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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是據創意產品的展現是具有創造力者受其所處環境

與文化影響的匯合取向作為理論基礎。根據研究架構的理論基礎，本

研究主要是編制及效化標準化之「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

環境」與「廚藝創造力表現」等研究工具， 據以探討「創意廚藝個

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與「廚藝創造力表現」三者之間的關係，

並發展出影響廚藝創意發展之模式。本章內容包括：研究架構、研究

設計與流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資料處理等五節分別進行討論。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是根據匯合取向 (confluence approach)的創造力理論

(Amabile,1996 ； Csikszentmihalyi, 1996,1999 ； Gardner,1993 ；

Simonton,1984；Sternberg,1995) 作為研究架構的理論基礎。匯合取向

中提出影響創造力的因素分成為兩大類，一是個人因素，另一是環境

因素。匯合取向的研究指出創造產品的出現主要是受到具有創造力的

人受到所處環境與文化的影響。依據 Horng & Lee（2006b）的研究，

將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分為人格特質、知能與經驗；創意廚藝環境分

為：家庭、學校、組織及社會文化等四個環境（Horng & Lee，2006a）。 

本研究架構是以自評及他評作為廚藝創造力表現，而影響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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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分成為兩大類，一是個人特質，另一是環境。由於廚藝創造力

的表現受到具有創造力的人在其所處環境與文化的影響之下，因此根

據文獻探討及分析以上三者之間關係的各因素之後，本研究所提出的

研究架構如圖 3-1-1。  

 

  

 在研究架構中，本研究假設創意廚藝個人特質與創意廚藝環境之

間存在互動關係，而廚藝創造力表現受到創意廚藝個人特質與創意廚

藝環境的影響。 

創意廚藝環境 

 家庭環境 
 學校環境 
 工作環境 
 社會文化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 
 人格特質 

 知能與經驗 

廚藝創造力表現 
 自評 
 他評 

圖 3-1-1  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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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流程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經過規劃設計，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

以建立本研究之理論基礎外，並分析歸納廚藝創意人及廚藝創意環境

因素之構念內涵，做為研究者發展題項之依據，並經過標準化的過

程，以完成量表之建構。之後進行大樣本的施測，以結構方程模式，

探討「廚藝創意人」、「廚藝創意環境」與「廚藝創造力表現」之間

的關係，做為影響廚藝創意發展之模式之研究工具。根據本研究架

構，研究設計分為二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為工具效化，第二部分為

發展模式。 

壹、工具效化 

本研究採用 Horng & Lee（2006b）的研究中構成創意廚藝人的特

質及 Horng, J. & Lee, Y. (2006a)影響創意廚藝環境的面向，作為問卷

架構，進行工具的編製與信效度檢驗，最後確認評量廚藝創造力量

表，量表包含：「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兩個分量

表，以及在個人資料的部分採取自評及他評的方式評量「廚藝創造力

表現」。在工具效化部分，將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是根據「創意廚

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與「廚藝創造力表現」的量表編制；

第二階段是對評量廚藝創造力量表中的「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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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廚藝環境」與「廚藝創造力表現」三個分量進行信、效度檢驗。 

貳、發展模式 

有了合宜的工具後，進入量表正式施測及發展模式的階段，探討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及「廚藝創造力表現」之

間的關係。分析廚藝創意的個人特質與環境因素對於廚藝創造力表現

的影響，找出「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及「創意廚藝環境」中哪些因素

可以有效預測「廚藝創造力表現」。最後透過線性結構方程模式，驗

證影響廚藝創意發展之模式。 

根據研究設計，本研究流程如圖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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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閱讀與理論探究形成研究問題 

瞭解研究構念與研究範圍 

建立研究架構 

正式施測 

正式施測 

模式適合度估計 模式修正 

圖 3-2-1  研究流程 

發展影響廚藝創意發展的模式 

討論與結論 

效化研究工具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與「廚藝創

造力表現」量表的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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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節分為兩部分描述研究對象，包括工具發展時的對象及模式建

立時的對象。為使研究工具具有代表性，在預試時以廚藝競賽得獎選

手作為研究對象，其得獎表現可作為工具效化時之效標。而後進行大

樣本的施測，以廚藝相關工作者及學生為對象。 

壹、工具效化之預試對象 

工具效化施測對象是針對具廚藝創意的比賽得獎選手。由於在創

意是近幾年來廚藝競賽評分的重視項目之一，因此參加國際廚藝競賽

的選手必須是在具備紮實的技術之上，再加上創意才有可能獲得競賽

的認可，因此得名的廚藝競賽選手在創意上具有某一程度的代表性。

如新加坡美食大賽及台北中華美食展，創造力佔評分的比重 30%。 

以台北中華美食展為例，每年 8月在台北舉辦，主辦單位為台灣

觀光局及台灣觀光協會，是國內最大的美食展。由 2004 年起在嚴長

壽先生的強烈支持下，恢復國際競賽組，比賽內容以創意為主。参與

競賽者為國內頂尖的廚藝工作者，評審則為來自國外之着名廚藝評審

或廚藝工作者。美食展國際競賽的主軸是以中式的調味、烹飪基礎、

食材做基礎的國際創意烹調。評分標準為：口味(40％)、創意創新(30

％)、觀感外型(20％)、衛生(10％)（台北中華美食展，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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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美 食 展 （ Food & Hotel Asia International Salon 

Culinarire），在每兩年舉辦一次，其中包含全亞洲最大之美食競賽，

評分主要重視廚藝技術與創意。根據 2006 年 FHA廚藝競賽（Food & 

Hotel Asia Culinary Challenge）比賽手冊的評分標準包含：前處理與

清潔(10％)、專業的製作（20％）、整體呈現及創新(30 分)、口味(40

％)（FHA, 2006）。工具效化的施測對象為近十年來參加國際廚藝競

賽的得獎選手。競賽包含：新加坡美食大賽、國際技能競賽、台北中

華美食展、世界烹飪大賽等；第二部份為透過第一部份的選手及廚藝

科系教師推薦曾經在國內外廚藝競賽的得獎選手。 

本研究以問卷做為資料搜集的工具，採郵寄方式發放，預試問卷

發放 130份，回收 102份，回收率為 78.4%。量表預試受試者的基本

資料統計結果如表 3-3-1。男性佔 83.3%；女性佔 14.7%。年齡最多落

於 21至 30歲之間，佔全體的 34.4%。教育程度為大學佔多數，佔全

體的 33.3%；其次為專科學歷，佔 25.5%。職業有一半 50%的受試者

為廚師。而受試者廚藝專長以中、西餐為主，中餐專長者佔 54.9%；

西餐專長者佔 20.6%。在工作年資方面，大多受試者之年資為 20 年

以下，10 年以下者佔全體 34.2%；11 年至 20 年者則佔 31.3%。 

表 3-3-1  預試受試者基本資料統計表 (N=102) 

變項別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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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  87 85.3 
 女 15 14.7 
 遺漏值 0 0 
年齡 20歲以下 6 5.9 
 21至 30歲 35 34.4 
 31至 40歲 21 20.6 
 40至 50歲 20 19.7 
 50歲以上 12 11.9 
 遺漏值 8 7.5 
教育程度 小學 6 5.9 
 國中 15 14.7 
 高中職 17 16.7 
 專科 26 25.5 
 大學 34 33.3 
 研究所以上 3 2.9 
 遺漏值 1 1.0 
職稱 廚師 51 50.0 
 飲食文化工作者 21 20.6 
 學生 20 19.6 
 其他 6 5.9 
 遺漏值 4 3.9 
廚藝專長 中餐 56 54.9 
 西餐 23 22.5 
 日本菜 1 1.0 
 烘焙 20 19.6 
 冰雕蔬果雕 1 1.0 
 遺漏值 0 0 
工作年資 10 年以下 35 34.2 
 11至 20 年 32 31.3 
 21至 30 年 12 11.7 
 31至 40 年 13 12.8 
 41 年以上 3 3 
 遺漏值 7 6.9 

貳、模式建立的正式施測對象 

正式的施測是針對國內中餐、西餐及烘焙的與廚藝相關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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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餐飲廚藝科系中實際具廚藝經驗的學生。因為目前國內實際上並

無具體涵蓋中餐、西餐及烘焙的廚藝工作者資料名單 (樣本清冊) 可

供查詢，因此本研究所採取的抽樣方式乃以立意取樣法進行，以郵寄

方式發放。 

經相關資訊收集與合適性的挑選後，本研究篩選出六家廚藝協

（公）會的會員中實際從事廚藝工作者作為發放問卷的對象，包含：

中華美食交流協會、中華民國烹飪協會、台北市西餐公會、高雄市西

餐公會、台中廚師聯誼會及台灣省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中餐是以中華美食交流協會與中華民國烹飪協會中實際參與廚

藝工作的會員為主要施測對象。由於此二協會是目前全國性且最具歷

史的協會且目前觀光局委託之國內外的廚藝交流都是以此二協會為

主，此本研究選擇此兩大協會。 

西餐是以台北市西餐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西餐商業同業公會及

台中廚師聯誼會的西餐廚藝會員為主。由於西餐目前無全國性的社

團，而具規模的西餐協（公）會只有台北市西餐商業同業公會及高雄

市西餐商業同業公會，因此以這兩大公會作為北、高地區代表。而中

部地區主要的西餐廚藝工作者是以參與台中廚師聯誼會為主，台中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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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聯誼會主要是結合志同道合的廚師，以提昇廚藝水準、拓展國際廚

藝空間為宗旨的一個協會。 

烘焙則是具有全國性工會的組織──台灣省糕餅商業同業公

會，因此施測對象是選擇公會中從事廚藝工作的會員為主要對象。此

外，在學生部分選取目前就讀餐飲及廚藝相關科系之大專學生中實際

具廚藝經驗的學生。 

本研究以自編之「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與「創意廚藝環境量

表」為正式施測之研究工具。研究採大樣本問卷施測，預計施測之樣

本數需為問卷的總題目數的五倍以上（Gorsuch，1983），而施測之題

項共有 119題及為避免郵寄的低回收率，因此正式施測之樣本數將達

1,000人， 回收 669份，回收率為 67%。 

研究測試樣本之背景資料，依受試者之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職稱、廚藝專長就讀之類群、工作年資等，以次數分配(N)及百分比

(%)等統計方法分析。正式施測試受試者的基本資料統計結果如表

3-3-2。男性佔 69.5%；女性佔 29.4%。年齡最多落於 21至 30歲之間，

佔全體的 43.3%。教育程度為高中職最多數，佔全體的 35.4%；其次

為大學學歷，佔 31.8%。現職職稱有一半 48.9%的受試者為廚師；學

生佔 37.4%。而受試者廚藝專長以中、西餐為主，中餐專長者佔



 102

54.4%；西餐專長者佔 20.2%。在工作年資方面，10 年以下者佔全體

62.9%；11 年至 20 年者佔 14.2%；41 年以上則佔 15.8%。在對創意

最有影響環境方面，最多人認為是觀光旅館佔全體 34.1；其次分別為

廚藝補習班，佔 23.5%；學校，佔 21.7%；一般餐廳，佔 10.0%。在

就讀相關科系方面，61.1%未曾就讀相關科系；38.7％曾就讀相關科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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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正式施測受試者基本資料統計表 (N=669) 
變項別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465 69.5
 女 197 29.4
 遺漏值 7 1.0
年齡 20歲以下 150 22.4
 21至 30歲 290 43.3
 31至 40歲 121 18.1
 40至 50歲 74 11.1
 50歲以上 34 5.1
 遺漏值 0 0
教育程度 小學 11 1.6
 國中 70 10.5
 高中職 237 35.4
 專科 126 18.8
 大學 210 31.4
 研究所以上 7 1.0
 遺漏值 8 1.0
現職職稱 廚師 327 48.9
 飲食文化工作者 34 5.1
 學生 250 37.4
 其他 39 5.8
 遺漏值 19 2.8
廚藝專長 中餐 364 54.4
 西餐 135 20.2
 日本菜 35 5.2
 烘焙 81 12.1
 冰雕蔬果雕 3 0.4
 其他 29 4.3
 遺漏值 22 3.3
工作年資 10 年以下 421 62.9
 11至 20 年 95 14.2
 21至 30 年 37 5.5
 31至 40 年 10 1.5
 41 年以上 106 15.8
 遺漏值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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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3-2 正式施測受試者基本資料統計表 (N=669) 
變項別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對創意最有影響環境 一般餐廳 67 10.0
 觀光旅館 228 34.1
 學校 145 21.7
 廚藝補習班 157 23.5
 無 23 3.4
 其他 31 4.6
 遺漏值 18 2.7
廚藝學習方式 傳統師徒 371 55.5
 學校體系 279 41.7
 遺漏值 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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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為兩大部分，包含：「創意廚藝個人特質」與「創

意廚藝環境」兩個分量表；以及人口變項資料。在人口變項資料部份，

除了受試者的基本資料外，亦包含受試者自評及他評的「廚藝創造力

表現」。本節分別就此兩大部分加以說明。 

壹、評量廚藝創造力的量表 

本研究依據 Horng & Lee(2006a)及 Horng & Lee(2006b)的研究，作

為量表題項的架構。研究者依據架構初步編製問卷題項，共計 193

題，在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部分含 116題，在創意廚藝環境量表部

分含 77 題。經由洪久賢教授主持之國科會研究團隊小組成員共同討

論後，逐題討論、修飾題目經過討論比較後方選出適當之題項完成量

表題項初稿。 

研究評量工具首先需經由專家效度以確認內容效度。透過專家及

學者（二位測驗領域、三位創造力領域與四位餐飲廚藝領域方面）檢

視評量項目的內容與形式的適切性。根據題項之表面陳述與字詞義

涵、理論與概念意義、實務價值與應用價值等各方面審視題項之優劣

與適切後，刪除不必要的題項。回收參考意見後，再由研究團隊人員

依據效度審查結果進行討論與修正，修正量表，最後完成預試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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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編擬「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創意廚藝環境量表」兩個分量表，

共計 105題；以及受試者基本資料。審查專家包含二位測驗領域專

長、三位創造力領域專長以及三位餐飲廚藝領域專長等共九位。 

在「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部分，包括「人格特質」、「知能與

經驗」兩大構面，並據以發展出 51個題目，歸納為人格特質（36題）

及知能與經驗（15 題）。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之試題分類及題號

如圖 3-4-1：  

想像力豐富(1.2.3)

感覺敏銳(4.5.6)

興趣廣泛,欣賞藝術(7.8.9.10)

求知慾(18.19)

成就導向(20.21.22.23.24)

開放性(心胸開放)(11.12.13.14)

樂在工作(25.26.27.28)

獨立思考(29.30.31.32)

積極性 (33.34.35.36)

人
格
特
質
36
題

專業知識與技術 (37.38.39.40)

對文化的廣泛瞭解 (41.42.43.44)

生活經驗－行萬里路如同破繭而出 (45.46.47.48)

喜愛美食(49.50.51)

知
能
與
經
驗
15
題

好奇心（15.16.17）

圖 3-4-1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之試題分類及題號 

「創意廚藝環境量表」包括「家庭環境」、「學校環境」、「組織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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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社會文化環境」等四項構面，並據以發展出 54 個題目。廚藝

創意環境量表之試題分類及題號如圖 3-4-2： 

家庭環境

組織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

學校環境

耳濡目染 (1.2.3)

開放民主的家庭教養觀 (4.5.6)
家庭的情感支持 (7.8)

組織環境中的磨練 (26..27)

需要不斷變化的工作 (28.29)

充分的組織資源 (30.31.32.)

開放式領導 (33.34.35)

同事資源與互動 (36.37)

開放及進步
的社會文化

影響創造力發
展的負向因素

多元文化交融 (38.39.40)

求新求變的市場競爭 (41.42)

提供機會的政府及民間資源 43.44)

社會變遷致使廚師地位提昇 (45.46)

限制廚師發展之階層制度 (47.48)

傳統的束縛、害怕違背傳統 (49.50)

傳統師徒制的限制 (51.52)

留一手文化 (53.54)

課程與教學之啟發 (9.10.11.12)
開放的學習氣氛 (13.14)

學校支持廚藝競賽與操練 (17.18.19)         
傾囊相授與支持的良師 (20.21.22.23)                  

名師出高徒 (24.25)

同學的資源與互動（15.16）

 

圖3-4-2 創意廚藝環境試題分類及題號 

確認內容效度後，以近十年來新加坡比賽及台北中華美食展國際

賽的得獎選手作量表的預試。「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

量表分別以探索性因素分析進行建構效度分析，以直交與斜交轉軸以

抽取出較為清楚的因素，並探討因素之間的關係，將量表的內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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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加以分析，以 Cronbach α 確認各構面因素的相關度，最後找出

可分析「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的量表構面因素。根

據統計分析，建構出具有信效度的評量「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

廚藝環境」量表。 

貳、人口變項 

人口變項係指廚藝工作人員的背景，分別包含：性別、年齡、教

育程度、廚藝專長、是否曾就讀相關科系、對創意最有影響環境、廚

藝的學習途徑（師徒或學校）、廚藝工作總年資、現職職稱、以及自

評及他評受試者的「廚藝創造力表現」。由於目前並無文獻可以提供

廚藝創造力表現的評量，因此本研究以在廚藝競賽中獲獎表現作為他

評之方式，參考Yeh (2004)對於科技人的創造力自評方式，修正為與

廚藝創意相關之問題作為自評題項。茲將背景變項的部分，說明如下： 

（一）性別：分為「男」、「女」兩個類別。 

（二）年齡：由受試者填寫實際年齡。 

（三）教育程度：以最高學歷計，分為「研究所及以上」、「大學」、

「專科」、「高中（職）」、「國中」、「小學」六組。 

（四）廚藝專長：分為「中餐」、「西餐」、「日本菜」、「烘焙」、 

「冰雕或蔬果雕」、「其它」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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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曾就讀相關科系：分為「是」、「否」兩組。 

（六）對創意最有影響環境：分為「無」、「一般餐廳」、「觀光旅

館之餐廳」、「廚藝學校」、「廚藝補習班」「其他」六組。 

（七）廚藝的學習途徑：分為「來自於傳統師徒制」、「學校體系」

兩組。 

（八）廚藝工作總年資：先由受試者填寫實際工作總年資，再分為「0 

至5 年」、「6至10 年」、「11 至15 年」、「16 至20 年」、

「21 至25 年」、「26 年以上」六組。 

（九）現職職稱：分為「廚師」、「飲食文化工作者（廚藝教師、作

家、記者等）」、「學生」、「其他」四組。 

（十）自評：分為「您覺得自己的廚藝創意程度如何」、「整體而言，

您對於個人創意產品在數量上的滿意程度」及「整體而言，您

對於個人創意產品在品質上的滿意程度」三個題項的平均分

數，每個題項由非常低到非常高，以李克特式六點量表計六分。 

（十一）他評：研究者依據廚藝創意人提出廚藝創造力表現進行大分

類與細分類，大分類分法有兩類，將廚藝創意人分類為：曾有

獲得廚藝競賽獎項與未曾獲得廚藝競賽獎項，此分類方式，做

為差異比較的分類水準。而更細的分法是將曾有提出廚藝競賽

獎項再分為是否曾獲得「區域賽」、「全國賽」、「國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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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競賽獎項共三題。他人評估是將類別變項轉化為連續變項，

主要是計算「區域賽」、「全國賽」、「國際賽」等三個成果

表現的次數加總，沒有為0分，有為1分，因此總分為0至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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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在資料處理分為二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為工具效化，第

二部分為發展模式。透過項目分析及探索式因素分析等統計處理，完

成「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量表效化。之後根據

LISREL8.52 結構方程模式，建構出廚藝創意環境及廚藝創意個人特

質與廚藝創意產品之間的關係模式。 

壹、工具效化 

一、項目分析 

為使所編製量表具有更好的信度與效度，本研究在進行正式的信

度及效度分析前，首先分別對「廚藝創意人」以及「廚藝創意環境」

預試量表，進行項目分析，將不適合的題目逐一加以刪除。項目分析

檢驗共計有遺漏檢驗、描述統計檢測(包括平均數、標準差、偏態係

數)、極端組比較、同質性檢驗(包括相關係數、因素負荷值)等四類七

項指標。先刪除明顯偏態的題項，與分量表總分的積差相關未達統計

水準（p＜.001）的題項；也將該題項去除後 α係數降低的題項去除。 

 

二、探索式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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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分析之後進行探索式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進行直交

與斜交轉軸以萃取因素，計算每題項因素負荷量，應能清楚地歸納入

因素，如因素負荷量較高且與其他因素相關較低的題項予以保留，並

確認量表之因素結構，以選取適當的題項，並將因素結構加以分析命

名，以建立正式量表。模式發展是針對建構完成的工具，透過施測，

建立常模。根據施測結果找出「創意廚藝個人特質」以及「創意廚藝

環境」以及中哪些因素可以有效預測「廚藝創造力表現」；以及「個

人特質」、「環境」等變項與「廚藝創造力表現」的結構模式的適配度，

進而發展出影響廚藝創意發展的模式。 

貳、發展模式 

根據工具效化的結果，將問卷修正為四大部分，研究的分析如圖

3-5-1； 



 113

 

圖 3-5-1  創意廚藝環境及廚藝人對廚藝產品影響之研究架構及分

析 

問卷的資料分析是利用 SPSS for Windows 之中文版套裝軟體，進

行實證分析，包括敘述性統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多變量變異數分

析；以及以 LISREL 8.52版統計軟體分析結構方程模式，茲分述如後

所示：  

1. 敘述性統計 

受測對象之基本資料採用敘述性統計方法，以描述樣本，包括百

分比、次數分配等。 

創意廚藝環境 

 家庭環境 
 學校環境 
 工作環境 
 社會文化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 
 人格特質 
 知能與經驗 

廚藝創造力

表現 
 

 自評 
 他評 

 

結構方程模式 

 

人口變項 

 性別 
 年齡 

 學歷 

 目前職務 
 工作類別 

 廚藝的學習
途徑（師徒或

學校） 

M

A

N

O

V

A 

敘述性統計 
A

N

O

V

A

    虛線表示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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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 

探討個別的人口變項分別在「廚藝創意環境」、「廚藝創意人」

及「廚藝創造力表現」上的差異情形。 

3. 多變量變異數分析（MANOVA） 

探討人口變項分別在「廚藝創意環境」、「廚藝創意人」中所有構

面因素上的差異情形。探討學歷、工作年資或廚藝的學習途徑在「廚

藝創意環境」、「廚藝創意人」中每個構面間的差異情況。 

4、結構方程模式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簡稱

SEM）是用於檢定有關於一組變項之間的線性關係模型的一

種統計技術（Hoyle,1995）。Byrne（ 1989）將結構方程模式

當成為一種統計的方法學（ statistical methodology），能夠以

統計的模型去處理變項間複雜的關係，因此涉及研究數據的

分析與解釋。  

本研究的目的，即是試圖想從影響廚藝創意人的表現的

可能因素中，建立一個解釋的模型，來說明廚藝創意人如何

從外在環境的的影響因素中，配合個人特質的作用，進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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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己的創意。由於創意表現涉及的影響因素相當複雜，所

涵蓋的變項數目眾多，且由於本研究想要以路徑關係的方式

來釐清廚藝創意表現的影響機制，因此，本研究得以利用

SEM 來進行整體性的探討，以了解廚藝創意表現的整體因

素。並提出驗證影響廚藝工作者的廚藝創造力的產品表現線

性結構方程模式，找出三者之間的關係程度與方向，考驗理

論模式與實際觀察所得資料的適配情形，以建構出其重要變

項間的關係模式。  

本研究是採用結構方程模式方法學，來驗證驗證本研究

的假設性架構，LISERL 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廚藝創意人」、

「廚藝創意環境」交互作用下，廚藝創造力的表現所呈現的

面貌為何？  

「廚藝創意人」、「廚藝創意環境」以及「廚藝創造力表

現」其三者之間的關係如圖 3-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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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中有三個潛在變項：二個潛在自變項與一個潛在依變項。

潛在自變項分別為「創意廚藝個人特質」與「廚藝創意的環境」，潛

在依變項為「廚藝創意產品」。 

根據研究架構，初步假設的影響廚藝創造力模式如圖

3-5-2。 本 研 究 的 模 式 估 計 採 用 最 大 概 似 法 （ maximum 

likelihood, ML）來估計模式的參數。  

在模式的適配度指標方面，本研究以多元指標的作為整

體適配度指標評鑑，採用黃芳銘（2002）的建議，提出一種

人格特質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

廚藝創造力表現 

創意廚藝環境

自評 

他評 

圖 3-5-2  影響廚藝創造力與結果之適配情形 

知能與經驗 

家庭環境 

學校環境 

工作環境 

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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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決」的判斷方式，所謂多數決即指在各類指標中，必

須有一半以上的指標通過要求，才可宣稱模式被接受，本研

究將 LISREL 所呈現的指標分為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

標以及簡效適配指標三種類型的整體適配指標作為適配度

之評鑑。絕對適配指標包括卡方考驗值（ χ2）、GFI、AGFI、

SRMR，以及 RMSEA。相對適配指標包括 NNFI、CF。簡效

適配指標包括 PNFI、PGFI、CN 以及 normed chi-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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