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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感官品評的教學方式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以米穀粉製作的伴手禮課程為例1 

Applying the sensory evaluation to explor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aking 

the rice flour souvenirs course as an example 

一. 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臺灣是一個以稻米為主食的國家，農業技術先進，然而隨著西化與市場需求影

響，麵粉製品需求與銷售量逐年增加，然而對米的食用量卻逐年下滑，造成稻米過

剩的問題。目前餐飲人才培育體系，所有餐飲相關的烘焙、蛋糕、西式點心與中式

米麵食等，因為配方關係，任課老師多採用麵粉製作，所有技能檢定考試，配方也

都是以麵粉為食材。本計畫透過「創意伴手禮製作實習」課程，引進米穀粉製作技

術，讓學生們熟悉，繼而增加米穀粉取代麵粉的機會，另外透過感官品評與購買意

願調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學生就業競爭力(張瓊嬌、廖成文,2022)。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白米磨成粉，就是所謂的「米穀粉」。常見的米穀粉種類不少，包括在來米粉、

糯米粉等，米穀粉沒麩質，不會引起過敏，且吸油性低，更健康。陳曉菁、王仕賢

(2011)指出國內已有成功研發米蛋糕、米餅乾、米布 丁、米鬆餅、米蛋捲等，可用

100%米穀粉完全取代麵粉，由於米穀粉佔上述烘焙點心材料總量的 10∼20%，成品

品質差異不大，但增加了米的香氣與緊實的口感。 

美國食品科技學會(IFT，1975)認為感官品評是以科學為基礎，藉著人類對食品

特質的感官反應的ㄧ門學科，以視、嗅、嚐、觸及聽等五種感覺，來測量、分析、解

釋食品(林淑怡，2012)。感官認知或品評，是透過人類感官接受食物刺激所引起的感

官知覺，常見的包括外觀、香氣、風味、質感等感受。科學化的食品感官品評的評

估方法基本上可分為三大類，包括檢驗食品感官品質差異的差異分析法

(Discrimination test)；了解消費者喜歡此食品與否的消費者測試(Consumer test)及評

估食品感官特性的描述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莊振鈺，2017)。 

本計畫將採用消費者測試，透過讓學生試吃，對食物進入口腔到食後的所有感

覺進行評估(Merriam，1913)。本計畫針對產品外觀、顏色、風味、口感、喜愛度及

整體進行評分，透過感官品評調查，直接提供給同學產品開發消費者之接受度，並

將其作為本計畫之結果依據。 

Ajzen(1991)提出計畫行為理論，認為一個人會做出某一行為是由意向所控制，

消費者購買某商品的行為是由意向與知覺行為控制所影響，當打算從事某項行動的

意願越強，從事該行為的可能性就越高。本計畫探討對米穀粉製品的購買意向，亦

即衡量消費者企圖購買米穀粉製品的可能性。 

國立編譯館(1990)定義學習成效為「藉由各種評量方式，了解學生達到教學目標

的程度｣，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情意或技能(吳佳玟，2017)。教師可

從學生的學習成效評量結果中了解教學實施的效果，檢討教學優劣程度後，作為評

估教學的參考依據(張瓊嬌、廖成文,2022)。 

在教學活動結束後，學生在知識認知(Cognitive)、心理(Psychomotor)及態度

(Affective)三個學習目標的改變程度(李堅萍，2006)，用來了解學生學習成果的指標

與評估教學者的教學品質。Piccoli, Ahmad 及 Ives（2001）認為學生學習成效是學習

                                                 
1 感謝本計畫補助，計畫部分內容已投稿萬能學報，並將於 2022年 8月出版，學生學習成

效影響因素之探討-以米穀粉製作的伴手禮課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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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結束課程後，對認知、情意與技能上的改變，認知是對學習該課程後的知識、

理解和應用；情意是對學習該課程後的感受、所表現出的行為；技能是對學習該課

後程表現出該技術的完成與創新能力 (吳怡惠，2018；張瓊嬌、廖成文,2022)。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計畫，引進業師教導米穀粉取代麵粉的製作技術，提升本系學生餐飲工

作的廚藝技能、透過認知調查，了解課程對於學生認識米穀粉，以及未來採用米穀

粉製作產品的意願度。另外於課程中，學生製作麵粉製作及以米穀粉取代麵粉製作

的兩種產品。採用實驗設計法，利用兩周進行實驗，分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製作，

讓同學填寫感官品評以及購買意向的問卷調查，了解有加米穀粉產品相對於純麵粉

製產品，感官品評與購買意向是否有顯著差異。透過開學第一周對課程學習成效進

行前測與學期末最後一周進行後測，了解課程上課方式是否顯著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4.1 研究設計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 

課程安排如圖 1，選定兩周進行品評與購買意向的實驗設計，分實驗組與控制

組，分別製作加米穀粉產品與純麵粉產品，再由同學進行試吃，填寫感官品評與購

買意向問卷，期末全部同學填寫學習成效問卷，問卷調查結果利用統計軟體進行敘

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分析學生是否透過課程，對於米穀粉認知產生的前後差異，

以及學生是否會因為實驗設計(產品產出要經過消費者品評)，製作時提高參與程度，

繼而提升學習成效。 

 

圖 1 研究架構流程 

4.2 研究流程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餐飲系三年級所開設選修課程，

創意伴手禮製作實習課程之修課同學作為研究對象，課程採用業師協同授課與分組

教學，課程一開始進行學習成效前測，期末課程結束後，學習成效後測，資料分析

將學生學習前、後相關測量資料進行分析，瞭解學習者的學習滿意度。 

4.3 認知調查 

米穀粉 
認知前測 

課程採用 
團隊學習法 

實驗組 

米穀粉 
認知前測 

控制組 

教學過程 
產品製作 

教學過程 
產品製作 

實驗操弄 
感官品評 
購買意向 

米穀粉 
認知後測 

學習成效後測 

米穀粉 
認知後測 

學習成效後測 

兩週課程 
進行實驗 

 
感官品評 
購買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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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了解同學對於米穀粉的認知，於課程開始進行前測，學期課程結束前進行

後側，認知題項參考戴晏齡(2017) 所使用的題項，再配合本計畫課程特性將原問卷

進行局部修改。 

4.4 品評與購買意向調查 

本計畫於選定的兩周課程結束後由學生填寫感官品評調查問卷，量表為李克特

(Likert)五點尺度之方式測量，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則為非常不滿意，在感官品評上

使用的資料是參考區少梅(2012)所提出的品評測試(organoleptic test)，分別為：外觀、

顏色、風味、口感、喜好性、整體共六種如表 10，測量尺度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

五點尺度，分別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

意」，給予 1、2、3、4、5 分。另外採用行為意向之購買意向作為衡量消費者願意

購買之傾向，測量尺度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尺度，分別為「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沒意見」、「同意」、「非常同意」，給予 1、2、3、4、5 分。 

4.5 學習成效 

本計畫依據課程目標，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以課程所訂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三個

教育目標之達成程度作為衡量，學習成效問卷採考黃美蓉(2003)、吳正薰( 2007)、林

淑怡(2012)所使用的學習成效量表，再配合本計畫課程特性將原問卷進行局部修改，

量表題項如表 11 所示，測量尺度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尺度，分別為「非常

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非常同意」，給予 1、2、3、4、

5 分。學生於選定的兩周課程結束後填寫量表，以做為本計畫探討導入感官品評是

否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依據。另期末最後再調查一次，以了解同學對於學

習成效(張瓊嬌、廖成文，2022)。 

4.6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首先以敘述統計方式對問卷對象與

問項進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以 McNemar 檢定進行對米穀粉的認知調查分析，利用

成對 t 檢定，對於加有米穀粉與純麵粉製作成品之感官品評與購買意向進行分析，

了解是否兩種產品有顯著差異，最後以 t 檢定進行分析，最後探討課程一開始進行

學習成效的前測與期末後測，兩者是否有顯著差異，以了解同學學習成效是否有提

升。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5.1 教學過程 

5.1.1 教學實作場域介紹 

計畫針對「創意伴手禮製作實習」課程，課堂先以 power point 簡報講解製作流

程說明，進行教學內容講解，輔以小白板說明，讓學生清楚了解課程內容，課程排

定以具備數位講桌、投影螢幕的 V305 麵點教室(如下圖 2)，做為學生實作場域的學

習空間，以及課後完成成品製作流程筆記的作業。本課程實作場地為中式米麵食加

工乙丙級證照考場，學生透過本課程學習米穀粉製作技巧外，在熟悉場地後，於充

分練習後可報名參加證照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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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05 中式米麵食加工 

技能檢定考場 

 
烤箱共 12 組 

 
數位講桌 

 
攪拌鋼、工作台共 12 組 

 
教學投影布幕 

 
教室單槍與投影布幕 

圖 2 教學實作場域 

5.1.2 實作教學模式介紹 

課程包含「教師講解示範」和「學員實作」，實作教學模式如圖 3，以分組團隊

進行，首先由業師講解兩種產品製作流程與注意事項，示範兩種產品的實作過程，

再由學生分組於各個工作檯自行製作，學生自行製作期間，業師與教師雙師負責維

持教室秩序與現場指導，每次產品製作完成，由業師評定評分，學生課後製作成品

作業。 

 

 課程包含「教師講解示範」和「學

員實作」 

 以分組團隊進行， 

 首先由業師講解兩種產品製作流

程與注意事項，示範兩種產品的實

作過程， 

 再由學生分組於各個工作檯自行

製作，學生自行製作期間，業師與

教師雙師負責維持教室秩序與現

場指導， 

 課程安排，選定兩周進行品評與購

買意向的實驗設計，透過讓同學對

於家有米穀粉與純麵粉製作產品

進行產品感官品評與購買意向問

卷調查。 

 

 

 

 

 

 

 

 

圖 3 實作教學模式 

5.1.3 教學實作成果與評量 

本課程上課前提供製作配方表，上課時由業師講解、示範操作，同學分組操作，

課後同學製作成品報告，教學實作成果如下圖 4，相關如下: 

期末每人繳交成品集 

期中末考創意比賽 

問卷調查法 
米穀粉認知前後測 
期初學習成效評量 

問卷調查法 
兩週實驗 

品評、購買意向問卷 

期末學習成效評量 

每周繳交成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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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前提供製作配方表                          業師講解 

  
業師講解、示範操作    同學分組操作          課後同學製作成品報告 

圖 4 實作教學模式 

5.2 教學成果 

5.2.1 米穀粉認知的調查 

對於米穀粉認知的調查，修課人數 50 位，扣除無效問卷，前後測問卷人數為 44

人，由於是配對樣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比較同學經過課程教學後，對於米穀粉認知

之前測與後測是否有差異，故採用 McNemar 檢定。McNemar 檢定又稱相依(配對)

樣本的卡方檢定，主要適用於 2×2 的表格，探討測量前後由『了解』變為『不了解』

與由『不了解』變為『了解』的個數是否相等，檢定事件發生前後比例是否改變，

又被稱為『改變的顯著檢定』(何宗翰，無日期)，測量結果說明如下: 

a.我了解什麼是米穀粉 

由表 1 顯示，McNemar 檢定, p 值=0.000，顯示在顯著水準 5%下，前測同學

了解率 40.9%、後測同學了解率為 93.2%，呈現顯著的不同差異，交叉列表結果

顯示經過本課程教學，同學對於「什麼是米穀粉的認識」有顯著增加。 

表 1 我了解什麼是米穀粉之前後測交叉列表 

 期末測量 總和 

不了解 了解 

期初測量 不了解 個數 2 24 26 

前測內的% 7.7% 92.3% 100% 

後測內的% 66.7% 58.5% 59.1% 

佔總數的% 4.5% 54.5% 59.1% 

了解 個數 1 17 18 

前測內的% 5.6% 94.4% 100 

後測內的% 33.3% 41.5% 40.9% 

佔總數的% 2.3% 38.6% 40.9% 

總和 計數 3 41 44 

前測內的% 6.8% 93.2% 100% 

後測內的% 100.0% 100.0% 100% 

佔總數的% 6.8% 93.2%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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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知道米穀粉可以取代麵粉，製作麵包等烘焙類產品 

由表 2 顯示 McNemar 檢定, p 值=0.000，顯示在顯著水準 5%下，對於知道米

穀粉可以取代麵粉，製作麵包等烘焙類產品，前測知道比率 50.0%、後測同學知

道比率為 95.5%，呈現顯著的不同差異。交叉列表結果顯示經過本課程教學，同

學對於「知道米穀粉可以取代麵粉，製作麵包等烘焙類產品」有顯著增加。 

表 2 米穀粉可以取代麵粉，製作麵包之前後測交叉列表 

 期末測量 總和 

不知道 知道 

期初測量 不知道 個數 2 20 26 

前測內的% 9.1% 90.9% 100.0% 

後測內的% 100.0% 47.6% 50.0% 

佔總數的% 4.5% 45.5% 50.0% 

知道 個數 0 22 22 

前測內的% 0.0% 100.0% 100.0% 

後測內的% 0.0% 52.4% 50.0% 

佔總數的% 0.0% 50.0% 50.0% 

總和 計數 2 42 44 

前測內的% 4.5% 95.5% 100% 

後測內的% 100.0% 100.0% 100% 

佔總數的% 4.5% 95.5%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c.我聽過米穀粉製作的產品。 

由表 3 顯示 McNemar 檢定, p 值=0.000，顯示在顯著水準 5%下，聽過米穀粉

製作的產品之比率，前測為 50.0%、後測為 90.9%，呈現顯著的不同差異。交叉

列表結果顯示經過本課程教學，同學對於「我聽過米穀粉製作的產品」有顯著增

加。 

表 3 聽過米穀粉製作的產品前後測交叉列表 

 期末測量 總和 

沒聽過 聽過 

期初測量 沒聽過 個數 3 19 22 

前測內的% 13.6% 86.4% 100.0% 

後測內的% 75.0% 47.6% 50.0% 

佔總數的% 6.8% 43.2% 50.0% 

聽過 個數 1 21 22 

前測內的% 4.5% 95.5% 100.0% 

後測內的% 25.0% 52.5% 50.0% 

佔總數的% 2.3% 50.0% 50.0% 

總和 計數 4 40 44 

前測內的% 9.1% 90.9% 100% 

後測內的% 100.0% 100.0% 100% 

佔總數的% 9.1% 90.9%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d.我願意嘗試以米穀粉取代麵粉製作麵包等烘焙類產品 

由表 4 顯示，經過一個學期課程，同學皆對米穀粉有更多認識、亦了解米穀

粉可以取代麵粉，製作麵包等烘焙類產品，前測同學願意嘗試率 88.6%、後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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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願意嘗試率為 97.7%，亦即前測不願意嘗試的比例 11.4%，後測不願意嘗試的

比例 2.3%，McNemar 檢定, p 值=0.219，雖然在顯著水準 5%下，未呈現顯著的不

同差異，但大多數都是願意嘗試。 

表 4 願意嘗試以米穀粉取代麵粉製作之前後測交叉列表 

 期末測量 總和 

不願意 願意 

期初測量 不願意 個數 0 5 5 

前測內的% 1.0% 100.0% 100.0% 

後測內的% 0.0% 11.6% 11.4% 

佔總數的% 0.0% 11.4% 11.4% 

願意 個數 1 38 39 

前測內的% 2.6% 97.4% 100.0% 

後測內的% 100.0% 88.4% 88.6% 

佔總數的% 2.3% 86.4% 88.6% 

總和 計數 1 43 44 

前測內的% 2.3% 97.7% 100% 

後測內的% 100.0% 100.0% 100% 

佔總數的% 2.3% 97.7%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2 感官品評與購買意向分析 

對於學生感官品評與購買意向、學習成效調查，採用在開學第一周採用前測，

課程結束最後一周進行後測，開學時第一週進行學習成效前測，前測有 39 位；學期

末最後一週進行學習成效後測，後測 46 位，由於前後測人數不一，共同有效問卷是

36 位，為與後續分析資料具一致性，以下的研究以 36 位做為分析基礎。對於採用

加以部份米穀粉製作的成品，與採用麵粉製作的成品，經過學生試吃品嘗，採用成

對 t 檢定進行兩種產品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如表 5。不論在外觀、顏

色、風味、口感、喜好、整體認同上，在 5%顯著水準下，t 值絕對值皆未達顯著性

差異，顯示兩種產品差異不大；另外在購買意願上，雖然加以部份米穀粉製作的成

品的意願皆高於採用麵粉製作的成品，但亦皆未達到顯著性水準差異。 

表 5 感官品評與購買意向分析表 

  加米穀粉產品 純麵粉產品 t 值絕對
值 

問卷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感官
品評 

外觀的認同程度 4.139 .833 4.194 .856 1.000 

顏色的認同程度 4.139 .867 4.194 .889 1.000 

風味的認同程度 4.056 .893 4.056 .924 0 

口感的認同程度 4.083 .841 4.083 .937 0 

喜好性的認同程度 4.056 .860 4.056 .924 0 

整體的認同程度 4.139 .833 4.111 .919 0.329 

購買
意向 

我對此產品感到有興
趣 

4.056 0.893 3.944 0.955 
1.160 

我會願意購買此產品 4.167 0.910 4.083 0.937 1.000 

即使我不吃，但也許
會為家人購買。 

4.167 0.878 4.028 0.941 1.536 

註:***為 p 值<0.001、**為 p 值<0.01， *為 p 值<0.05，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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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學習成效量表差異分析 

本計畫對於學習成效問卷採考黃美蓉(2003)、吳正薰( 2007)、林淑怡(2012)

所使用的學習成效量表，再配合本計畫課程特性將原問卷進行局部修改。對於學習

成效的三個構面進行分析如表 6，顯示學習成效的認知、態度、技能三構面與學習

成效的整體平均值，後測平均值在顯著水準 1%下均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值 (張瓊嬌、

廖成文,2022)。 

表 6 學習前後之學習成效差異性分析結果 

學習成效構面 認知 態度 技能 整體 

前測 3.574 3.622 3.671 3.623 

後測 4.482 4.500 4.501 4.778 

(後-前)測 t 值 

P 值 

4.226 

(0.000)*** 

4.035 

(0.000)*** 

4.066 

(0.000)*** 

5.565 

(0.000)*** 

註:***為 p 值<0.001、**為 p 值<0.01，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教師教學反思 

非常感謝教育部補助本計畫，讓課程得以順利進行，由於計畫主持人並不是

中式米麵食產品與烘焙產品製作的專業教師，因此在課程過程中，協助課程講

義編制、學生材料課前製備、課程秩序維持。由於有計畫主持人的現場指揮，同

學出勤非常踴躍。 

計畫主持人不善於製作，透過計畫的補助，邀請業師教授加入米穀粉的中式

米麵食產品與許多創新具特色的烘焙產品，透過業師專業講解、操作示範，學

生課堂分組製作、課程後撰寫成品報告作業，讓學生學習更踏實、更多新廚藝，

也學習到更多的廚藝。本系有許多廚藝非常優秀的師資，如果這類課程可以由

他們執行，透過與業師、同學課堂教學互動，在課程產品製作上將更有許多創

新、創意的產品。 

(3) 學生學習回饋 

本次計畫透過分組團隊合作、學期間透過兩周讓同學對於加有米穀粉與純

麵粉製作的產品進行試吃，填寫感官品評與購買意向問卷，同學都覺得跟餐廳

開發新產品流程很接近，試吃時對於問卷填寫也更加謹慎。最後非常感謝參與

本次課程同學的支持。 

本計畫課程進行時，開學前兩周採用線上上課，透過 google meeting 請業師

現場製作錄影播放，同學反應不錯。第三周開始實體上課，原先預排產品與進

度，配合同學製作速度做了調整。另外許多同學也希望能多學習目前市場上熱

門的伴手禮製作，做為未來可能創業的產品基礎。 

進行學習成效後測評量時，設計有兩題開放式題目，做為課程未來延伸或改

進的參考，在學生回饋意見，開放式第一題「請簡單敘述你對這門課程想法或
建議」，同學們覺得「老師教的好」、「很有趣」、「課程中，除了有證照相關
內容課程外，也透過專業外師的指導下學習到很多東西。」、「可以讓自己更認
識米穀粉跟高低筋麵粉的產品」、「可以多開這些課」、「老師教導方式很有趣
而且有專業師傅來上課覺得受益良多」、「改良的商品都很不錯」。 

開放式第二題「這門課你認為可以幫助你在哪些方面的進步」，同學們覺得「更
了解米穀粉」、「瞭解製作的原理和方法」、「學到更多以前沒學過的」、「讓

我可以有產品可以開店」、「未來繼續走關於餐飲的工作」、「讓我對米穀粉
有特別印象」、「提升麵點烹飪的技術」、「學會更多的甜點類、餅
乾類的製作」、「學到了很多技巧，也增加了我對做伴手禮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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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使用米穀粉製作的產品」。 

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以 110 學年度上學期餐飲系三年級所開設之創意伴手

禮製作實習之修課同學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透過課程教學，是否對於學生的學習成

效有否提升。 

創意伴手禮製作實習之修課同學共有 50 位，對米穀粉認知的調查前後測有效問

卷為 44 位；感官品評、購買意向與學習成效調查 36 位。首先對米穀粉認知的調查

採用配對樣本 McNemar 檢定，結果顯示「我了解什麼是米穀粉、我知道米穀粉可以

取代麵粉，製作麵包等烘焙類產品、我聽過米穀粉製作的產品等」三個題項，McNemar

檢定在顯著水準 5%下，後測相較於前測，呈現顯著的不同差異，顯示經過本課程教

學，同學對於米穀粉認知有顯著提升。 

其次感官品評、購買意向調查顯示，加有米穀粉產品與純麵粉製作產品，採用成

對 t 檢定進行兩種產品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在 5%顯著水準下，皆未達

顯著性差異。 

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衡量，分析結果顯示在顯著水準 1%下，學習成效每一題項之

後測均高於前測，呈現顯著差異。學習成效的認知、態度、技能三構面，後測平均

值在顯著水準 1%下均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值。從整體平均值來分析，後測平均值在顯

著水準 1%下亦呈現顯著高於前測平均值，顯示本課程經過一學期授課，學習成效顯

著大於開學時的學習成效量測，顯示課程教學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本研究根據教學目標，訂定學習成效量測之量表，透過開學第一週與最後一週

的對於學生進行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業師協同授課，可以有效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在本次研究過程與分析中，提出以下之建議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1)後續可以增加課程班級，本次計畫僅以一個班級做為研究對象，在實驗研究上可

以增加廣度研究，使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不過這可能需要更多補助經費，協助

課程計畫的執行。 

(2)增加其他變項與探討議題，本次研究僅以學生背景及學習成效前後測結果進行影

響學習成效因素之探討，惟影響學生學習成效因素眾多，如學生自我效能、學生

的學習參與等變項，皆可能對課程學生的學習成效造成影響，故建議後續研究

可以增加相關的變項，加以深入探討。 

本研究屬於技術實作課程，對於學生學習成效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在開學與

期末學生對於學習成效認知、態度與技術三構面的自我主觀滿意程度做為衡量，本

研究可提供給教師做為學校通用的教學評量外的額外參考。然學習成效除主觀意見

外，應該可以納入如學生隨堂測驗表現、通過技能證照人數等客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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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項 

認

知 

1課程結束後，我知道許多米穀粉製作產品及創意伴手禮的知識 

2課程結束後，我知道各種製作米穀粉與伴手禮的方法與技巧 

3課程結束後，我知道如何品評一項產品的好壞 

4課程結束後，我知道如何衡量一項產品的市場性(購買意向) 

5課程結束後，我知道如何增進自己的製作技術與效率 

6上課時，我覺得課程內容充實豐富又有趣 

態

度 

7上課時，我會主動協助同學 

8上課時，我願意與其他同學合作 

9上課時，我能遵守老師以及教室的規定 

10課程結束後，讓我對技能的學習更有成就感 

11期中期末考試採用比賽方式與獎金，我更願意主動學習 

技

能 

12透過課程學習，我的廚藝技術明顯進步 

13課程結束後，我學會去使用烘焙設備工具。 

14透過課程學習，我學會不同創意產品的製作技巧 

15透過課程學習，我學會設計不同創意產品 

16課程學習後，有助於將來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 

17課程學習後，有助於考上中式米麵食酥糕類丙級檢定 

註:學習成效問卷採考黃美蓉(2003)、吳正薰( 2007)、林淑怡(2012)所使用的學習成

效量表，再配合本計畫課程特性將原問卷進行局部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