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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主要在效化「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及「創意廚藝環境」之工

具，以及探討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創意廚藝環境與廚藝創造力表現之

間的關係，並依此關係建構廚藝創造力之模式。本章共分為三節，第

一節說明兩量表效化之過程，第二節探討廚藝創造力之模式建構，第

三節綜合兩節結果並加以討論。 

第一節 量表之效化 

量表之效化主要是運用統計方法修正之預試量表題項，量表所進行

的分析項目共計有：項目分析、效度分析、信度分析。以下就量表之

效化分別加以說明。 

壹、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 

為編製具有良好信度與效度的量表，本研究在進行信度及效度分析

前，對「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創意廚藝環境量表」與「廚藝創

造力表現」進行項目分析，將不適合的題目逐刪除。預試量表所進行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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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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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類七項指標。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項目分析如表 4-1-1，創意廚藝

環境量表項目分析如表 4-1-2。 

一、遺漏檢驗 

 遺漏檢驗的目的在於針對試題發生遺漏狀況的趨勢分析，過多的遺

漏情形表示該試題不宜採用。研究結果顯示，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

中之 45、46、47題遺漏值過高(各佔 18%、16%、8%)，故考慮刪題。

「創意廚藝環境量表」中之 9至 25題主要與學校環境有關，其遺漏值

均過高(高於 15%)，故考慮刪題。 

二、描述統計檢測 

量表各項目的描述統計資料顯示出題目的基本性質，過高與過低的

平均數、較小的標準差與嚴重的偏態等三種傾向，代表測驗項目可能

存在鑑別度不足的問題（邱皓政，民89）。研究結果顯示，「創意廚藝

個人特質量表」中，各項目的平均數在4.47-5.48，標準差在.66-1.16，

全量表的平均數為5.07，標準差為.84。在「創意廚藝環境量表」在中，

各項目的平均數在4.47-5.48，標準差在.64-1.58，全量表的平均數為

4.64，標準差為1.09。本研究整體顯示出此二個量表在預試題目中，多

數題項的集中趨勢與分散趨勢頗為一致，並無特殊的偏離值，全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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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態並不明顯。 

三、極端組比較 

運用小樣本的極端組比較法，將所有受測者當中，全量表整體得分

最高與最低的前後 27%的極端組予以比較，試題之極端組 t 檢定達

P<.001 的顯著水準時，即代表題目具良好鑑別度。研究結果顯示，在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與「創意廚藝環境量表」中，並無 t檢定未

達.05顯著水準的題項，代表此三個量表均有良好的鑑別度。 

四、同質性檢驗 

為更精確的分析，針對試題的內部同質性或因素負荷討論，同一題

本的試題，由於在測量同一種屬性，因此試題彼此間應具有高相關，

或在因素分析中，具有一致之因素負荷量(當因素設定為一個主成份

時)，本研究個別題項的同質性檢驗標準以相關係數低於.3或因素負荷

量低於.3 為刪題標準。研究結果顯示，在「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

中，全部 51題項均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在「創意廚藝環境量表」中，

第 41、42、44、52題之相關係數低於.3，第 48、49、51、52、53因素

負荷量低於.3，故考慮刪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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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遺漏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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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中之 45、46、47題遺漏值過高(各佔 18%、

16%、8%)，根據項目分析之標準，研究者將個人特質因素量中的第 45、

46與 47題予以刪除，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項目分析如表 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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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項目分析 

題目 
 

遺 

漏 

值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偏 

態 

極端

組 t檢

定 

相 

關 

因

素

負

荷 

1 我喜歡跳出舊思維的框框 .0 5.17 .76 -.42 -3.51 .35 .37

2 我喜歡天馬行空的思考 3.0 4.63 1.10 -.65 -4.36 .35 .36

3 我是個想像力豐富的人 .0 4.76 .87 .01 -4.70 .48 .50

4 我容易在平凡的事物中產生創新

的靈感 
.0 4.88 .80 -.25 -4.48 .51 .54

5 我是個觀察敏銳的人 .0 4.78 1.01 -.60 -4.53 .45 .47

6 我比其他人容易發現事物的不同

處 
1.0 4.65 .92 -.34 -4.92 .47 .49

7 我喜歡欣賞美的事物 .0 5.45 .79 -1.60 -2.48 .42 .45

8 我喜歡學習不同的事物 .0 5.25 .75 -.74 -3.58 .33 .36

9 我喜歡搜集美的事物 1.0 5.09 .88 -.88 -4.39 .42 .45

10 我喜歡閱讀各種的書籍充實知識 1.0 4.78 .86 -.24 -4.64 .40 .44

11 我會和他人分享我的新想法 .0 5.05 .74 -.38 -4.03 .51 .54

12 我願意採納他人給我的意見 .0 5.12 .72 -.66 -3.10 .36 .40

13 我喜歡多方嘗試，大膽的求新求變 .0 5.06 .85 -.60 -5.91 .59 .62

14 我善於吸取他人的經驗，以充實自

己  
.0 5.41 .67 -.90 -4.54 .55 .58

15 我喜歡探究新奇的事物  .0 5.17 .71 -.25 -4.36 .48 .51

16 我有追根究底的精神  .0 4.94 .74 -.49 -3.82 .43 .47

17 我樂於鑽研那些對我來說是完全

新的問題  
1.0 4.95 .92 -.76 -7.13 .55 .58

18 我不在乎自己所作的工作是什

麼，但我在乎從中學到了什麼  
1.0 4.99 .98 -.87 -5.98 .54 .57

19 我會犧牲休息時間鑽研廚藝技巧  1.0 5.26 .76 -1.03 -3.96 .42 .46

20 我努力爭取更多的表現與肯定  .0 5.00 .80 -.24 -4.08 .45 .48

21 我會為了做出好的作品而不斷練

習和嘗試  
.0 5.30 .67 -.44 -4.41 .54 .59

22 我是個追求完美的人  .0 4.96 .89 -.61 -5.12 .45 .50

23 我想印證自己的廚藝是有創意的  1.0 5.06 .79 -.35 -9.92 .70 .74

24 能贏得他人的肯定是推動我繼續

努力的動力  
1.0 5.29 .78 -.94 -6.15 .4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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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1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項目分析 
題目 

 
遺

漏

值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偏 
態 

極端

組 t
檢定 

相 
關 

因

素

負

荷 
25 我會因為廚藝創作而廢寢忘食、樂

此不疲  
1.0 4.83 .93 -.34 -5.28 .50 .55

26 投入在廚藝相關工作是我生活中
快樂的泉源之一  

1.0 5.24 .76 .57 -6.41 .59 .65

27 我對我的工作具有高度的熱忱與

承諾  
.0 5.29 .80 -.82 -6.19 .62 .68

28 當我從事一項工作或創作時，我享
受其中的樂趣與喜悅  

1.0 5.23 .71 -.70 -6.16 .70 .74

29 我不會人云亦云，不在意別人對我

的看法  
.0 4.47 1.11 -.23 -4.82 .45 .47

30 我喜歡自由發揮、獨立創作  1.0 4.92 .93 -.59 -4.92 .49 .52

31 我能獨當一面地處理問題  1.0 5.00 .85 -.50 -6.27 .61 .65

32 我不會輕易被自己的偏見或傳統

思想所影響  
1.0 4.63 .89 -.24 -6.04 .55 .60

33 凡事我會往好處想  1.0 4.70 1.16 -.68 -7.73 .50 .54

34 我以樂觀進取的態度去面對逆境  .0 4.98 .97 -.81 -6.45 .57 .62

35 我相信自己有能力解決各種不同

的問題  
.0 5.14 .82 -.69 -6.78 .64 .68

36 我不斷的追求進步，以求自我成長 .0 5.29 .82 -1.04 -6.33 .64 .69

37 我了解食物製備過程中物理、化學

變化原理  
1.0 4.67 .84 -.04 -3.72 .44 .51

38 具備廚藝專業知識有助於提高我

的創意表現  
.0 5.41 .76 -1.67 -5.15 .63 .72

39 具備廚藝專業技術有助於提高我
的創意表現  

.0 5.48 .67 -1.33 -6.92 .66 .74

40 我隨時吸收學習廚藝新知 .0 5.41 .72 -1.13 -6.07 .70 .76

41 我學習本國廚藝傳統文化與特色 .0 5.00 .97 -.78 -7.55 .58 .63

42 我學習他國的廚藝傳統文化與特
色 

2.0 5.08 .81 -.49 -6.30 .62 .68

43 我在廚藝相關創作上展現我國的
文化 

1.0 4.81 .96 -.59 -5.78 .54 .59

44 我會在創作融合本土和異國文化 .0 4.87 .91 -.71 -7.71 .71 .75



 124

續表 4-1-1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項目分析 

題目 
 

遺

漏

值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偏 
態 

極端

組 t
檢定 

相 
關 

因

素

負

荷 
45 我的海外的廚藝工作經驗可以激
發新的廚藝觀點 

18.0 5.21 1.04 -2.14 -5.47 .61 .64

46 我的海外的廚藝生活經驗可以激
發新的廚藝觀點 

16.0 5.20 1.06 -2.04 -6.24 .63 .67

47 我的海外的旅遊經驗能夠豐富我

的廚藝創意 
8.0 5.22 .71 -.53 -9.25 .71 .76

48 出國學習新的廚藝知識對我而言

是有價值的投資 
2.0 5.47 .66 -.86 -5.23 .49 .59

49 我熱愛享受美食 .0 5.44 .74 -1.07 -3.70 .48 .57

50 我喜歡蒐集與吃有關的資訊 .0 5.38 .72 -.72 -6.45 .64 .71

51 到處去品嚐美食是我獲取廚藝靈

感的來源 
.0 5.25 .85 -.89 -4.10 .50 .57

註: 陰影表示未達標準理想者 

綜合四類七項指標，「創意廚藝環境量表」中之 9至 25題主要與學

校環境有關，其遺漏值雖然高於 15%。主要原因為在受試者部份主要

是由兩部分構成：包含經由（1）傳統師徒相傳的受試者；（2）經由

學校體系學習的學生。由於經由傳統師徒相傳的受試者缺乏廚藝的學

校環境，因此會影響整體受試者在學校環境這部份的結果。然由於後

續問卷仍須針對廚藝科系學生，故決定這部分題目仍予以保留。在「創

意廚藝環境量表」中，各項目有一項未達標準者共有 24題；其中有二

項未達標準者有 1 題，為環境量表中第 52 題。第 52 題之相關係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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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3，且因素負荷量低於.3，根據項目分析之標準，研究者將環境因素

量表中的第 52 題予以刪除。創意廚藝環境量表項目分析如表 4-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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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創意廚藝環境量表項目分析 
題目 遺

漏

值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偏 
態 

極端

組 t
檢定 

相 
關 

因

素

負

荷 
1 父母提供我好的學習榜樣 4.0 4.70 1.25 -.88 -9.79 .73 .82

2 家人對我從事創造或創業有重要
的影響 

2.0 4.76 1.25 -.83 -9.01 .65 .74

3 因我的親人從事餐飲業，激發我廚
藝的興趣 

3.0 3.59 1.79 -.07 -6.47 .34 .41

4 我在自由開放的家庭氣氛中成長 2.0 4.94 .99 -.95 -8.29 .67 .77

5 父母親支持我從事廚藝相關工作 3.0 5.16 1.00 -1.46 -6.36 .64 .76

6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父母鼓勵我獨

立自主，對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 
1.0 5.23 1.02 -1.45 -7.58 .69 .81

7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和家人相處融
洽，並且彼此支持、信賴、關愛與

尊重 

1.0 5.07 1.05 -1.30 -9.56 .82 .91

8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家人通常會提
供我多方面的意見，以引導我解決

問題 

2.0 4.54 1.22 -.55 -12.0 .75 .82

9 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學校廚藝課程
激發我的創造力 

16.0 4.69 1.35 -1.21 -6.30 78 .80

10 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學校非廚藝課
程讓我有機會發展創意 

17.0 4.33 1.31 -.64 -7.25 .71 .74

11 正式課程以外，學校常常舉辦一些
活動或比賽，讓我有機會發展創意

18.0 4.54 1.37 -1.00 -7.71 .78 .80

12 參加社團，讓我有機會發展廚藝創

意 
15.0 4.48 1.27 -.75 -6.16 .65 .68

13 學校學習環境自由開放，有助於我
創意發展 

17.0 4.56 1.15 -1.08 -7.78 .87 .88

14 我(曾)就讀的學校鼓勵同學發展創

造力 
18.0 4.77 1.11 -.96 -7.95 .84 .86

15 我和同學共同討論，激盪出新的想

法與創意 
18.0 4.73 1.18 -1.01 -8.27 .85 .87

16 我和同學互相支持與鼓勵 17.0 4.86 1.15 -1.35 -5.96 .83 .86

17 廚藝課程常舉辦活動或比賽，增進
我發展廚藝創意 

18.0 4.81 1.29 -1.29 -8.39 .8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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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2 創意廚藝環境量表項目分析 
題目 遺

漏

值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偏 
態 

極端

組 t
檢定 

相 
關 

因

素

負

荷 
18 我(曾)就讀的學校鼓勵同學參加廚

藝競賽 
19.0 4.76 1.41 -1.31 -7.26 .81 .83

19 我(曾)就讀的學校對參與廚藝競賽

的學生予以支持及訓練 
20.0 4.89 1.33 -1.35 -7.55 .85 .87

20 老師會鼓勵與支持我的廚藝創意

表現 
21.0 4.83 1.26 -1.41 -5.48 .86 .89

21 老師願意對我傾囊相授 19.0 4.85 1.18 -1.38 -5.31 .81 .85

22 老師啟發我的廚藝創意 19.0 4.88 1.24 -1.39 -7.72 .89 .91

23 老師給予我發展廚藝的空間 19.0 4.80 1.26 -1.32 -6.04 .85 .88

24 學習廚藝是因為崇拜學校的名師 21.0 3.74 1.53 -.21 -5.74 .52 .55

25 老師是我的廚藝學習楷模 19.0 4.80 1.25 -1.36 -5.84 .83 .86

26 艱辛的工作經驗讓我有所突破與
進步 

.0 5.24 .79 -.94 -8.65 .51 .60

27 工作磨練的經驗對我的創意發揮

有幫助 
.0 5.39 .69 -.70 -8.15 .60 .69

28 我需要創造新產品迎合顧客喜好 1.0 5.40 .69 -1.08 -5.85 .56 .66

29 創意廚藝環境要求我常常變化產
品 

.0 5.25 .71 -.58 -8.52 .65 .73

30 工作環境中良好的設備、器材有助

於創意廚藝發展 
.0 5.54 .64 -1.30 -4.97 .54 .63

31 工作環境中良好的指導有助於創

意廚藝發展 
.0 5.52 .64 -.99 -7.34 .49 .59

32 在工作中，我能自由表達自己想法 2.0 4.90 .81 -.27 -8.52 .62 .69

33 上司會鼓勵我去嘗試新的想法 5.0 4.88 .89 -1.00 -6.85 .62 .68

34 上司運用民主開放的管理方式 5.0 4.71 .96 -.98 -6.77 .51 .58

35 上司能夠信任於我 4.0 5.12 .76 -.35 -11.25 .63 .69

36 同事的廚藝專業對我的創意有所
幫助 

3.0 5.18 .71 -.45 -7.43 .63 .71

37 我和同事們彼此互相鼓勵與支持

發展創意廚藝 
3.0 5.14 .86 -.87 -8.68 .66 .73

38 不同菜系能刺激我的廚藝創造力 1.0 5.36 .78 -1.49 -4.11 .3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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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2 創意廚藝環境量表項目分析 
題目 遺

漏

值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偏 
態 

極端

組 t
檢定 

相 
關 

因

素

負

荷 
39 各國料理能刺激我的廚藝創造力 1.0 5.45 .67 -1.21 -2.59 .31 .63

40 台灣多元餐飲文化對我的廚藝創
造力有所幫助 

.0 5.23 .81 -.66 -4.15 .34 .79

41 缺乏創新的產品容易被市場淘汰 .0 5.18 1.03 -1.64 -1.41 -.03 .33

42 現在的顧客喜歡嘗試新的口味 .0 5.16 .84 -.81 -4.38 .25 .52

43 參加美食展與廚藝競賽，有助激發

我的創意 
1.0 5.41 .78 -1.12 -4.53 .40 .75

44 美食展與廚藝競賽讓我有更多學

習的機會 
1.0 5.39 .80 -1.30 -2.95 .26 .71

45 廚師工作越來越受到敬重 1.0 4.88 1.19 -1.20 -3.05 .20 .58

46 我處於現在創意廚藝環境，廚師地
位比過去得高 

5.0 5.01 1.08 -.97 -5.67 .41 63

47 我是低階廚師時，工作環境中只能
觀察不能發問 

5.0 3.79 1.57 -.09 -11.0 .54 .30

48 我在還是低階廚師時，工作環境中
並不允許我表現廚藝創意 

5.0 3.02 1.35 .55 -5.58 .43 -.14

49 我的廚藝學習過程中，傳統是不容

許改變的 
1.0 2.84 1.26 .24 -3.20 .30 -.18

50 在我的廚藝學習過程，創意廚藝環
境重視師徒倫理 

1.0 1.78 .83 .96 1.94 -.25 -.53

51 我在學習廚藝的過程時，只能觀察
不能發問 

.0 3.87 1.58 -.35 -10.95 .60 .22

52 我在廚藝學習過程時，大多要靠自
己去摸索與揣摩 

2.0 2.62 1.27 .69 -1.89 .20 -.20

53 我的工作環境中，學徒不應修改師

傅傳授的廚藝方法或配方 
1.0 2.70 1.40 .52 -4.21 .32 -.05

54 我在學習廚藝時，師傅在傳授廚藝
時有所保留 

1.0 3.18 1.46 .13 -5.07 .41 .63

註: 陰影表示未達標準理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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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結果，根據項目分析之七項指標，將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

表之第 45、46 與 47 題予以刪除，在影響創意廚藝環境量表部分，將

第 52題予以刪除。 

貳、效度分析 

在效度分析方面，本研究以效標關聯效度與建構效度分析進行建構

量表之效度。 

一、效標效度分析 

本研究以受試者之廚藝比賽成果是否得獎做為效標；此外，另以

自我評估創造力表現（您覺得您的創意程度如何？）作為同時效標，

及以瞭解受試者對於個人創造力的自我評價與預試量表的內在因素結

構各因素的關聯。由表 4-1-3得知，全量表除了學校環境外，得分與廚

藝比賽成果皆有顯著相關。由此可見除了學校環境外，以比賽成果具

有良好的效標關聯效度。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樣本包含兩群受試者：（一）

經由傳統師徒制學習方式的受試者；（二）經由學校體系學習的學生。

由於經由傳統師徒學習方式的受試者缺乏學校環境，因此許多經由傳

統師徒學習方式的受試者在學校環境的題項中並未填答，此一現象反

映在項目分析的遺漏值檢驗高達 15%-21%的結果中，因而影響整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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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在學校環境這部份的結果。 

表 4-1-3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及環境與廚藝創造力表現之效標關聯效度 

因素名稱 廚藝比賽成果 自評創造力表現 

個人特質 .230** .339* 

知識與技能 .235** .276* 

家庭環境 .289** .026 

學校環境 .103 .017 

組織環境 .228** .155 

社會與文化 .318** .318 

全量表 .241** .347* 

*P<.05  **P<.01  

二、建構效度分析 

本研究以探索性因素分析建構量表之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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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之結果在廚藝的個人特質量表分為「人格特質」、

「知能與經驗」兩個次量表，如表 4-1-4（人格特質）、表 4-1-5（知能

與經驗）；在影響創意廚藝環境量表分為「家庭環境」、「學校環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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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等個次量表，如表 4-1-6、4-1-7、4-1-8、4-1-9。 

在人格特質的部分，研究採用 EFA 的主軸因子萃取法，因素的決

定先以特徵值（eigen value）大於 1為準則，並進行直交與斜交轉軸以

萃取出主要因素，並探討因素之間的關係。36 個題目經過刪題與分析

的結果，共刪去第 10、11、12、17、18 題後。剩餘 31 個題目共萃取

出六個主要因素，可解釋 50.09%變異量。經由因素分析得出六個因素，

分別加以命名。 

因素一的題項內容包括與對工作的熱誠及盡力求表現有關，因此命

名為「樂在工作及成就導向」；因素二包含：積極態度面對逆境往好處

想、自己解決問題、不受影響等意涵，因此命名為「獨立及樂觀思考」；

因素三包含往想像力豐富、觀察敏銳、喜歡欣賞美、追根究底等意涵，

因此命名為「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因素四包含努力爭取表現與肯

定、跳出舊思維、天馬行空的思考、犧牲休息鑽研廚藝、多方嘗試大

膽求新，因此命名為「好奇心及求知慾」；因素五包含往探究學習的事

物、搜集美的事物、吸取他人的經驗等意涵，因此命名為「開放的心

胸」；因素六包含不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喜歡自由發揮獨立創作等意

涵，因此命名為「自信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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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人格特質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 

 1 2 3 4 5 6 
26 投入在廚藝相關工作是我生活中
快樂的泉源之一 

.750   

27 我對我的工作具有高度的熱忱與

承諾 
.711   

25 我會因為廚藝創作而廢寢忘食、
樂此不疲 

.668   

22 我是個追求完美的人 .574   
28 當我從事一項工作或創作時，我
享受其中的樂趣與喜悅 

.514   

23 我想印證自己的廚藝是有創意的 .472   
24 贏得他人的肯定是推動我繼續努

力的動力 
.399   

34 我以樂觀進取的態度去面對逆境 .752   
33 凡事我會往好處想 .625   
36 我不斷的追求進步，以求自我成

長 
.589   

35 我相信自己有能力解決各種不同

的問題 
.579   

31 我能獨當一面地處理問題 .531   
32 我不輕易被自己的偏見或傳統思

想所影響 
.530   

3 我是個想像力豐富的人 .653   
4 我容易在平凡的事物中產生創新

的靈感 
.645   

6 我比其他人容易發現事物的不同

處 
.636   

5 我是個觀察敏銳的人 .633   
7 我喜歡欣賞美的事物 .538   
16 我有追根究底的精神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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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1-4    人格特質因素分析 

題目 因素 

 1 2 3 4 5 6 
20 我努力爭取更多的表現與肯定 .784  

21 我會為了做出好的作品而不斷練

習和嘗試 
.492  

1 我喜歡跳出舊思維的框框 .469  

2 我喜歡天馬行空的思考 .466  

19 我會犧牲休息時間鑽研廚藝技巧 .418  

13 我喜歡多方嘗試，大膽的求新求
變 

.373  

15 我喜歡探究新奇的事物  .733 

8 我喜歡學習不同的事物  .527 

9 我喜歡搜集美的事物  .485 

14 我善於吸取他人的經驗，以充實
自己 

 .415 

29 我不會人云亦云，不在意別人對

我的看法 
  .680

30 我喜歡自由發揮、獨立創作   .357

解釋的變異量% 10.93 10.55 8.66 7.74 6.16 6.13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 10.93 21.48 30.15 37.90 44.06 50.09

在個人特質的知能與經驗的部分，15 個題目經過刪題與分析的結

果，刪去第 45、46、47、48 題後。剩餘 11 個題目共萃取出三個主要

因素，可解釋 59.66%變異量。經由因素分析得出的三個因素，根據構

面中的題目內涵分析，分別加以命名。在因素一中，主要是學習及融

合本土與他國的文化，因此將其命名為「多元文化」。在因素二中，與

專業知識與技術相關，因此命名為「專業知能」。因素三則是與品嚐享

受美食相關，因此命名為「美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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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知能與經驗 

題目 因素 

 1 2 3 
43 我在廚藝相關創作上展現我國的文化 .887  
41 我學習本國廚藝傳統文化與特色 .728  
44 我會在創作上融合本土和異國文化 .606  
42 我學習他國的廚藝傳統文化與特色 .577  
39 具備廚藝專業技術有助於提高我的創意表現 .879 
38 具備廚藝專業知識有助於提高我的創意表現 .849 
40 我隨時吸收學習廚藝新知 .508 
37 我了解食物製備過程中的物理、化學變化原理 .426 
50 我喜歡蒐集與吃有關的資訊  .801
51 到處去品嚐美食是我獲取廚藝靈感的來源  .759
49 我熱愛享受美食  .686
解釋的變異量% 21.153 20.256 18.254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 21.153 41.409 59.663

在家庭環境的部分，刪除第 3題後，7個題目經過分析的結果，共

萃取出二要因素，可解釋 56.75%變異量。根據構面中的題目內涵分析。

在因素一中，主要與家人的支持與家中開放氛圍相關，因此定義此因

素名稱為：「家庭支持」。在因素二中，主要是因為家人為正向的學習

對象與家人的影響相關，因此命名為「家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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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創意廚藝環境量表──家庭環境 

題目 因素 

 1 2 
6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父母鼓勵我獨立自主，對自己

所做的決定負責 
.811 

7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和家人相處融洽，並且彼此支

持、信賴、關愛與尊重 
.702 

5 父母親支持我從事廚藝工作 .699 

4 我在自由開放的家庭氣氛中成長 .693 

8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父母鼓勵我獨立自主，對自己

所做的決定負責 
.520 

1 父母提供我好的學習榜樣  .827

2 家人對我從事創造或創業有重要的影響  .660

解釋的變異量% 32.811 23.939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  56.751

在學校環境構面的部分，17 個題目經過分析的結果，保留所有題

項，共萃取出三個主要因素，可解釋 77.02%變異量。經由因素分析得

出的三個因素，分別加以命名。在因素一中，主要是學校、老師及同

學的鼓勵支持與互動，因此將其命名為「學習環境的激勵與互動」。在

因素二中，主要是學校環境對創意發展的鼓勵，因此命名為「開放的

學習環境」。因素三則是學校課程、社團及活動對創意發展的鼓勵，因

此命名為「課程與活動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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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創意廚藝環境量表─學校環境 

 
因素  

題目 

1 2 3 
21 老師願意對我傾囊相授 .842  

23 老師給予我發展廚藝的空間 .820  

22 老師啟發我的廚藝創意 .817  

20 老師會鼓勵與支持我的廚藝創意表現 .789  

25 老師是我的廚藝學習楷模 .709  

15 我和同學共同討論，激盪出新的想法與創意 .621  

16 我和同學互相支持與鼓勵 .609  

14 我(曾)就讀的學校鼓勵同學發展創造力 .606  

17 廚藝課程常舉辦活動或比賽，增進我發展廚藝
創意 

.829 

18 我(曾)就讀的學校鼓勵同學參加廚藝競賽 .716 

19 我(曾)就讀的學校對參與廚藝競賽的學生予以

支持及訓練 
.708 

13 學校學習環境自由開放，有助於我的創意發展 .626 

24 學習廚藝是因為崇拜學校中的名師 .449 

12 參加社團，讓我有機會發展廚藝創意  .695

9 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學校廚藝課程激發我的創

造力 
 .694

11 正式課程以外，學校常常舉辦一些活動或比
賽，讓我有機會發展創意 

 .636

10 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學校非廚藝課程讓我有機
會發展創意 

 .610

解釋的變異量% 32.557 26.680 17.785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 32.557 59.238 77.023

在組織環境構面的部分，12 個題目經過刪題與分析的結果，共刪

去第 36、37題後。剩餘 10個題目共萃取出三個主要因素，可解釋 58.49%

變異量。經由因素分析得出的三個因素，分別加以命名。在因素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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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主要是上司及工作環境的信任與開放，因此將其命名為「開放式

的領導」。在因素二中，主要是工作環境對創意發展的需求及設備、器

材與指導的支援，因此命名為「職場的需求與支援」。因素三則是工作

磨練及艱辛工作對創意的發展，因此命名為「工作中的磨練」。 

表 4-1-8創意廚藝環境量表──組織環境 

題目  
因素  

 1 2 3 
33 上司會鼓勵我去嘗試新的想法 .782  

34 上司運用民主開放的管理方式 .774  

35 上司能夠信任於我 .637  

32 在工作中，我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 .633  

30 工作環境中良好的設備、器材有助於創意廚藝發

展 
.742 

28 我需要創造新產品以迎合顧客喜好 .669 

29 創意廚藝環境要求我常常變化產品 .625 

31 工作中環境中良好的指導有助於創意廚藝發展 .599 

27 工作磨練的經驗對我的創意發揮有幫助  .775

26 艱辛的工作經驗讓我有所突破與進步  .710

解釋的變異量% 22.256 21.127 15.095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 22.256 43.383 58.478

在社會文化環境構面的部分，17 個題目經過刪題與分析的結果，

共刪去第 49、50、52 題後。剩餘 14 個題目共萃取出四個主要因素，

可解釋 55.57%變異量。經由因素分析得出的四個因素，根據各因素中

題項的涵義分別加以命名。在因素一中，包含不同菜系、各國料理、



 138

多元餐飲文化以及美食展與廚藝競賽對於創意的發展，因此將其命名

為「多元交流與開放」。在因素二中，主要是學習廚藝的過程中對創意

發展限制，因此命名為「傳統與階級的束縛」。因素三則是現在創意廚

藝環境在廚師的地位上的改變，因此命名為「廚師地位的改變」。因素

四包含缺乏創新的產品容易被市場淘汰、現在的顧客喜歡嘗試新的口

味，因此命名為「市場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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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創意廚藝環境量表──社會文化環境 

題目 因素 

 1 2 3 4 
38 不同菜系能刺激我的廚藝創造力 .793  

39 各國料理能刺激我的廚藝創造力 .711  

40 台灣的多元餐飲文化對我的廚藝創造力

有所幫助 
.708  

43 參加美食展與廚藝競賽，有助於激發我的

創意 
.661  

44 美食展與廚藝競賽讓我有更多學習的機

會 
.573  

51 我在學習廚藝的過程時，只能觀察不能發

問 
.858  

54 我在學習廚藝時，師傅在傳授廚藝時會有
所保留 

.631  

47 我是低階廚師時，工作環境只能觀察不能

發問 
.627  

53 我的工作環境中，學徒不應修改師傅傳授

的廚藝方法或配方 
.600  

48 我在還是低階廚師時，工作環境中並不允

許我表現廚藝創意 
.598  

46 我處於現在創意廚藝環境，廚師的地位比
過去得高 

.908 

45 廚師工作越來越受到敬重 .554 

41 缺乏創新的產品容易被市場淘汰  .797

42 現在的顧客喜歡嘗試新的口味  .650

解釋的變異量% 19.583 16.646 9.908 9.428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 19.583 36.230 46.138 55.566

參、信度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 係數考驗內部一致性，各構面分量表之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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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除「人格特質」中之「自信堅持」及「知能經驗」中之「美食體

驗」低於.70外，其他所有均介於.774-.876之間，各 α值均超出 Nunnally

（1978）與 Cronbach（1965）所建議的.70以上，顯示本量表的內部一

致性與同質性相當良好，表 4-1-10及表 4-1-11分別呈現「創意廚藝個

人特質量表」及「創意廚藝環境量表」題目分佈與信度分析之結果。 

雖然「人格特質」中之「自信堅持」的 Cronbach α係數為.555，及

「知能經驗」中之「美食體驗」的 Cronbach α 係數為.587，但根據

Nunnally & Bernstein（1994）及 Tsai(2001)的研究認為即使 Cronbach α

係數低於.70，而如果因素內容範圍在構面內是合理的，仍可將構面因

素視為有意義的。因此本研究保留「自信堅持」及「美食體驗」兩個

構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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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信度分析之結果 

構面 因素 Cronbach α係數 

樂在工作及成就導向  .836
獨立及樂觀思考  .801
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  .817
好奇心及求知慾  .803
開放的心胸  .774

人格特質 

自信堅持  .555
多元文化的交流  .813
專業知能  .761

知能經驗 

美食體驗  .587
 構面 Cronbach α係數 .943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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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  「創意廚藝環境量表」信度分析之結果 

構面 因素 Cronbach α係數 
家庭支持  .760  家庭環境 
家人影響 .822  
學習環境的激勵與互動 .876  
開放的學習環境  .865  

學校環境 

課程與活動的啟發  .842  
開放式的領導  .856 
職場的需求與支援 .857 

組織環境 

 工作中的磨練  .863 
多元交流與開放  .861
傳統與階級的束縛   .849
廚師地位的改變   .759

社會文化

環境 

 市場的競爭   .779
構面 Cronbach α係數 .874 .957 .893 .823

 

肆、正式量表的題項 

研究經由預試的項目分析及探索性因素分析後，確定正式量表的題

項。在確定正式量表的題項後，後續進行正式量表信度與效度之考驗。

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的「人格特質」包括 31個題項、「知能與經驗」

包括 11 個題項，共 42 個題項；創意廚藝環境量表的「家庭環境」包

括 7 個題項、「學校環境」包括 17 個題項、「組織環境」包括 10 個題

項、「社會文化環境」包括 14 個題項，共 48 個題項。「創意廚藝個人

特質量表」與「創意廚藝環境量表」之因素名稱與題目分佈如表 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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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各量表之因素名稱與題目分布 

 因素名稱 題號 題數 

人格特質   
1.樂在工作與成就導向 17、18、19、20、21、22、23 7 

2.獨立及樂觀思考 26、27、28、29、30、31 6 

3.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 3、4、5、6、7、13 6 

4.好奇心及求知慾 1、2、10、14、15、16 6 

5.開放的心胸 8、9、11、12 4 

6.自信堅持 24、25 2 

知能與經驗   

1.多元文化 36、37、38、39 4 

2.專業知能 32、33、34、35 4 

創

意

廚

藝

個

人

特

質

量

表 

 3.美食與旅遊體驗 40、41、42 3 

家庭環境 
    1.家庭支持 

 

3、4、5、6、7  

 
5 

2.家人影響 1、2 2 

學校環境 
  

1.學習環境的激勵互動 13、14、15、16、20、21、22、
24 

8 

2.開放的學習環境 12、16、17、18、23 5 

3.課程與活動的啟發 8、9、10、11 4 

組織環境 
  

1.開放式的領導 31、32、33、34 4 

2.職場的需求與支援 27、28、29、30 4 

3.工作中的磨練 25、26 2 

社會文化環境 
  

1.多元交流與開放 35、36、37、40、41 5 

2.傳統與階級的束縛 44、45、46、47、48 5 

3.廚師地位的改變 42、43 2 

創

意

廚

藝

環

境

量

表 

4.市場的競爭 38、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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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量表之效化主要是運用統計方法修正之預試量表題項，量表所進行

的分析項目共計有：項目分析、效度分析、信度分析。以下就量表之

效化分別加以說明。 

本研究根據 Horng & Lee（2006a）、Horng & Lee（2006b）的研究，

進行「創意廚藝個人特質」以及「創意廚藝環境」兩個量表的效化，

經由項目分析、效度分析及信度分析。 

根據項目分析分析七項指標的結果，將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之 3

題予以刪除，在創意廚藝環境量表部分，刪除 1題。 

在效度分析方面，本研究以效標關聯效度與建構效度分析進行建構

量表之效度。在效標關聯效度全量表除了在學校環境的部份，全量表

的各構面因素皆與與廚藝比賽成果呈顯著相關。在學校環境部分，可

能是因為在受試者部份的遺漏值過高，造成結果的偏誤。建構效度分

析是以探索性因素分析建構量表之題項，結果顯示在創意廚藝個人特

質量表分為人格特質及知能與經驗兩個因素構面，共 42個題項；在創

意廚藝環境量表分為家庭環境、學校環境、組織環境、社會文化環境

四個因素構面，共 48個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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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性分析方面，以 Cronbach α 係數考驗內部一致性。雖然「人

格特質」中之「自信堅持」的 Cronbach α係數低於.70，但其因素內容

範圍在構面內是合理的（Nunnally & Bernstein,1994; Tsai, 2001)，因此

仍保留以上兩個構面因素。其他各構面分量表之信度係數均介

於.774-.876之間，顯示本量表的內部一致性與同質性相當良好。 

結果發現，研究所編制的「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及「創意廚藝

環境量表」兩個量表中各分量表均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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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廚藝創造力之模式建構 

本節內容主要是探討創意廚藝個人特質、環境與創造力表現間的關

係，並且根據三者之間的關係建構模式。研究以效化的量表做為工具，

進行大樣本施測。本節共分為兩部分，分別為：一、描述性及差異性

統計資料分析；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等進行討論。茲分別說明如下。  

 

壹、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 

一、廚藝創造力表現變項分析 

為了瞭解不同廚藝創造力表現在「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及「創意廚

藝環境」各層面間是否有顯著差異。研究者對人與環境影響廚藝創造

力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在廚藝創造力表現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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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廚藝創造力表現在人與環境的差異性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廚藝創造力表現在人的整體層面上並無顯著的差

異。在環境的整體層面上具有顯著差異（45.19***）。有得獎者（4.59）

高於無得獎者（4.21）。根據結果顯示，有得獎者具有較好的創造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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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廚藝創造力表現的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如表4-2-1。 

表4-2-1 廚藝創造力表現的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   

人 環境 廚藝創造力表現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無得獎 
4.34 .68 4.20 .67 

有得獎 
4.37 .63 4.59 .57 

F檢定 45.19*** .024 

    ***p＜.001 

（二）廚藝創造力表現在各面向的差異性分析 

為了進一步瞭解廚藝創造力表現在創意廚藝個人特質與環境的各

面向間是否有顯著的差異，研究者繼續對各影響廚藝創造力表現的因

素層面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由表4-2-2中的研究結果顯示，具有得獎表現的廚藝創意人在家庭

環境、學校環境、組織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等分量表上的反應得分皆

無大於得獎表現的廚藝創意人，且其差異達顯著水準。根據結果顯示，

有得獎者具有較好的創造力家庭、學校、組織及社會文化環境。廚藝

創造力表現在各面向的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如表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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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廚藝創造力表現在各面向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 

個人 
特質 

知識與

技能 
家庭 
環境 

學校 
環境 

組織 
環境 

社會文

化環境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無得獎 4.37 .65 4.36 .70 4.36 .85 3.79 .92 4.38 .72 4.26 .65 

有得獎 4.40 .66 4.35 .78 4.66 .90 4.24 1.12 4.80 .71 4.57 .70 

F檢定 .350 .031 15.66*** 21.45*** 36.23*** 23.60*** 
***p＜.001 

二、背景變項分析 

本研究建構時， 在第一部份基本資料中，請受試者填寫性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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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職稱等。茲將不同群體的廚藝創意人與環境之平均數、標準差、差

異考驗等彙整，最後並以平均數差異考驗，考驗各層面間是否有顯著

差異。 

（一）性別差異檢定 

不同性別的人在在廚藝創意人與環境的各面向間之單變項考驗結

果發現，發現男性與女性在「學校環境」的因素上具有顯著差異，男

性平均數（4.36）高於女性（4.28）。根據結果顯示，學校提供男性較

好的創造力環境。性別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如表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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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性別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 

個人 
特質 

知識與

技能 
家庭 
環境 

學校 
環境 

組織 
環境 

社會文

化環境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男 4.46 .81 3.83 1.08 4.56 .71 4.36 .68 4.38 .67 4.33 .74 性別 
女 4.49 .88 4.07 .78 4.31 .79 4.28 .66 4.35 .63 4.35 .70 

F檢定 .059 .163 2.77 15.98*** .274 1.43 
***p＜.001 

（二）教育程度差異檢定 

教育程度在整體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考驗上達顯著差異（Wilk’sλ

=.841，p<.01），表示不同教育程度在廚藝創意人與環境的各因素間

的整體層面上有顯著的差異。進一步比較各因素間的差異，發現在「學

校環境」的因素上具有顯著差異，男性高於女性。根據結果顯示，教

育程度為大學學歷（4.45）較高中學歷（4.37）具較好的創造力家庭環

境；在教育程度為大學者（4.45）較高中（4.2）及國中（4.29）具較好

的創造力學校環境。教育程度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如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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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教育程度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 

個人 
特質 

知識與

技能 
家庭 
環境 

學校 
環境 

組織 
環境 

社會文

化環境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小學 4.51 .91 3.21 1.71 4.95 .87 4.40 .98 4.92 .58 5.08 .54

國中 4.35 .77 3.57 1.14 4.68 .67 4.29 .78 4.23 .59 4.20 .61

高中 4.24 .82 3.57 1.09 4.37 .71 4.20 .68 4.41 .67 4.42 .71

專科 4.63 .82 4.12 .96 4.65 .69 4.46 .64 4.46 .58 4.40 .66

大學 4.63 4.81 4.22 .72 4.45 .81 4.42 .63 4.31 .71 4.24 .78

教育

程度 

研究 4.47 .83 3.90 1.01 4.49 .75 4.34 .68 4.38 .66 4.35 .73

F檢定 2.18 1.94 4.71*** 11.42*** 3.52 3.24** 

事後比較  大學＞高中 大學＞國中

大學＞高中

 

單因子多變量

變異數 
Wi lk ' s  Lamda=.841 **   F 檢定 =2.971  

**p＜.01   ***p＜.001 

（三）廚藝專長差異檢定 

在廚藝專長方面，整體的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考驗上達顯著差異

（Wilk’s λ=.841，p<.01），表示不同教育程度在廚藝創意人與環境

的各因素間的整體層面上有顯著的差異。進一步比較各因素間的差

異，發現廚藝專長在「家庭環境」、「組織環境」及「社會文化環境」

的因素上具有顯著差異。專長為中餐（4.63）或是西餐者（4.46）分別

對其他專長者（3.91）具有較佳的家庭創造力環境；專長為中餐者（4.39）

分別對烘焙（4.36）或其他專長者（4.34）具有較佳的組織創造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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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為其他者（4.40）分別對中餐（4.36）、西餐（4.34）、烘焙（4.22）

或是日本料理（4.21）者，具有較佳的社會文化創造力環境。廚藝專長

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如表4-2-5。 

表4-2-5  廚藝專長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 

個人 
特質 

知識與

技能 
家庭 
環境 

學校 
環境 

組織 
環境 

社會文

化環境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中餐 4.60 .78 3.94 1.02 4.63 .73 4.43 .65 4.39 .68 4.36 .73

西餐 4.45 .83 4.01 1.02 4.46 .68 4.37 .56 4.36 .71 4.34 .76

日料 4.15 .73 3.38 1.23 4.21 .78 4.13 .72 4.23 .49 4.21 .64

烘焙 4.31 .93 3.98 .85 4.28 .66 4.31 .57 4.36 .56 4.22 .65

雕刻 4.2 1.13 4.09 1.17 4.58 .12 3.94 .16 4.87 .77 5.01 .65

廚 

藝 

專 

長 其他 3.76 .92 3.55 .86 3.91 1.02 3.47 1.24 4.34 .45 4.40 .60

F檢定 .622 .970 6.03*** 2.45 6.44*** 8.95*** 

事後比較   中餐＞其他

西餐＞其他

 中餐＞烘焙 

中餐＞其他 

其他＞中餐

其他＞西餐

其他＞烘焙

其他＞日料

單因子多變量

變異數 
Wi lk ' s  Lamda=.841 **   F 檢定 =2.97 

**p＜.01   ***p＜.001 

（四）廚藝學習方式差異檢定 

在廚藝學習方式方面，不同學習方式在廚藝創意人與環境的各面向

間之單變項考驗結果發現，發現教育體系的學習（4.44）較傳統師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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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的學習方式，具有較佳的學校環境的創造力環境。廚藝學習

方式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如表 4-2-6。 

表 4-2-6 廚藝學習方式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 

個人 
特質 

知識與

技能 
家庭 
環境 

學校 
環境 

組織 
環境 

社會文

化環境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傳統

師徒 
4.53 .79 4.04 1.03 4.59 .78 4.30 .71 4.44 .68 4.32 .78廚藝

學習

方式 教育

體系 
4.44 .85 3.84 1.00 4.45 .74 4.44 .67 4.35 .65 4.36 .70

F檢定 .210 .422 2.45 35.29** .155 .872
**p＜.01  

（五）現職職稱差異檢定 

在現職職稱方面，整體的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考驗上達顯著差異

（Wilk’s λ=.874，p<.01），表示不同職稱在廚藝創意人與環境的各

因素間的整體層面上有顯著的差異。進一步比較各因素間的差異，發

現不同現職職稱在「家庭環境」及「學校環境」的因素上具有顯著差

異。在「家庭環境」方面，現職為廚師或是學生等兩者具有顯著差異；

在「學校環境」方面，現職為廚師分別對飲食文化工作者或學生者具

有顯著差異。現職職稱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如表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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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現職職稱之描述性及差異性統計資料分析 

個人 
特質 

知識與

技能 
家庭 
環境 

學校 
環境 

組織 
環境 

社會文

化環境 
群體 人數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廚師 4.35 .84 3.66 1.16 4.52 .75 4.30 .64 4.38 .65 4.37 .70 

飲食

文化 
4.63 .85 4.44 .81 4.47 .84 4.50 .79 4.46 .43 4.31 .73 

學生 4.63 .76 4.20 .71 4.44 .76 4.41 .69 4.36 .69 4.31 77 

現職

職稱 

其他 4.18 1.01 3.67 .85 4.50 .63 4.04 .80 4.48 .59 4.38 .63 

F檢定 .439 .280 6.34*** 14.86*** .406 3.03 

事後比較  廚師＞學生 飲食＞廚師

學生＞廚師

  

單因子多變

量變異數 
Wi lk ' s  Lamda=.874 **   F 檢定 =3.91 

**p＜.01   ***p＜.001 

三、小結 

 研究結果發現，廚藝創造力表現在人的整體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

在環境的整體層面上具有顯著差異，有得獎者具有較好的創造力環

境。進一步分析發現，有得獎者具的廚藝創意人在家庭環境、學校環

境、組織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等分量表上的反應得分皆大於無得獎表

現的廚藝創意人，且其差異達顯著水準。結果顯示，有得獎者具有較

好的創造力家庭、學校、組織及社會文化環境。 

根據受試者之性別、教育程度、廚藝專長、是否曾就讀相關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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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創意最有影響環境、現職職稱等在人與環境的各因素間進行多變量

變異數單因子，以及各因素間的差異性檢定。綜合各研究結果發現，

整體的多變量變異 數單因子考驗上均達顯著差異（Wilk’s 

Lamba=.874，p<.01），表示不同群體在廚藝創意人與環境的各因素間

的整體層面上均有顯著的差異；然而，進一步分析時發現，受試者在

個人特質與知識與技能上並無顯著的差異，在環境上各層面有較明顯

的顯著的差異，茲將結果統整如下： 

 在家庭環境方面，教育程度為大學學歷較高中學歷具較有利於創造

力發展的家庭環境；以中餐為主要專長或是以西餐為主要專長者分別

對其他專長者具較有利於創造力發展的家庭環境。 

在學校環境方面，男性比女性具較有利於創造力發展的學校環境；

教育程度為大學學歷者較高中及國中具較好的創造力學校環境；教育

體系的學習較傳統師徒的學習方式，具有較利於創造力發展的學校環

境。 

在組織創造力方面，專長為中餐者分別較烘焙或其他專長者具有較

利於創造力發展的組織環境。 

在社會文化創造力方面，專長為其他者分別對中餐、西餐、烘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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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料理者，具有較利於創造力發展的社會文化環境。 

貳、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  

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本研究所提出影響廚藝創造力表現整體因素的

假設模型是否能夠得到驗證。本模型使用LISREL8.52 統計分析軟體進

行假設模型的適配度檢定，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分別影響廚藝

創意因素之整體模式；第二部分就研究者所的提出的廚藝創意因素假

設模式進行結構方程模式檢驗；第三部分針對廚藝創意因素的結構模

型進行分析不同廚藝學習方式對於創造力表現進行結構模型之分析；

第四部分小結。 

一、影響廚藝創意因素之整體模式 

本部分是以結構方程模式的潛在變項路徑模型（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來針對所本研究所提出的廚藝創意因素整體模型進行檢

驗。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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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廚藝創造力表現」之整體模式 

圖4-2-1是一個以LISREL所描繪的帶有潛在變項的結構方程模式路

徑分析圖。各潛在變項的預測指標變項（ Indicator variables）方面，

外衍潛在變項之創意廚藝個人特質（ξ1）以個人特質、知能與經驗為

指標；影響創意廚藝環境（ξ2）的指標變項依以家庭環境、學校環境、

組織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為指標。在內衍潛在變項方面，廚藝創造

力表現（η1）則以自評創造力（Y1）與他評創造力（Y2）為指標。

個人特質以樂在工作與成就導向（X1）、獨立及樂觀思考（X2）、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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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敏銳及多元思考（X3）、好奇心及求知慾（X4）、開放的心胸（X5）

及自信堅持（ X6）為指標；知能與經驗以多元文化（X7）、專業知

能（X8）與美食與旅遊體驗（X9）；家庭環境以家庭支持（X10）、

家人影響（X11）；學校環境以學習環境的激勵與互動（X12）、開放

的學習環境（X13）、課程與活動的啟發（X14）為指標；組織特質以

開放式的領導（X15）、職場的需求與支援（X16）、工作中的磨練（X17）

為指標；個人特質以多元交流與開放（X18）、傳統與階級的束縛

（X19）、廚師地位的改變（X20）、市場的競爭（X21）、開放的心

胸（X22）為指標。 

二、假設模式適配度評鑑 

 本部分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廚藝創意因素假設模式進行結構方程

模式檢驗。模式評鑑之前，整體式配度評鑑需獲得接受，以及確立所

估計的參數並未違反統計所能接受的範圍。 

（一）整體適配度評鑑 

整體適配度評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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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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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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經資料的處理後，

本研究得到表4-2-8  的結果。由表4-2-8得知，在絕對適配指標部份顯

示假設模式無法獲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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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 模型之整體適配度檢定指標 

檢驗項目  

絕對適配指標  

　χ2 需未達顯著 χ2=755.99 df=221, P <.001 

GFI>.90 .91 
SRMR<.08 .046 

RMSEA<.06 .060 
ECVI需小 1.30 

達到幾項理想的結果 3 

相對適配指標  

NFI>.90 .95 
NNFI>.90 .96 
CFI>.90 .96 
IFI>.90 .96 
RFI>.90 .94 

達到幾項理想的結果 5 

簡效適配指標  

PNFI>.05 .83 
PGFI>.05 .73 

AIC需小 865.99 

CN>200  246.92 
χ2/df<3 χ2/df=755.99/221＞3 

達到幾項理想的結果 4 

註：陰影處表示未達到理想的指標 

（二）違反參數估計檢查 

一般常發生的違反參數估計有以下三種現象：1.有負的誤差變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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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或是在任何建構中存在無意義的變異誤；2.標準化迴歸係數超過

1；3.有太大的標準誤。若產生不適當的參數值就是一種違犯估計

（offending estimate），表示模式有問題存在必須先行處理（黃芳銘，

2002）。本研究經資料的處理後，得到圖4-2-2的結果。由圖4-2-2得知，

假設模式有違犯估計的情形發生，因此有必要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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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陰影處表示標準化迴歸係數超過1 

圖 4-2-2  假設模式及各參數值 

三、影響廚藝創意因素的結構模型之分析 

（一）模型適配度檢定 

黃芳銘(2002) 指出當參數估計的結果不如預期，也就是說，假設

模型與觀察資料的契合度不足時，可以利用不同的程序與方法進行模

式的修正，以提高模型的契合度，稱為模型修飾（model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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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檢視LISREL 統計軟體中所提供的觀察變相之誤差項之間

的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MI 指標）以進行參數的增加或刪除，

及假設模型修飾。在LISREL 分析中，當MI指數高於5 時，表示該殘

差具有修正的必要（邱皓政，2003）。本研究根據MI 指標進行修正假

設模式之修正，所提出之理論模式與觀察資料之整體適配度檢定結果

列於表4-2-9。絕對適配指標當中，χ2=529.82, df=208, P-value <.001, 達

顯著水準；RMSEA=0.048，小於.06；SRMR=.043，小於.08；ECVI 指

數為1.00，雖然大於飽和模式（Saturated Model）之0.83，但是遠遠小

於獨立模式（Independence Model）之21.17；其餘的指標（GFI=.94，

RMSEA=.048）都達到理想的標準。在相對適配指標方面，NFI=.96；

NNFI=.97；CFI=.98；IFI=.98；RFI=.96 皆達大於.90 之要求標準。在

簡效適配指標方面，PNFI=.79 與PGFI=.79皆達到大於 .5的標準；

CN=335.00，指數大於200的標準；χ2/df 則達到小於3的標準；而AIC 

指數為665.82，雖然大於飽和模式的552.00，但卻遠遠小於獨立模型的

14143.25。由上述的數據可知，本模式雖未達飽和，但是模式的整體適

配度檢定結果堪稱理想。 

由表4-2-9得知，在絕對適配指標的指標中，雖然χ2值達到顯著水

準，使得模式適配不佳，但是因為卡方值受樣本數影響很大，往往使



 163

得真實模式被接受的程度降低許多，因此可以不必太在乎這個指標（黃

芳銘，2002）。模型中的相對適配指標及簡效適配指標均為可接受的

標準。綜上所述，本研究的修正模式的整體適配指標表現的相當不錯。

顯示本模式具有相當程度的建構效度。以下將說明各變項之間的參數

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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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9  模型之整體適配度檢定指標 

檢驗項目  

絕對適配指標  

　χ2 需未達顯著 χ2=529.82 df=208, P <.001 

GFI>.90 .94 
SRMR<.08 .043 

RMSEA<.06 .048 
ECVI需小 1.00 

達到幾項理想的結果 4 

相對適配指標  

NFI>.90 .96 
NNFI>.90 .97 
CFI>.90 .98 
IFI>.90 .98 
RFI>.90 .96 

達到幾項理想的結果 5 

簡效適配指標  

PNFI>.05 .79 
PGFI>.05 .71 

AIC需小 665.82 

CN>200  335.00 

χ2/df<3 χ2/df=529.82/208＝2.55 

達到幾項理想的結果 5 

註：陰影處表示未達到理想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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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變項參數估計結果 

本研究主要是要探討影響廚藝創意表現的因素之間的關係，藉由變

項之間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整體效果，可以瞭解潛在自變項對潛

在依變項的直接影響。在潛在變項的路徑分析中，直接效果由兩個潛

在變項之間的路徑係數表示。整體效果則是直接效果與所有間接效果

的總和。透過效果的檢定，便可了解變項之間的線性結構關係。 

圖4-2-3表示LISREL 統計軟體中所提供的MI指標修正後，路徑模

型所估計得出的完全標準化係數（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結

果。在觀察變相之誤差項之間的MI修正指標部份，由圖4-2-3中顯示，

修正「樂在工作與成就導向」與「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獨立及

樂觀思考」與「好奇心及求知慾」；「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與「自

信堅持」；「好奇心及求知慾」與「開放式的領導」；「多元文化」

與「美食與旅遊體驗」；「家人影響」與「課程與活動的啟發」；「開

放的學習環境」與「市場的競爭」等之間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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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 「廚藝創造力表現」之標準化參數估計模式 

根據變項之間的線性結構關係，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及創意廚藝環境

對廚藝創造力表現，皆達p<.001 的顯著水準，有直接效果。由圖4-2-3

中可知，創意廚藝個人特質與創意廚藝環境之間會相互影響（φ=.11）；

在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及創意廚藝環境對廚藝創造力表現而言，廚藝創

意環境（β=.51）對廚藝創造力表現的係數強度十分理想，因此環境對

廚藝創造力表現具有一定的影響力；然而廚藝創意個人特質（β=.05）

對於廚藝創造力表現的直接關係之係數強度低，因此根據研究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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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個人特質對於廚藝創造力表現其影響力相對較低。由這些參數估

計結果顯示，在廚藝創意人的部份，其中知能與經驗（γ=.97）比個人

特質（γ=.81）的影響較大；在廚藝創意環境的部份，社會文化環境的

影響最大（γ=.93），學校環境的影響最小（γ=.50）。 

 

（三）各因素對量表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是要探討影響廚藝創意表現的各因素對量表的影響，如

表4-2-10，共分為在「個人特質」、「知能與經驗」、「家庭環境」、「學校

環境」、「組織環境」、「社會文化環境」與「廚藝創造力表現」七個量

表。 

Bentler和Wu（1983）、Jöreskog和Sörbom（1989）等人的建議，即

測量模式中的因素負荷量最少必須在0.45以上且達顯著水準，表示觀察

變項具有足夠用以反映潛在變項的效度。由圖4-2-3顯示，「樂在工作

與成就導向」、「多元文化」、「家人支持」、「學習環境的激勵與

互動」、「開放式的領導」、「多元交流與開放」及「自評」未達顯

著水準；「傳統與階級的束縛」及「他評」之因素負荷量未達0.45以上。

茲分別討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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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特質」量表中，樂在工作與成就導向此一指標未達統計的

顯著水準，顯示樂在工作與成就導向此一因素對個人特質不具影響

力。在此量表中，量表中最重要的指標（index）為好奇心及求知慾（λ

　 ＝.86）及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λ＝.83）。 

在「知能與經驗」量表中，多元文化此一指標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顯示此一因素對知能與經驗不具影響力。量表中最重要的指標（index）

為專業知能（λ＝.83）及美食與旅遊體驗（λ＝.62）。 

「家庭環境」量表中，家人支持此一指標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顯

示此一因素對家庭環境不具影響力。量表中最重要的指標（index）為

家人影響（λ＝.85）。 

「學校環境」量表中，學習環境的激勵與互動此一指標未達統計的

顯著水準，顯示此一因素對學校環境不具影響力。量表中最重要的指

標（index）為開放的學習環境（λ＝.92）及課程與活動的啟發（λ＝.83）。 

「組織環境」量表中，開放式的領導此一指標未達統計的顯著水

準，顯示此一因素對組織環境不具影響力。量表中最重要的指標（index）

為職場的需求與支援（λ＝.79）及工作中的磨練（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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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環境」量表中，多元交流與開放此一指標未達統計的顯

著水準，傳統與階級的束縛因素負荷量未達0.45以上，顯示此二因素對

組織環境不具影響力。量表中最重要的指標（index）為多元交流與開

放（λ＝.87），而指標中的傳統與階級的束縛則對於「社會文化環境」

影響力極低（λ＝.15）各量表之因素及其指標（index）如表4-2-10。

在多元交流與開放部分，因素負荷量不顯著之可能原因為大量施測

時，過多研究對象不具國外工作經驗（不具工作經驗78%，具工作經驗

22%）及生活經驗（不具生活經驗81%，具生活經驗19%），因此進一步

檢視是否在國外工作經驗及生活經驗對多元交流與開放具有影響力

時，結果顯示兩者之間具顯著性差異（p<.001）；在生活經驗對多元交

流與開放部分，兩者之間亦具顯著性差異（p<.001）。結果發現大量施

測時，具有國外工作經驗及生活經驗之樣本數，是影響多元交流與開

放此一因素在量表中因素負荷量不顯著之可能原因。 

「廚藝創造力表現」量表中，自評此一指標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顯示此一因素對廚藝創造力表現不具影響力。而指標中的他評（得獎

表現）對於「廚藝創造力表現」雖達顯著水準，然而影響力極低（λ

＝.20），有可能的原因是由於是大量施測，具有得獎表現的人數過低

（未得獎者佔28%，得獎者佔72%），以致結果受到影響；此外結果也



 170

可能是因為地方、全國及國際競賽得獎表現的記分方式採統一標準，

且未計算得獎次數而導致的統計上誤差。 

表4-2-10 各量表之測量模型分析之項目的因素負荷量及參數值 

Factors Items 全體樣本

因素負荷

量　 

殘差　

 

標準化 t值 

樂在工作與成就導向  .79 .38 ─

獨立及樂觀思考 .78* .39 20.83
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 .83* .31 21.05
好奇心及求知慾 .86* .25 24.55
開放的心胸 .76* .42 21.43

個人特質 

自信堅持 .61* .63 16.19
多元文化 .88 .22 ─

專業知能 .83* .32 23.21
知能與經驗 

美食與旅遊體驗 .62* .62 15.44
家庭支持 .87 .25 ─家庭環境 
家人影響 .85* .27 17.00
學習環境的激勵互動 .93 .14 ─

開放的學習環境 .92* .16 37.62
學校環境 

課程與活動的啟發 .83* .29 32.31
開放式的領導 .69 .51 ─

職場的需求與支援 .79* .38 17.44
組織環境 

工作中的磨練 .73* .47 16.36
多元交流與開放 .87 .25 ─

傳統與階級的束縛 .14* .98 3.31
廚師地位的改變 .62* .62 16.21

社會文化環境 

市場的競爭 .67* .55 17.28
自評 .64 .59 －廚藝創造力表

現 他評 .20* .96 2.36

註：*表示p＜.05，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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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本節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本研究所提出影響廚藝創造力表現整體因

素的假設模型是否能夠得到驗證。本研究經資料的處理後，在絕對適

配指標部分顯示假設模式無法獲得接受且假設模式有違犯估計的情形

發生，因此有必要加以修正。 

本研究經模式修正後，無違犯估計的情形發生且整體適配指標表現

達到理想標準，顯示本模式具有相當程度的建構效度。 

根據模型變項之間的線性結構關係，廚藝創意人與廚藝創意環境之

間具有相互影響的效應，廚藝創意人及廚藝創意環境對廚藝創造力表

現有直接效果，由這些參數估計結果顯示，在廚藝創意人的部份，其

中知能與經驗比個人特質的影響大；在廚藝創意環境的部份，社會文

化的影響最大，學校環境的影響最小。就廚藝創造力表現而言，只有

他評具有顯著的影響力，然而影響不高，可能是因為記分方式所導致

的統計上之誤差。在廚藝創意人及廚藝創意環境對廚藝創造力表現而

言，廚藝創意環境較廚藝創意人對於廚藝創造力表現其影響力相對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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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論 

本節為綜合量表效化以及廚藝創造力之模式結果加以討論，共分為

兩個部分：第一部份為量表效化結果之討論；第二部份為廚藝創造力

模式建構結果之討論。 

壹、量表效化結果之討論 

本研究根據Horng & Lee（2006a）、Horng & Lee（2006b）的研究，

進行「創意廚藝個人特質」以及「創意廚藝的環境」兩個量表的效化，

經由項目分析、效度分析及信度分析，結果發現，研究所編制的「創

意廚藝個人特質」及「創意廚藝的環境」兩個量表中各分量表均具有

良好的信度與效度。 

在「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部份分為人格特質及知能經驗兩個分

量表。許多國內外學者認為創造力與先天的人格特質有關（Amabile, 

1998; Barron & Harrington, 1981；Oldham & Cummings, 1996），大多對

具有創造性的人進行人格特質的研究。創意者的人格特質一直是創造

力研究的主要重點（葉玉珠，2000）。 

在本研究之創意廚藝個人特質量表中人格特質包含的構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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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樂在工作及成就導向、獨立及樂觀思考、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

好奇心及求知慾、開放的心胸、自信堅持等六個因素。Torrance（1995）

認為對工作的熱愛為創造的動機，與研究中的樂在工作及成就導向的

因素觀點相同，其他學者如Mills & Cameron（1993）、Cruber & Davis

（1988）也有相同的論點；國內學者葉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0）

研究資訊人才所編製的創意發展個人特質因素量表，也提出樂在工作

為創造力人格特質之ㄧ。 

本研究因素中的獨立及樂觀思考，其中獨立的人格特質出現在許多

學者的研究中，如：Kirton(1975)、Dellas （ 1978）、 Barron & 

Harringtion(1981)、Woodman, Sawyer & Griffin（1993）等；在Feist（1999）

的研究中，獨立為藝術及科學創意人所共有的特質。Torrance（1988）

認為創意者的特質包括：獨立的思考與判斷；在國內學者葉玉珠、吳

靜吉、鄭英耀（2000）也提出獨立思考為重要的人格特質之ㄧ；洪榮

昭(1998)認為樂觀的人比較有創意。 

本研究因素中的觀察敏銳及多元思考與葉玉珠、吳靜吉、鄭英耀

（2000）資訊人才創意發展個人特質因素量表中的多角推理有相近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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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因素中的好奇心及求知慾與 Amabile, et al（1994）所發展的

工作偏好量表（WPI）中的影響創造力的內在動機構成要素（工作涉入、

好奇、愉悅與興趣）有相近的結果。好奇心亦出現在許多學者的研究

中，如：Eugene(1981)、Sharma(1986)、Torrance(1988)、Bobic, Davis, & 

Cunningham(1999)及洪榮昭、康鳳梅、林展立（2003）等。 

本研究因素中的開放的心胸此一因素與Mansfield & Busse(1981)提

出的個人具彈性與對經驗的開放及Sharma(1986) 對經驗開放的結果符

合。對經驗的開放性亦是為藝術及科學創意人所共有的特質

（Feist,1999）。 

自信堅持此一因素則符合 Oldman & Cummings（1996）所提出的強

烈自信心為高創意者的人格特質。洪久賢（2003）對於創意教師的研

究中則發現自信心為其人格特質。洪榮昭、康鳳梅、林展立（2003）

的研究，發現有自信的為傑出科技創作學童創造特質。 

在知能經驗部分，本研究有：多元文化、專業知能、美食體驗等三

個因素共 11個題項。研究結果中體驗多元文化會影響廚藝創造力的發

展，與 Lubart（1999）提出文化滋養創造力的想法一致。Horng & 

Lee(2006) 研究發現體驗廚藝多國文化的經驗，對於廚藝工作者在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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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創意上有極大的幫助。 

本研究發現專業知能對創造力的影響，符合許多學者同意創造力創

造性思考是建立在知識之上的論點（Bailin, 1988; Hayes, 1989; Kulkarni 

& Simon, 1988; Weiberg, 1999）。Sternberg 及 Lubart(1995)認為「知識」

是創造的重要元素之一，個體要能產生創造產品必須學習與內化領域

的知識、技能、內在判準。Amabile(1988)認為創意是由專業知識、創

意思考技術與動機的整合；Feldhusen(1995)研究發現具有創意的人通常

在找年就已精熟某一領域的知識；Amabile(1983) 也認為「領域相關技

能」 (domain-relevant skills)是創造的一項重要元素。 Runco 與 

Walberg(1998) 在一項以研發人員為對象的研究發現：有創意的人通常

具有相當的專業知識及背景知識； 他們的知識基礎深厚，能建立新的

知識結構，而且對知識基礎本身的缺陷具有高度的警覺性。Horng& 

Lee(2006b)的研究發現，創造力是建構在專業知識與技能之上。 

本研究發現美食體驗對於廚藝工作者而言是重要的影響創造力之

因素，這是本研究與一般創造力研究最大的不同。Yee（2000）研究法

國知名且具創意的名廚 Paul Bocuse發現，其成功的因素在於對食物的

熱愛。在美國非常著名的一位電視節目創意廚師－甄文達，提出他是

一個「愛吃」的人，他認為走遍全世界，吸收各地飲食文化的精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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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髓，將所看到、吃到的融會貫通是人生最大的享受（秀儀，2005）。

Horng & Lee(2006b)的研究中也發現喜歡美食是創意廚藝人共有的特

質。 

在「影響廚藝創意人的環境量表」部份分為家庭環境、學校環境、

組織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四個分量表。在家庭環境部分有：家庭支持

與家人影響等兩個因素共 7個題項；研究結果與 Yeh（2004）的研究結

果相符。在學校環境部分有：學習環境的激勵與互動、開放的學習環

境、課程與活動的啟發等三個因素共 17 個題項。自 60 年代起，即有

大量的研究顯示教師創造力與學生創造力之間呈正相關（Pychova, 

1996；Scheblanova, 1996）。學校中的學習環境也直接會影響創造力 

(Csikszentmihalyi, 1996；Rowan, 2003; Yeh, 2004)。 

在組織環境部分有：開放式的領導、職場的需求與支援、工作中的

磨練等三個因素共 10個題項，與 Ambile（1996）及 Sternberg & Lubart, 

（1996）的研究支持所提出激勵的組織環境有益於創造力之結果相似。 

在社會文化環境的研究中，有：多元交流與開放、傳統與階級的束

縛、廚師地位的改變、市場的競爭等四個因素部分。Lubart（1999）認

為一個人對於順從或傳統等社會價值重視程度，可能會激勵或阻礙創

造力，其論點與研究中在創意廚藝環境中傳統與階級的束縛會阻礙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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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力的結論相符。社會文化環境的整體結果符合Lubart（1999）及

Feldman(1999)提出社會/文化對發展創造力具有決定的影響。 

貳、廚藝創造力模式建構結果之討論 

本研究發現有得獎者具有較好的創造力家庭、學校、組織及社會

文化環境，結果和符合Csikszentmihalyi(1996)的論點，其提出創造力受

到環境與文化的影響，環境扮演著孕育、促進或抑制創造力的功能。

其他學者如Yeh(2005)根據實證研究發現家庭、學校、組織及社會文化

環境對創造力有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根據各創造力個人特質與環境在不同背景上的差異性分

析，結果發現受試者之性別、教育程度、廚藝專長、是否曾就讀相關

科系在個人特質與知識與技能上無顯著差異，在環境上各層面則具顯

著的差異。 

本研究發現，男性比女性有較好的創造力學校環境；根據

Grigorenko&Sternberg（2001）的研究發現，男性比女性有較好的創造

力表現。洪久賢、胡夢蕾(2007）的研究亦發現，男女性別在廚藝歷程

的創造力表現的男性優於女性。王瑤芬（2001）的研究結果顯示出女

性餐飲工作者比男性有較多的的工作困境。在現階段的國內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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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廚藝科系的主要學習者多為男性，在廚藝界中也以男性為主流工

作者，因此結果與國內現況相符合。 

在教育程度方面，大學學歷較高中學歷具較好的創造力家庭及學校

環境。鄭芳怡、葉玉珠（2006）、Amabile( 1996）及洪久賢與胡夢蕾(2007）

的研究發現教育程度愈高者，具備更多的領域知識和創意思考知能。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教育程度愈高者，具備更好的培育創造力的家庭及

學校環境。本研究的結果及洪久賢與胡夢蕾的研究之間是否具因果關

係，值得未來研究中進一步探討。 

在組織創造力方面，專長為中餐者分別對烘焙或其他專長者有較佳

的組織創造力環境。洪久賢、胡夢蕾(2007）的研究結果也發現，由於

中餐廚藝在國內發展的時間較久，因此較為完備且組織較健全，再加

上沒有語言上的障礙，於是資源較多且新知的取得也較容易。 

在社會文化方面，比較不同專長的受試者發現，其他專長者具有較

佳的社會文化創造力環境。研究中的其他專長者包含：餐飲廚藝教師、

美食記者、美食家、電視媒體美食教學工作者等。由結果發現，其他

專長在工作上具有較多的自由及發展空間；然而中餐、西餐、烘焙或

是日本料理卻是受到廚藝工作組織化的影響，因此在社會文化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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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這部份受到較多的限制，此結果與Horng & Lee（2006a）對國內外

廚藝工作者的質性研究結果相符合。 

在影響廚藝創造力表現整體因素的模型經修正後，結果顯示創意廚

藝個人特質與創意廚藝環境之間會相互影響，且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及

創意廚藝環境對廚藝創造力表現有直接效果，結果應證Sternberg & 

Lubart(1999)在匯合取向理論中所提出創造力表現是受到人與環境互動

所產生的影響。其中創意廚藝環境較創意廚藝個人特質對於廚藝創造

力表現的影響力相對較高，此結果符合Amabile(1988)提出影響創造力

的因素分為環境及個人兩大類，個人因素為創造力的源頭，但在兩大

因素同時考慮的情況下，環境因素人大於個人因素。在Choi（2004）

的研究中顯示，很少有實證研究探討在環境與人的交互作用下對創造

力的影響，而其針對管理人員的創造力研究中發現創造力行為主要是

與個人特質相關，與研究結果不符。在Yeh（2004）針對科技人員的創

造力研究中發現，環境會影響科技人，因而產生創造力。是否因為產

業不同，環境與人對於創造力表現的影響力不同，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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