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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一直以來地瓜不曾離開過我們的生活，從以前維持生計的地瓜粥，搖身一變

成為現今養生的指標。 

  雖然地瓜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但是卻未能提升它的品質與價值，尤

其是台中的地瓜始終脫離不了麻布袋的束縛，所以我們這一小組決定研發出如太

陽餅一般火紅，又更為養身的台中伴手禮，進而讓它成為來台中觀光必買的伴手

禮之一，讓更多人了解地瓜的價值所在，推銷至相關銷售店家，探討各個年齡層

對地瓜的喜好程度。 

二、研究目的 

（一） 瞭解地瓜的歷史背景。 

（二） 瞭解地瓜對人體健康的好處。 

（三） 瞭解地瓜的產地與種類。 

（四） 瞭解實驗製作流程。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蒐集法：藉由網路資源､書籍資料，了解地瓜的營養、價值、養身

功效、相關產品及歷史，更增加對地瓜深入了解。 

（二） 地瓜甜點創意：以地瓜為主角，製作成更加精緻的點心。 

（三） 問卷調查法：實際在家中製作創意地瓜塔，並在校內發放問卷，採用不

記名的方式，當天回收問卷。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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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地瓜介紹 

    又名蕃薯、紅薯、甘薯、山芋、番芋、地瓜、紅苕、線苕、白薯、金薯、甜

薯、朱薯、枕薯，一種旋花科植物，多年生雙子葉植物，無氧呼吸產生乳酸，皮

色發白或發紅，肉大多為黃白色，但也有紫色，除供食用，還可以製糖和釀酒、

製酒精。 

（一） 地瓜的起源 

    起源於美洲熱帶地區，由印第安人種植，抗病蟲害強，栽培容易。1493 年，

哥倫布初見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時，曾將由美洲新大陸帶回的地瓜獻給女王，西

班牙水手又將地瓜傳至殖民地呂宋今菲律賓；1582 年東莞人陳益從安南將地瓜

引入廣東。1593 年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又從呂宋攜帶回中國試種。（註一） 

（二） 地瓜的好處 

    澱粉含量高，在消化過程中可產生對癌症具抑制作用的脂肪酸，在體內有解

毒作用。食物纖維量多，可降低血中膽固醇和血糖，可預防動脈硬化和糖尿病。

含豐富的鉀可排泄掉鈉，可預防高血壓，含有人體必需的賴氨酸和亞油酸物質。

（註二） 

二、地瓜的品種與產地 

▼表（一）地瓜的產地與種類一覽表 

名稱 白心甘藷 黃金番薯 紅心尾仔蕃薯 

圖片 

 
圖（二） 

 

圖（三） 
 

圖（四） 

內容 

介紹 

白皮白肉，民間把它視

為養生食品，生長環境

要求高，對季節氣候非

常敏感。生產季節受限

(時間每年元月〜5 月

間）收成產量較低（甜

度較差）。 

金錢仔蕃藷，黃皮黃

肉，接受度高，品質穩

定。一年四季不同地區

皆有生產，在不同季節､

栽種區域採收時質感略

有差異性，口感 Q 彈。 

紅皮紅肉，質地鬆軟，

甜度高β胡蘿蔔素含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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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紫心番薯 台農 62 號 台農 64 號 台農 70 號 

圖片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內容 

介紹 

品種約 5-6 種之多，

大部份來自異國。最

佳的抗氧化劑有豐

富多元酚，之中，有

一種『花色玳』的紫

紅色素，這比籃莓所

含有的，更容易被人

體所吸收。 

紅皮肉，產期

為農曆 9月~12

月，以雲林為

主要產地。 

黃皮粉肉，甜度

為台產番薯中

最高。 

紅皮黃肉，產期為

11 月~12 月，產量

最少以雲林、台

中、彰化為主要產

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註三） 

三､黃金塔製作過程 

（一）使用器具 

▼表（二）地瓜塔所需器具一覽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煮鍋 打蛋器 橡皮刮刀 擠花帶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塔模 鋼盆 桿麵棍 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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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成分 

▼表（三）地瓜塔所需材料一覽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製作過程 

1、塔皮： 

   （1）奶油加砂糖打發加全蛋加低粉、杏仁粉拌勻。 

   （2）分糰、入模(用黃豆壓)進烤箱 170℃烤金黃，放涼。（註四） 

2、杏仁奶油餡： 

   （3）奶油加砂糖打發加杏仁粉、馬鈴薯粉､全蛋､動鮮拌勻。 

   （4）把杏仁奶油餡灌入塔殼裡用烤箱 150℃考 10 分鐘。（註五） 

3、紅茶幕斯： 

   （5）200ｇ鮮奶油加砂糖加紅茶葉煮開過濾。 

   （6）加入吉利丁（用冰水泡軟→擠乾）拌勻再與 700ｇ之打發之鮮奶油拌合  

名稱 材料 重量/單位 名稱 材料 重量/單位 

塔 

皮 

總統無鹽奶油 1200ｇ 紅 

茶 

慕 

斯 

鐵塔鮮奶油(動鮮) 200g 

糖粉 750ｇ 砂糖 90g 

全蛋 400ｇ 日月潭紅玉紅茶葉 6g 

水手牌低筋麵粉 2000ｇ 吉利丁 8g 

美國生杏仁粉 200ｇ 鐵塔鮮奶油 700g 

杏 

仁 

奶 

油 

餡 

總統無鹽奶油 150ｇ 蜜 

地 

瓜 

地瓜 1~2 條 

砂糖 120ｇ 水 100g 

美國杏仁粉 150ｇ 砂糖 200g 

馬鈴薯粉 15ｇ 地 

瓜 

泥 

地瓜 400g 

全蛋 150g 糖粉 40ｇ 

鐵塔鮮奶油 60ｇ 動物性鮮奶油 200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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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鎮。 

   （7）蜜地瓜:地瓜切塊加水 100ｇ加糖 200ｇ，煮到熟透入味。 

   （8）地瓜泥:400ｇ地瓜煮熟搗成泥加 40ｇ糖粉加 200ｇ鮮奶油打發。（註六） 

4、組合： 

   （9）把事先做好的紅茶慕斯從冰箱取出擠在塔上面 放上蜜地瓜。 

   （10）塔皮上擠上滿滿的地瓜泥，撒上糖粉，放上半顆開心果裝飾，完成。

（註七） 

▼表（四）地瓜塔步驟一覽表 

（1） （2） （3） （4） （5）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圖(二一) 

（6） （7） （8） （9） （10） 

 

圖(二二) 

 

圖(二三) 
 

圖(二四) 

 

圖(二五) 

 

圖(二六) 

完成品 

 

圖（二七）      圖（二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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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分析 

本研究於 104 年 5 月 19 日至校園內，進行 100 份問卷，隨機調查，回收

有效問卷為 100 份，以下是問卷調查的資料結果分析： 

 

（一）基本資料 

     

圖（二九） 圖（三十） 圖（三一） 

  結果得知，主要受訪者為

女性，佔總樣本的 61%其次男

性，佔 39%。 

  本次問卷調查受訪者年齡以

20 歲受訪者居多，占 75%；21 至 30 

歲受訪者次之，占 11%。本次調查

地為校園內，學生與教職員為主。 

  結果得知，本次受訪者為

學生與教職員，佔總樣本 75％

為學生；其次為教職員 25％。 

 

 

（二）試吃意見調查 

       
圖（三二） 圖（三三） 圖（三四） 

  調查後發現受訪者在還

不知道製作原料情況下，認為

黃金塔主原料最多為 89 %地

瓜，其次為 6%南瓜，所以大

部分受訪者了解到本產品的

主原料為地瓜。 

  外觀滿意度最多為 62%非常

滿意，其次為 32%大部分受訪者對

於外觀精巧，方便入口是相當滿意

的。 

  口味滿意度最多為 56%非常

滿意，其次為 35%滿意，普遍受

訪者是較能接受此產品以地瓜為

主要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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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五） 圖（三六） 圖（三七） 

  甜度最多為 43%非常滿意，

其次為 32%滿意，所以大部分受

訪者認為甜度剛好，少部分人認

為甜度有待調整。 

  由此調查得知 96%受訪者大

多是可以接受黃金塔這項產

品。對於本產品的接受度是相當

高的。 

  81%受訪者試吃過本產品

後，是有購買意願的。 

   

圖（三八） 圖（三九） 

  我們實際操作的材料成本

為 25 元，60%受訪者認為價格應

落 50 元以下，所以本研究是在

合理價格範圍內。 

  我們發現大部分受試者是

可以接受黃金塔的，甚至 89%受

訪者是願意推廣此產品出去，認

為可以做為送人的伴手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部分： 

    本研究問卷調查，由於是在葳格高中校園內進行問卷調查，因此受訪者由學

生及教職員為居多，本次是隨機問卷調查，所得問卷結果，女性比例較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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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意見調查部分： 

  1、受訪者品評意見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主原料為金黃色地瓜，一口即可使用完畢的精

緻外觀，普遍受訪者是相當滿意的，但是口味上少部分受訪者認為過甜，所以在

甜度部分，是可以再加以研究，依受試者喜好，來做為調整的，整體來說，大部

分受試者對於黃金塔這項產品是相當滿意的。 

  2、購買意願及推廣方向 

    我們發現大部分受訪者試吃本產品後，是有購買意願的，而大多數的受訪者

認為，黃金塔可以作為辦手禮送給其他親朋好友。 

    本次主要研究，是希望地瓜塔能讓大眾更為接受含有地瓜成分的產品，比起

傳統道地吃法還要能接受它。現在的趨勢已逐步走向少油少鹽少糖的時代，健康

養生已不再是稀少的字眼，為了因應健康養身，於是我們選擇天然的地瓜去做出

我們的產品，希望能夠讓大家多多了解地瓜對我們的重要，使地瓜也能走向精緻

美味的甜點之路。 

二、研究建議 

（一）給研究者建議 

  1、黃金塔的運輸過程─使用果糖固定 

    如果問卷所要調查的對象是老師或學生的話，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將黃

金塔完美無缺的帶來學校讓老師落同學試吃，我們當時所使用的方法是用果糖將

塔皮的底部黏住，以防止在運送的過程中有移位或碰撞的情形，但相對的有人反

應說因為果糖的與塔的味道不搭，所以影響到了整個塔的味道。 

  2、黃金塔的保存─保麗龍、保冰袋達到保冰效果 

    黃金塔是吃冰涼的，放在保麗龍盒裡，放入保冰袋是能夠達到保冰的效果，

但是相對的塔皮的口感也會下降，因為溼氣使塔皮變軟，如何將黃金塔帶來學校

時還能保持原來的口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3、黃金塔的變化─可替換主原料來嘗試創新 

    如果研究者想研究此產品，可以考慮嘗試用相似主原料例如:南瓜、紅蘿蔔

或是栗子等等，去代替地瓜的口味，塔皮也可以用餅乾類去代替作為嘗試，創新

出不同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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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業者建議 

  1、地瓜塔口味調整 

    現在的人講求養身，我們做完問卷後有些人反應說太甜而且奶油的味道過種

了，建議在做的時候可以調整糖和奶油的用量，以免味道過重影響了整個地瓜塔

吃起來的風味，蓋過了原本地瓜的味道。 

  2、地瓜塔成本、價格調整 

    如果今天要將地黃金塔拿去店家實賣的話，需考慮到人事成本和材料成本等

等。我們調查出大家認為 50 元以下是最合理的價錢，而所製作的食材成本為 25

元，但如果是由店家販賣的話，則可考慮調整塔的大小或是原料比例的用量，去

做為何者才是理想的合理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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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研究問卷 

燃燒吧，黃金—台中伴手禮地瓜塔研發   問卷 

親愛的女士/先生您好： 

我們是葳格高中的學生，正在進行一項專題製作，主題是「燃燒吧~黃金」，

請您協助我們填答，所有的資料只作為學術研究用，絕不外流，敬請放心填答． 

感謝您的協助，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葳格中學餐飲管理科               

指導老師：許雅婷老師             

研究學生：歐陽欣妤､馬莉薇､李明縉 

一、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0~60 歲 □60

歲以上 

3. 職業：□學生□服務業□自由業□工商業□軍公教□其他______________ 

二、 第二部分： 

1. 你品嚐完後覺得本產品是用什麼材料做出的口味﹖ 

2. 你對本產品的滿意度是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

意 

外觀      

口味      

甜度      
 

3.你會購買地瓜的相關產品嗎(地瓜片、地瓜球、地瓜酥)﹖ 

□會     □不會 

4. 本產品能讓你更接受地瓜嗎？ 

□能     □不能 

5.你會購買地瓜塔嗎﹖ 

□會     □不會 

6.你覺得本產品的合理價格落在哪﹖ 

□50↓  □51~70  □71~90  □91~110 

7.你認為本產品能成為伴手禮，送給其他縣市的親朋好友嗎﹖ 

□能     □不能 

~感謝您寶貴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