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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藕」遇波霸 

摘要 

波霸奶茶是獲得男女老少青睞的人氣飲料，波霸吃起來 Q 彈又好吃，我們

主要研究一般大眾喜歡波霸的程度及消費行為，且訪談波霸飲品店家，並使用

家鄉在地的蓮藕粉製作波霸給予試吃。經過這次的研究，我們發現： 

1. 大眾喜好波霸的口感，大多購買微糖微冰的波霸鮮奶茶類飲品，消費頻率約

一個月 1～2 次，消費金額約 51~100 元。 

2. 大多數受試者皆能接受使用台南在地食材蓮藕粉製作波霸，且知道蓮藕粉具

備有消腫解毒的保健功效。 

3. 訪談台南多家飲料店發現：消費年齡層 10~40 幾歲為大多數，分店林立的飲

料店如 50 嵐、茶の魔手消費年齡層較廣。以鮮奶茶類搭配波霸的銷售量最

佳。店家為了維持波霸的口感，都會定時更換或建議客人在一定時間內飲用

完畢。 

4. ○○國小的五年級學生及教師對研究者自製的波霸顏色、Q 彈度、外觀皆是

滿意的；認為與市售的波霸有差異；且有超過半數試吃者有意願購買。 

5. 推廣蓮藕粉波霸的可行策略：透過產學合作，生產生波霸真空包裝；台南在

地知名小吃使用蓮藕粉波霸做為配料；以多數消費者喜愛的波霸飲品加入蓮

藕粉波霸作行銷；運用在學校營養午餐；蓮藕產地發展伴手禮、特色小吃。  



2 

 

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街頭各式飲品飲料店如雨後春筍般四處矗立著，手搖飲料成為現代人的生活

小確幸，尤其是波霸奶茶更是風靡全球，在日本也出現各種波霸創意料理。許

多業者為了增加口感和風味，而使用人工添加物，研究者想要了解一般大眾對

波霸的偏好與消費行為，訪談波霸飲品店家，並發揮創意以家鄉特產蓮藕粉製

作波霸，推廣在地農產品，給予大眾健康好吃的波霸。 

二、 研究目的 

(一) 以問卷方式調查，消費者對波霸的偏好及消費行為。 

(二) 了解飲品店家在波霸飲品製作、販售現況。 

(三) 運用家鄉特產-蓮藕粉製作波霸。 

(四) 提出推廣蓮藕粉波霸的可行性。 

貳、 文獻探討 

一、 波霸 

波霸主要成份為澱粉，通常由太白粉、木薯及竹芋澱粉、馬鈴薯澱粉、地瓜

澱粉等成分混合凝結所製成的直徑 5～10 公厘的澱粉球，並添加水、糖或香料，

使其顏色、口感依成分多樣化而各不相同。本研究以蓮藕粉為波霸的主要成分。

使用蓮藕粉當作製作波霸的材料是因為蓮藕粉較健康，且蓮藕為台南在地特產，

於是研究者將其為主要材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1%E7%B2%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7%99%BD%E7%B2%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8%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B9%E8%8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88%B4%E8%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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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煮波霸的方法 

收集網路上製作波霸的食譜，可以將製作的技巧統整為下： 

1. 將黑糖加入水當中煮到滾沸。 

2. 用筷子將黑糖水跟澱粉攪拌在一起成團狀，放涼到不燙手時，將它揉成麵團

（太乾加點冷水，太濕加澱粉調整）。 

3. 將麵團切成等分小塊，搓成直徑約 7 公厘的小圓球。 

4. 水煮滾後將圓球放入，中小火煮約 15 分鐘後，再悶 10 分鐘。 

5. 撈出後用冰水冷卻（約 5 分鐘）即完成。 

三、 創意波霸料理 

許多店家常把波霸應用在料理當中，製作出既富有獨特性，又受人喜愛的料

理。根據網路資料統整波霸創意料理： 

 
甜的料理 鹹的料理 

中式

料理 

波霸豆花 

波霸火鍋、波霸肉羹、波霸拌麵、波霸鹹酥雞、

波霸肉燥飯、波霸海鮮煎、波霸炒飯、波霸蘿蔔

絲餅、波霸麻婆豆腐、波霸蛋包飯、波霸蔥抓餅 

西式

料理 

波霸蛋塔、波霸舒芙

蕾、波霸雪糕 

波霸義大利麵、波霸披薩 

 

四、 製作波霸的主原料 

波霸主要成分為澱粉，在沸水中滾一陣子，會產生糊化反應（gelatiniz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rch_gelati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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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水分的通透性變高、吸水膨脹，變得柔軟，起鍋後，通常會用冰水或冷水冰

鎮，使珍珠表面的澱粉稍微結晶（也就是變硬），塑造出具有彈性嚼勁的口感。

常見的澱粉有： 

名稱 簡介 

樹薯粉 又稱木薯粉，是樹薯根部研磨提煉而成的澱粉。 

玉米粉 用玉米製成的澱粉，加水加熱後，會變成透明的黏稠狀，

所以在料理中常被拿來勾芡。 

地瓜粉 蕃薯澱粉呈細顆粒狀，可使用於勾芡菜餚，但因為它的吸

水率較低而且溶解不易，故用於勾芡則較不普遍。  

日式太白粉 又稱片栗粉，原料為馬鈴薯澱粉，常用來勾芡湯頭，調出

滑順濃稠的口感，或製作日式點心的外皮。 

蓮藕粉 由蓮藕提煉而成，加水融化後可冷卻凝結成凍或取代太白

粉芶芡，口感 Q 軟滑嫩。 

蕨粉 植物「蕨菜」的根提煉而成的澱粉，可用來製作飴糖、糕

餅、粉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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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成三階段：波霸的偏好及消費行為 Google問卷、店家訪談及蓮藕

波霸試吃回饋問卷。 

1. Google問卷分成三部分，分別是基本資料、波霸的偏好及消費行為，以

LINE和 QR-CODE的方式發放在網路上 

2. 本研究共訪談了六家台南飲料店，研究者以錄音錄下訪談過程後，將內

容統整與比較。 

3. 自製蓮藕粉無添加波霸，給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試吃，並填寫試吃回饋

問卷。 

二、 研究流程 

蒐集資料製作Google問卷及訪談問卷發出Google問卷訪談店家統

整Google問卷及訪談問卷結果製作蓮藕粉波霸並發放試吃回饋問卷撰寫研

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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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一、 Google 問卷結果 

本研究共取得 441 份有效問卷，茲將問卷分析結果整理如下：  

(一) 性別 

由表 4-1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性別以女性居多，有 302 人，占 68.5%。 

表 4-1 受測者性別分佈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139 31.5 

女性 302 68.5 

(二) 年齡 

由表 4-2 所知，填寫本問卷的年齡層以 41 歲～50 歲居多，有 161 人，占

36.5%。 

表 4-2 受測者年齡分佈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7~12 歲 27 6.1 

13~15 歲 20 4.5 

16~118 歲 10 2.3 

19~22 歲 25 5.7 

23~30 歲 51 11.6 

31~40 歲 81 18.4 

41~50 歲 161 36.5 

51~60 歲 49 11.1 

60 歲以上 1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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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度 

由表 4-3 所知，填寫本問卷的教育程度以大學居多，有 207 人，佔 46.9%。 

表 4-3 受測者教育程度分佈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國小 27 6.1 

國中 23 5.2 

高中(職) 40 9.1 

大專(學) 207 46.9 

研究所(以上) 144 32.7 

(四) 職業 

由表 4-4 所知，填寫本問卷的職業是以學生居多，有 87 人，佔 19.7%。 

表 4-4 受測者職業分佈 

職業 人數 百分比 

軍警 2 0.5 

公務人員 30 6.8 

教育 80 18.1 

商 63 14.3 

工 44 10.0 

農 1 0.2 

醫療 9 2.0 

服務業 59 13.4 

家管 30 6.8 

學生 87 19.7 

退休 9 2.0 

無 8 1.8 

其他 1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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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消費波霸飲品的頻率 

由表4-5所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消費波霸飲品的頻率以一個月1~2次居多，

共 162 人，佔 36.7%。 

表 4-5 受測者消費波霸飲品頻率之分佈 

消費波霸飲品頻率 人數 百分比 

每天 2 0.5 

一週 4~6 次 7 1.6 

一週 2~3 次 30 6.8 

一週 1 次 52 11.8 

一週不到 1 次 50 11.3 

一個月 1~2 次 162 36.7 

半年 1~2 次 78 17.7 

一年 1~2 次 40 9.1 

不消費 20 4.5 

(六) 平均每次消費金額 

由表 4-6 所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平均每次消費金額以 51～100 元居多，有

278 人，佔 63%。 

表 4-6 受測者平均每次消費金額之分佈 

平均每次消費金額 人數 百分比 

50 元以內 131 29.7 

51~100 元 278 63 

101~150 元 20 4.5 

150 元以上 1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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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購買波霸飲品的原因 

由表 4-7 所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平均購買波霸飲品的原因為喜愛波霸口感

居多，有 260 人，佔 59%。 

表 4-7 受測者購買波霸飲品的原因之分佈 

購買波霸飲品的原因(複選題) 人數 受測者之百分比 

平價 27 3.9 

口渴 55 7.9 

好奇 38 5.4 

健康 6 0.9 

增加飲品口感 238 34 

飽足感 75 10.7 

喜愛波霸口感 260 37.2 

(八) 購買波霸飲品時考量因素 

由表 4-8所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購買波霸飲品時考量因素以波霸口感居多，

有 312 人，佔 70.7%。 

表 4-8 受測者購買波霸飲品時考量因素之分佈 

購買波霸飲品時考量因素 (複選題) 人數 受測者之百分比 

價錢 185 42.0 

甜度 250 56.7 

波霸口感 312 70.7 

天然食材 158 35.8 

影響肥胖 137 31.1 

影響食慾 33 7.5 

無防腐劑 11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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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喝波霸飲品時選擇的糖度 

由表 4-9 所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喝波霸飲品時選擇的糖度以微糖居多，有

218 人，佔 49.4%，可能是因為波霸本身有甜度，且現代人比較注重健康。 

表 4-9 受測者喝波霸飲品時選擇的糖度之分佈 

喝波霸飲品時選擇的糖度 人數 百分比 

無糖 122 27.7 

微糖 218 49.4 

半糖 78 17.7 

少糖 18 4.1 

全糖 5 1.1 

(十) 喝波霸飲品時選擇添加多少冰塊 

由表 4-10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喝波霸飲品時選擇的冰度以微冰居多，

有 171 人，佔 38.8%。 

表 4-10 受測者喝波霸飲品時選擇添加多少冰塊之分佈 

喝波霸飲品時選擇添加多少冰塊 人數 百分比 

溫 20 4.5 

完全去冰 48 10.9 

去冰 133 30.2 

微冰 171 38.8 

少冰 45 10.2 

正常冰 16 3.6 

熱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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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選擇什麼飲品搭配波霸 

由表 4-11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試喝波霸飲品時搭配的飲品為鮮奶茶類

居多，有 336 人，佔 76.2%。 

表 4-11 受測者選擇什麼飲品搭配波霸之分佈 

選擇什麼飲品搭配波霸 (複選題) 人數 受測者之百分比 

純茶類 127 28.8 

鮮奶茶類 336 76.2 

奶茶(奶精)類 79 17.9 

冬瓜茶 59 13.4 

多多 10 2.3 

果汁類 15 3.4 

鮮奶 91 20.6 

冰沙 6 1.4 

醋飲 13 2.9 

(十二) 吃過什麼顏色的波霸 

由表 4-12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吃過黑色的波霸居多，有 434 人，佔

98.4%。 

表 4-12 受測者吃過什麼顏色的波霸之分佈 

吃過什麼顏色的波霸(複選題) 人數 受測者之百分比 

黑色 434 98.4 

白色 333 75.5 

其他色彩 11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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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是否同意「我只喜歡吃波霸，不喜歡加飲品」 

由表 4-13 可知，多數填寫本問卷的人士是不同意「我只喜歡吃波霸，不喜

歡加飲品」這句話的，共有 173 人持不同意的意見，佔 39.2%。 

表 4-13 受測者是否同意「我只喜歡吃波霸，不喜歡加飲品」意見之分佈 

是否同意「我只喜歡吃波霸，不喜歡加飲品」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7 3.9 

同意 41 9.3 

普通 124 28.1 

不同意 173 39.2 

非常不同意 86 19.5 

(十四) 比較喜歡哪一家店的波霸飲品 

以○○國小鄰近的飲料店與台南有名氣的波霸飲品為選擇。由表 4-14 可知，

填寫本問卷的人士比較喜愛的波霸飲品店家為 50 嵐居多，有 241 人，佔 54.6%。 

表 4-14 受測者比較喜歡哪一家店的波霸飲品之分佈 

比較喜歡哪一家店的波霸飲品 (複選題) 人數 受測者之百分比 

50 嵐 241 54.6 

茶の魔手 50 11.3 

迷客夏 186 42.2 

老丘 16 3.6 

丸作 57 12.9 

等咧粉圓 26 5.9 

公館手作 25 5.7 

老虎堂 61 13.8 

甜又鮮 23 5.2 

醋頭家 16 3.6 

珍煮丹 111 25.2 

翰林茶館 108 24.5 

東洲黑糖奶 123 27.9 

哞熹哞熹 17 3.9 

大苑子 63 14.3 

鮮茶道 4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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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受測者比較喜歡哪一家店的波霸飲品之分佈 (續) 

比較喜歡哪一家店的波霸飲品 (複選題) 人數 受測者之百分比 

紅太陽 12 2.7 

義豐 38 8.6 

葒莊 8 1.8 

(十五) 是否知道大多波霸的原料是「樹薯」，也稱「木薯」的澱粉製成 

由表 4-15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知道波霸的原料是「樹薯」，也稱「木薯」

的澱粉製成居多，有 325 人，佔 73.7%。 

表 4-15 受測者是否知道大多波霸的原料是「樹薯」，也稱「木薯」的澱粉製成

之意見分佈 

是否知道大多波霸的原料是「樹薯」， 

也稱「木薯」的澱粉製成 
人數 百分比 

知道 325 73.7 

不知道 116 26.3 

(十六) 是否知道蓮藕粉具備哪些功效 

由表 4-16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知道藕粉具備消腫解毒居多，有 196 人，

佔 45.7%。 

表 4-16 受測者是否知道蓮藕粉具備哪些功效之意見分佈 

是否知道蓮藕粉具備哪些功效 (複選題) 人數 受測者之百分比 

收縮血管的作用 101 23.5 

消腫解毒 196 45.7 

促進腸蠕動 160 37.3 

降低血糖 153 35.7 

抗貧血 56 13.1 

減少煩躁、緩解頭痛 49 11.4 

緩解咳嗽 106 24.7 

提高免疫力 88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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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是否願意嘗試使用台南在地食材蓮藕粉製作波霸 

由表 4-17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非常同意嘗試使用台南在地食材蓮藕粉

製作波霸居多，有 214 人，佔 48.5%。 

表 4-17 受測者是否願意嘗試使用台南在地食材蓮藕粉製作波霸意見之分佈 

是否願意嘗試使用台南在地食材蓮藕粉製作波霸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214 48.5 

同意 180 40.8 

普通 39 8.8 

不同意 6 1.4 

非常不同意 2 0.5 

 

(十八) 是否可以接受將波霸製作為不同於圓形的其他形狀 

由表 4-18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可以接受將波霸製作為不同於圓形的其

他形狀居多，有 285 人，佔 64.6%。 

表 4-18 受測者是否可以接受將波霸製作為不同於圓形的其他形狀意見之分佈 

是否可以接受將波霸製作為不同於圓形的其他形狀 人數 百分比 

接受 285 64.6 

不接受 59 13.4 

沒意見 97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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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是否願意嘗試各種使用波霸所做的創意料理 

由表 4-19 可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較願意將波霸作為波霸豆花居多，有 395

人，佔 89.6%。 

表 4-19 受測者是否願意嘗試各種使用波霸所做的創意料理之意見分佈 

是否願意嘗試各種使用波霸所做的創意料理 (複選題) 
人

數 
百分比 

波霸蛋塔 239 54.2% 

波霸舒芙蕾 267 60.5% 

波霸豆花 395 89.6% 

波霸雪糕 252 57.1% 

波霸火鍋 29 6.6% 

波霸肉羹 12 2.7% 

波霸水餃 13 2.9% 

波霸海鮮煎 8 1.8% 

波霸鹹酥雞 40 9.1% 

波霸肉燥飯 18 4.1% 

波霸拌麵 17 3.9% 

波霸蘿蔔絲餅 37 8.4% 

波霸麻婆豆腐 26 5.9% 

波霸炒飯 20 4.5% 

波霸蛋包飯 33 7.5% 

波霸義大利麵 21 4.8% 

波霸蔥抓餅 51 11.6% 

波霸披薩 128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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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問卷 

本研究將願意受採訪的業者之訪談結果整理如表 4-20： 

 丸作 葒莊 50嵐 東洲黑糖奶 茶の魔
手 

珍煮丹 

廣泛接受
之年齡層 

10~30歲 20~40歲 各年齡層皆
有  

0~40歲 各年齡
層皆有 

20歲前
後 

哪種飲料
搭配波霸
接受度最
高 

紅茶拿鐵、黑糖
珍奶 

奶茶、鮮
奶、觀音拿
鐵 

奶茶 黑糖牛奶 奶茶 鮮奶 

波霸的主
要成分 

採用中央廚
房，所以成分不
透露 

樹薯粉、
水、依照口
味，改變原
料 

主成分是澱
粉，不添加
太多東西 

中央廚房配
送，成分不
清楚 

木薯澱
粉、焦糖 

黑糖，以
及一般
的波霸
材料 

煮波霸的

條件 

熱水煮 20~30

分鐘 

水沸騰後，

將波霸放入
燜煮 

水沸騰後，

將波霸放入
燜煮，撈起
後，浸泡於
糖水中 

水沸騰後，

將波霸放入
燜煮 

水沸騰

後，將波
霸放入
燜煮 

水沸騰

後將波
霸放
入，再煮
17分鐘 

推薦的波
霸飲品及
冰甜程度 

黑糖珍奶、微冰
半糖 

黑彈奶、微
冰、不加
糖。(黑糖本

身已有甜
度) 

波霸奶茶，
一分或兩分
糖 

東洲黑糖
奶，微冰微
糖或半糖 

波霸鮮
奶，少冰
半糖 

黑糖波
霸鮮
奶，微冰

或少冰
半糖， 

波霸口感 Q彈 Q彈 Q彈 Q彈 Q彈 Q彈 

波霸來源 總公司提供 由機器製作 總公司提供 總公司提供 總公司
提供 

不清楚 

波霸於常
溫下保存
是否變硬 

超過 5小時，則
倒掉重煮 

會變硬 會變硬，超
過 4小時倒
掉重煮 

會變硬，可
保存 0.5~1
小時 

超過 4小
時倒掉
重煮 

沒實
測，無法
回答 

使波霸不
變硬的方
法 

加熱水，或加冰
塊。冷飲，波霸
會更 Q；熱飲，
會較軟，Q度較

低 

定期更換波
霸，將黑糖
加熱、攪拌 

定期更換波
霸 

定期更換波
霸 

煮的時
候多攪
拌、並控
制悶的

時間 

泡熱水 

是否做出
各種不同
口味的波
霸 

焦糖口味、原
味、黑糖口味、
荔枝口味、仙人
掌口味 

白玉、黑
糖、桑葚、
咖啡、抹
茶、地瓜、
芋頭、芝
麻、火龍果 

僅提供黑糖
口味 

無 無 黑糖口
味 

由表 4-20 店家訪談意見表我們可以得知以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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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齡層 

從店家訪談結果表格所知，大多購買波霸飲品的消費者年齡 10~40 歲左右，

有部分店家受各各年齡層青睞。 

(二)飲料配波霸種類 

從店家訪談結果表格所知，大多消費者喜愛搭配黑糖、鮮奶、奶茶等飲料。 

(三)波霸的主要成分 

從店家訪談結果表格所知，店家使用的波霸大多中央廚房製作，波霸使用的

主成分多為木薯粉，其他成分多為商業機密，以發展出各個店家的特色波霸。 

(四)煮波霸方法 

與(三)相同，每個店家烹煮波霸時的時間與方法也各不相同，推論因為有關

材料的方面因素等原因。 

(五)最推薦的波霸飲品的冰塊和甜度 

與(三)、(四)相同，各個店家所推薦的波霸飲品也會不同，由於波霸飲品不

同的關係，所以各個店家所推薦的糖、冰塊的比例也會不同。 

(六)波霸的口感 

從店家訪談結果表格所知，所有店家皆認為他們製作的波霸口感為 Q 彈。 

(七)波霸的改進 

從店家訪談結果表格所知，有些店家認為不需再做改變，有些店家則希望波

霸材料成分可以更加自然、波霸口味多樣化等。 

(八)常溫下波霸的保鮮 

從店家訪談結果表格所知，店家的經驗是波霸在常溫下放久都會變硬，除了

控制悶煮時間，泡熱水延緩波霸變硬，為了確保產品品質最重要是定時更換波

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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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同口味的波霸 

從店家訪談結果表格所知，店家以主打手作或是季節變換口味的波霸為行銷，

就會推出各式不同口味的波霸吸引消費者。一般飲料店則是以黑糖波霸為主。 

三、 波霸回饋問卷 

本研究以蓮藕粉來製作波霸，並且進行蓮藕粉波霸的口味實測，共回收 33

份有效問卷，以下是統整資料： 

(一) 性別 

由表 4-21 所知，填寫本問卷人士的性別以女生居多，有 17 人，佔 52%。 

表 4-21 蓮藕粉波霸實測的性別分佈表 

性別 男 女 

人數 16 17 

(二) 年齡 

由表 4-22 所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年齡以 23 歲以下居多，共 21 人，佔 64%。 

表 4-22 蓮藕粉波霸實測的性年齡分佈表 

年齡 23 歲以下 23~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人數 21 1 3 5 2 1 

(三) 與市面上的波霸有無差異 

由表 4-23 所知，填寫本問卷的人士大多都認為與其他店家製作的波霸有差

異，有 29 人，佔 88%。 

表 4-23 蓮藕粉波霸與市面波霸差異的意見分佈表 

與市面上的波霸有無差異 有 沒有 

人數 2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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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有意願購買研究者的波霸 

由表 4-24 所知，大多填寫者有意願購買研究者製作的波霸，有 31 人，佔

94%。 

表 4-24 蓮藕粉波霸實測的購買意願分佈表 

是否有意願購買研究者的波霸 有 沒有 

人數 31 2 

(五)對研究者自製波霸的評論(分數越高，滿意程度越高) 

表 4-25 蓮藕粉波霸實測的評論意見分佈表 

人  程度 

    數 

項目 

 

1 2 3 4 5 平均 

口感 Q 彈 0 2 2 9 20 4.4 

甜度適中 0 3 6 6 18 4.2 

創意度 0 1 4 13 15 4.3 

形狀色澤 1 2 1 14 15 4.2 

香氣誘人 3 0 3 11 16 4.1 

由表 4-25 所知，大多填寫者對研究者製作的波霸：口感 Q 彈的平均滿意程

度是 4.4、甜度適中的平均滿意程度是 4.2、創意度的平均滿意程度是 4.3、形狀

色澤的平均滿意程度是 4.2、香氣誘人的平均滿意程度是 4.1；表示自製蓮藕粉

波霸相當成功，試吃者多數給予高度的評價。 

試吃者認為蓮藕粉波霸口感 Q，但不會像一般市面上的波霸這麼有嚼勁，友

善小朋友和老人家，沒有其他添加物使吃波霸更健康，身體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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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推廣計畫 

研究者所自製的蓮藕粉波霸，受到○○國小教師的青睞。於是研究者決定未

來可以嘗試下列方法來推廣： 

(一) 產學合作 

與台南食品加工科系合作，使用專業食品加工設備，量產自製蓮藕粉波霸。

再將生波霸真空包裝，以解決煮熟波霸在常溫下保存期限較短的問題。 

(二) 結合台南在地知名小吃 

根據 Google 問卷可知，大多數消費者對於波霸豆花的接受度最高，而台南

安平豆花遠近馳名，豆花中常添加波霸當作配料，所以可以利用在地知名小吃

以推廣蓮藕粉波霸。 

(三) 蓮藕粉波霸飲品 

以鮮奶茶類配波霸為銷售的主打商品，設計有關蓮藕粉保健功效的海報與告

示牌，且研發除了黑糖口味的波霸外，添加在地農產水果，研發天然水果的彩

色蓮藕粉波霸，提高消費者的消費意願，在販售飲品的同時，也使人們對於蓮

藕粉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知。 

(四) 營養午餐食材 

行政院提出「食安五環」具體政策，加強宣導各種驗證農產品標章，並鼓勵

學校營養午餐採用在地生產之可追溯食材，因此學校營養午餐甜湯使用的波霸、

粉圓，皆可採用台南在地蓮藕粉當作主要原料，營造台南學校午餐特色，也落

實食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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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蓮藕產地發展伴手禮、特色小吃 

台南發展特色觀光-夏季白河賞蓮，而白河為蓮藕粉主要產地，除了自然生

態認識外，可以結合農產品行銷，發展蓮藕粉波霸的創意料理，讓觀光客立即

嘗到當地特產並對農特產品有更深刻的認識。 

伍、 結論 

一、 波霸的偏好及消費行為: 

(一) 消費頻率 1~2 次且金額在一次 51~100 元之內。 

(二) 消費者購買的動機為喜愛波霸 Q 彈的口感。 

(三) 微糖、微冰搭配波霸鮮奶茶類最受歡迎，50 嵐是最熱門的飲料店。 

(四) 波霸創意料理當中，以波霸豆花的接受度最高。 

二、 店家在波霸飲品的製作及販售現況: 

(一) 各店家都認為自身波霸口感為 Q 彈，並且飲品搭配奶茶類接受度最高，

對應了 Google 問卷中，消費者喝波霸飲品時，偏好搭配的飲品為鮮奶

茶類居多。 

(二) 各店家為了保持波霸的 Q 彈及新鮮度，不放置超過 4 小時，若超過 4 小

時，則倒掉重煮。 

(三) 原料部分，因有些店家是中央廚房配送，基於商業機密店家不願詳細透

漏，但大多店家告知為木薯粉、水、及增加甜度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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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製蓮藕粉波霸與試吃回饋問卷: 

(一) 研究者將家鄉特產-蓮藕粉用來作為波霸的原料，發現也能做出 Q 彈口

感且有香氣的波霸。 

(二) 試吃者認為蓮藕粉比一般市面波霸健康，也較友善牙口不佳的人，獲得

好評。 

四、 省思與展望: 

(一) 家鄉特產蓮藕粉與波霸結合產學合作，專業生產線的開發，增加推廣的

便利性。 

(二) 除了黑糖口味的蓮藕粉外，添加在地農產水果，研發天然水果的彩色蓮

藕粉波霸吸引消費者。 

(三) 根據前述研究多數波霸飲品消費金額在 51~100 左右，蓮藕粉雖價格稍

高，但透過成本的管理仍可以符合消費者習慣，販售合理價格。 

(四) 現代人注重養生，蓮藕粉波霸即可符合 喜愛口感需求—Q 彈，主要原

料為天然食材，無人工香料與添加物，希望有招一日能推廣大眾，可以

代表農產特色，又助於地方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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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E9%BB%91%E7%B3%96%E7%B2%89%E5%9C%93 

風傳媒 (2019 年 6 月 28 日)。日本人瘋珍奶無極限！珍奶炊飯、珍珠麻婆、珍

珠蛋包飯…超狂料理讓台灣人都嚇傻【新聞群組】。取自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431178 

Japaholic(2019 年 12 月 2 日)。2019 年日本人腦洞大開創意珍珠料理大複習【部

落格文字資料】。取自 https://www.japaholic.com/tw/article/744289/ 

顏爾嫻(2019 年 8 月 31 日)。珍珠控就賭你不敢吃！挑戰最獵奇「3 間鹹珍珠料

理」，浮誇系珍奶鍋、珍奶沾麵顛覆珍珠控的味蕾【線上論壇】。取自

https://www.walkerland.com.tw/subject/view/234845 

風傳媒 (2015年 10月 31日)。不只用喝的！4種珍珠奶茶創意料理，做成 Pizza、

蛋糕也好吃【新聞群組】。取自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72653 

聯合新聞網(2020 年 4 月 18 日)。珍奶控天堂！全台「7 間珍珠奶茶創意甜點」 特

搜從布丁、鬆餅到雪花冰都讓人驚豔【新聞群組】。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20665/4481139                                                       

顏爾嫻 (2019 年 7 月 4 日)。珍奶要被日本人玩壞了！ 12 款「黑暗創意料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89%E5%9C%93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431178
https://www.japaholic.com/tw/article/744289/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72653
https://udn.com/news/story/120665/448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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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奶煮飯居然還不是最狂【線上論壇】。取自 

https://www.foodytw.com/article/71872 

常春藤(2020 年 8 月 7 日)。粉圓、珍珠、波霸傻傻分不清【線上論壇】。粉的教

室-讓你一次成為粉達人。取自 

https://wanmedia.pixnet.net/blog/post/177751458 

蓮藕粉泡法-蓮藕粉功效-蓮藕粉。取自

https://oms812812.pixnet.net/blog/post/42314850 

地瓜粉、太白粉、玉米粉、洋菜粉、果凍粉、蒟蒻粉有什麼不同?。取自   

https://blog.xuite.net/lohas3638/twblog/137371110 

 

  

https://wanmedia.pixnet.net/blog/post/177751458-%e7%b2%89%e7%9a%84%e6%95%99%e5%ae%a4-%e8%ae%93%e4%bd%a0%e4%b8%80%e6%ac%a1%e6%88%90%e7%82%ba%e7%b2%89%e9%81%94%e4%ba%ba
https://wanmedia.pixnet.net/blog/post/177751458-%e7%b2%89%e7%9a%84%e6%95%99%e5%ae%a4-%e8%ae%93%e4%bd%a0%e4%b8%80%e6%ac%a1%e6%88%90%e7%82%ba%e7%b2%89%e9%81%94%e4%ba%ba
https://wanmedia.pixnet.net/blog/post/177751458
https://oms812812.pixnet.net/blog/post/42314850
https://blog.xuite.net/lohas3638/twblog/1373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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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如無附件本項可自行刪除) 

Google 問卷內容 

題號 題目 選項 

01 性別 
男性 

女性 

02 年齡 

7~12 歲 

13~15 歲 

16~118 歲 

19~22 歲 

23~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03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04 職業 

軍警 

公務人員 

教育 

商 

工 

農 

醫療 

服務業 

家管 

學生 

退休 

無 

其他 

05 消費波霸飲品的頻率 

每天 

一週 4~6 次 

一週 2~3 次 

一週 1 次 

一週不到 1 次 

半年 1~2 次 

一年 1~2 次 

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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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平均每次消費金額 

50 元以內 

51~100 元 

101~150 元 

150 元以上 

07 購買波霸飲品的原因(複選題) 

平價 

口渴 

好奇 

健康 

增加飲品口感 

飽足感 

喜愛波霸口感 

08 購買波霸飲品時考量因素 (複選題) 

價錢 

甜度 

波霸口感 

天然食材 

影響肥胖 

影響食慾 

無防腐劑 

09 喝波霸飲品時選擇的糖度 

無糖 

微糖 

半糖 

少糖 

全糖 

10 喝波霸飲品時選擇添加多少冰塊 

溫 

完全去冰 

去冰 

微冰 

少冰 

正常冰 

熱 

11 選擇什麼飲品搭配波霸 (複選題) 

純茶類 

鮮奶茶類 

奶茶(奶精)類 

冬瓜茶 

多多 

果汁類 

鮮奶 

冰沙 

醋飲 

12 吃過什麼顏色的波霸(複選題) 

黑色 

白色 

其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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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是否同意「我只喜歡吃波霸，不喜歡加飲

品」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4 比較喜歡哪一家店的波霸飲品 (複選題) 

50 嵐 

茶 魔手 

迷客夏 

老丘 

丸作 

等咧粉圓 

公館手作 

老虎堂 

甜又鮮 

醋頭家 

珍煮丹 

翰林茶館 

東洲黑糖奶 

哞熹哞熹 

大苑子 

鮮茶道 

紅太陽 

義豐 

葒莊 

15 
是否知道大多波霸的原料是「樹薯」， 

也稱「木薯」的澱粉製成 

知道 

不知道 

16 是否知道蓮藕粉具備哪些功效 (複選題) 

收縮血管的作用 

消腫解毒 

促進腸蠕動 

降低血糖 

抗貧血 

減少煩躁、緩解頭痛 

緩解咳嗽 

提高免疫力 

17 
是否願意嘗試使用台南在地食材蓮藕粉

製作波霸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8 
是否可以接受將波霸製作為不同於圓形

的其他形狀 

接受 

不接受 

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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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是否願意嘗試各種使用波霸所做的創意

料理 (複選題) 

波霸蛋塔 

波霸舒芙蕾 

波霸豆花 

波霸雪糕 

波霸火鍋 

波霸肉羹 

波霸水餃 

波霸海鮮煎 

波霸鹹酥雞 

波霸肉燥飯 

波霸拌麵 

波霸蘿蔔絲餅 

波霸麻婆豆腐 

波霸炒飯 

波霸蛋包飯 

波霸義大利麵 

波霸蔥抓餅 

波霸披薩 

訪談題目 

編號 題目 

01 大多數的人通常都是哪個年齡層? 

02 大多數的客人都是用哪一種飲料配波霸? 

03 你們波霸的主要成分是什麼? 

04 你們是怎麼煮波霸的? 

05 你們最推薦波霸飲品是什麼?多少冰?多少糖? 

06 你們波霸的口感是如何? 

07 你們是購買哪一家的波霸? 

08 你們希望店內的波霸還可以做什麼改進? 

09 你們的波霸會不會常常變硬? 

10 你們有什麼讓波霸不變硬的方法? 

11 你們可以做出什麼不同口味的波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