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08 年度國小學生獨立研究競賽作品 

 

 

 

作品名稱：府城「蝦」「蝦」叫 

──安平老街蝦餅師傅之訪談研究 

 

 

 

 

 

 

 

 

編號：           （由承辦單位統一填寫） 

  
 

 

 

 

 

 

 

 



 

 

摘要 

    說起府城伴手禮，安平蝦餅往往榜上有名，美味、酥脆的蝦餅，讓人一口

接一口，「蝦餅」平易近人，大家幾乎都吃過，它是如何製作的呢？安平老街蝦

餅店林立，各種蝦餅爭奇鬥艷，傳統油炸蝦餅該如何穩固地位呢？  

    我們訪談安平老街販賣傳統油炸蝦餅的師傅，深入了解工作現況、製作流

程、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法及針對蝦餅的創新想法，整理歸納後，發現： 

    一、蝦餅本是船餐廳小菜，因為蝦餅師傅失業，其母親建議販賣蝦餅，一

做便是 20多年，全家都很支持也引以為傲。 

    二、蝦餅製作流程為：購買新鮮蝦子，以人工剪去眼睛，混合調味料打成

蝦泥，做成麵團，敲出空氣，將麵團蒸熟後切片、曬乾，以太陽強弱決定曝曬

時間，油炸後就是蝦餅了！ 

    三、蝦餅師傅認為比較辛苦的部分為「採買蝦子」及「製作過程」，每早要

去各地漁港買新鮮海蝦，有時要跑好幾個漁港，所以現在有合作的漁船，先確

認蝦子捕獲量。「製作過程」大部分皆以人力在炎熱環境工作，這也是製作蝦餅

這項技術多由家裡人繼承，難請到員工幫忙的主因。 

    四、目前店裡的蝦餅有原味，辣味和黑胡椒三種口味，雖然以前試過其他

口味，但滋味不如預期；也曾嘗試做波士頓龍蝦餅，但製作有難度，最後仍用

海蝦，讓母親的口味繼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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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尋找研究主題時，組員們各自提出想研究的主題，例如：棒球、手機、恐

龍等等，但卻無法引起所有組員的共鳴，正當大家煩惱不已時，有個組員提出

想研究「臺南小吃」，由於學校之前的主題課程要設計臺南背包客一日遊的活

動，因此查了許多有關臺南景點和小吃的資料，組員們各個精神為之振奮，紛

紛提出各種不同的臺南小吃，例如：擔仔麵、布丁、蝦餅、蝦捲等等，我們上

網搜尋相關圖片後，發現每次查臺南小吃──蝦餅，就會出現幾張很像「烏魚

子」的圖片，更進一步探討後，才發現原來這片看似「烏魚子」的東西，就是

一片片薄脆蝦餅的前身，我們都有吃過蝦餅，卻沒有看過還沒炸過的蝦餅，也

不知道蝦餅的製作過程，因此大家都覺得很有趣，所以最後我們決定要藉由獨

立研究的機會，好好地來調查蝦餅的身世及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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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想探討的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了解蝦餅師傅的工作背景。 

    （二）了解傳統蝦餅的製作過程。 

    （三）了解製作傳統蝦餅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四）了解製作蝦餅的創新想法。 

 二、待答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我們設計出下列的待答問題來訪談蝦餅師傅。 

    （一）了解蝦餅師傅的工作背景。 

      1.蝦餅師傅的工作背景為何？ 

      2.師傅從事製作傳統蝦餅的原因是什麼？ 

      3.家人對於師傅從事蝦餅事業支持嗎？ 

    （二）了解傳統蝦餅的製作過程。 

      1.製作傳統蝦餅要做哪些事前準備工作？ 

      2.傳統蝦餅的製作流程為何？ 

      3.製作傳統蝦餅所需要的工具有哪些？ 

      4.製作傳統蝦餅大約需要多久的時間？ 

      5.製作傳統蝦餅大部分是以人工，還是以機器為主呢？ 

    （三）了解製作傳統蝦餅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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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製作傳統蝦餅最困難及最辛苦的部分有哪些？ 

     2.是否曾經因為太辛苦而有放棄的念頭？ 

     3.如何在安平老街裡那麼多蝦餅店中生存下來？ 

     4.傳統蝦餅的銷售是否有分淡季和旺季？是否有相關的因應策略？ 

    （四）了解製作蝦餅的創新想法。 

     1.在蝦餅的口味上，是否有創新想法？ 

     2.在製作蝦餅的原料上，是否有創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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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由於要去訪談製作蝦餅的師傅，所以我們必須對臺南零食-「蝦餅」先有一

定的認識，本章針對蝦餅的由來、製作蝦餅的原料、蝦餅的製作流程及蝦餅的

種類來蒐集相關資料，並進行整理及探討。 

第一節 蝦餅的由來 

    「蝦餅」又稱蝦片，源自中國東南沿海，當時是漁民為了保存夏季量產的

蝦貨到冬天仍然可食用而製作的，後來因明朝、清朝，海上活動活躍，才將此

產品傳入印尼，而由印尼當地居住的華僑發揚光大，現在改良成為安平必買的

伴手禮之一，也成為令人喜愛的零食。（維基百科，2018） 

第二節 蝦餅的原料 

製作傳統蝦餅的原料有鮮蝦、蛋白、麵粉、有些會加入太白粉或玉米粉增

加口感，而做蝦餅的蝦子主要是以安平沿海海域的火燒蝦、劍蝦、龍蝦為主。（吳

春燕，2011）以下針對製作蝦餅所採用的蝦子種類做出整理表格。 

表 1 製作蝦餅所採用的蝦子種類 

名稱 外觀 生存環境 產季 圖片 

火 

燒 

蝦 

身上的斑點猶

如被火紋身。 

棲息在約七十公

尺深的砂泥底質

海域。 

產期從 10 月一

路到 5 月，臺

南、澎湖沿海的

漁船就會開始

捕撈火燒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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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

v 

c

v

v 

c

v

v 

c

v

v 

c

v

v 

c

v

v 

c

v

v 

c

v

v 

c

v

v 

劍 

蝦 

蝦頭尖刺就像

是 銳 利 的 刀

劍。 

大略 50 公尺深的

泥沙海域上。 
一年四季皆有。 

 

龍 

蝦 

觸角很長、較

粗並且多刺，

而且龍蝦沒有

螯。 

生活在溫暖海域

之中，比如加勒比

海、地中海、南

非，尤其在澳大利

亞和亞洲附近的

海域。 

三月到十月。 

 

（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第三節 蝦餅的製作流程 

    依網路上的資料，我們整理出製作蝦餅的大概流程如下：蝦餅師傅先將海

蝦去眼後，接著打成蝦泥再攪拌，並加入蛋白、麵粉或玉米粉、糖、調味料等

等，將麵團揉成長條狀並拍出空氣，再把它蒸熟，放入冷藏室低溫冷卻後，再

將成品切成片狀，然後再經過曝曬後，就可以油炸成蝦餅了！依上面的流程，

以下是整理過的流程圖。 

 

 

 

 

 

圖 1 蝦餅製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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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D%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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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蝦餅的種類 

一、傳統的油炸蝦餅 

    傳統油炸蝦餅的原料和爆蝦餅的原料幾乎相同，差別在於一個是油炸，另

一個是以高溫、高壓製作而成，傳統油炸蝦餅顏色類似膚色，形狀通常呈現長

條狀，而我們這次研究所訪談的店家即是位於安平製作傳統油炸蝦餅的店家。 

二、創新蝦餅 

    創新蝦餅多標榜低鹽、非油炸，例如：爆蝦餅、龍蝦餅等等，創新蝦餅的

原料幾乎和傳統油炸蝦餅是相同的，不同的部分在於最後製作的方式，是經過

高溫及高壓製作而成。 

   

圖 2 左圖為傳統油炸蝦餅，右圖為非油炸的爆蝦餅及龍蝦餅 

（圖片來源截取至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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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流程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我們決定好主題後，擬訂想要研究及探討的目的，決定以訪談研究法及田

野調查法來進行研究，並針對各方收集的資料加以歸納、整理。以下是我們的

研究流程圖： 

 

圖 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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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訪談研究法 

（一）訪談對象：原本研究對象是一間位在安平區家蝦餅工廠的傳統蝦餅師

傅，但因為該蝦餅師傅當天臨時接到工作，所以訪談對象改為蝦餅師傅的女兒，

由女兒代替父親回答問題。 

（二）研究工具： 

    1.訪談大綱：在訪談之前，我們先送出了一份訪談大綱給蝦餅師傅，讓他

事先了解我們會問的問題。這份訪談大綱是由我們小組成員們根據研究目的，

以腦力激盪的方式，各自提出想問的問題，並利用心智圖進行分類、歸納而產

生，訪談當天再依據訪談大綱做為研究工具，進行實地採訪。 

 

圖 4 心智圖整理 

2.訪談工具：除了準備訪談大綱外，我們還準備了照相機、錄音筆，來記

錄我們訪談蝦餅師傅的過程和拍攝現場的場景，並利用筆記本和筆隨時記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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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所回答的內容和重點，採訪工具如下圖 5。 

 

圖 5 訪談工具 

（三）訪談方法：我們採用半結構性的訪談形式進行訪談，根據訪談大綱進行

提問，並根據師傅的回答再進行問題的延伸或追問，訪談時間約兩小時，在前

半段時間，蝦餅師傅帶領著我們一起去參觀蝦餅工廠，講解製作蝦餅的環境及

工具，讓我們了解蝦餅的製作過程。 

二、田野調查法 

    為了瞭解傳統蝦餅和創新蝦餅的差別，我們除了去家蝦餅店訪談了蝦餅師

傅，參觀製作傳統油炸蝦餅的工廠外，還到安平老街，參觀專門製作創新蝦餅

的店家，以了解傳統的油炸蝦餅和創新蝦餅有何不同。 

  

圖 6 訪談過程 圖 7 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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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分析與討論 

我們根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擬定訪談大綱，訪談製作傳統蝦餅的師傅，

並針對師傅的回答進行整理與分析。本章節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蝦餅師傅的

工作背景；第二節為傳統蝦餅的製作過程；第三節為製作傳統蝦餅的困難及解

決方法；第四節為蝦餅製作的創新想法。 

第一節 了解蝦餅師傅的工作背景 

一、店家的自我簡介 

    由蝦餅師傅的女兒回答可知，創店時間大約已經有二十幾年了，而且蝦餅

師傅的母親還曾經被八大電視臺和在臺灣的故事採訪過，雖然年代久遠，照片

都黃黃、破破的，不易保存，但他們還是會把拍下來的照片留著當紀念，表示

他們覺得做這個行業是很榮耀的。 

    創店時間應該有 14年，真正開店的時候應該有 20年了，阿嬤也算不出來，

你如果要加上阿嬤的年代，可能更久……這是阿嬤以前被採訪的報紙，這是以

前八大電視臺，這個很久了，民國 90年，這個人是阿嬤，很有歷史了，然後這

個是以前在臺灣的故事的採訪，以前侯昌明是主持人，然後這個是阿公，以前

的相片比較難保存，所以都黃黃、破破的，不過我們還是會留著當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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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店家展示當初被報章雜誌、電視所報導的文章及相片 

二、從事製作傳統蝦餅的原因 

    由蝦餅師傅的女兒回答可知，以前蝦餅師傅是鈕扣代工的作業員，生活並

不好過，後來工廠移去大陸，便沒有工作可做。當時，蝦餅師傅的父、母在安

億橋下開船餐廳，他們都會用漁船上剩下來的小蝦製作成蝦餅招待客人或是給

捕魚的人帶到船上當小點心，而蝦餅也一直深受大家喜愛，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建議蝦餅師傅做蝦餅試試看。 

    一開始爸爸並不是做這個行業的，以前生活不是很好過的時候，爸爸做過

很多工作，他一開始是在做鈕扣代工，但因為工廠移去大陸，所以沒有工作可

以做。那時候阿嬤以前是在安億橋下，開一間船餐廳，船餐廳蝦餅以前是招待

客人的前菜，然後大家都會炸那個帶去捕魚的時候吃，有時候外面捕魚漁船捕

魚回來後，也會拿一些招待給客人吃，漁船上剩下的小蝦，就會做成蝦餅。那

我們就想說這個想法剛好是源自於安平，然後阿嬤就想說不然我們來做蝦餅，

所以就從阿嬤那個時候開始做蝦餅,所以我們一開始並不是想要做蝦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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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蝦餅的製作過程 

一、製作傳統蝦餅的事前準備 

（一）原料的準備 

    該店家在製作蝦餅時，會準備麵粉、蛋白、調味料及蝦子等原料，而蝦子

部分主要用「火燒蝦」及「劍蝦」，此部分與我們蒐集到的文獻資料相符，另外

店家還有提到「大頭蝦」不適合用來製作蝦餅，因為做起來的蝦餅顏色不漂亮。 

    會把蝦子和麵粉、蛋白啊，那些調味料和在一起打成漿……我們大部分是

用火燒蝦和劍蝦……像是那個大頭蝦，大頭蝦比較不能做，做起來不漂亮。雖

然牠很新鮮，所以蝦子種類也會有差。 

（二）主要原料-蝦子的來源 

    店家製作蝦餅時，要求使用新鮮蝦子，所以會當天去漁港挑蝦。原本師傅

只要去安平港採買蝦子，但因為安平港近年蝦量不夠，所以都要再跑到嘉義東

石港，購買回來的蝦子先洗淨後，經過人工挑選，剪掉眼睛，才能製作成蝦餅。 

    我們繼續深入追問採買蝦子的問題，師傅的女兒表示現在不只安平港蝦量

少，連新達港、東石港的蝦量也越來越少，所以現在他們會找願意和他們配合

的漁船，漁船會連絡今天蝦子捕獲量如何，才知道還要不要去別的漁港買蝦。 

    像臺南的安平港沒有那麼多蝦。所以買蝦子有時候都要到嘉義東石那

邊……爸爸現在常常買，所以都認識那個漁船長，所以他們出海去，要回來的

時候，就先聯絡爸爸蝦子捕獲的量多少，所以他現在大概都會知道，不然之前

要到現場才知道量。 



 

13 

 

二、製作傳統蝦餅的流程 

師傅到漁港採買海蝦後，先以人工方式將蝦子剪去眼睛，再冰到冰箱冷藏。

隔天，就會把處理好的蝦子、蛋白、麵粉及調味料等混合在一起，打成蝦泥，

再做成一條一條像長條麵包的麵糰，然後放入蒸籠裡面蒸熟，等麵糰冷卻後，

再拿去切片，接著去曝曬場把片狀的麵糰曬乾，這就是蝦餅的前身，之後再拿

去炸，就是我們在吃的蝦餅了，我們將訪談店家製作蝦餅的流程繪製成下圖 9。 

 

圖 9 訪談店家的蝦餅製作流程（本研究整理繪製） 

我們訪談的店家和所查的文獻資料中，傳統蝦餅的製作流程大致相同；不

同之處在於，有一些蝦餅師傅會加入玉米粉或太白粉來增加口感上的脆度。 

    新鮮海蝦每一隻都要剪掉眼睛，把它冰到冰箱，隔天就會把蝦子和麵粉、

蛋白啊，那些調味料和在一起打成漿，再把它做成一條條像長條型麵包的麵

糰，放到蒸籠裡面蒸，蒸完後再把它放進冰箱裡面去，之後拿出來切片，切成

一片一片之後，再去曬乾，就是我們吃的蝦餅的前身，炸過之後就變成蝦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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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傳統蝦餅的工具 

    製作傳統蝦餅大部分還是以人工製作為主，有少部份可以用機器來做為輔

助工具，例如：大型攪拌機──可將大量的蝦泥、蛋白、麵粉及調味料均勻攪

拌。大型蒸籠──可以一次大量的將一條一條混合過後的蝦泥麵團蒸熟。切肉

（片）機──將蒸熟的麵團切成厚薄一致的片狀。 

    這次訪談的店家製作蝦餅的機器和我們文獻探討蒐集到的資料大致相同。 

    工具的話，有那種很像做麵包的那一種大型的攪拌機器，還有大型的蒸籠，

蒸麵糰用的，以前是會用比較傳統的蒸籠，現在用的那種，就是平常在蒸包子

的那一種。還有切肉機，切蒸好、冰凍後的麵糰。 

   

圖 10 製作蝦餅的工具，圖片由左至右依序為大型攪拌機、大型蒸籠及切片機 

四、製作傳統蝦餅的時間。 

（一）製作蝦餅的時間 

    蝦餅師傅的女兒表示，以十二月份來說，從蝦子進貨到變成蝦餅賣掉，

大概只要用二至三天。時間會不固定的原因，是因為曝曬蝦餅的時間不一

定，主要看的是太陽光的強弱，所以每次製作的時間都不會一樣。 

這個月大概才需要 2到 3天，主要看太陽的強弱，如果今天是陰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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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曬比較久。所以他們只會有一個大概的時間，從蝦子進來到產出大概 2到 3

天左右，如果是大晴天中午曬的話，大概下午 5點左右就可以收了，因為那時

候太陽比較大，若陰天的話就要曬比較久。 

 
圖 11 蝦餅的曝曬時間主要是以太陽光的強弱為主 

（二）曝曬蝦餅的時間 

    根據回答表示，蝦子麵糰剛從冰箱拿出來的時候會濕濕的，在曝曬時會慢

慢地變乾，但如果曬太乾就會容易碎掉，碎掉的話，炸起來容易斷裂，賣相不

好，所以曝曬的時間不太好拿捏，需要靠經驗，不能曬太久，也不能太早收。  

    就像我剛剛摸的那個感覺，乾乾硬硬的，因為蝦餅剛從冰箱出來，一開始

會濕濕的，曬的時候會慢慢乾，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樣子，這樣就可以收了，

如果太乾的話要趕快收起來，不然太乾的話，拿起來會很容易碎掉，時間其實

很難拿捏，都要靠經驗，不能曬太久也不能太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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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蝦餅麵糰剛從冰箱拿出來仍濕

濕軟軟的 

圖 13 曬乾後的蝦片會呈現長條片狀、透 

光橘色，並仍保有彈性，右下圖為曝曬過

程中碎裂的蝦片，賣相就比較不好 

五、製作傳統蝦餅是否能以機器代替 

    店家表示，製作蝦餅大部分還是以人工為主，機器只能輔助，不過機器也

幫了很大的忙，例如：以前沒有切片的機器時，我們要用刀一片一片的切，不

但產量少，厚薄也不一致，所以曝曬的時間很難拿捏，雖然技巧熟練後就會切

得比較好，但還是沒有像機器一樣準確。敲出空氣、麵團塑型、曝曬狀況、油

炸、裝袋這些部分就不太能用機器，都還是要人力去控制、監督，也因為油炸

的傳統蝦餅比其他蝦餅容易碎裂，油炸和包裝時要非常小心翼翼，所以產量就

不像用機器製作的那麼多。 

    可能還沒有辦法，用機器只能協助，例如以前我們是沒有切片的機器，所

以我們都是用手切，因為以前產量沒有這麼多，真的是用菜刀一片一片的切，

所以切的厚薄會不一，切到後面的時候才比較能夠控制力道，一開始會切得很

厚，會越切越薄。以現在來說，像油炸的部分就不能用機器，而切的部份，你

要控制他的薄厚，也要人工去控制，機器只是輔助而已。連裝袋，也是只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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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因為他比其他蝦餅易碎，而且比較蓬鬆，所以還是只能用人工，所以他

的產量，沒有辦法到很多。 

  

圖 14 油炸蝦餅的油鍋 
圖 15 因傳統油炸蝦餅易碎，製作或包 

裝過程中碎裂的蝦餅會變成試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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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了解製作傳統蝦餅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一、製作蝦餅最困難及最辛苦的部分 

    根據店家的回答可知，目前令他們感到最辛苦的部分，分別為原料的採買

及製作的過程，以下針對上述這兩點進行探討。 

（一）採買原料-蝦子 

    因為蝦餅師傅堅持不買冷凍的蝦子，所以每天都要很早就到各個漁港採買

蝦子，包括安平港、布袋港、東石港，而且每個海港的蝦子產量不固定，有時

候運氣好，捕獲量比較多，就不用跑很多的地方採買，所以這個行業也算是個

靠天吃飯的工作， 

    最辛苦的部分就是，這也是一個看天吃飯的行業，因為爸爸不買冷凍的蝦

子，所以他每天很早的時候就要跑去各式各樣的魚行買新鮮蝦子，嘉義的小魚

池那些他都要去，有些漁港就沒有那麼多的蝦子，像安平港就沒有那麼多的蝦，

所以他就要常常去布袋港、東石港去買蝦子。 

（二）製作的過程 

    因為目前製作蝦餅大部分的工作只能用人工，機器只能做為輔助工具而

已，例如：麵糰塑形、曝曬、油炸……都需要人力在非常熱的環境下去執行及

監控，因為工作較繁重、辛苦，所以比較難請到外面的人來幫忙，大部分都是

自家人繼承下去做。 

    以現在來說，像油炸的部分就不能用機器，而切的部份，你要控制他的薄

厚，也要人工去控制，機器只是輔助而已。連裝袋，也是只能用人工，因為他



 

19 

 

比其他蝦餅易碎，而且比較蓬鬆，所以還是只能用人工，所以他的產量，沒有

辦法到很多。這個工作應該是會有很多人不想做，因為現在是傳到爸爸，現在

換哥哥去做，一般這種比較辛苦的工作都是自家人在做。 

 

圖 16 曝曬蝦餅的場所要聚集陽光的熱能又不能有風，是個非常炎熱的環境 

二、是否曾經因為太辛苦而有放棄的念頭 

    根據店家的回答，目前他們家族沒有想過要放棄這個蝦餅事業，雖然這是

個非常辛苦的工作，但大家都想讓阿嬤的口味繼續傳承下去，也為了忠於原味，

並沒有改變阿嬤一開始製作的方式及增添太多新的口味。 

     據我的瞭解，爸爸他們應該是沒有想過要放棄這個行業，他們想要讓阿嬤

的口味繼續傳承下去。所以我們也沒有做其他口味，就是堅持傳統的方式，像

我們也沒有做像爆蝦餅等等之類……就是用傳統油炸的方式。 

三、如何在競爭者中生存下來 

    店家表示，有些客人會詢問是否有賣不是傳統油炸類或是其他口味的蝦

餅，他們會先讓客人試吃，試吃後再決定要不要購買。大部分的客人吃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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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覺得手工、傳統的比較好吃，比較吃的到蝦子的味道，雖然安平現在有非

常多的蝦餅店，也有許多創新的作法及口味，但店家表示他們就是以真材實料，

不亂加添加物一直經營到現在。 

    因為現在安平老街上就有很多其他新的口味啊，但是客人來的時候會問

說：「為甚麼我們沒有在賣爆的，或是賣一些外面有什麼龍蝦餅？」我都會跟他

說你們可以先吃吃看再來買，他們吃完之後，還是覺得手工、傳統做的，比較

好吃。對！因為是真材實料，等一下你們就可以吃吃看，那真的是海蝦的味道。 

四、蝦餅淡季、旺季的時間及因應策略 

    店家表示，經過長時間的比較，他們覺得夏天的買氣比較弱，可能因為天

氣炎熱，大家比較不想吃油炸的食物，但夏天中的暑假是例外，暑假會有比較

多的觀光客，所以生意也會比較好；買氣較旺的是冬天，因為天氣冷，大家都

會比較想吃東西，也比較能接受油炸的食物，所以生意也較好；如果蝦子捕獲

量少或是遇到淡季的時間，師傅就會減少製作的量，或是連放很多天的假，所

以可以說是看天吃飯的工作。 

我們的冬天跟暑假賣得比較好，可能冬天大家比較會想吃東西，而且這個

是油炸的東西，冬天可能就吃比較多，夏天就比較熱一點，所以夏天是我們的

淡季，但暑假觀光客比較多，暑假生意就比較好一點……遇到淡季喔，淡季的

話，老闆就做的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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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蝦餅製作的創新想法 

一、蝦餅口味的創新想法 

    根據店家表示，以前有試過芥末口味及海苔口味，但味道都不如想像中的

好，所以他們還是堅持只有原味、黑胡椒及辣味三種口味。 

    我們有試過「芥末」口味，可是這個如果加進去做的話，味道好像沒有那

麼明顯，我們後來還有做「海苔」的，但是味道都沒有想像中的好…… 

二、蝦餅的原料創新想法 

    由店家的回答可知道，之前有客人建議師傅做波士頓龍蝦餅，可是師傅覺

得使用整隻龍蝦下去製作有難度，雖然有龍蝦粉可以替代，但師傅認為要用天

然的原物料製作，所以就放棄製作龍蝦餅，現在仍然是堅持用整隻蝦子製作，

所以蝦子的種類就沒有變更。 

有人建議過我們就是做那個龍蝦餅。波士頓龍蝦餅，但是這種方式可能老

闆不喜歡，因為它可能是用粉下去做的。因為那不太可能是用整個龍蝦下去做

的。所以我們後來還是只做蝦餅，我們要做天然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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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研究目的，本節依蝦餅師傅的工作背景、蝦餅的製作流程、蝦餅製作

的困難及解決方式及蝦餅的創新想法個別做總結： 

一、蝦餅師傅的工作背景 

     一開始蝦餅師傅是在從事鈕扣代工的行業，但因工廠移去大陸而失業，蝦

餅師傅的母親便建議他試做看看在船餐廳時，大家都喜愛的點心──蝦餅，沒

想到一做下去就是 20多年，全家都很支持蝦餅師傅這個事業，也覺得非常榮耀。 

二、蝦餅的製作流程 

    蝦餅師傅一早就到漁港批蝦貨，回來後以人工方式剪去眼睛，再將蝦子、

蛋白、麵粉和調味料混合在一起打成蝦泥，用蝦泥做成一條條像長條麵包的麵

糰，接著放入蒸籠蒸熟，蒸完後用切片機切片，再將切片後的蝦片拿去曝曬，

曝曬時間是以太陽的強弱來決定，不能太短也不能太久，最後再拿去炸，就是

我們現在吃的蝦餅了！ 

三、傳統蝦餅製作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我們訪談的店家表示，他們目前覺得比較辛苦的部分為「採買蝦子」，因為

蝦餅師傅堅持蝦餅品質，不買冷凍的蝦子，因此每天很早就得去各地的漁港買

蝦子，有時候一個漁港的蝦子不足，就要跑好幾個漁港，所以現在都會有合作

的漁船，師傅可以先打電話確認蝦子的捕獲量。 

    另外蝦餅的「製作過程」中，大部分皆以人力在炎熱的環境下工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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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型、曝曬、油炸等，這也是製作蝦餅這項技術多由家裡人繼承，較難請到員

工來幫忙的主要原因。 

四、蝦餅的創新想法 

    我們訪談的店家表示，目前店裡的蝦餅共有三種口味，分別是原味，辣味

和黑胡椒，雖然以前有試做過其他口味，但效果不彰，所以還是堅持只做這三

種口味；另外，也有客人建議師傅嘗試做波士頓龍蝦餅，但師傅認為要將整隻

龍蝦融入到蝦餅中有點難度，他也不想用龍蝦粉替代，因而取消念頭，還是堅

持只用海蝦製作，讓阿嬤的口味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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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政府方面 

政府可以定期舉辦「府城小吃文化節」，將府城小吃推廣出去，讓外縣市遊

客可以多到台南觀光，品嘗臺南特色小吃；另外也可以在安平老街裡蓋個「蝦

餅觀光工廠」，促進安平的觀光，讓更多人了解蝦餅的由來及製作過程。 

二、學校方面 

    製作傳統蝦餅因為工作較辛苦，較難找到繼承的人，現在逐漸面臨失傳的

危機，希望能讓更多小學生了解蝦餅的製作過程，保存這項辛苦的傳統技藝。

學校舉辦活動時，也可以請蝦餅師傅到學校宣導蝦餅的製作過程，另外戶外教

學時，可到蝦餅觀光工廠參觀，讓蝦餅成為臺南人最驕傲的美食。 

三、研究方面 

    我們可以換一種研究方法，例如；問卷、實驗等，並訪談更多的蝦餅師傅，

以增加可信度。還可以增加訪談問題的多元化，並將訪談的時間拉長，以便了

解更完整、更詳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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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究心得與感想 

組員一：經過這次蝦餅師傅的訪談，我才知道原來平常美味、普遍的蝦餅，

製作的過程竟然那麼複雜，所以我認為做蝦餅這個行業很辛苦，想要堅持下去

也不容易，製作過程的艱辛更是我們一般人沒有辦法接受的，尤其曝曬蝦餅時，

那酷熱的環境，真的會讓人熱得汗如雨下、揮汗如雨呢！蝦餅製作的時間長，

大部分也只能以人工的方式，所以我們要珍惜每一片製作出來的蝦餅，因為那

是蝦餅師傅流了許多汗水才製作而成的。同時在這個研究裡，我也學到了整理

重點和分工合作的技巧與方法，擬定問題的技巧更是更上一層樓，我們這次選

擇的研究方法是訪談，我下次想要試試看問卷調查法。 

組員二：我覺得做蝦餅真的是件很辛苦的工作，製作時間不但久，而且還

不能完全使用機器製作，它也是一件「看天吃飯」的工作，當漁獲量不好時，

甚至有時還沒辦法製作呢！經過這次的訪談後，我才知道原來人手一包的蝦餅

是如此得來不易，每一片蝦餅都要經過許多複雜的流程才能成形，例如剪去眼

睛、切片、曝曬……所以，我們應該要好好的珍惜才對，不應該浪費，畢竟，

那些都是用蝦餅師傅的汗水和一隻隻海蝦的生命，好不容易才能換來的呢！ 

經過這次的研究後，我學到整理重點的方法、如何和同學分工合作以及訪談的

技巧等等，總而言之，這次的研究真的讓我受益良多呀！ 

組員三：我們這次去訪談蝦餅師傅，學到很多有關蝦餅的知識，經過訪談

讓我知道，每片蝦餅都是蝦餅師傅經過很多努力的成果，我還知道做蝦餅有很

多複雜的步驟，尤其是在曝曬蝦餅的時候，蝦餅師傅就如在太陽下曬肉乾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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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得滿頭大汗、揮汗如雨啊！現在蝦餅在臺南是很普遍的零食，而且有很多店

家在賣蝦餅，能在這麼多競爭者的環境裡生存下來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去訪談

蝦餅師傅真的是一個很難忘的回憶。另外針對這次的訪談研究，我知道無論是

哪一種研究法，都是需要很多步驟建構而成，例如分析、整理資料、打逐字稿、

組員間的討論都是不容易的，經過這次做研究的經驗後，相信下次的研究能夠

更上手，下次就試試看問卷調查法吧！ 

組員四：這次訪談讓我覺得，原來做蝦餅需要經過一連串複雜的過程，每

一片不起眼的蝦餅其實都是師傅花費時間、汗水和精力所製造的，看似不起眼

的物品都非常珍貴，不能浪費。也讓我知道做每件事都要用耐心、恆心，也讓

我對分工合作和整理文件有了概念，開始對研究比較不陌生，就連打字也比較

快速，整理文件的過程中老師還教我們語音輸入、怎麼找資料……這次我們是

選擇訪談研究法，下次我想要試試看問卷調查法，看看兩者有什麼不同，希望

下次的調查可以更有趣。 

組員五：我覺得做蝦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看似簡單的蝦餅其實有很

多的步驟，尤其是在大太陽底下曬蝦餅，那個時候會熱得滿頭大汗，而且還有

很多複雜的步驟，我去看的時候都覺得很辛苦，更何況是他們。這次的訪談不

但讓我知道做蝦餅的辛苦，還讓我知道怎麼使用電腦整理資料，學到團結合作

及如何做研究，像我打字比較慢的時候，老師教我另外一種語音輸入法，讓我

整理資料的速度變快，而且遇到不會的地方，老師和同學都會幫我。我覺得這

次的訪談很有趣，希望下次可以試試看不同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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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送感謝狀和禮物給予訪談店家，感謝他們讓我們有這次難得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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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件 

附件一   訪談店家的蝦餅製作流程圖（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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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南市○○區○○國小蝦餅師傅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蝦餅師傅的工作背景  

1.可以麻煩蝦餅師傅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嗎？ 

2.請問您一開始就是從事製作蝦餅這個行業嗎？（創店時間） 

3.為什麼想要從事製作蝦餅這個行業？家人支持這個行業嗎？ 

 

蝦餅的製作 

1.請問製作蝦餅的原料有什麼？請問您大部分是用哪一種蝦子？（有用過其他種類嗎？為什

麼最後選用現在的材料呢？） 

2.請問蝦餅的製作流程為何？ 

3.請問製作蝦餅的工具有什麼？ 

4.請問製作蝦餅大約需要多久的時間？一次的量有多少？ 

5.現在外面有用機器爆的蝦餅，請問傳統蝦餅可以使用機器製作嗎？  

 

困難及解決方法 

1.請問您覺得製作蝦餅時最辛苦或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您有想過要放棄做蝦餅？（如何克

服？是誰鼓勵你繼續支持下去呢？） 

2.製作傳統蝦餅大部分都是手工製作、包裝，會不會因為太辛苦而沒有人想繼續做？ 

3.台南安平的蝦餅店那麼多，現在還有很多新的產品，如爆蝦餅、龍蝦餅…等等，請問您的

店是如何在那麼多競爭者中生存下來的？ 

4.蝦餅生意會有旺季、淡季嗎？淡季有什麼因應策略呢？ 

 

創新想法 

1.請問目前店裡蝦餅的口味有哪幾種？哪一種口味最受歡迎呢？有沒有想說要開發其他口味

的蝦餅？ 

2.請問您有想過把蝦餅中的蝦子換成別的海產嗎？這種方式可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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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參觀蝦餅工廠並訪談店家的逐字稿記錄 

一、蝦餅師傅的工作現況 

問：請問你一開始就是從事蝦餅這個行業嗎？ 

答：一開始的時候，爸爸並不是在做這個行業的，以前生活不是很好過的時候，

爸爸做過很多工作，他一開始是在做鈕扣代工，但因為工廠移去大陸，所以沒

有工作可以做。那時候阿嬤以前是在安億橋下，開一間船餐廳，船餐廳蝦餅以

前是招待客人的前菜，然後大家都會炸那個帶去捕魚的時候吃，有時候外面捕

魚漁船捕魚回來後，也會拿一些招待給客人吃，漁船上剩下的小蝦，就會做成

蝦餅。那我們就想說這個想法剛好是源自於安平，然後阿嬤就想說不然我們來

做蝦餅，就從阿嬤那個時候開始做蝦餅，所以我們一開始並不是想要做蝦餅的。 

問:請問你們的創店時間是什麼時候？  

答:創店時間，嗯，創店時間應該有 14年，真正開店的時候應該有 20年了，20

幾年了，阿嬤也算不出來，你如果要加上阿嬤的年代，可能更久……（拿出阿

嬤收藏的採訪報紙）這是阿嬤以前被採訪的報紙，這個以前八大電視台，這個

很久了，民國 90年，這個人是阿嬤，這很有歷史了，然後這個是以前在台灣的

故事的採訪，以前侯昌明是主持人，然後這個是阿公，以前的相片比較難保存，

所以都黃黃、破破的，不過我們還是會留著當紀念。 

問: 為什麼想要從事製作蝦餅這個行業 

答:嗯，這個應該可以跟剛剛那個併在一起，是因為餐廳的緣故，對對對，那就

2跟 3一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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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蝦餅的製作過程 

問：請問製作蝦餅的原料有什麼？ 

答：喔！我們製作蝦餅的原料是用新鮮的海蝦，所以蝦子的種類有很多種，就

是漁船捕撈上來的蝦子是什麼，我們就是用那些蝦子去做的。 

問：請問您大部分是用那些蝦子？ 

答：大部分的話是用「火燒蝦」、「劍蝦」，劍是那個刀劍的劍。  

問：如果你們同時拿到不同的蝦子，你會混在一起做嗎？ 

答：會混在一起做，但有些蝦子不能做。 

問：有不能做的喔？ 

答：像是那個大頭蝦，大頭蝦比較不能做。 

問：那做起來會怎樣嗎？ 

答：做起來不漂亮。雖然他很新鮮，種類也會有差，但他基本上捕撈起來都混

在一起，那個蝦子不大，所以不好挑，所以都要人工去挑、去做。 

問：都是人工去做？ 

答: 挑蝦子、剪眼睛的部分都是人工，一隻一隻剪。 

問：蝦子的產量會因天氣太冷或太熱，那老闆就做少少的量？ 

答:有可能休息一、兩個禮拜都有可能，我說這是靠天吃飯的。 

問：那你們是當天早上批到貨，才知道有沒有蝦子嗎？ 

答:爸爸現在常常買，所以都認識那個漁船長，所以他們出海去，要回來的時候，

就先聯絡爸爸蝦子捕獲的量多少，所以他現在大概都會知道，不然之前要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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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才知道量。 

問:你們都當天才去批貨，所以都很早嗎？ 

答:最早的好像也有兩三點。 

問:是凌晨兩三點？ 

答:喔！大部分是下午兩三點，凌晨的也有，漁港的時間，每個都不一樣，早上

的話大概七八點。 

問：請問您剛剛說這邊蝦子比較少，是指台南這邊海域的蝦子比較少嗎？ 

答：漁船好像是在近海捕，不會到太遠的地方。嘉義那邊比較遠，像台南這邊

的安平漁港沒有那麼多蝦。所以我們蝦子都要到東石那邊。 

問：請問為什麼東石那邊比較多蝦？ 

答：可能和他們的漁船停靠的地方有關係，安平港就沒有東石那麼多蝦。像新

達港現在也很少，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很多，但是現在新達港的蝦也越來越少，

所以聽爸爸說都要到東石去買蝦子。 

問：所以都會和部分漁船有合作關係吧？ 

答：對！ 

問：請問製作蝦餅的流程為何？  

答：回來的新鮮海蝦每一隻都要剪掉眼睛，再把他裝起來冰到冰箱，隔天就會

把蝦子和麵粉、蛋白啊，那些調味料和在一起打成漿，再把它做成一條一條很

像長條型麵包的麵糰，然後放到蒸籠裡面蒸，蒸完後再把它放進冰箱裡面去，

之後拿出來切片，切成一片一片之後，再去曬乾，就是我們吃的蝦餅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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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過之後就變成蝦餅。 

工具的話，有那種很像做麵包的那一種大型的攪拌機器，還有大型的蒸籠，蒸

麵糰用的，以前是會用比較傳統的蒸籠，現在用的那種，就是平常在蒸包子的

那一種。還有切肉機，切蒸好、冰凍後的麵糰。 

問：請問製作蝦餅大約需要多久的時間？ 

答：這個月大概才需要 2到 3天，主要看太陽的強弱，如果今天是陰天的話，

就會曬比較久。所以他們有一個大概的時間，從蝦子進來到產出大概 2到 3天

左右，我們如果中午曬的話，大概下午 5點的左右就可以收了，因為那時候太

陽比較大，若陰天的話就要曬比較久。 

問：那你有什麼感覺蝦餅曬好要收了？ 

答：就像我剛摸那個感覺，乾乾硬硬的，因為蝦餅剛從冰箱出來，一開始會濕

濕的，他曬的時候會慢慢乾，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樣子，這樣就可以收了，

如果太乾的話要趕快收起來，不然太乾的話，拿起來會很容易碎掉，時間其實

很難拿捏，都要靠經驗，不能曬太久也不能太早收。 

三、製作傳統蝦餅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問：請問您覺得製作蝦餅時最辛苦的部分是什麼？ 

答：最辛苦的部分就是，這也是一個看天吃飯的行業，因為爸爸不買冷凍的蝦

子，所以他每天很早的時候就要跑去各式各樣的魚行買新鮮蝦子，嘉義的小魚

池那些他都要去，有些漁港就沒有那麼多的蝦子，像安平港就沒有那麼多的蝦，

所以他就要常常去布袋港、東石港去買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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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製作傳統蝦餅大部分都是用手工製作、包裝，會不會因為太辛苦而沒有人

想繼續做？ 

答：這個應該是會有很多人不想要做，因為現在是傳到爸爸，現在換哥哥去做，

一般這種比較辛苦的工作都是自家人在做。 

問：那您有沒有想過要放棄蝦餅這個行業？ 

答：據我的瞭解，爸爸他們應該是沒有想過要放棄這個行業，他們想要讓阿嬤

的口味繼續傳承下去。所以我們也沒有做其他口味，就是堅持傳統的方式，像

我們也沒有做像爆蝦餅等等之類……就是用傳統油炸的方式。 

問：那你們幾乎都是用手工下去製作的，有沒有可能用機器代替？像現在外面

賣的爆蝦餅就直接使用機器製作的。 

答：可能還沒有辦法，用機器只能協助，例如以前我們是沒有切片的機器，所

以我們都是用手切，因為以前產量沒有這麼多，真的是用菜刀一片一片的切，

所以切的厚薄會不一，切到後面的時候才比較能夠控制力道，一開始會切得很

厚，會越切越薄。以現在來說，像油炸的部分就不能用機器，而切的部份，你

要控制他的薄厚，也要人工去控制，機器只是輔助而已。連裝袋，也是只能用

人工，因為他比其他蝦餅易碎，而且比較蓬鬆，所以還是只能用人工，所以他

的產量，沒有辦法到很多。 

問：請問現在做蝦餅的還有很多店家嗎？ 

答：會做的其實沒幾家，一般外面的店家都是批貨去賣。買乾的去炸，然後自

己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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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你們自己有店面嗎？ 

答：我們以前在外面萊爾富那邊有店面，後來人家把店面收走了，我們就是從

那邊開始做出來。我們現在外面沒有店面。我們主要是做批貨，零售比較少，

除非是熟客，他們知道工廠這裡，才會過來買。 

問：台南安平蝦餅店那麼多，現在還有很多新的產品，如爆蝦餅、龍蝦餅等等，

請問您的店是如何在那麼多競爭者中生存下來的？ 

答：對！因為現在安平老街上就有很多其他新的口味啊，客人來到工廠會問說：

「為甚麼我們沒有在賣爆的？或是賣一些外面有什麼龍蝦餅？」我都會跟他說

你們可以先吃吃看再來買。但他們吃完之後，還是覺得手工、傳統做的，比較

好吃。對！因為是真材實料，吃起來沒有像一些其他的那個不是真的東西。像

龍蝦餅應該是不太可能用龍蝦去做，因為龍蝦是非常貴的食材。對那它味道吃

起來就沒有那麼真。等一下你們就可以吃，那真的是海蝦的味道。  

問：蝦餅生意會有淡季、旺季嗎？ 

答：有，我們的冬天跟暑假賣得比較好，可能冬天大家比較會想吃東西，而且

這個是油炸的東西，冬天可能就吃比較多，夏天就比較熱一點，對，所以夏天

是我們的淡季，暑假觀光客比較多，暑假生意就比較好一點。淡季喔，淡季的

話，老闆就做的比較少，(哈哈)。 

問：那如果你們那時候蝦子的產量就是因為天氣可能太冷或什麼的，那蝦餅的

產量就是少少的？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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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蝦子的產量會因天氣太冷或太熱，那老闆就做少少的量？ 

答:有可能休息一兩個禮拜都有可能，我說這是靠天吃飯的。 

四、蝦餅製作的創新想法 

問:請問目前店裡哪種口味比較受歡迎？ 

答: 呃──目前的話，我們有賣三種口味，有原味、辣味還有黑胡椒。一般是原

味比較受歡迎。  

問:那有沒有想過要開發新口味的產品？ 

答:新口味……我們之前好像有試過，我們有試過「芥末」口味，可是這個如果

加進去做的話，味道好像沒有那麼明顯，所以我們後來還有做「海苔」的，但

是味道都沒有想像中的好。所以我們最後還是一直堅持就這三種口味。 

問：那請問有沒有想過要把蝦餅中的蝦子換成其他別種的海產？  

答:有，有人建議過我們就是做那個龍蝦餅。波士頓龍蝦餅，但是這種方式可能

老闆不喜歡，因為它可能是用粉下去做的。因為那不太可能是用整個龍蝦下去

做的。所以我們後來還是只做蝦餅。 

問:那如果是您來做的話，請問您覺得這種方式可不可行？ 

答:不行，我們要做天然的東西。 

問:那我們之前有看那個影片有介紹那個用魚做的，魚也可以做嗎？ 

答:用魚？魚好像沒有聽過。可能是有人試過，可是像安平蝦餅創新的部分，可

能就像我剛才講的龍蝦餅跟爆蝦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