧是需要由具有高明技術指導，以

及學生不斷努力的學習及練習而成就的，而專業書籍的閱讀對烘焙基本學

理知能與技法的學習也多有幫助。創意烘焙師體認到現實的教學場域當

中，技巧、技術經驗的學習與熟練，對業界實際的工作與參加廚藝比賽有

較多的幫助。當學生或學徒進到高等教育的學術領域中學習之後，因為沒

有完善的後續訓練與學習，反而容易荒廢掉原有的技術知能，甚至轉而進

入非技術導向的廚藝工作領域，造成烘焙廚藝的斷層與困境。因此讓創意

烘焙師感到追求高學歷對於廚藝的精進未必有正面的影響，但對於廚師在

其專業領域的眼光，以及未來思考的方向，甚至於視野擴展方面，反而有

極大的幫助。因此學習環境當中，優秀的學習楷模有助於學生在專業領域

上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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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學歷無用論！這樣就否定人家那麼辛苦讀一輩子，但是如

果在功夫上的輔助，至少說經過這樣一個，高中、大專這樣的教

育，做技術的，那一些可以輔助你來提升你的品質，但是拿那張

學歷，對技術是沒什麼幫助，但是對他的眼光，對他的未來當然

是有很大的幫助，可能看得比較遠，思考會比較不會那麼狹隘。

（BB1-034） 

2.良師，益友－一路上有你 

    在教育學生方面，創意烘焙師認為教師的「陪伴」是對學生創意潛能

開發最好的幫助，尤其當學生遭遇到挫折及瓶頸時，教師就可以藉機來開

導學生。 

陪伴⋯我以選手來講，他們到後面，甚至同樣的產品作的比我還

好，因為在學生這個階段，他們是完全沒有壓力的⋯可以自由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當他很願意去作，整天做這樣一件事情的時

候，你去陪他，從裡面你可以教他，怎麼跟人相處⋯我講的，他

聽的下去，要有這樣的觀念，要找機會，尤其在他遇到挫折的時

候。（BE1-134） 

Morganett (1991) 主張，在建立師生關係中，教師對個別學生的關注

是相當重要的。因為當自己（如教師或學生）感到被他人接受或照顧時，

較可會與對方合作。創意烘焙師在培養下一代時，將「陪伴」視為促進學

習者學習最大的助力，受到指導者或是他人的關注，學習者較易接受指導

者的建言與建議，進而修正自己的觀念及行為。 

3.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在創意烘焙師的培養中，實際參與競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利用參賽

閒暇期間去觀摩學習他人的作品之外，烘焙師或學習者也可以在競賽之

中，藉由評審眼光檢視自己的作品，修正自己的創作方向，而不只是技術

上的閉門練習、虛擬揣摩、紙上談兵而已。 

我告訴學生⋯就去比賽⋯去看，倒不如跟人家比看看，比如說你

的理念是這樣，如果得到裁判的肯定就表示你這個方向可能是對

的，如果說沒得獎也沒什麼，就觀摩，順便技術切磋。（BF1-045） 



 126

4.教學相長 

每個人對不同事物的觀察力不同，創意烘焙師，能讓自己用學生、他

人的角度去欣賞、觀察週遭的事物，讓自己的感受力更為敏銳，更能抓住

所鑑賞物的精髓，除了教導學生烘焙廚藝的相關知能之外，自己也從學生

的身上習得很多。為了烘焙廚藝的傳承，創意烘焙師盡心的將一身的工夫

盡授於學子，期待自己的廚藝生命力能在後輩學子身上展現、傳承，而更

加發揚光大，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有時候看看，小孩子做的東西不輸給大人，我們在畫皮卡丘的時

候，我覺得已經很像囉，他們說 No、No、No，老師並不像，我
說為什麼，這個屁股沒有閃電⋯所以說他們也在教我一些新東

西。（BC1-013） 

很多學生會問我說，老師你的寶都交出來，學生也看得出，有的

學生做的比我還好，那你以後怎麼生存，我說你錯了，我的生命

力不在這地方生存，你在走我這個生命力，你在傳延下去。

（BC1-019） 

創新部份來講，我覺得我也很幸運在這個學校歐任教，因為同學

他們會有一些他們的創意想法⋯老師跟學生互相學習。（BA067） 

   5.著重藝術領域的學習 

    對藝術的欣賞及美感能力的培養，激發創意烘焙師創意點子的發想，

藝術運用在烘焙創作產品與呈現上，因此藝術相關學科及學門的學習，能

增進培養創意烘焙之展現。 

環境影響到他對美的事物的追求，所以美育教育應該也是非常重

要，在餐飲比賽裡面，就是說你做出來東西讓人家看起來很美⋯

比較有創意或是他做出來的東西比較不一樣。（BG1-038） 

Johnson (1974) 研究指出，個人創造力會隨著正規教育年限的增加而

減少。英語和藝術領域學生的擴散式思考一般勝過科學與商業領域的學

生，而後者的聚斂性思考較佳，但創造力較少。加強藝術學門的學習，有

助於創意烘焙師擴散性的思考，增加個人創造人力，運用在產品創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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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創意學習環境的創造 

創意環境的營造，有助於烘焙師之創造性思考。在學校教育中，教學

課程及評量方式的設計應該要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同時也能

促進學生創意點子的發想，而最重要的就是需留給學生足夠的創意思考的

空間，讓學生進行創造性的思考。 

怎麼去塑造這樣子的一個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有發揮創意的機

會。（BG1-041） 

讓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餐飲是屬於生活應用的一個領域，可以

讓他們覺得上課是非常有趣的。（BG1-041） 

在課程的安排上可以多讓學生發揮他們自己的創意，包括團隊學

習就是一個很好的模式。（BG1-041） 

你要絕對要留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空間，讓學生自己去想⋯一

開始，讓他們先學著去作別人的作品，再來書全部收掉，把它放

空⋯他們都準備好了以後才可以進到工廠裡面，先有一個門檻，

沒有準備好就是不行。（BE1-136） 

美國優良教師認為，教室內營造出來的環境氣氛很重要，教師需幽默

又熱誠地鼓勵學生學習，並經由具邏輯且不受限制的自由式教學活動來促

進創意。創意環境的營造，給予學習者足夠的空間、支持來幫助個人創造

性的思考及學習，有助於創意烘焙師的培養。但教師若太常使用開放性的

問題進行教學，毫無限制的給予學習者自由也非上策，給予部份的限制可

以讓學生聚焦，階段性地發展創意，引發創意動機 (Black, 2003) ，就如

同創意烘焙師參加競賽時需依主題與所提供的有限材料進行創作。 

許多創意烘焙師也提到，烘焙學習的入門，多半會先由學習、模仿他

人的作品開始，為了啟發習者個人創作的能力，訓練學生利用各種不同的

方式主動去學習更為重要。教師提供不同的問題及任務給學生，可以使學

生以模仿、學習他人方法去解決問題，初期的模仿與複製行為，常是發展

創意的基本技巧，讓學生藉此思考與推演所有解決問題的可能方式，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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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討論，以分析判斷思考結果執行時的有效性、持續性與複雜性。同時

需鼓勵學生對生活中熟悉或平常的事物，有觀察與好奇的精神，藉此再次

發覺其新奇之處 (Black, 2003) 。 

    7.學習態度的培養 

在日常生活當中，創意烘焙師認為培養敏銳的觀察力拓展視野，而學

習者學會克服挫折與困難，讓學習者懂得發覺問題、提出問題，利用機會

作多元的思考，皆有助於學習者的創造性思考。 

生活的敏感度，可能也要去培養。（BG1-041） 

學生應該是⋯多多增加他的視野。（BG1-041） 

他會遇到問題，在這過過程裡面就是要讓他懂得，怎麼去發覺問

題，和怎麼懂得去問。（BE1-137） 

我要讓他去享受這裡面的挫折感⋯哪一天他自己去作了以後，破

碎了，他會記憶很深刻，再來他會避開這樣的問題。（BE1-139） 

Mayer (1989) 指出創意技巧是為幫助學生利用方法學習面對問題，以

得到新的知識與方法，它並非工具性的技巧，而是傳遞的媒介。學習者接

收它，如何轉化與運用全靠學習者之體會與應用，並於日常生活中活用。

創意烘焙師在生活中培養敏覺的觀察力是為了更能精細的感受週遭的所

有刺激，並將之融入創意產品的製作，並能夠從自己失敗的經驗中找到成

功之道。 

 

參、 組織環境 

（一）組織氣氛 

    創意烘焙師在工作場域中因受到外界衝擊及上司的期許，組織中瀰漫

著參加國際競賽的氣氛，與參賽團隊爭取榮譽，讓創意烘焙師積極的全心

投入，珍惜參與國際競賽的經驗，藉以拓展國際視野，提升競爭力。 

公司希望塑造成我們是頂尖的飯店，請了若干的知名的大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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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028） 

有前輩在前面走，我們在後面跟⋯之前就有法式餐廳的主廚○

○⋯他就去比過，他那時候就在當行政老大，他也很鼓勵，所以

我們就有了這個機會代表公司⋯參加新加坡美食展的比賽。

（BA026） 

大家都會蠻在乎名次的，會有壓力，因為公司給你太多資源的

support。（BA038） 

Dunegan (1992) 發現在主管和員工之間，個人情感、工作團隊的互動

和交流，員工會視之為鼓勵創新的因素(引自Mohamed & Rickards, 1996)。

Ekvall 等人 (1983) 評估組織創意的氣氛，界定義組織氣氛為一個組織中

功能、情感與行為的型態 (引自Mohamed & Rickards, 1996) 。Feldhusen 

and Treffinger (1980) 和 Davis (1991) 相信營造創意氣氛對激發創意思考

來說是很重要的。創意烘焙師身處於鼓勵創意的組織氛圍之中，受到主管

的支持及團隊中共同求進步的氣氛影響，能增進創意烘焙師產生創意作品

的動力。 

 

（二）主管領導 

1. 師徒制 

（1）留一手－藏私 

早期的烘焙師經驗法則的傳授，鮮少運用科學的測量於烘焙製作上，

再加上中國傳統的「傳子不傳女，傳女不傳外人」之「留一手」、「藏私」

的觀念，使得師傅教導學徒時，不一定傾囊相授。當時創意烘焙師為了作

更完整、符合精密科學性的學習，巧妙的運用了一些人際技巧，藉由與同

儕分工合作學習的方式，記取與測量產品的實際配方，順利完成了產品配

方的量化工作。 

我們就會在他（師傅）吃飽飯睡午覺之前問師傅，我們下午要做

什麼，你放心去睡午覺好了，我們先幫你稱…因為那個時後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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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不太習慣用磅秤，他們都手抓一把…我們講說師傅你放這
邊，我們拿去倒，我們就固定拿一個容器，當他放進去了以後，

我們就拿去秤。（BE1-010） 

暗槓（台語-留一手），就不教你，所以你自己就下班時間再慢慢
練了。（BF1-032） 

    （2）師傅人生觀對學徒的影響 

    在民國四、五十年代，對餐飲產業的工作人員來說，師徒制是最常見

的學藝方式，因此師傅的人格特質對於學徒及後輩的影響非常的大，師傅

的人生觀以及做人處世的道理常是學徒所仿效的，更是創意烘焙師對培育

後輩的參考基準之一。 

我們這個行業，師傅的人格特質，還有他的人生觀，影響這些學

徒很深。（BE1-014） 

BB師傅他的一個想法就是說，小孩子就是要吃苦，也要磨磨你

的耐性，我覺得這樣對我以後面對事情的態度，還有角度、想法，

影響蠻多的。（BE1-007） 

2. 開放的領導風格 

    過去雖在傳統的體制之下，仍有師傅對教育學徒、提攜後輩不餘遺

力。在廚藝的工作場域中，上司對於帶領下屬的領導風格直接建構出的現

實環境，深深影響烘焙師的學習與思考，開放且多元的領導風格有助於烘

焙師創意歷程的思考、創意點子的啟發以及創造能力的培育，加上受到西

方文化中開放式領導風格的影響，讓業界與學界漸漸接受這樣的領導模

式。 

○師父，他是我進這行最大的推動者，對我栽培很多，不管在人
師、做人、做事方面都給了我很多好的哲理…我在業界，當然還
有受到很多老闆的栽培才有今天。（BA082） 

○○來，他是（領導風格），東西呢？作品呢？他只有說我要不要
這個（作品），好或不好，其他的他要你自己去想，不是告訴你

怎麼做，如果說可以了，他說好，就照這樣做，更精緻、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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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指出你的一些缺點。（BB1-040） 

借鏡國外經驗，法國頂級餐廳的主廚扮演著多重的角色：創造者、領

導者、企業家、商人、表演者與法國文化的代表。廚師的領導能力主宰餐

廳的經營，Balazs (2002) 認為領導者的具有兩種角色：（1）非凡魅力的角

色 (charismatic role) ：掌控未來的構想、員工的授權、鼓舞士氣、主廚與

員工的人際關係。（2）建構的角色 (architectural role) ：與設計組織架構、

制定工作制度、控制獎賞系統有關。跟隨具領導魅力的主廚，員工必須是

努力、辛苦的工作，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做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分享共同

的願景，達成共同的目標。主廚往往給予信任、授權，使工作中產生比馬

龍效應。這類主廚評選廚師的條件：開放、具彈性的、放棄保守的想法、

敞開心胸學習，且具有熱情和好奇心。在餐旅領域中，員工大多操作重複

的動作，故領導和激勵員工是非常重要的 (Balazs, 2002) 。對創意烘焙師

來說，關懷、鼓勵、提供訓練、開放學習、給予員工獨立思考等，皆是主

管能夠協助創意烘焙師增加創造性思考的領導風格。 

 

（三）組織文化 

創意烘焙師於工作場域中由於先進的帶領，讓自己有了學習的典範，

隨著所屬飯店與國外飯店的締結與交流，增加更多赴海外學習的機會，加

上公司的對員工個人成長的期望、鼓勵員工進修、參賽，以及員工本身的

自我期許及職涯考量，例如規劃參加國際美食競賽，藉以增加自我磨練與

增長創作的能力。 

有前輩在前面走，我們在後面跟，不然我們也不會知道這些資

訊，我去比賽是在九二年，那時候○○跟新加坡的○○，是兄弟

飯店，它有交流的，有了這個互相參訪的機會，邀請我們去比賽，

之前法式餐廳的主廚○○他就去比過，他那時候就在當行政老

大，他也很鼓勵，所以我們就有了這個機會⋯代表公司參加新加

坡美食展比賽。（BA026） 



 132

公司希望塑造我們是頂尖的飯店，請若干的知名的大廚⋯對廚師

自己本身而言能有個好名聲，對自己的肯定，對自己職涯的發展

也多了一個安定的力量⋯在公司來講，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某些紀

錄的話，你職涯壽命是可以延長的。（BA028） 

「組織文化」 (organization culture) 是組織中成員共同分享的最深層

的基本價值、假設、與信念，其可被領導者與管理者操控。也就是說，組

織文化是一種統合的規範，可以影響公司成員的行為。為了在工作環境中

鼓勵創造力，組織應該發展一個「創新的」（發散式學習）與「支持的」（授

權與關心）文化；但「控制的」（聚合性與有效意識的）與「命令式的」

組織文化反而會阻礙創造力的發展。另外，開放式的溝通可以鼓勵組織發

展創造力；冒險與自我啟蒙活動能增強個人內在動機，個人如被尊重與信

任，則不需害怕被批評與處罰，而更願意創意思考 (Andriopoulos, 2001) 。 

 

（四）組織資源與技術 

1.有效率的系統與溝通 

在參加廚藝比賽的過程中，創意廚師所屬的飯店對於其所提供的協

助，如考量與調整組織內員工責任和工作分配，將使烘焙師能無後顧之憂

的全心投入產品創作。透過飯店與國外的結盟飯店的競賽資訊交流，也能

帶給創意烘焙師更多創作的啟發。 

他比如說知道你比賽⋯一些、還有一些英文文件上面的翻譯可能

有人有方便做你這個所謂的行政工作，廚師們就專心比賽，他可

能就不用忙這個，那第一個公司當然在這個機票跟食宿來講，尤

其是那時候，跟○○是兄弟飯店的時候，是 free的，在新加坡的
資訊，因為有了交流所以我們都可以知道新加坡的那個，請那個

師傅幫我們看，最近有什麼樣的食材，或是說，到底是哪幾個隊

伍要出賽。（BA037） 

Amabile (1998) 建議支持創造力價值的組織應持續地獎勵創造力，領

導者在組織中應鼓勵資訊交流與合作。烘焙師在所屬飯店計畫性的協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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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提高對本身工作與參與競賽的認同感，從中精進個人的烘焙廚藝能

力，並提升自我的創造力。 

2.組織的支持 

因應工作的需求，創意廚師所屬的飯店不斷的邀請國外的廚師至國內

訓練組織內的員工，並經常性將國內廚師送到國外學習與訓練。而增加烘

焙師在廚藝上的精進及發展，甚而人生經驗的觀感，也能有多元的思考。 

那○○大飯店那時候就是有一些，真的國際頂尖那個時候所謂他

們M.O.F，master of frounts的那個 chef過來教，後來又派我到
法國去上課、去看，整個人生⋯後來我也到法國那 Ecole 
Lenotre，是一個蠻有名的法國廚藝學校，像到現在法國人都不容
易進去，頂級的一個學校。（BB1-020） 

○○○也有，在我要離開前剛好受到，有一個 area，就是所謂 area
就是說包括亞洲區，亞洲區 area chef 就要到泰國去上課。
（BB1-021） 

3.組織的支持及文化對廚師視野的影響 

創意烘焙師經由各種管道進入外資型的國際級飯店工作，藉由為向外

籍師傅的學習，以及在外籍主管的領導與栽培下，學習到正統的西式烘焙

製作技巧，不但開闊了自己的國際視野，可謂是其人生及廚藝技術精進作

的轉淚點。 

剛好有一個機會進入○○○，就是去做大夜班的麵包，開始學，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說，台灣的西點有一個突破⋯所有的主管，

幾乎都是老外，他是最道地的，他來教什麼，你做什麼，絕對不

會有人講你這不是西點，你這個是台灣式的西點。（BB1-019） 

在○○○是一個真的開闊，那人生真的技術最大轉變。（BB1-020） 

開始去 touch到飯店這樣的一個行業，點心的世界，讓我覺得除
了以前學到的這些以外，原來鮮奶油還會這麼有趣，這樣也是蛋

糕，不一定要軟綿綿的才是蛋糕。（BE1-029） 

組織環境給予創意烘焙師有形及無形的資源與支持，讓創意烘焙師有

機會拓展個人視野，並調整自我的人生觀，創意烘焙師更能夠開放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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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廣納各方資訊，接受並統整多元文化對其本身的刺激，增加個人創造

力。Anderson, Hardy, and West (1992) 指出高階管理者認為應提供員工足

夠的資源、訓練與鼓勵有助於員工發展新的見解。 

4.官方支持 

以往政府對觀光餐旅業重視度不高，難能以國家代表隊參與國際賽，

政府單位的輔導與支持，是帶動國內烘焙師投入創作與提升至國際水準的

促進因素。 

因為我們是國家廳，唯一一次政府有出錢，觀光局、味全幾個單

位共同贊助，因為我們國家對這個並不熱心，尤其在那個年代，

根本就沒有經費，那時候也不能用我們國家的名稱，不是政府直

接，而是勞委會中辦（勞委會中部辦公室）辦的。（BB1-011） 

組織文化中，對創意烘焙師的支持，如鼓勵關懷的組織氣氛、開放多

元的領導風格、充足的資源與提供訓練等，不但能提升創意烘焙師對組織

的認同，也能提升及培養創意烘焙師的創造潛能。Wong and Pang (2003) 透

過旅館業中經理及領班之觀點，找出與工作相關的創造力激勵因子，共找

出五個構面；根據員工的觀點，其平均值的排序分別為：（1）訓練及發展；

（2）由高階的支持與激勵；（3）開放政策；（4）認同；（5）自主性及彈

性。爲提供增進旅館員工的創造力，其建議如下：（1）預算分配提供員工

訓練及發展的課程；（2）由管理部門發起的支持及激勵員工；（3）詳細及

透明的管理，及員工間的溝通及互動；（4）當有創意性的點子提供時，需

認同及稱讚員工；（5）在規劃及決策時加入員工的參與。 

 

（五）組織系統 

1. 鼓勵創意表現－生命中的貴人 

舉凡創意烘焙師在踏入這烘焙廚藝的領域後所遇到的啟蒙師傅，而後

的主管、上司，如果能夠給予烘焙師多方的栽培及幫助，更能讓創意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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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專心的學習、發展，猶如生命中的貴人，對創意烘焙

師在烘焙創藝上的展現有著正面且深遠的影響。 

我的貴人其實很多⋯我的○師父啦，他是我進這行最大的推動

者，栽培我很多，不管在人師、做人、做事方面都給了我很好的

哲理⋯在業界，還有遇到很多老闆的栽培才有今天⋯送我出國受

訓。（BA082） 

最近出了一本書叫「生命中意外的貴人」，我覺得完全能夠體會

那句話。（BA083） 

那時候我二姐已經在美國唸書了，二十幾年前她送我 will ton，
我是後來才知道那是 will ton的第一本年刊，那時候我不曉得什
麼叫 will ton⋯我後來在美國碰對了老師，那個老師就是 will ton
的老師，你說是不是冥冥之中，就這樣子安排出來的，我常跟學

生講說你碰到十個老師，還不如碰一個對的老師，他無形中是帶

著你走進你人生的路，是一個貴人。（BC1-016） 

2. 創意角色楷模 

在工作的環境中，接受到國外廚師的影響，讓創意烘焙師在創意產品

的詮釋上有了不同的看法，也因為受到國外的著名廚師的影響，創意烘焙

師用著高標準來要求自己，甚至引其名為己名（Alain 取自為法國料理界

最璀璨的主廚 Alain Ducasse之名，Alain Ducasse為兩間米其林評鑑三顆

星等的餐廳，以及數間一顆星等餐廳之總裁），自我期許日後能有國際大

師的風範。此外，同儕或同僚的創意表現，也成為相互學習的對象。 

這是我同學做的東西，他也是這樣想⋯我們在想法上已經不完全

是在做菜⋯我們從很多生活上的東西，去想要怎麼搭⋯他們把麵

包做得像雞腿，就是有一根骨頭，你可以拿一根骨頭這樣吃，他

的想法是這樣，他的想法就跟一般的學生不太一樣。（WF1-122） 

他很多設計概念⋯看到路邊的柱子，他就聯想，他的創意最特別

的地方，就是放湯的架子，這個架子是他在逛 B&Q肥皂架的時
候看到的，他覺得這個肥皂架剛好跟杯子適合，他聯想原來湯也

可以這樣擺，所以他去訂做，效果會跟其他選手差蠻多。

（WF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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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同學蠻瘋的，我跟他很巧是同學，因為我到唸二技的時候，才

發現他是我鄰居。（WF1-146） 

對啊，我跟他生日只差三天，廿幾年來我都不知道他住隔壁街，

到我唸二技，住同一間房間才發現⋯他幼稚園、國小、國中都在

我隔壁班，一直到二專也跟我隔壁班，直到二技才跟我同班，才

同一間宿舍，⋯其實我們的很像。（WF1-147） 

我去上海之前，碰到一個很兩極化的說法⋯去年暑假的時候，我

碰到帶我的⋯一個新加坡來的 chef，他給了我跟以前不同的思考
方向。（WF1-042） 

我的外國名字叫阿浪（法語），那這名字是我在一九九八年的時

候，那時候有一個法國六顆星的廚師來台灣表演，實際上我沒有

吃過這個廚師做的東西，我對這個廚師的了解都是看書的，我第

一次看到廚師是可以這麼光榮，我就用他的名字，我要像這個人

我要像他一樣來要求我自己，這可能還牽扯到我看的書和我看的

日劇，或是我看了電視節目。（WF1-144） 

創意烘焙師也藉由向世界級名廚學習與互動的機會，再一次將自身所

學與歷年的經驗與習得作了一次次的整理與統整，在這不斷的經驗擴張及

思索中，創意烘焙師在烘焙領域中更深入的研究、突破，讓自己以往所面

臨的瓶頸也因為這樣的學習而一一掙脫，不但讓自己在其專業上更具信

心，更喚起自己對烘焙學習更多的熱情。 

接觸這一些法國的有名的頂級師傅，然後把我們所學的經驗整理

起來，再更深入研究它、去突破，不然是有一個瓶頸⋯那時候經

過國際大師這樣的誘導、學習，整個看法、瓶頸都突破以後，對

烘焙更有信心，也更投入。（BB1-021）  

○○來，他是（領導風格），東西呢？作品呢？他只有說我要不

要這個（作品），好或不好，其他的他要你自己去想，不是告訴

你怎麼做，如果說可以了，他說好，就照這樣做，更精緻、再修

正，直接指出你的一些缺點。（BB1-040） 

語文能力的培養，成為創藝烘焙師在日後的工作環境中的最佳利

器，尤其外籍廚師共事的時期中，因為語言溝通的無礙讓創意烘焙師得

以順利的學習，同時也提升飯店廚師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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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過國幾年，外語能力對我來講有一點幫助⋯可能在看書籍、

配方上有幫助，對我在飯店跟外國師傅共事的時候有幫助，對整

個飯店所謂的廚師群的形象有幫助⋯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我可

能也比較快速成長，除了自己的壓力以外，還有一些管道可以學

習⋯那時候台灣還有很多國外主廚的時候，國外主廚比較會把我

帶在旁邊做事、學習，當然升遷的機會就比較快了。（BA077） 

社會學習理論也指出，角色楷模、專家與督導對個人發展創造力相當

重要 (Feldman, 1999) 。有不同的專家與楷模供個體學習時，較有可能產

生正面的結果，但過度模仿他人則有其風險存在 (Simonton, 1999a) 。組

織中創意楷模的存在，或者有可供創意烘焙師學習的對象，有助於創意烘

焙師創意點子的激發。Shalley and Perry-Smith (2001) 研究發現個體可藉由

觀察創意楷模而獲得與創造力相關的策略與方法，而在後續的工作中表現

較高的創造力。故觀摩創意楷模的行為模式、思考方式、工作水準，可以

促使觀察者獲得與創造力相關的技術與策略，提升其創意表現。 

3. 豐富多元的工作經歷 

麵包店、西餐廳、飯店、休閒旅館、咖啡屋、空廚系統等，多元經歷

的烘焙師在面對各種不同工作型態任務的挑戰時，因其複雜的學習歷程，

在不同體制所接受的餐飲業訓練，豐富其專業視野。 

我可以從麵包店，再到西餐廳，然後西餐廳再到我們所謂的五星

飯店歐，就到○○○○○，然後再到休閒旅館，到這個○○

coffee，有機會呢再到所謂的空廚系統去。（BA020） 

我一開始的店也不是很傳統。（BE1-002） 

4. 時間壓力與目標 

創意烘焙師在自我要求及週遭期待的壓力下，促使自己尋求最佳的表

現。壓力對創意烘焙師來說，是促進創意發想的因素之一，但過於沉重的

壓力有的時候也可能會抑制創意烘焙師的創造思考。 

就比賽而言，我想過程是很重要的，但是最後的結果說不重要是

騙人的。（BA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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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會蠻在乎名次的，會有壓力，因為公司給你太多資源的

support。（BA038） 

5. 組織環境中的磨練 

影響創意烘焙師最深的一段經歷通常是其人生中最辛苦的一次工作

經驗，如參加國際競賽的經驗，讓自己在專業領域的成長上更趨於成熟、

更上一層。回首來時路，創意烘焙師認為辛苦的訓練，讓自己有了紮實的

基礎，在日後的學習及發展上都有極大的助益。 

我在一般台灣的餐廳，even在國際飯店裏面，都很少會被罵得那
麼慘，那只是一間法國餐廳，我進去連續兩個月，壓力都很大，

而且我又不喜歡一直被人家這樣罵，我一直想到底哪裏出問題⋯

我就一直改變⋯可是當我走過那段，回來再看看別人跟我做的東

西，就發現差距還蠻大的（已超越他人很多）。（WF1-161） 

其實我做的時候感覺沒有那麼深刻，只是覺得做的很累，他們要

求很嚴格⋯但是我後面去一趟上海，發現差距太大（已超越他人

很多），因為當時去上海也有很多台灣的師傅，所以我一看，我

看到的東西，跟以前不太一樣，我才發現⋯因為這樣的訓練方式

或是那樣的工作方式，讓我覺得自己不一樣了。（WF1-160） 

那時候是生命中大的記憶。（BB1-019） 

你要用手去攪拌，也是要相當的體力，而且一天師傅跟我兩個

人，有時候要攪一包、半包的麵粉⋯二十二公斤的麵粉就夠你痛

苦啦。（BB1-019） 

吃虧是在那個時候，佔便宜也是那個時候，因為那麼辛苦，紮下

來的基礎很紮實，那時候自己也不知道這就是功夫。（BB1-019） 

6. 組織間的競爭 

民國七十年代為飯店業發展興盛的時期，各式飯店如雨後春筍般的出

現，增加了飯店業者之間的競爭，也加速了所屬師傅群間的競爭，即使在

同一個工作場域中，同僚間也有競爭的現象。創意烘焙師自覺無法再安於

現狀，必須再充實與學習。 

○○成立以後的沒多久，○○，成立，○○，也成立，有競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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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司也希望不管是廚師或是能力，都想提升，也許這樣有了

出賽的動機⋯我們有一些師兄弟，他可能到○○去，為了遞補他

的職缺，突然之間發覺自己需要迅速增加自己的功力，會覺得，

完了、完了、完了，我們快跟不上了，變得要自己找管道進修，

剛好公司派去新加坡，在比賽的會場，有所謂的攤位在做學校的

招生，或者說一些推廣，拿到那個東西（招生簡章）開始，知道

了有這個地方可以去上課，那我之前就是去新加坡上課。

（BA107） 

明天大約哪些事情可以先做，我機器今天先做的話，明天就可以

節省更多時間，就把隔天的一些麵包、半成品把它準備、準備，

不過隔天也會被受到那個同僚的，排擠，因為，有些是師傅的副

手的工作，相對他也是要練習，可是我自己覺得，我有時間，我

何不去試看看，平常師傅也不會很輕易的放手讓你去做

（BE1-001） 

開放的組織環境、組織的磨練、組織支持、主管自由的領導風格、同

儕的競爭與合作、時間壓力等皆能增加創意烘焙師的創意展現，McCoy and 

Evans (2002) 提出環境對發展創意的重要性，認為組織中促進創意的情境

條件如下：1.自由：得以自我掌控工作與想法，2 挑戰：面對挑戰困難任

務與重要計劃，3 資源：適當資源，如人力、物資與資訊，4.督導者：領

導者或管理者設定目標，給予意見與鼓勵、協助的角色，5.共同工作者：

開放、信任與具建設性地與同儕溝通，6.認同：適當的肯定與獎賞回饋，

7.一致與合作：在合作與協同的氣氛中分享想法，8.創意支持：創意是被

鼓勵的與促進創意的表達機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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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組織中影響烘焙創造力正向與負向因素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組織環境中，烘焙師受到環境中氣氛的影響，如飯店、公司鼓勵廚師

參加廚藝競賽的工作氣氛；或烘焙師所接受到的工作任務，如代表所屬飯

店參加國際烘焙廚藝比賽等，皆是促使創意烘焙師進行創意產品創作的重

要因素，藉由競賽的參與，創意烘焙師學習到更多元的學習及思考方式，

進而增加個人的視野及心胸的開闊，同時在團體創作的過程中，學習到他

人、極不同角度看事情的方向，因為壓力的因素、個人追求成功的動機、

環境因素 
任務 
角色 
組織氣氛 
文化 
決策 
獎勵制度 
腦力激盪的團隊 
壓力 

個人因素 
激勵 
情緒 
個人特質 
創新方法與技巧 
烘焙能力 

正向創造力

負向創造力

 工作投入增加 
 創意產品 
 行銷概念養成 
 環境改變的適應 
 成就感的獲得 

 無法遵從政策或目標 



 141

個人特質的影響，創意廚師在創作與學習的過程之中，發展出不同以往及

創新的解決問題方法與烘焙廚藝技巧，進而讓個人的創作技能與知能大幅

提升。獲獎以及成就感的獲得，同時也雙向回饋促進創意烘焙師創造的動

機，增加或重新燃起創意烘焙師對專業領域工作的熱情及個人定位，以及

對環境改變的適應。 

 

肆、 社會文化 

一、 文化差異 

受到國內外廚師的影響，不同的文化衝擊讓烘焙師對創意廚藝的概念

有了更具體的詮釋。創意廚藝仍是建構在一定的根基之上，再向上發展

的。雖然國人對廚師仍存有特定的刻板印象，因為受到國外廚師的影響，

讓自己不論在學習或是自我定位都朝向遵循著國際大師的風範邁進。 

在我去上海之前，碰到一個很兩極化的說法，我碰到⋯一個新加

坡來的 chef，然後他給了我跟以前不同的思考方向。（WF1-042） 

他給的觀念跟以往台灣師傅給的觀念差非常多⋯台灣在創意上

都是說，要用很多沒看過的東西、很多沒看過的食材。（WF1-044） 

他講法是，有創意不是你用人家從來沒看過的東西⋯這個算是創

意，但是他們比較喜歡、比較要的，是你可以把傳統的東西⋯做

一個新的詮釋，或是用一個新的手法去表現。（WF1-046） 

台灣人對廚藝這個工作，到現在可能有一些改變⋯可能以前都是

比較沒念書的人去做（廚師），好像總是髒兮兮的樣子，但其實

我接觸到的，都是難度很高⋯他們要求我的標準，是要很國際化

的⋯以歐洲的大師來做歸範，所以我跟台灣一般的廚師不太一

樣，我的同學他會覺得有必要做到這個樣子嗎？只覺得我做的東

西比較特別，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將來的趨勢可能是像我這個樣子

（需要創意），有些家長沒有辦法想像為什麼要花那麼多心思在

這個地方。（WF1-132） 

我覺得，國外的創意有些時候是我們跟不上的，或是說我們急需

要跟上的，但是在創作的技法上來講，可以發覺，比如說，現在

日式、日本人，跟我們的手工都蠻細的，是歐洲、美洲他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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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呈現的，他們呈現的就是一個所謂的創意⋯一個產品看過去，

就是一個宏觀，我們比較常常講就是說它是一輛 banes，我們停
在旁邊的可能是比較小的車，他們的看起來比較霸氣、大氣。

（BA008） 

以前這個行業被大家認為是⋯在這個位階來講是比較⋯中下的

工作，但是我到國外時發覺到，國外講的就是人的平等，他非常

驕傲他的工作，一個 chef會自認他是這家飯店、這家餐廳的靈
魂。（BA013） 

我常常以國外那句話，那個大廚講的，廚師才是餐廳的靈魂，我

們是靈魂，你要搞清楚，一定要把你的心意傳達給客人，不要病

奄奄的躺在那裡，一定跟客人說：「哈囉！我在這裡」。（BA093） 

烘焙產業的快速發展與消費習慣的改變，烘焙師發現創意及創新才是

自己保有競爭優勢的方向。藉由借鏡國內外，以及本國文化的陶冶，使國

內烘焙師具有融合傳統精緻飲食文化（包括講究的食材、精細的手工、精

緻的產品等）與現代創意元素（包括新食材、新技術的使用等）的獨特性

質。 

這幾年，台灣大街小巷都充滿了烘焙業⋯彼此的競爭是什麼⋯彼

此的壓力來自於什麼，可能要有更好的創新或創意才有辦法克

服，如果針對比賽，我們可能就是一個功力的呈現，一個秀，但

是要去把它量化是比較難的，只有食品科學它研發出來材料，像

在菌數上面的控制，兩個領域的人做了某方面的妥協，才能普及⋯

對於人工，對於日本的大量進位來講，我想一般的烘焙店，除非

你是非常有特色，不然是會有壓力的，而且成長的速度也會停止。

（BA073） 

社會學家與人類學者已長期爭辯「社會文化現象」  (sociocultural 

phenomenon) 對創造力的影響 (Kroeber, 1944) 。文化差異刺激創造力，鼓

勵異質而非同質 (Simonton, 1994) ，文化的差異有利於刺激創造力的產

生。創意烘焙師受到多元文化的刺激，打開自己的視野，增進個人的創造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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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變遷 

以往認為只有較低階的窮人才從事的廚師工作，近年來因社會與文化

的變遷，外來文化的衝擊，改變對廚師的傳統看法，重塑廚師形象，使得

廚師的地位有所提升。甚至廚藝烘焙已進入正式教育學制中教學，使得現

今廚師的素質有大幅的提升。此外資訊業的發達，網際網路也成為創意廚

師收集資料、自我充實的管道。 

現在師傅的水準比較高⋯以前這行因為很辛苦，都是因為窮人才

會做的工作⋯確實這幾年社會地位也稍微好一點，現在從事這一

行的，不乏大專院校畢業人，所以素質也比以前我們那個年代好

太多了，現在廚師也都會去網路 download，找一些資訊、國際資
料來看，幫助自己。（BB1-029） 

目前的烘焙業，可能也要經過一番蛻變，如果以價位取勝的話，

拼不過所謂的大賣場，而且大家消費習慣也改變了，有一些人很

喜歡去 seven（seven-eleven便利商店），seven的麵包客從它推出
湯種以後，以它全省三千多家的這個 seven，對我們目前傳統糕
餅業是很大的殺傷力。（BA073） 

接受訪談年輕一輩的烘焙師（22歲）提到因為受到孩提時代電視節目

的影響，而引起個人學習廚藝的動機。電視媒體的傳輸，改變現代人對廚

師的觀感，年輕人因而對廚師工作有著高度的嚮往，轉而投入廚藝領域學

習與工作。 

小時候看人家煮覺得好玩，看一些節目。（WF1-136） 

主要影響我的應該是日劇，因為看日本的節目或日劇，這些東西

（指廚藝工作）可以這樣表現，或是他心態上應該怎樣，看一看

就蠻喜歡這樣生活（廚師生活）。（WF1-143） 

近幾年來，受到電視媒體的影響，使得食物、食物製備和廚師倍受注

視，特別是名廚，他們不僅是做菜的廚師，更是餐旅界的新聞人物。直至

今日，受到名廚的影響，有許多人認為廚師是一個不錯的行業。人們對於

廚藝專業、廚師和專業廚房的認識增加，對廚房工作改觀，廚藝工作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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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視。然而實際廚房的工作常因電視名廚而被扭曲，因為名廚和實務

工作的廚師並不盡相同 (Borchgrevink, Nelson, & Ruf, 1999) 。 

隨社會的變遷，廚師地位的提升，烘焙師養成的管道多元化，影響烘

焙創意的因素也愈益多元。Amabile (1996) 歸納近年研究創造力的取向，

認為學者考慮的非僅單純社會環境因素，個人成長背景與情境、特定領域

的創意，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都應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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