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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獻整理和進行前導實驗後，我們發現自製酵母老麵能讓麵包更好吃更健

康，但是自製酵母時水果的種類和加糖的方式都會影響酵母液麵種，於是進行

實驗。 

  實驗探討水果、加糖的方式、糖的添加量、自製酵母與市售酵母對酵母液

麵種的影響，並且將麵種製作成吐司，檢驗吐司鬆軟度、吐司彈性、吐司韌性、

吐司保存時間。由實驗得知：一次添加 100g糖，並將糖度維持在 18 ± 2是較

好的加糖方式，而不同水果做酵母液沒明顯差異；市售酵母製作的吐司鬆軟性

和彈性較佳、自製酵母的韌性較好，且可保存較久 

 

 

 

 

 

 

 

 

 

 

 

 

 

 

 

 

 

 

 

 

 

 

 

 

 

 

 

 

 

 



壹、 研究動機 
每當經過麵包店前的小巷時，都會聞到一股撲鼻而來的麵包香，這股香味 

就像有魔力一樣，總是吸引著大家前來購買，但是新聞上常常在報導麵包添加

人工香精，或是使用過期奶油……等令人憂心的消息，而讓人安心的麵包卻又

貴上許多，於是我們就想用天然酵母來製作健康又安心的麵包。 

 

貳、 研究目的 
一、 探討加糖的方式對蘋果酵母的影響。 

二、 探討不同糖度對蘋果酵母液的影響。 

三、 比較不同水果自製酵母烘焙吐司的結果。 

四、 比較市售酵母和自製酵母烘焙吐司的差異。 

 

參、 研究器材 

 

 

 

 

肆、 文獻探討 

高筋麵粉 鹽 糖 水 量匙 

 

    

玻璃罐 葡萄 蘋果 1000cc的燒杯 手動打蛋器 

     
不鏽鋼鋼盆 電子秤 保鮮膜 麵包機 隔熱手套 

  
 

  
無鹽奶油 篩網 尺 糖度檢測器 Ph值檢測器 

     
溫度計     

 

 
   



 
一、 酵母發酵原理 

自然環境中的植物皆附著野生酵母菌，並夾雜著乳酸菌及其他微生物，

若提供糖水，約 3-7 天左右，這些天然微生物就能生長繁殖，進而成為優

勢菌種，此過程即所謂天然酵母的「育種」（李敬思，2006）。 

 

麵團發酵是在適宜的條件下，酵母利用麵粉中的糖進行繁殖和新陳代 

謝。麵包用酵母是典型的兼性厭氧微生物。酵母將糖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發酵進行時，麵團中的氧氣迅速減少，酵母從有氧呼吸變為缺氧呼吸，糖 

被分解為酒精和少量二氧化碳。 

簡思平、曹志雄和許秀華(2012)指出，由於有機酸及數種蛋白酵素的 

產生，可降低麵包 pH 值到 3.5-4.3，產生某種程度的抑菌效果，對產品保 

存期限、保水特性及減緩老化速度皆有助益。 

 

 
 

 

 

二、 糖度與酵母發酵 

陳品瑄、沈天愛、李宇捷和馮康睿(2014)研究發現，在酵母菌培養液中 

所添加的糖量會影響酵母菌的作用，添加的糖量越多，則酵母在麵糰中產 

生的二氧化碳就越多，代表酵母培養液的活性越好。但當糖的添加量過多 

時，反而會抑制酵母菌的活動能力。我們進一步搜尋資料，發現簡思平、 

曹志雄和許秀華(2012)研究中引李敬思與蔡明原之研究，培養液Ph值約在 

4.3 ± 0.2，糖度約在18 ± 2。 

 

 

 

 

 

伍、 研究過程 

尋找主題 

 



 
 

 
 

 

 

 

 

 

 

 

 

 

 

 

 

 

 

 

 

 

 

 

 

 

 

 

 

 

 

 

 

 

 

 

 

 

 

陸、研究結果 

自變項 

操作變因： 

水果、加糖的方式、糖的添加量、

自製酵母與市售酵母 

控制變因： 

水量、麵粉種類、麵粉添加量、水

果添加量、發酵天數、鹽添加量、

糖添加量、發酵環境、烘焙時間、

烘焙器材 

依變項 

應變變因： 

酵母液麵種成長高度、吐司鬆

軟度、吐司彈性、吐司韌性、

吐司保存時間 

進行前導實驗 

訪談專業麵包

師傅(詳見附

件一) 



一、實驗一 

研究目的:比較糖的不同添加方式對酵母液發酵的影響。 

操作變因:糖的添加方式 

    應變變因:酵母液的活性。 

    控制變因:水果重量、水的重量、發酵時間。酵母液培養過程： 

       1.將玻璃罐於水中煮沸，晾乾 

1. 清洗蘋果，靜置等待乾燥 

2. 裁切小塊，秤 200g放入 A、B玻璃罐 

3. A玻璃罐加入 100g的糖，B罐加 10g的糖 

4. 秤 500g的水加入 A玻璃罐，秤 500g的水加入 B玻璃罐 

5. 用保鮮膜封住 A、B玻璃罐瓶口 

6. A 罐每日記錄溫度、ph 值、B 罐分 10 次，每次加入 10g 的糖，並記

錄溫度、ph值 

7. 等待發酵 

9.過濾出已發酵完成的酵母液  

       10.A、B玻璃罐各取出 20g酵母液各加入 20g高筋麵粉，以保鮮膜封口 

       11.靜置 24小時，紀錄麵團生長情形 

 

 

 

 

 

 

 

一

次

添

加

糖 

100

克

的

蘋

果

酵

母

液 

日期 時間 Ph值 溫度 每

次

添

加

糖

10

克

的

蘋

果

酵

母

液 

日期 時間 Ph值 溫度 

10/13 15：10 6.01 29.5度 10/13 15：10 6.13 29度 

10/14 
10：10 5.19 30度 

10/14 
10：10 5.10 30度 

15：10 5.14 31度 15：10 5.14 30度 

10/15 
10：10 4.66 31度 

10/15 
10：10 4.59 31度 

15：10 4.57 30度 15：10 4.48 30度 

10/16 
10：10 4.28 31度 

10/16 
10：10 4.29 30度 

15：10 4.25 30.5度 15：10 4.32 29.5度 

10/17 10：10 4.18 30度 10/17 10：10 4.23 29.5度 

10/18 
10：10 4.02 31度 

10/18 
10：10 4.12 31度 

15：10 3.96 30度 15：10 4.09 30.5度 

 加入麵粉靜置 24小時  加入麵粉靜置 24小時 

10/19 麵團增加高度 0.4cm 10/19 麵團增加高度 0.2Cm 

分次添加糖組 一次添加糖組 



研究結果:發現一次添加 100g的糖的蘋果酵母液麵團增加高度較高，顯示酵母

液的活性較佳。 

 

 

二、 實驗二 

研究目的: 比較不同水果對酵母液發酵的影響 

操作變因:水果種類 

應變變因:酵母液的活性 

控制變因:糖的重量、糖的添加方式、水的重量、發酵時間 

培養酵母過程:                                                       

1.將空玻璃罐放至熱水煮沸 

2.清洗蘋果、葡萄，靜置等待乾燥 

3.將蘋果與葡萄裁切小塊，秤 150g分別放入 A、B玻璃罐 

4.A、B玻璃罐各加入 130g 的糖、300g的水 

5.用保鮮膜封住 A、B玻璃罐瓶口 

6.A、B罐每日記錄 ph值、糖度                                                             

7.等待發酵 

8.過濾出已發酵完成的酵母液 

9.製作麵種:200g的蘋果、葡萄酵母液加入 140g的高筋麵粉 

10.餵養麵糰: 每天早晚各加 40g的高筋麵粉、2.5g糖、30g開水 

11.每天觀察麵糰的生長情形 

 

 

 

 

 

 

 

 

                         秤 155g水果+130g的糖+300g的水 

 

 

 

 

 

 

 

 

製作麵種:200g的蘋果、葡萄酵母液加入 140g的高筋麵粉 

 



 

餵養麵糰: 每天早晚各加 45g 的高筋麵粉、2.5g 糖、35g 開水，並每天觀察麵

糰的生長情形。 

 

 

 

 

 

 

 

 

 

 

研究結果: 

1. 餵養麵糰三天後，蘋果酵母麵種長高 1cm，葡萄酵母麵種長高 0.3cm，麵團無

法成長到一倍高的高度，因此我們決定修改實驗並進行實驗二-2 

研究檢討: 

1.我們發現這次酵母的糖度太高，我們查資料發現酵母液最適合的糖度約在 18 

± 2 (李敬思、蔡明原，2009）。 

2.酵母發酵時須將瓶口密封，在冬天時須提升發酵環境溫度以促進發酵。因此

我們決定降低糖度，並將酵母液瓶口密封，放進密閉箱子，放置一杯 60 ℃左右

熱水，進行實驗二-2。 

 

 

 

 

 

 

 

 

項目 日期 時間 PH值 糖度 項目 日期 時間 PH值 糖度 

葡                                   

萄 

酵  

母  

菌 

2/21 15:10 4.35 28.9 

蘋     

果  

酵  

母  

菌 

2/21 15:10 4.48 28.1 

2/22 10:10 3.86 28.9 2/22 11:10 4.82 28 

2/23 10:10 3.91 29 2/23 10:10 4.95 28.6 

2/24 10:10 4.52 28 2/24 10:10 5.25 27 

2/25 10:10 4.58 28 2/25 10:10 5.27 28.6 

2/26 10:10 4.59   29 2/26 10:10 5.28 29.1 

2/27 10:10 4.6 29.5 2/27 10:10 5.28 29.5 

2/28 10:10 4.9 29.7 2/28 10:10 5.29 29.6 

蘋果組酵母菌     葡萄組酵母菌 



三、實驗二-2 

研究目的:比較不同水果對酵母液發酵的影響。 

操作變因:水果種類。 

應變變因:酵母液的活性。 

控制變因:糖的重量、糖的添加方式、水的重量、發酵時間。 

培養酵母過程:                                                       

1.將空玻璃罐放至熱水煮沸 

2.清洗蘋果、葡萄，靜置等待乾燥 

3.將蘋果與葡萄裁切小塊，秤 150g分別放入 A、B玻璃罐 

4.A、B玻璃罐各加入 60g 的糖、250g的水 

5.用保鮮膜封住 A、B玻璃罐瓶口 

6.將玻璃罐放置在保麗龍箱中，保持發酵溫度 

7.A、B罐每日記錄 ph值、糖度                                                             

8.等待發酵 

9.過濾出已發酵完成的酵母液 

10.製作麵種:200g的蘋果、葡萄酵母液加入 140g的高筋麵粉 

11.餵養麵糰: 每天早晚各加 45g的高筋麵粉、2.5g糖、35g開水 

12.每天觀察麵糰的生長情形 

 

 

 

 

 

 

 

 

 

秤 155g水果+60g的糖+250g的水 

 

製作麵種:200g的蘋果、葡萄酵母液加入 140g的高筋麵粉 

餵養麵糰: 每天早晚各加 45g的高筋麵粉、2.5g糖、35g開水 

發酵環境：瓶口密封加蓋，在密閉箱子中放一杯 60 ℃熱水。 

 

 

 

 

 

 

 

 



每天觀察麵糰的生長情形 

 

項目 日期 時間 PH值 糖度 項目 日期 時間 PH值 糖度 

葡                                   

萄 

酵  

母  

菌 

3/7 15:10 4.61 18.5 

蘋     

果  

酵  

母  

菌 

3/7 15:10 4.93 17.5 

3/8 11:10 4.2 16 3/8 11:10 5.26 18 

3/9 10:10 3.65 17.1 3/9 10:10 5.08 17.5 

3/10 10:10 3.06 14.5 3/10 10:10 5.38 17.8 

3/11 10:10 2.57 13.8 3/11 10:10 4.67 16.8 

3/12 10:10 6.55 11.5 3/12 10:10 7.1 16.8 

3/13 10:10 3.31 10 3/13 10:10 4.16 16 

每天早晚各加 45g的高筋麵粉、2.5g糖、35g開水 

麵種 3/16  3.50   3/16  3.83  

 

 
 

研究結果： 蘋果原先是 6cm 長高到 9.5cm 共長高 3.5cm；葡萄原先是 7.5cm 長

高到 14.5cm共長高 7cm葡萄酵母液的發酵效果較好 

 

小結： 

• 從實驗二、二-2結果，蘋果與葡萄酵母液的發酵效果並無明顯優劣，但可

以確定須將糖度控制在 18 ± 2 ，較容易培養活性高的酵母液。 

 

 

 

 

 

 

 

 

 

7cm 



四、實驗三 

研究目的:比較市售酵母與自製酵母烘焙吐司的效果 

操作變因:市售酵母與自製酵母的比較 

控制變因:糖的重量、糖的添加方式、水的重量、發酵時間、烘焙時間、烘

焙設備。 

應變變因:吐司的鬆軟度、彈性、靭性、保存時間。 

培養酵母過程: 

1.將空玻璃罐放至熱水煮沸 

2.清洗蘋果、葡萄，靜置等待乾燥 

3.將蘋果與葡萄裁切小塊，秤 150g分別放入 A、B玻璃罐 

4.A、B玻璃罐各加入 60g的糖、250g的水 

5.用保鮮膜封住 A、B玻璃罐瓶口 

6.將玻璃罐放置在密閉的箱子中，保持發酵溫度 

7.A、B罐每日記錄 ph值、糖度                                                             

8.等待發酵 

9.過濾出已發酵完成的酵母液 

10.製作麵種:200g的蘋果、葡萄酵母液加入 140g的高筋麵粉 

11.餵養麵種: 每天早晚各加 45g的高筋麵粉、2.5g糖、35g開水 

12.每天觀察麵種的生長情形 

13.重複 11、12步驟連續 7天 

14.麵種成長為兩倍高 

15.取出麵種製作吐司 

 

 

 

 

 

 

 

 

 

秤 150g水果+60g的糖+250g的水 

 

 

 

 

 

 

 

 



製作麵種:200g的蘋果、葡萄酵母液加入 140g的高筋麵粉 

餵養麵糰: 每天早晚各加 45g的高筋麵粉、2.5g糖、35g開水 

發酵環境：瓶口密封加蓋。 

每天觀察麵糰的生長情形 

 

 

 

 

 

 

 

 

 

 

 

 

 

 

研究結果： 蘋果原先是 6cm長高到 17cm共長高 11cm 

葡萄原先是 6cm，麵糰沒有明顯漲高。 

蘋果酵母液的發酵效果較好，因此以蘋果酵母菌麵種來製作吐司。 

 

 自製酵母吐司：取 264g麵種，加入 192g水、50g奶油、50g糖、8g鹽、400g

麵粉，以麵包機烘焙吐司。 

 市售酵母吐司：取 6g酵母粉，加入 280g水、50g奶油、50g糖、8g鹽、420g

麵粉，以麵包機烘焙吐司。 

 

 

 

 

 

 

 

 

 

 

 

 

 

 

        蘋果組         葡萄組 



(一) 自製酵母吐司與市售酵母吐司比較 

 

1. 外觀比較 

 

 

 

 

 

 

 

 

 

 

 

 

 

 

 

 

2.鬆軟度比較 

鬆軟度測試:用 6*4*2.5公分的吐司，上面用一層透明蓋，透明蓋上放一公斤重

的水，並且測量 30秒後的最低高度 

 

 

 

 

 

 

 

 

研究結果： 市售酵母吐司以 1公斤重壓 30秒後，高度為 0.56公分，鬆軟度較

佳。 

 

 

 

 

鬆軟度 測試一 測試二 測試三 平均(公分) 

自製酵母吐司 1 0.8 0.8 0.86 

市售酵母吐司 0.5 0.7 0.5 0.56 

市售酵母麵種吐司 自製酵母麵種吐司 

21cm╳12cm ╳ 13cm 20cm╳10cm ╳ 10cm 



2.彈性比較 

彈性測試:把測完蓬鬆度的 6*4*2.5公分吐司，上面的透明

蓋和一公斤的水拿走，測量一分鐘後的回彈最高高度。 

 

 

 

 

彈性 拿起來後一分

鐘測最高高度 

用燒杯裝水總重一千克

壓三十秒測最低高度 

彈性值 平均(公分) 

自製酵母吐司 

 

2 1 1  

1.16 1.8 0.8 1 

2.3 0.8 1.5 

市售酵母吐司 
2.2 0.5 1.7  

1.83 2.5 0.7 1.8 

2.5 0.5 2 

研究結果： 市售酵母吐司拿起重物 1 分鐘後，高度平均值為 1.83 公分，彈性

較佳。 

 

3.韌性比較 

韌性測試:先將 6*4*2.5公分的吐司，在吐司兩端

包上厚紙片，並且夾上長尾夾，均勻掛上砝碼，

測量吐司斷裂時掛著幾克砝碼 

 

 

 

 

 

 

 

 

 

 

韌性 測試一 測試二 測試三 平均值(克) 

自製酵母 160 164 168 164 

市售酵母 150 140 120 136.6 

 

研究結果：自製酵母吐司平均掛上 164克砝碼後才斷裂，韌性較佳。 

 

 



(四)保存時間比較 

    保存時間測試:把 6*4*2.5的吐司放進密封袋中，觀察吐司幾天後會發霉 

保存時間 市售酵母吐司 自製酵母吐司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研究結果：市售酵母吐司裝袋後第 4 天開始發黴，自製酵母吐司裝袋後第 7 天

開始發黴，自製酵母吐司保存時間較長。 

 

 



柒、結論 

一、 由實驗一得知一次添加 100g糖的蘋果酵母液活性較佳。 

二、 由實驗二得知糖度在 18 ± 2的酵母液較適合 

三、 由實驗二-2得知不同水果做酵母液沒明顯差異 

四、 由實驗三得知鬆軟度為市售酵母較佳、彈性為市售酵母較佳、韌性比較 

是自製酵母較好、保存時間的話是自製酵母可保存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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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前導研究：麵包達人訪談 

壹、 研究動機 

在我們的獨立研究課程中，我們嘗試製作麵包，雖然照著網路上的食譜製

作，但效果總是差強人意，於是我們想要訪問麵包製作的專家，了解麵包製作

的關鍵方法。  

貳、研究目的 

(一) 了解酵母發酵的原理與應用 

(二) 探討自製酵母麵包製作的要訣 

參、 研究流程 

寄出邀請函，邀請臺南市麵包製作專家接受訪談，徵得同意後，編擬訪談

搞寄予受訪對象，了解是否需要修改訪談題目，並徵求錄音許可，說明保密原

則，於約定日期進行訪談，並撰寫逐字稿與結論。 

1.選定研究主題 

2.閱讀文獻 

3.確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4.界定研究對象 

5.訪問前的準備： 

  (1)充分瞭解受訪對象的基本資料 

     (2)設計訪談大綱：以心智圖規畫訪談題目。 

  (3)聯絡受訪對象：與受訪對象聯繫、建立良好關係、說明研究 

     目的與保密同意 

     (4)模擬訪談:包括紀錄與追問延伸問題 

 

6.訪談過程 

  (1)開場與自我介紹 

  (2)提問與記錄：清楚而親切的提問、關鍵字摘要 

  (3)多問開放性問題，避免封閉式問題 

  (4)結束訪談：掌握時間、表達感謝 

7.訪談後的紀錄 

  (1)整理逐字稿 

  (2)摘要重點，進行分析 

  (3)摘要重點請受訪者校閱，確認訪談紀錄是否正確 

  (4)撰寫研究結果 

   

 

 



肆、文獻探討 
一、麵糰發酵法介紹 

(一)低溫直接法                                                          

麵糰完成後密封放冰箱冷藏發酵，麵糰在溫度低的場合發酵會延緩，所以需要

比較長的時間約 8-12小時的時間完成基本發酵。長時間低溫發酵，麵粉充分吸

收水份，麵糰更有彈性也更加保濕，成品也就較不容易老化。 

(二)直接法 

直接法就是 100％材料一次攪拌進行發酵。直接法容易受到原料不良與製造者技

術不佳等影響，難有好製成品。 

(三)波蘭液種法 

液種麵糰醱酵法，是以液種麵糰作為主體的一種麵包製作方法，使用此種方法

必須將液種麵糰攪拌好，存放於 0℃~5℃間的冰庫內，經過 12小時以上，使用

前取出放置於常溫下，稍微軟化後，加入新的麵糰材料，重新攪拌的一種方法。

此冷藏的麵糰即稱為液種麵糰，此種方法在烘焙術語中稱為液種麵糰醱酵法。 

(四)義大利預發酵法 

義大利酵頭（Biga）是一種固體酵頭, 和中種麵糰的配比非常接近，即為麵粉，

水和酵母組成。只是在和主麵糰混合時，使用量上有所區別,它也可以是上一次

製作法式麵包時留下的一小塊麵糰。 

(五)老麵法 

麵是指長時間發酵的麵糰。酵母如果一直發酵，等酵母的食物用完後，發酵產

生的酒精會殺死酵母，所以要定期供應它鮮新的食物，也就是每天加入新麵糰

打一打。因為長期發酵，所以它會比一般的麵糰香。 

(六)酸種法 

利用麵粉養分大量繁殖，使麵糰變酸。等麵糰變酸化到一定程度之後，酵母菌

便開始大量繁殖。這樣所形成的麵糰種，如同一個酵母菌與其他雜菌的微生物

共生體。這個共生麵糰中，只有酵母菌才能用來膨脹麵糰，但其他雜菌亦有好

處，提供麵包的獨特酸味。要做酸麵糰，先要培養酸酵頭(Sourdough starter)。

一般酸酵頭的調配是麵粉與水重量比為 1:1。 

(七)野生酵母法 

天然酵母發酵過程複雜且其結果又難以預測，天然酵母自然緩慢的發酵過程產

生的乳酸讓無油無糖的歐包有獨特風味，而且酵種帶有微酸，雜菌不易生存，

可以延長保存期限，酸度也會增加筋度加強麵團的延展性。 

 

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南市麵包製作師傅陳霆先生為訪談對象。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編製訪談提綱如附件一。 

 

陸、結果與討論 

開場自我介紹: 

陳師父你好！我們是 OO 國小五年級的學生，我們對麵包很感興趣，謝謝你抽空來接受我們

的訪談，以下有些問題想請教您。 

周 OO（以下簡稱周）：請問您們銷售最好的麵包有甚麼呢? 

陳霆師傅（以下簡稱陳）：其實我們在台灣，一般來說麵包店銷售最好都是包餡麵包，為什麼

呢？因為我們台灣，這跟台灣的歷史有關係，我們台灣在最早接觸麵包是跟日本人學的， 那

因為日本人他們喜歡，我們在日本人那時候很常吃到卡士達麵包就是奶油麵包、克林姆麵包

或者是說像紅豆麵包這種，都是日本人發明出來的，這種包餡的麵包是結合日本人那種傳統

的和果子技術，然後跟麵包和在一起，所以他們到了日治時期啊，就是那時候台灣學習這樣

的技術，所以我們台灣人很喜歡，賣最好的通常都是包餡麵包。 

周：請問網路創業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陳：嗯，你是想要問哪方面的困難，因為困難太多了。 

歐陽 OO（以下簡稱歐陽）：銷售方面。 

陳：銷售方面嗎，喔，一般來說的話遇到網路創業，因為我們是做食品業的，網路創業所遇

到最大的困難就是說，他們（客人）不習慣這樣的銷售方式，一般人習慣的買麵包方式就是

說我到我們家巷口，然後就去看有哪些麵包就買哪些麵包，可是我當初我不想這麼做的原因

是有兩個，第一個就是說其實大家要會去算喔，就是如果你是個麵包店你每天開麵包店，然

後你到底一年會丟掉多少麵包，你們可能你如果去想像會是很可怕的數字，可能是五千個以

上，因為你一定會多做嘛，然後他一定會賣到最後沒賣出嘛，然後就丟掉了，那所以他每天

每天每天下去的話，可能是三千個甚至五千個以上，每一家店可能都要丟那麼多，那所以我

的作法就是說我希望還是比較能夠讓大家可以珍惜這個食物，然後所以我們的作法就是大家

在網路上下訂單然後就做那個面交的數量，宅配的銷售，像這樣的銷售方式，但是這樣的銷

售就比較不是大家習慣的，所以我們主要遇到的困難是這個。 

周：那你們在遇到那些困難的時候你們有想過就是開店面嗎？ 

陳：嗯我目前沒有想要開店面，因為我們台灣的現在的房租成本很貴，不同的縣市不一樣，

他大概跟 10 年 20 年前 的 3、4 倍，所以如果我們願意把成本投注在食材上面，我覺得給消

費者的價值感會比較高一點 

歐陽：但如果你們開網路創業會不會讓有些客人不方便？ 

陳：會，通常這樣的話我們就只能說對不起，那就是他可能還不是很適合我們的，因為其實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我們台灣人最喜歡吃的就是包餡麵包，那包餡麵包沒有那麼

適合冷凍，一般來說，台式麵包來講，比如說：紅豆、奶酥、克林姆麵包不那麼適合冷凍，

他冷凍再回烤之後沒有那麼適合，可是以歐式麵包來講，歐洲傳統的麵包來講的話，它全部



都是可以冷凍的，然後它冷凍之後，甚至它冷凍，會比你這樣放著還好吃。對，所以就是說，

那因為他們沒有那麼習慣這件事，然後因為我們宅配都一定是冷凍的嘛！所以他們就會不習

慣這種感覺。 

周：請問你們麵包的製作的時候，怎樣判斷麵團有沒有發酵？ 

陳：ok，麵團有沒有發酵，它大概有兩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它有沒有膨脹，通常我們會

膨脹到兩倍大，但有些麵包會讓它膨脹到三倍大，可是呢，膨脹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說當我們的麵團它的本身比較軟，比較濕，剛開始的時候它是一個這樣子的球形，放一段時

間，它沒有膨脹它自然因為地心引力會變成扁的，所以你沒有辦法確定它到底膨脹了多少，

那按照實驗室的測量的話，他必須把它放在燒杯裡面，然後去看它膨脹起來長高了多少，這

個不符合我們實際麵包操作，於是其實我們剛說看它的感覺膨脹了兩倍大以外，最重要的就

是要用手去觸摸，它會摸起來像那種裡面有空氣，然後你輕輕壓它的時候，有時候它會黏，

手沾一點麵粉輕輕的壓它時候，你會覺得它不會澎起來，那這樣大概就可以了，然後它摸起

來觸感會有一點像生肉，你們露營有買過大塊牛排，你有煮過嗎？它摸起來就是生肉的觸感。 

周：那自製酵母你們要怎麼保存？ 

陳：酵母這東西有一個重點就是說，你們了解什麼是酵母菌嗎？ 

歐陽：了解 

陳：好，那你要不要講一下？你們自己做酵母，跟市面上買的酵母，速發酵母、商業酵母到

底有什麼差別？ 

歐陽：恩…… 

陳：能夠說出來嗎？（停頓）有點難對不對？其實這真的很難，我以前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個部分很難。有一個重點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我們被稱為是酵母菌的這種菌種，

它大概就是這種單細胞生物，然後它是我們這個世界上大概有，有的人說有超過 650 種，有

的人說有超過 1500 種，反正就是它種類非常非常的多，那這酵母菌，我們使用的這個麵包

發酵的酵母，一般來說我們都是用釀酒酵母，釀酒酵母它就是， 

周：酒渣？ 

陳：對，酒渣，它就是我們在以前在釀啤酒在用的，早期那個埃及釀啤酒在用的酵母就是我

一般在用的酵母，那它的重點就是說，自製酵母，當你講到自製酵母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其

實酵母菌它存在這個世界上。 

周：微生物 

陳：對，任何一個地方的，包括你的皮膚也有，你的水果皮，也有，麵粉本身它都有酵母菌，

所以說就是，恩，那既然它是活的，它就有一個，讓它能夠保存有兩個要素，第一個就是要

符合它生存的溫度，如果溫度太高，超過 60 度，它就會被熱死，我等一下給你們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烘焙業的溫度，這個可以給你們帶回去，然後，它就是超過 60 度的時候，酵母就很

容易死光，再來就是說它如果冷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它有些酵母會冷死，所以就是說保存



的時候，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溫度要在他可以的範圍裡面。第二個就是說它要有足夠的食物，

酵母會死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餓死 ，因為酵母的食物它是那個單醣，就是說像乳糖 

周：葡萄糖 

陳：葡萄糖，對，沒錯，最主要就是葡萄糖，那如果它這個麵團裡面呢，它沒有足夠的養份

它就會死亡，所以就是說大概就是這兩個方法去保存。 

吳 OO（以下簡稱吳）：那如果用水果做酵母的話？ 

陳：水果做酵母的話它的問題在於說，水果它有無數個不同的細菌，有黴菌、酵母，還有包

括乳酸菌、乳酸桿菌、醋酸桿菌等等這樣子，那我們要怎麼樣營造出一個環境讓酵母菌它長

得比別人多，那它可能需要長時間發酵。（停頓）有聽懂嗎？就是說，我們為了要讓它成為一

個培養出一個可以使用的水果酵母，比如說葡萄酵母，葡萄種的酵母，我們為了要讓它能夠

使用，我們必須要讓它在反覆的繁殖過程中讓它長得比別人多，那它就可以拿來使用，對，

那這是自製酵母它的困難之處，通常我們一般來講，我們要產生一個可以用的麵種，大概需

要一個禮拜的時間，每天不停地去更新、更新、更新，去營造出酵母菌生長得比別人快的喜

好，要怎麼做呢？通常我們會加鹽。 

周：加鹽？ 

陳：對，加鹽，因為酵母菌它有個特色它對於鹽的忍受度比其他的菌高一些，所以當差不多

就是我們加大概一定程度的鹽，然後讓它去繁殖，然後它最後就會長得比別人多，大概需要

比如說我們會先做一盤麵種，然後隔天就把這個一半的再做一盤然後隔天再做一盤，然後這

樣不停的做大概三到五次之後，這個就可以拿來當發酵種，所以當傳統以前還沒有商業酵母

的時候，他們會把這個麵種非常小心地保存起來，因為如果消逝了你可能需要再一個禮拜的

時間才有辦法再生產出一個可以使用的酵母。 

吳：那適合做水果酵母的水果有哪些？ 

陳：很多，包括蘋果、葡萄，其實任何都可以，基本上任何水果都可以。 

吳：那他的條件呢？是要甜一點還是酸一點？ 

陳：其實不是，其實用水果做，它的條件是什麼，你把它浸泡嘛！讓它的菌原跑出來，跑出

來之後讓它再跟麵粉做混合，讓它去發酵，其實你用什麼水果泡水都可以變出酵母，因為它

在這環境中太多了，包括你的皮膚上面都有，對所以，所以市面上常常標榜說我是天然酵母，

其實這有點問題，因為即使你是商業酵母，你說我們這邊有幾種（陳師傅提供的書面資料），

這是我們市面上最主要的三種商業酵母，它全部也都是天然酵母，它其實都是天然，只是它

選擇了這一千多種的菌裡面選擇了它還要醇化成，全部都是釀酒的效果，然後它就會很純，

它的發酵力就會很強，所以在二十年以前啊，其實大家都用這種酵母，是比較好的酵母，自

製的酵母是比較差的酵母，因為它的發酵力不好不穩定，而且有時候像我就吃過喔，人家賣

的就是說，他是已經壞掉的酵母做出來的，就是他裡面的雜菌已經過多了，所以吃到酵母是

一個壞掉的麵包的味道，可是他還是很高興地賣給大家，大家還是很高興地買，只是因為他



說他是自己養的酵母，所以其實過去這種自製酵母常常你如果沒有天天去維護它的話，它很

可能就會壞掉。 

陳：然後順便跟你們講一下，（拿書面資料）這是我們麵包製作的流程，然後，這個是我們麵

包發酵的方法，現行麵包發酵的方法就是分成這幾種，首先我們先把，這邊的呢，全部都是

使用商業酵母的做法，然後這兩種才是不使用商業酵母的做法，對，（挪動位置以讓大家都能

看到影印資料）像這種叫做直接法的話呢，他就是直接加這種商業酵母，他直接加商業酵母

叫做直接法，流程很簡單，就是把它混合，發酵，整型，然後再最終發酵，這就是直接法，

它的優點是香氣很強，可是它的保存期限很短，所以直接法就是大概就是常溫到低溫。那這

種就是說，把最傳統我們歐洲麵包製作過程中把它改成商業酵母，但還是保留他傳統歐洲製

造的特點，這都是大概在這一百年內慢慢衍生出來的，我先把部分的麵粉跟水，加上很少的

商業酵母，讓它進行長時間的發酵，它發酵出來的這東西就有點類似，我們過去剛剛講的做

出來的天然酵母的發酵種，接近那個發酵種，於是我們把這發酵種再直接拿來使用，這就做

發酵種法，那傳統的波蘭法，波蘭法就是它的水量很多，是麵糊狀的，像泥巴狀的，這個是

義大利的做法，它是比較硬的，那這個是法國老麵法，法國老麵法就是他會加鹽，它本身就

是有點像過度攪拌麵團，那中種法他就是他的比例很高，它大概是百分之七十的粉，先去製

作，所以它第二次要去加進去的料就很少，那這些大概加百分之三十以上。 

陳：那自己做的酵母和市售的酵母有哪些不一樣？好！其實自己做的酵母和市售酵母最大的

差別就是說它的菌種比較多元，就像我們的酵母，我們剛剛講過，他這個是把它純化之後，

再把它的培養液，乾燥然後變成我們食用的酵母粉，可是如果是天然製作的話，它製做會像

多元的菌，那多元的菌它的好處，那是因為我們過去來講它還是比較不好，那為什麼這二十

年來它好？就是因為它的發酵種，它的發酵過程裡面，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些生成物，有機酸，

它的其他菌種可以提高麵團礦物質吸收，還又降低它的，你們知道升糖指數嗎？不知道！就

說我們吃的東西呢，它血糖飆高的速度快，就是升糖指數高；血糖上升速度慢就代表升糖指

數低，基本上是比較好，因為緩緩上升，緩緩下降，對身體傷害比較小，因為過多的糖在我

們的身體裡面會產生毒性，所以我們會很緊張的把它轉換成脂肪，存起來，所以就說它的過

程他可以吸收其他的菌，它就會把多餘的微生物，它就會讓這些東西變得比較好，它也會讓

麵包保存期限長，會提高它的風味，所以說我們對自製酵母，它的優點主要在這裡，這樣清

楚嗎。 

周：那是市售的酵母嗎？ 

陳：好！我跟你講，這就是酵母的繁殖方法，這就是出芽繁殖，就是說它的這邊長出一個小

小的，尤其它們慢慢變得不太一樣就會脫落，類似的概念你們學過嗎？出芽生殖？那在正常

的情況下它大概 2 到 3 小時就會完成一次出芽生殖，所以換句話說 2 到 3 小時他的數量就會

倍增，如果條件好的話，就會倍增，好！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以原本是假裝我們這一個麵

團有 10 個酵母菌好了，但這個只有 1 個，兩個差 10 倍，但他經過 6 小時，6 小時後他就會



繁殖 3 次所以他要乘以八，就是要乘以二再乘以二再乘以二，就變八十，可是如果它再繼續

就會差更多，所以它的酵母比較差一點點，最後它的發酵度就會差更多，所以市售的酵母的

發酵度很快，它的缺點就是說，我們在讓麵團發酵的時候，它的化學變化有很多種同時進行

的，其他的變化就沒辦法跟上酵母的方向，其它的東西無法完成，酵母到了要去烤的時間，

那我們就會拿去烤了，就不會像傳統的豐富的風味，保存期限沒辦法那麽好。 

周：你們發酵完的麵包（麵團）要怎麼保存。 

陳：發酵麵包的保存，其實是無法保存的，嚴格說講是無法保存的，為什麼呢？因為它裡面

的酵母是活的，所以你很難用別的方法停止，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溫度，所以就說；為什麼

要問這個問題？ 

吳：因為（星期）六、日我們沒有上課。 

陳：所以你們說這個麵團發酵，然後你希望度過星期六、日的時候，這個時候就要拿去冰，

因為在 0 到 4 度 c 的時候酵母發酵的速度剩下十分之一，低於 0 度的時候它就會休眠，它就

會停止發酵。一般來說，一個發酵麵團如果你沒有及時拿去烤，它最後就會壞掉，你們有沒

有看過麵團壞掉的樣子？它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濕，然後酵母已經死光了，因為它就沒有食物

就死光了，然後不管再怎樣它都沒有辦法再重新膨脹起來，然後會有酸味，或是很強烈的酒

味，酒精的味道，所以發酵麵團如果要避免它變成這樣的話，你就必須要降低溫度，讓它的

發酵緩和一點，可是降溫的話它就有一個缺點就是說，它有可能部分的酵母會死亡，在這樣

的溫度底下它就承受不住就會死亡，大概損失兩成左右的酵母，可是也還好啦，其實還好！ 

周：那你們製作老麵的關鍵是什麼？ 

陳：製作老麵的關鍵就是大概兩、三天左右要去更新它一次，ok，第一個要加一定比例的鹽，

讓它去抑制其他的細菌生長，第二個就是說要兩到三天去更新它一次，為什麼呢？因為... 

吳：要怎麼更新？ 

陳：你要投入完全新的麵粉跟水，去作為它的養分讓它去生長，因為麵粉是這樣，酵母的食

物是單醣，就是像葡萄糖之類的，那葡萄糖怎麼會在麵粉中？怎麼會在麵團中出現呢？你有

想過這個問題嗎？很奇怪對不對？為什麼？那是因為澱粉它自己，麵粉裡面有一種澱粉酵素，

它可以把澱粉切成小塊，因為澱粉它就是一個很多碳水化合物聚合起來，那這種酵素它就直

接把它切成小塊，讓它分解成、還原成醣，那這個速度如果它跟不上酵母生長的速度，因為

酵母會越長越快，它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就會再新增一倍，如果你沒有給他新的材料，它就

會發現它們分解出來的速度已經不足以讓他們有足夠的營養生存，那他就會死亡，所以剛才

說，如果用市售的酵母，去製作老麵的話，它會繁殖四代、五代，就會死亡，他不會超過十

代，它就會死光了，所以就是，除非你用的酵母是極少量極少量，即使是這種天然酵母，製

作老麵，你也必須時常地去更新，對，大概是這樣。 

周：那你們如果用烤箱的話，要預熱到幾度？然後麵團要烤多久？ 



陳：好，那上面這一題我再補充一下喔。好，可是真正來講，老麵還有一種特殊的保存方法，

古代人怎麼做？他把它乾燥化，比如說這是一團老麵，他是一團濕濕的像麵團的東西，就是

我們的老麵，他用這個來發酵，可是我們如果用這個東西，希望它保存長一點，我們就會把

它加到非常多麵粉，跟非常多麵粉加在一起，然後他就會慢慢乾燥，然後就變成像粉末狀，

然後像這樣的東西它大概可以保存半年，所以就是說，有時候你看到那種中式在做中式麵團

的那種店，他會把整塊老麵塞到麵粉袋裡去，下一次拿出來以後，時間不要太長的話還是可

以發酵，因為它在很乾燥的情況下酵母會休眠，對，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市售的酵母分成三種，一種是新鮮酵母，它是直接把培養液，就是脫水後擠壓成乾燥的

酵母，擠壓成塊狀，它摸起來有點像奶油，必須冷藏保存，然後它開封之後很快就要用掉，

不然它就會死亡，因為它沒有休眠，這種叫做乾酵母，它就是這種粉末狀，顆粒比較大，這

樣的乾酵母，你使用之前必須加水讓它醒過來，現代人比較不喜歡用，因為要加水讓它醒過

來比較麻煩。第二種是即溶酵母，速發酵母，現在的話大部分都是用這種，這種的話，它可

以直接跟麵粉拌在一起使用。這種是歐洲種的酵母，釀酒酵母的品種，它能夠承受的糖比較

低，那這個是亞洲種，亞洲種它可以承受酵母的糖分就比較高，所以甜麵包麵糰就會用這種，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老麵保存，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用乾燥法，在傳統上會把它加入大量麵粉，

讓它變得乾燥，讓它變成粉末狀，有點像這種乾酵母。 

陳：回到你的問題，麵包烤箱要預麵包烤箱要預熱到幾度，要烤多久，對不對，一般來說我

們麵包要烤的時候，熱度差不多是 150 度到 250 度之間最好，按照麵包的種類大小，和麵包

裡的糖份決定它的溫度。 

吳：那用包餡麵包當例子呢？ 

陳：包餡麵包喔！其實每個都不一樣耶！包餡麵包差不多是在 180 度到 220 度左右，不能太

高，包餡麵包通常會加比較多奶油，然後會加一些糖，它通常是甜麵包麵糰，所以它會加糖，

沒辦法用很高的溫度去烤，如果高溫度去烤就會變成說，外面已經開始上色，已經開始變成

紅色了，它內部還沒有熟，對！包餡麵包的特色就是說，它中間的餡很濕，所以通常內層很

容易烤不熟，其實你去看一般的麵包店，如果你去分辨的話，他的靠近餡那一層不熟，所以

為什麼有一些台灣老一輩的人說吃麵包會脹氣，就是因為他們吃到不熟的那一層，那一層容

易讓你覺得脹氣。 

那預熱要預熱到幾度呢？通常就是預熱到你希望烤的溫度，那可是如果是家用烤箱的話呢？

建議高 20 度，因為我們在把麵包從烤箱拿出來的時候呢，它溫度會下降，所以你必須要讓他

比較高一點，比如說你希望用 190 度去烤，那你就應該先預熱到 210 度上下，然後放進去之

後再把它轉回 190 度。 

然後，麵包他要烤多久才會好？實際上應該要經過測量，那測量的方法就是說，一般來說就

是麵包核心溫度要達到 95 度，然後持續一分鐘。為什麼呢？（拿印的資料）它有一個原因就

是說，麵粉在超過 90 度之後，它的糊化會終止，超過 90 度的時候阿，麵糰原本是濕的對不



對？超過 90 度的時候，它會開始固化，開始變成固體，因為麵團其實是半液狀，它這個固化

這個過程大概差不多加熱到 95 度 C，然後持續一分鐘，我們就可以確定它完全固化。然後他

是每個麵包都不一樣，有些麵包加熱到 90 度就可以了，那它麵包中間就會比較濕潤，可是比

如像是棍子麵包法國麵包，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法國麵包它差不多到 98 度左右，因為它會，你

敲它底部它會產生一種中空感那就是是它烤出來應該有的樣子。對，所以你要照你烤出來的

成品去決定你要烤多久，那基本上只要達到 95 度一分鐘就可以了。 

周：那你們如果做那個發酵麵包口感最好的是什麼時候？ 

陳：喔，烤出來多久會比較好吃對不對？那麵包烤完，麵包整個烤完出爐完之後，它下一個

步驟就是排汗，就是它內部有溼氣阿，然後剛烤完出來會有酒精、有一些其他的的麵包裡有

揮發物質，讓這些東西慢慢地散出來，這個過程叫做排汗，那它通常都是排汗完，然後大概

6 小時之內排汗完，可是排汗本身的過程按照一般麵包大小來說時間都差不多，像你來看喔

（書麵資料），歐洲這種傳統的麵包都做得很大，那排汗大概要多久?像這種傳統這種麵包很

大，大概 6 個小時的時間，然後我們比較小顆的麵包大概 45 分鐘，那我們現在市售這種麵

包差不多 45 分鐘到 1 個小時之間，大概到它中心溫度低於 45 度以下就可以了。 

周：那你們自製酵母和市售酵母做出來的麵包有差異嗎？ 

陳：主要差異就是風味會比較豐富，因為他有比較多的，給你看（書面資料）這是傳統歐洲

的麵包，它必須是至少兩公斤甚至有做到九公斤的重，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以前的歐洲的麵

包阿，是每個村莊中有一個烤爐，這個烤爐呢一個禮拜才烤一次，因為烤需要很多柴火，那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烤，那他要做一個禮拜一個家庭的份，所以差不多就這麼大，然後這麼大

的麵包它烤的時間會比較長，它的麵包的表皮會比較厚，就是它的麵包保濕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它可以放比較久，跟前面的麵包不一樣。你們可不可以再說一次前面的問題？噢自製酵

母和市售酵母有甚麼不同?就是它的菌種會比較多樣，所以會有比較多的生成物像是乳酸、醋

酸阿或者是其他的部分，它發酵速度比較慢，所以麵粉跟水的作用，蛋白質跟水的作用結合

作用發展得比較長，所它的保存期限會比較久，然後味道會比較豐富。然後它當然有一些營

養價值，他的缺點就是製作起來比較不穩定，市售酵母的製作流程是標準化的，像是可以很

確定發酵要多少時間，都是確定的，因為酵母加的比例都是一樣的，但這團麵種它發酵率是

好還是不好你不知道，你要用手感受。 

周：那揉麵團對麵包有影響嗎? 

陳：揉麵團為什麼要揉麵團呢?就是你有沒有聽過麵筋？土豆麵筋那種麵筋阿，麵筋是甚麼？

麵筋其實就是麵粉裡面的蛋白質，麵粉裡面有兩種蛋白質第一種是麥麩蛋白，它跟水撞在一

起就會形成麵筋，它是一種蛋白質和水合成的固體，看起來會一絲一絲的，這個麵筋呢就是

我們麵包的架構，我們把麵包切開來的時候，它是有很多小孔洞，把它放大後會有很多支撐，

支撐住中間這個空洞的就是麵筋的形成，那你揉和麵包，就是兩個要素，第一個要素呢，把

食材做混合，比如說鹽、酵母，揉和的過程它會變成均勻化，第二個原因就是希望它麵團發



展，因為這個麵團剛發展出來的時候，是短短、粗粗、短短的，是比較粗糙的，但是經由長

時間揉和之後呢，麵筋會拉得比較長，會長到什麼程度呢？可以撐出像這樣，像面膜一樣飽

和，這麵包撐出來的，麵包你把它揉得夠久之後，就可以變得這樣，你可以輕輕把它拉長，

薄薄的像面膜狀，所以你揉就是促進它麵筋的生長，對，這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可是並不是

所有的麵包都必須做到這樣，像這樣的口感會像什麼？會像吐司，土司麵包就是這樣，可是

有時候我們希望它比較粗，孔洞比較粗一點，那就是它這樣的程度就已經 ok。 

吳：那揉麵包有什麼方法？或是要變成正方形或是？ 

陳：你是說揉麵包還是最後要烤的時候？是指揉的過程對不對？ 

吳：恩。 

陳：揉的過程的話我們就是會用手，就是這是一個麵團對不對？我們會抓住它一邊，然後把

它放桌上，用力甩的感覺，然後甩的過程就會把它伸長，伸長以後，比如說一個麵團這樣，

你一甩之後它就會變長，就把它對折過來，然後換個角度之後，再甩，它就會反覆拉長拉長，

一開始的時候，你用手揉的話，一開始是不是會非常非常黏對不對？那過程就是，用手去抓

它，用手一直去用力地捏它，它慢慢就會變成團狀，然後你不要擔心它一開始很濕，因為你

一直弄一直弄它就會慢慢變乾，因為水就會跟小麥中的蛋白，去形成麵筋，它新的麵筋需要

時間，你就等，所以就是有些人覺得很難揉的時候，他就先稍微揉一下麵團，然後放個比方

說 10 分鐘  20 分鐘再回來，它就會變得比較沒那麼黏。 

陳：那你們現在想要學麵包相關的知識還是想要學做麵包？ 

歐陽:做麵包。 

陳：做麵包嗎?好。我告訴你做麵包還有重點，第一個，麵包呢有它的黃金比例，就說不管你

用甚麼麵糰或者是你加什麼樣的材料，怎麼樣讓你的麵包保證成功，通常都是你的粉跟水的

比例，粉跟液體的比例大概是 5:3，你掌握住這個東西差不多就會成功，5:3 是他的黃金比例，

那實際上我們在麵包店製作的時候，水液體會更多一點，因為現在的人喜歡吃比較濕軟一點

這種口感，所以你會加多一點，因為基本上 5:3 是它的黃金比例，然後就是麵包一定要加鹽，

它除了可以提高風味之外還可以強化麵筋，所以鹽是一定要加的，但是鹽大概是粉料就是麵

粉的百分之一就好了，所以呢你就是只要是粉跟水的比例是 5:3 加入一些鹽，加入你的發酵

的來源，不管是自製的酵母粉也好或者是市售酵母也好，把它混在一起揉和然後做進一步盛

裝，大概是這樣 

陳：恩然後再來就是烤箱一定要預熱，不然你會沒有辦法預估烤的時間，為甚麼要預熱你知

道嗎? 

吳:放進去的溫度才會一樣。 

陳：對對對...如果你放進去才開始預熱，等到你需要的溫度的時候麵包可能就烤過頭了。然

後要吃麵包，就是像我是新手的時候就很想切開來，那其實是錯的，一定要等一段時間才可

以，我們要烤到麵包的中心溫度 95 度一分鐘以上，可是你不能烤到 95 度等它一分鐘再拿出



來，那實際上就會在高溫的時間持續太長的時間，所以我們就是放到高溫，烤到 95-97 度，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然後它過程中慢慢會在降溫的時候，它就達成剛剛說的條件。所以有時

候你剛烤出來的時候你切下去麵包內部沒有熟，可是其實放一段時間它會熟的。 

陳：還有沒有問題？ 

李老師（以下簡稱李）：瞇眼先生您剛說麵包中心溫度 95 度，有辦法測嗎？ 

陳：有一種食物溫度計，前面是一根針，把它刺進去，感覺刺到它中心的位置。 

李：那是要去專業食品行買嗎？ 

陳：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就是你看它的表皮，上色到金黃色、褐色的時候，多數的麵包都

可以這樣，它表層是這樣，然後每一個烤箱其實它的適合的溫度不一樣，像我早期在做實驗

的時候，就是我用小烤箱做實驗，結果放到大烤箱去，所有的溫度全部都要重改，因為每一

個烤箱適合的溫度都不一樣。通常小烤箱火比較強，因為它很靠近它加熱的部位，那大烤箱

它是很均勻的，所以時間會比較長。 

吳：那我們沒有發酵箱，一般的話要怎麼保持溫度？ 

陳：你是說最後發酵嗎？你說發酵過程是說不是在製作老麵，是已經在製作麵包的時候對不

對？ 

吳：對 

陳：好，一般我們就會用兩種辦法，一種就是用保麗龍箱，或是紙箱也可以，放一杯熱水在

箱子裡面，然後旁邊在放你的麵團的鍋子，它就會保持溼度跟溫度，或是放到微波爐裡面，

或是任何一種密閉的盒子，他可以達到同樣效果。 

陳：還有嗎？製作麵包應該有非常多的問題。整型，會整型嗎？ 

吳、周、歐陽：（搖頭）。 

陳：麵包做出來之後，你們都怎麼做？ 

吳：做自己喜歡的形狀 

陳：也是可以啦，那我們把它攪拌之後，就是我們說的揉麵，揉麵揉麵之後，揉完之後就去

把它做第一次的發酵，這次的發酵時間很長，按照不同的麵包以及不同的大概可能需要半小

時到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那就會膨脹膨脹到最大，然後摸起來就沒有不會再彈回來，不過就

把它分成一趟的量，譬如說你想要做四顆就把它切成四顆，阿如果你想要做完全一樣的   就

是要秤重，好，把這個分成一不一樣之後呢，那再把它重新做成圓形，譬如說是這樣三角形

好了，那就你就是把它的邊緣往裡面折，像這樣子往底下折，折完之後它的底部會稍微結合

起來，表面變成光滑的，那這樣就可以了，這樣的情況下，就希望它再休息一下，那我們的

麵包就是說只要去操作過後，都要讓它休息，因為它的麵筋就會拉得很緊，你再過度的用力

它可能就會斷裂，發酵第一次發酵之後的麵包你必須要輕柔的對待它，因為如果你用力過度

它就會斷裂，好，那休息一下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就造型譬如說它是個漂亮的圓形，譬如說

你想要讓它變成包餡的，你就把它反過來，漂亮的那面在底下，檯面稍微灑灑粉它才不會黏



在上面，操作的時候你可能都要灑一點點粉在它上面。好！然後放在檯面之後，輕輕把它壓

扁用手肘的掌根部分輕輕把它壓扁。因為它這時候啊～我們這邊這邊的發酵以及這邊的發酵

我們都沒有把它的氣泡擠出來嘛，所以它裡面會有很多地方，可能會有很大顆的包覆著二氧

化碳的氣泡，我們要把這些氣泡擠出來。因為不然的話它會變成一個不均勻的麵糰，然後它

烤出來得時候有些地方可能會烤焦，所以我們把它壓扁，把氣泡大致擠出來之後，就把餡包

進去，然後再把餡包進去，把它的口捏緊，封起來，捏緊之後你就把它再反過來，那是不是

漂亮的那面又朝上了，剛我把它那面朝下嘛！然後把東西包進去，捏緊之後把它轉回來漂亮

那面就朝上了，這就是我們最後的那個步驟，這個時候就把它放到烤盤上面去，然後進行最

後的發酵，最後發酵，對！這個最後發酵啊，它就是要再膨脹到你覺得摸起來不會彈起來的

程度，因為等於說我們把剛剛把氣泡擠出來，然後讓他再發酵，裡麵又充斥很多的小的氣泡，

這個時候就可以進去烤爐了。吳：那要怎麼知道它已經發酵好了？ 

陳：發酵好就是它的麵團會膨脹成兩倍大，它摸起來會。 

吳：不會彈回來。 

陳：不會彈回來，那種觸感很特殊，就是你摸起來會覺得它裡面有空氣的感覺。對！它表層

好像一層薄薄的薄薄的袋子，然後裡面可以裝東西，對！大概這樣。 

吳：發酵沒成功就會硬硬的嘛？ 

陳：呃......硬？對！發酵沒成功的感覺。呃......硬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烤太久，另一種可能是

發酵沒成功，那怎麼分辨呢？你把它切開來看，看它裡面的孔洞夠不夠大、夠不夠多？如果

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密，那你們可能就是發酵發不好，對！或者是說，其實你在製作的時候，

你會就能感覺到，因為你會覺得說它怎麼一直不膨脹？然後還有它摸起來怎麼都很硬，如果

它很硬那就可能是它發酵不成功，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你的水，水粉的比例錯誤，比如說如果

你水粉比例用的水太少，它就會比較硬。像做包子饅頭，他的比例裡面水份比較少，麵包就

比較多。 

陳： 時間到了，對不對？ 

李老師（以下簡稱李）：是，如果我們自己的主觀來講之外，有沒有說怎樣的麵包就是比較好

的？ 

陳：好！麵包通常有一個原因，在吃麵包啊，通常，我先不講包餡麵包好了，包餡麵包是比

較特殊的麵包，一般麵包你把它切開，通常我都是把它拿到鼻子上，拿到鼻子前面去聞，好

的麵包你會聞到它的很好的一個焦香的味道，它會有點焦香味，然後你就去捏那個麵包本身，

它要有一定的彈性，有些很差的麵包啊，它沒有彈性，你捏下去它彈不起來，再來就直接吃

它的口感看好不好，通常都用這個標準去看，就是聞它的香氣，然後看它的彈性，然後再來

就是看它吃起來的口感，對！像麵包比賽他們也都是通常都是這幾個。好，這個是給妳們的

參考，麵包為甚麼有香味？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它們焦糖化，就糖被烤到一個地程度

它就變成焦糖了，這個焦糖它就會產生一種香氣，再來一種就是用梅納反應，它是一個法國



人發現的，就是像我們的譬如烤肉烤到變香，咖啡烤一烤變，咖啡原本的豆子是沒有香味的

嘛，烤完變成有香味，都是這個反應變成的，它是糖跟蛋白質，它們被烤完之後轉化出來的

一種，那我們麵包為甚麼要放一段時間，你剛剛說麵包甚麼時候比較好吃對不對？我剛剛講

排汗完，可是還有一些特別大顆的麵包，譬如說德國麵包，常常會放到隔天變好吃，為甚麼？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表層的整個香氣啊，完全滲入了進入到這個麵包的內層，所以那個麵包內

層也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香，這時候就好吃，所以有時候一些歐洲德國系統的麵包它會放到隔

天比較好吃。 

陳：這個是我們的裸麥麵包，歐式麵包啊，我看到很多台灣人吃的錯誤方法就是直接用嘴巴

咬，然後就說：哇！這個麵包怎麼這麼硬！ 錯了！它不應該用咬的，它應該要用切的，或是

用手撕。 

陳太太：大賣場賣的那種歐式麵包很軟，其實它都不是歐式麵包，歐式麵包如果你可以直接

用嘴巴咬還覺得好吃，其實就已經大概是做錯了，那其實是假的，它多半裡面都有奶油啊添

加物這些東西。 

陳：就讓它變得比較軟，正常來說不應該這樣，它應該是硬的，然後內層是軟的，就是你把

它切成薄片之後，只有把它做成三明治呢，它不會像我們一般做三明治，麵包變得很濕軟，

它還是保持它的彈性。 

陳：你不是還有問題要問？ 

周：為什麼你叫瞇眼先生？ 

陳：因為我笑起來眼睛瞇瞇的。 

李：謝謝瞇眼先生今天來接受我們的訪談。 

吳、周、歐陽：謝謝瞇眼先生。 

 

 

 

 

 

 

 

 

 

 

 

 

 

 

 

 

 

 

 



柒、結論與建議 

第一題 請問您們銷售最好的麵包有甚麼呢? 

紀錄: 包餡麵包。 

第二題 
請問網路創業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那您們有

想過要開店面嗎?) 

紀錄: 
客人會不習慣這樣的銷售方式，開店面的話會怕浪費

而且房租成本很貴。 

第三題 
關於麵包的製作有些問題想要請教，請問怎樣判斷麵

團有沒有發酵成功？ 

紀錄: 
看它有沒有膨脹，通常會膨脹到兩倍大，但有些麵包

會讓它膨脹到三倍大 

第四題 自製酵母的保存方式是什麼？ 

紀錄: 

1. 最重要的就是溫度要在他可以的範圍裡面(不超過

60℃)。 

2.第二個就是它要有足夠的食物(單醣)。 

第五題 發酵麵糰的保存方式是什麼？ 

紀錄: 

嚴格說是無法保存，但是可以降低溫度，在 0到 4度

c 的時候酵母發酵的速度剩下十分之一，低於 0 度的

時候，它就會停止發酵。 

第六題 製作老麵的關鍵是什麼？ 

紀錄: 
兩三天要更新一次，投入完全新的麵粉跟水，去作為

酵母的養分讓酵母去生長。 

第七題 如果用烤箱要預熱幾度？麵包要烤多久？ 

紀錄: 
150度到 250度之間最好，而包餡麵包差不多是在 180

度到 220度左右，預熱建議高 20度。 

第八題 發酵麵包口感最好是什麼時候？ 

紀錄: 

出爐之後會進行排汗，排出內部溼氣、酒精、其他的

揮發物質，大的麵包要 6 小時，一般市售小的麵包

45~60分鐘即可。 

第九題 自製酵母與市售酵母粉做出來的麵包有什麼差異？ 

紀錄: 

菌種會比較多樣，所以會有比較多的生成物像是乳

酸、醋酸或者是其他的部分，發酵速度比較慢，所以

麵粉跟水的作用，蛋白質跟水的作用結合作用發展得

比較長，它的保存期限會比較久，提高麵團礦物質吸



建議： 

• 麵包製作的黃金比例為 5:3(粉:水)。 

• 自製酵母麵包 v.s市售酵母麵包：自製酵母麵包菌種會比較多樣， 保存

期限會比較久， 升糖指數較低， 味道會比較豐富。 

• 製作老麵的關鍵： 要兩三天要更新一次，投入完全新的麵粉跟水，去作

為酵母的養分讓酵母去生長。 

 

 

 

 

 

 

 

 

 

 

 

 

 

 

 

 

收，降低升糖指數，然後味道會比較豐富。 

第十題 揉麵團對麵包有什麼影響?為什麼? 

紀錄: 食材混和，麵團發展形成麵筋。 

補充 1 那如果用水果做酵母的話？ 

紀錄: 大部分水果都可以 

補充 2 麵包製作的黃金比例是? 

紀錄: 5:3(粉:水) 



柒、訪談題綱 

麵包達人訪談 

1. 請問您們銷售最好的麵包有甚麼呢? 

答：                                                 

 

2. 請問網路創業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答:                                                   

 

3. 關於麵包的製作有些問題想要請教，請問怎樣判斷麵團有沒有發酵成功？ 

   答：                                                  

 

4. 自製酵母的保存方式是什麼？ 

答：                                                  

 

5. 發酵麵糰的保存方式是什麼？ 

答:                                                   

 

6. 製作老麵的關鍵是什麼？ 

答：                                                  

 

7. 如果用烤箱要預熱幾度？麵包要烤多久？ 

答：1.                       2.                       

 

8. 發酵麵包口感最好是什麼時候？ 

   答：                                                  

 

9. 自製酵母與市售酵母粉做出來的麵包有什麼差異？ 

答：                                                  

 

10. 揉麵團對麵包有什麼影響?為什麼?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