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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討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論 

 

ㄧ、評量表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印證了「創意廚藝產品評量表」之信、效度。整體量表之信度

高達 0.98，各構面之信度亦介於 0.88 至 0.95 之間，皆高於 0.70 之標準值，

顯示本評量表之良好信度。根據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進行評量表模式之

修正，經修正後之評量表大致上具有良好之模式適配度，唯在潛在變項之

相關參數中，大部分潛在變項之間具高度相關，可推知量表因素間可能具

有另ㄧ高階因素結構，或是某些因素之題項測量之內涵為相同概念，本研

究分析發現量表「造型與排盤」以及「盤飾」兩構面之相關高達 0.91，檢

視此二構面之題項皆為評估菜餚型態與整體造型之外觀創意，概念上雷

同，本研究故將兩構面整併為一構面「造型與盤飾」。另外在效標關聯分

析上，發現學生作品之分數與學生廚藝得獎紀錄(客觀資料)之間達顯著相

關(p<0.01)，意指在廚藝競賽中表現越佳的學生，在本實驗中所呈現的廚

藝作品越有創造力。學生作品分數與三項自評總分達相關達中度相關

(p<0.5)，而作品分數與學生自評對於個人創意產品在數量上的滿意程度間

無顯著相關，驗證了效標應採用客觀資料或是行為指標(邱皓政，2004)。

較適合預測學生產品之創造力。 

    本研究結果驗證了廚藝產品具備了創意產品之新穎與適當之兩大特

性，也包含了技術與外觀美感的特性(Amabile, 1996)。創意廚藝作品具備

了有別於其他領域創意作品之獨有特性，例如：香氣、味道與口感等，顯

示套用現有創意評量表於創意廚藝作品上，在評量恐會有所缺漏，且一般

創意產品評量表多為較籠統與廣泛性(general)的之評量項目，如：實用的、

驚奇的、功能的…等，而本研究正提供了更適用於該領域特定(specific)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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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評量項目，較能夠貼近創意廚藝產品之全貌。 

    本評量表各項目大多與整體量表具高度相關，評量表中 34 個題項，

僅有 4 個項目與量表之相關性低於.70，該四個項目為「非傳統器皿之應

用」、「符合衛生安全的原則」、「菜餚命名之創意」與「符合營養與健康」。

其中「非傳統器皿之應用」、「菜餚命名之創意」兩項目與整體量表之低相

關，可能由於在本實驗中的 28 件廚藝產品之間，器皿的運用與菜餚命名

並沒有高低創意之區別，評分者認為所有產品之器皿與命名皆不具創意，

以致於評分上無法顯現出器皿與命名之差異。相關性偏低之評量項目，可

藉由後續研究再評估確認其相關性。「符合營養與健康」為廚藝作品中食

材選擇的實用性項目，然而，本研究之評分者建議是否就單一道廚藝作品

評量其營養與健康需再加以考量，因為均衡營養的飲食設計，尚需考量整

餐的食材搭配，或是一整天不同食材的搭配，而非單一道主菜。因此，衡

量一廚藝作品之創造力，如：一道甜點、主菜或是開胃菜時，可再考量「健

康與營養」項目之必要性。有別於先前共識評量廣泛的應用於藝術作品與

文字作品，共識評量應用於創意廚藝產品時，發現評分者不易單就成品本

身評量出創意廚藝產品的某些特性，需要在創意的製作歷程中才能明確的

被評量，如「符合衛生安全的原則」項目，對於廚藝產品而言，衛生安全

卻是必備的重要項目，因此，完整的創意廚藝產品評量是否應包含其製作

歷程需要進一步考量，如同 Cramond (1994)建議同時併用不同類型的創造

力測量方法，Christiaans(2002)亦建議提供評審詳細的技術資訊有助於評量

產品的技術品質。 

     以上四項相關性低於 0.70 的評分項目，雖相較其他題目具較低的同

值性，但相關性仍皆高於 0.30 之標準，故予以全部保留。在第二階段的實

驗研究中，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將評量表模式進行綜合評估與分析，將

原先 34 題本之評量表，刪除 5 題後，保留 29 題，修改後之量表如附錄六

所示，刪除題目包括「迎合消費者的口味」、「非傳統器皿之應用」、「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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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和襯托菜餚」、「新的或特殊食材的運用」與「符合衛生安全的原則」。

其中「非傳統器皿之應用」、「符合衛生安全的原則」兩題在第一階段與第

二階段的實驗結果中均被建議允以修正，故而刪除。而「迎合消費者的口

味」與「可商品化」之 MI 值相當高(53.22)，可商品化之題項包含了成本

經濟、製備時間與口味大眾化的多重內涵，考量迎合消費者口味的概念似

乎已包含在可商品化的概念中固刪除。「器皿強調和襯托菜餚」之題項與

「器皿與菜餚有整體性的搭配」在概念上亦重複，故兩題擇一保留。在增

加評量表模式的適配度同時，精簡本評量表之內容期望增加本評量表使用

的實用性與便利性。 

Niu 與 Sternberg (2001)的共識評量研究發現，華人評定者較西方評定

者有較大的共識。本研究之評分者間信度高達.98，相較於 Amabile 所進行

一系列針對不同任務之研究結果得到更高之共識。可能由於華人的社會環

境中，人們互動方式較強調和諧、重視共識、抑制歧見的現象(吳靜吉，

2002)。在共識評量的過程中，華人之文化特質能成為一個促進共識達成的

正向因素(林欣鈺、邱皓政，2003)。Christiaans(2002)指出同質性高的評審

能得到較高的評分者間信度，本研究所邀請參與評分之評審，其中 9 位中

有 7 位為大專院校餐飲科或廚藝系的教師，評審同質性高可能促使本研究

達到相當高的評分者間信度。 

 

二、專家小組會議討論 

 評審在使用本評量表評分後，提出了在評量設計與評量表項目的些

許建議。評審建議本評量表之部分項目可進行加權，因評審認為某些題目

在評定創造力上相當重要，應給予分數上的強調，如評量表第 27 題「對

傳統的重新詮釋」，評審以附錄 4 之 3 號作品「麻油雞麵線」為例，該作

品創意的展現即是由傳統的概念出發，而進行改良，呼應了 Horng(2006)

的研究中強調創意廚藝應回歸到基本，沒有傳統就沒有創意。另外在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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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第 28 題「具有跨文化之整體意境」亦建議可給予加權，在許多法式新

料理與日本之經典料理皆包含了跨文化、跨國的概念(Rao, Monin and 

Durand, 2003; Cwiertka, 1999)，以多元文化增添廚藝更多元的風貌，然而，

無國境的廚藝創意應避免混亂(fusion but not confusion)，因此，廚藝跨文化

的評量需仰賴評審之深厚經驗與飲食文化之素養。 

不論如何看待創造力，我們都不應以為未發覺的地方創造力就不存

在。許多終究被社會認定為具有價值或實用的產品，在剛出現時，被認定

是毫無用處了(Nickerson, 1999)。因此，創意廚藝產品在不同時代下，也許

其特徵與標準也會有所差異。本研究評分者針對「非傳統器皿之應用」提

出其看法，並舉例說明：在現代以湯匙、透明罐子放置食物(如附錄 4 之 1

號作品與 12 號作品)擺在盤中是一種有創意的擺盤方式，但是在以前的廚

藝競賽中，這樣是被視為不衛生且不被允許的。因此，何謂有創意的廚藝

產品，也許會隨著時代轉變而有所差異，在未來研究上可留意評量表在不

同潮流下能兼具適用性。 

許多評量者認為評量表之項目過多，在評量大量作品時評分者容易影

響評量的專注持續性，在維持高效信度之下，建議可縮減題目，以加強評

分表之實用性，故本研究綜合考量評量表之項目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

刪除信效度較差的題項，如許多評審皆認為「非傳統器皿之應用」與「舊

皿新用」兩者並無差異，區分為兩題太牽強，而在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

中發現此兩題 MI 值過高，固擇ㄧ刪除。 

 

三、不同評分者評量之比較 

    Stephen& Marina (2005)比較專家評審與非專家評審以 CAT 評量大學

生之繪畫作品，發現專家評審與非專家評審之評分具一致性。Besemer＆ 

O'Quin (1999)也發現非專家評分者亦能區分出產品的創造力高低。本研究

發現餐飲科學生與專家之評量相關達中度之顯著相關(r=0.58)，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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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ans(2002)的研究結果相似，其發現工設系學生與工設系教授之評分

相關介於 0.48 至 0.57 之中度相關，顯示半專家評審亦能區別廚藝作品的

創造力。然而不同類型之專家在評分上也未必能出現較高的評分相關，在

Amabile (1996)的研究中發現在評量學生藝術作品時，心理學者與藝術家評

分之相關性為 0.44，美術老師與藝術家評分之相關文 0.65，亦介於中度相

關。雖然，本研究之專家與半專家(學生)評量與具中度之顯著相關，但在

少許作品的評分上出現明顯的差異，附錄 5 的第 25 號作品，在專家評量

上排序為前第 5 名，而在學生的評量則排至第 25 名，另外如附錄 5 的第

26 號作品，在專家評量上排序為前第 24 名，而在學生的評量則排至第 5

名，在這些作品的評量上出現較大的不一致。可能由於學生間彼此熟識，

影響了評分的客觀性，或可能學生在評量上相較於專家，較無法區別「喜

歡」與「創造力」的差異(Hickey, 2001)。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之評量較專家有一致性之看法，可能由於研究二

進行評分之學生為同系同年級之學生，在廚藝學習上受相同之訓練，相關

背景與經驗上較專家更具ㄧ致性與單純。另外，本研究顯示了在第二階段

的研究中，專家於「盤飾」與「器皿」兩構面評分之 Cronbach’s α值低於

0.70 之標準，在第一階段的研究結果分析亦顯示，專家於「盤飾」構面之

評分ㄧ致性也較為偏低。整體而言，在技術方面的評量較能得到一致的評

分。相較於技術，藝術美感的評量就較不易得到一致的看法(Amabile, 

1996)。 

     然而，非專家評審是否亦為適當之評量？Amabile(1996)建議應視產

品之特性而定，如電腦程式之設計的評量仍需依賴專家評量。而創意廚藝

作品，包含了科學與藝術多面向之概念，一些項目之評量對於具相關背景

與經驗之評分者較為適當，如；「善用食材特性與烹飪時物理化學變化」

即牽涉到食物科學，本研究之評分者之一，因不具廚藝背景，則認為「烹

飪時物理與化學變化」相當不易評量。 



 

 83

第二節 結論 

 

    創意廚藝產品之構成為多面向的，包含了味覺、嗅覺、色彩、造型、

意境等多方面因素，針對創意廚藝產品進行評量，應考量廚藝產品之完整

輪廓與內涵，故本研究透過先前研究(Horng, 2006)所建構的創意廚藝產品

之本質與內涵，發展了創意廚藝產品評量表，並經由量表之項目分析、信

度分析、效標關聯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透過以上統計方法驗證了本評

量表具有良好之信、效度，可作為創意廚藝產品之適切評量工具，可應用

於餐飲業與餐飲廚藝教育中評估廚藝產品之創造力。另外，本研究在維持

高信效度之前提下，綜合考量本研究之統計結果與評分者對於評量表之意

見與建議，更ㄧ進步精簡評量表之題項，將概念、意義上過於相似重複之

題項刪除，將 34 題題本之評量表縮減至 29 題，使評量表在實際的評分運

用上能更為便利。在評量方式方面，本研究採用為廣為應用於創意產品評

量的共識評量法，研究結果映證了共識評量法適用於創意廚藝產品之評

量，廚藝領域專家對於廚藝產品之創意程度具有相當之一致性。 

    本研究亦探討了專家評分者與半專家評分者使用創意廚藝產品評量

表評分之差異，結果顯示兩組評分者評分呈現中度相關，在某大多評分項

目上，兩組評分者看法具有相當的ㄧ致性，雖然半專家評分者亦能分辨廚

藝產品創意程度之高低，但在某些評分項目之評量上，仍相當依賴專家之

專業知識與經驗，在運用本評量表時，仍以該領域之專家為較適切的評分

者，呼應了共識評量法對於評量程序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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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ㄧ、對於餐飲、廚藝教育之建議 

    本評量表可幫助教師與學生針對廚藝作品進行更深入與適當的評

量，以評量表進行診斷性評量，給予學生更綜合性和精細的評量。分析學

生的創意作品能夠了解學生創造力潛能與學習成就，評估其創造力表現，

有助於掌握學生學習之狀態，作為教師改進教學之依據，本評量表亦可運

用於學生作品互評之評量工具，訓練學生鑑賞與分析彼此作品的能力，幫

助學生觀摩與學習優良作品，並讓學生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具高度的參與

感，檢視自己的學習，瞭解與評估自己。本評量表或可應用於廚藝競賽之

作品評量，在產品數量較少的決賽或準決賽階段。本評量表可提供評審更

精確的評量，亦提供參賽者較細部化的評分結果。 

 

二、對於餐飲業界之建議 

    有鑒於現今產品之生命週期逐漸縮短，消費者的慾望不斷的被新產品

所滿足，同時間也衍生出新的需求與慾望，餐廳不斷的推出新菜單已經漸

漸成為常態，菜單研發的工作也愈益重要。在研發的過程中，產品的評估

與修正為產品上市前ㄧ關鍵的步驟，因為新產品的開發常伴隨著相當高的

風險及不確定性，許多業者無法有效的做出正確的過關或淘汰決策，造成

業者機會成本的損失(張嘉民，2006)。在餐飲廚藝業界方面，為了確保新

產品之具高度市場性，增加餐廳新菜單之競爭性，餐飲業者、研發人員與

廚師可藉此評量表審慎評估創新產品的各項屬性，是否能達到理想的標

準，檢驗出未達標準的項目，作為改善、修正的依據，以降低新產品研發

過程成本及上市後失敗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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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未來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之評分者大多為餐飲、廚藝相關科系之教師，建議於未來研究

能採用不同類型之專家評審，如餐飲研發人員、餐飲業者、美食工作者等，

以了解不同觀點之評分標準，提供評量表之修正依據。另外，因不同廚藝

產品具不同的產品屬性與特性，建議後續相關研究者以創意廚藝產品評量

表針對更多元的廚藝作品進行評量，以了解評量表於更不同產品應用上之

可行性，或針對不同屬性之廚藝產品進行量表之修訂，例如評量烘焙產品

或甜點等廚藝產品，在「專業技能」構面上應另外強調配方的改良或配方

的研發，在「器皿」可能修改為「包裝」等。此外，延伸本研究成果，本

評量表運用於創意廚藝產品市場性評估的相關研究，探討一般消費者對於

創意廚藝產品與傳統廚藝產品之消費意願比較，或是了解一般消費者對於

創意廚藝產品之觀感、喜好度與接受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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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相較於先前共識評量之研究，評量產品多為藝術作品，如：學生之藝

術拼貼作品(Amabile,1996)，或是音樂的隨性創作作品(Bangs, 1992)。藝術

工藝作品具有較佳的保存性，音樂作品亦能以錄音帶存放，提供給評分者

進行評量。本研究之評量產品為廚藝作品，其作品本身的特性，使得在評

量上產生一些限制，如香氣、味道與口感，在製作完成後的短時間內可能

就有所改變，在色彩上也可能產生變化，使得評分者無法完全精確評量出

廚藝作品的原來風味。 

    本評量表包含了創意力的三構面─獨創性、有用性與平衡性。因此，

許多評量項目涵蓋了ㄧ般廚藝產品之標準與內涵，如份量、大小與位置的

合理配置、可商品化與食材具有良好的品質等。若針對創意廚藝產品進行

評量，需更強調產品的創意，在「獨創」構面的題目應給予比例上的加權，

更加彰顯創造力在本評量表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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