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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搶救芥菜園—阿媽的芥菜開花了 
摘要： 

阿媽的芥菜園面臨了滯銷危機，所以我研究芥菜加工成品的營養價值及美味作法，以便

推廣芥菜。結果發現芥菜的營養價值高，加工成品多元美味，尤其是做成衝（ㄔㄨㄥˋ）菜

可以保留最多的芥子油。原味衝菜問卷調查研發出美味的衝菜作法是利用微波方式，能成功

的將芥菜花中苦味成分黑芥子硫苷酸鉀酶解成嗆辣成分的異硫氰酸烯丙酯。調味衝菜問卷是

以微波衝菜加配料設計出葷、素兩種，皆大受歡迎，尤其是素的「豆乾衝菜」，具備美觀、嗆

辣、不苦澀以及少油、少鹽的條件，而受到肯定。由衝菜蒸餾實驗中發現「微波衝菜」的芥

子油含量最多，而芥子油極易揮發不易保存。所以最佳的攝取方式為直接食用微波衝菜，以

達到殺菌、抗癌、助消化等芥子油的功效。 

壹、 研究動機 
過年期間阿媽山上的芥菜園大豐收，因正逢年節休市造成芥菜滯銷「菜賤傷農」，讓阿

媽傷心不已。媽媽就苦勸阿媽安心過年，讓來不及採收的芥菜開花，也可以做成「衝菜」來

吃。衝菜含有芥子油(劉正康等，2010)，嗆辣殺菌又防癌(鄭雅芳，2010 )。 

芥菜含有豐富β-胡蘿蔔素、維他命 A、黃體素、黑芥子硫苷酸鉀、多酚、葉綠素..等，

均有抗氧化作用，能修復因氧化而受傷的細胞。對癌細胞能活化復原成正常細胞，亦可抑制

致癌物質進入遺傳因子，是有益健康的蔬菜。芥菜加工食品中除了衝菜以外的含鹽量皆偏高，

多吃會影響心血管功能，故應推廣衝菜較為健康（李信宜， 2008）。 

但阿媽還是很擔心喜歡吃的人不多，銷售量有限。所以我決定利用自然課本所學到的第

一冊第二章：生物體的構造、第三章：酵素的作用、第二冊第一章植物的有性生殖。第三冊

第二章混合物的分離-蒸餾…等來探討芥菜加工成品的營養價值及研究美味的作法，以便推廣

衝菜來搶救家中的芥菜園。同時亦設計實驗蒸餾芥子油並探討分析衝菜的芥子油含量及其功

效。並調查民眾對衝菜製作方法及其加工製品的喜好情形，以做為推廣的參考。 

山上的有機芥菜園需要以人工除蟲 

 

芥菜園開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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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 認識芥菜、探討芥菜的加工保存法及營養成分，以解決產量過剩的問題。 

二、 認識芥子油及其功效。 

三、 研究芥菜花製成衝菜的最佳方法及其原理。 

四、 調查民眾對衝菜製作方法及其加工製品的喜好情形，以做為推廣的參考。 

五、 設計蒸餾實驗探討並分析衝菜的芥子油含量及其市場商品價值。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製作美味衝菜：瓦斯爐、炒菜鍋、芥菜花、鍋鏟、磅秤、盆子、濾網、微波爐、計

時器、鹽。  

二、萃取芥子油：燒瓶、矽膠塞、冷凝管、抽水馬達、冰塊、鐵架、電磁爐、廣口瓶、

溫度計、電子天平、量筒、樣品瓶、漏斗、果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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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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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適合做衝菜的芥菜部位： 

我們先試吃芥菜的根、莖、葉及花各部位，結果發現「芥菜花」由苦轉辣的效果最好。而

文獻探討結果也一樣，所以決定以芥菜花為衝菜的原料。 

二、尋找製作衝菜的方法： 
參考書籍（李德全，2009；吳恩文，2008）及網路資源，找到快炒衝菜的作法。利用專家

訪談法學會汆燙衝菜、醃漬衝菜及微波衝菜。這四種作法皆無科學化的定量標準，而是約

略說明「炒一下」或「燙一下」等，易造成實驗誤差。故本小組利用嘗試錯誤法，經過十

次的試做試吃改良後，終於找出四種衝菜定時定量的標準作法。 

 
利用山上材火汆燙衝菜 

 

紫竹禪寺的爐主教導微波衝菜 

 

林太太教導醃漬衝菜 

 

林先生教導快炒衝菜 

 
 
三、製做衝菜： 

1. 每一次皆秤取半台斤的芥菜花（一盤菜的份量）。 
2. 洗淨陰乾水分（避免稀釋了芥子酶濃度及避免酸腐）。 
3. 將芥菜花切成小丁（切碎可增加反應速率）。 
4. 破壞細胞壁（利用汆燙、微波、醃漬及快炒等四種作法）。 
5. 放入玻璃盒內壓緊（減少細菌量）、密封（防芥子油揮發）、倒放（防止揮發的芥

子油溶於塑膠盒蓋上）。 
6. 進行四小時的酶解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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汆燙衝菜： 
丟入 800ml 的沸騰熱水中汆燙 30 秒 

 

微波衝菜： 
以 1200W 的強微波加熱 80 秒 

 

醃漬衝菜： 
放入 10g 的鹽混和均勻，用力搓揉直到

有水流出 

 

快炒衝菜： 
大火加熱乾鍋 3 分鐘，滴水測試成滾珠

狀，置入芥菜花高溫快炒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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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味衝菜問卷調查： 
在四種原味衝菜作法中調查出最美味的作法及原因。 
（一）失敗的前測：將衝菜分裝成試吃包，在分裝前很嗆辣的衝菜，交給同學試吃

時皆不辣了，原來芥子油溶於塑膠袋中。所以改良為現場開封玻璃盒，請同

學用自己的餐具試吃，減少芥子油逸散的機會。 
（二）以 A、B、C、D 為衝菜作法的代號：為避免受試者對某種衝菜作法有成見，

而影嚮其判斷。 
（三）原味衝菜：在試吃時皆不加配料與調味料，以降低誤差值。 
（四）問卷選項：（見附錄一） 

1. 外觀色澤（好看  、普通、難看）。 
2. 嗆辣程度（很嗆辣、普通、不嗆辣）。 
3. 苦澀程度（很苦  、普通、不苦）。 
4. 美味程度（好吃  、普通、難吃）。 
5. 對衝菜的建議（開放式問答）。 

（五）統計方式：採用三點量表，有效樣本數 95。 
1.「難看、不嗆辣、不苦、難吃」：1 分 
2.「普通」：2 分 
3.「好看、很嗆辣、很苦、好吃」：3 分。 

每道菜試吃前，請受試者先漱口。 

 

每道菜皆要咀嚼 10 次以上，以破壞細胞

壁（鄭雅方，2008） 

 

讓受試者比較衝菜的外觀色澤 

 

請受試者寫出對衝菜的建議：開放式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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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味衝菜問卷調查： 
針對原味衝菜問卷統計結果再加以改良 

（一）原味衝菜問卷結果是利用「微波」的作法最美味，故以微波衝菜為主原料，

再根據受試者的建議添加配料與調味料來研發更好吃的食譜。 

（二）為了讓所有人皆喜歡吃微波衝菜，我們設計出「葷」、「素」兩種口味的食譜，

進行調味衝菜問卷調查（見附錄二）。 

 
豆乾衝菜（素）： 
豆乾 4 兩，洗淨切小丁。加入醬油 2 大

匙、冰糖半小匙、鹽半小匙、水 500 毫

升後，小火煮 10 分鐘入味。再加入紅

蘿蔔丁、衝菜、香油後拌勻裝盤。 

 

肉燥衝菜（葷）： 
鍋燒熱以少量油將蒜末爆香，入豬絞肉

半斤炒至變白。加醬油 4 大匙、冰糖 1
小匙、鹽半小匙、水 600 毫升，以小火

煮 30 分鐘入味。加入紅蘿蔔丁、衝菜

後拌勻裝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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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蒸餾衝菜： 
將四種原味衝菜萃取出芥子油並比較其含量。 
根據六次失敗的實驗經驗，發現芥子油極易揮發不易萃取，所以在冷凝過程中，將

冷卻水的溫度設定在 0℃，並改用蛇型冷凝管，加強冷凝效果，產物也以低溫保存。 
第一次： 
參考自然課本的圖片組裝，用自來水做

冷卻水，冷凝管為直式的。結果芥子油

全部跑到空氣中了，害我們浪費一整晚

的時間。 

 

第二次： 
參考很多資料又向別的學校借蛇型冷

凝管，冷卻水改為 0℃的冰塊水以馬達

來強迫循環，結果精油還是跑到空氣中

了。 

 

第三次： 
用紗布將衝菜泥過濾出衝菜汁，再來蒸

餾。產品以分液漏斗分離，因沒有低溫

保存，芥子油又揮發了。而且丟棄的衝

菜渣內也有許多芥子油。 

 

第四次： 
組接兩支冷凝管串在一起，以增加冷凝

時間，結果精油卡在冷凝管裡面出不

來。 

 
 

1 支 
2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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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 
將蒸餾管改為直式放置，效果較好，但

有很多精油溶於橡皮管的連接處了。 

 

第六次：向台東農改場借大燒瓶、ㄇ型

玻璃管，王老師也借我電磁爐，蒸餾效

果更好但瓶底燒焦了 

 

第七次：（最成功）：水蒸氣蒸餾法 
1.秤取 800 公克的衝菜並加入 400 毫升

的蒸餾水，置入果汁機裡打成泥狀。

再放入 50℃的保溫電鍋內酶解 15 分

鐘（翁順祥，1989）。 
2.第一個燒瓶製造水蒸氣，通入第二個

燒瓶（衝菜泥）底部加熱，蒸餾時間

100 分鐘，收集精油及純露。  
 

 
 

氣液平衡管 
 

製造水蒸氣 
 

輸送水蒸氣 
 

冰塊冷卻水 
 

蛇型冷凝管 
 

冷浴法收集精油 
 

蒸餾衝菜 
 

50℃恆溫槽 
 

酶解 15min 
 



搶救芥菜園—阿媽的芥菜開花了 

 
12 

伍、研究結果： 

一、 認識芥菜、探討芥菜的加工保存法及其營養成分 

芥菜別名 ： 刈菜、大菜、孤腰菜、大芥菜。 
植物分類 ： 十字花科，1、2 年生草本， 
學 名 ： Brassica  juncea， 
原 產 地 ： 亞洲。 
外 型 ： 芥菜株高 20～70 公分，葉匙形或倒卵形，抽苔開花成黃色，

種子赤褐色。（薛聰賢，2000）。 
生產情況 ： 供給台東縣內食用或加工醃漬。台東縣的芥菜產量雖然在各

縣市排名第 14，但在「每公頃的產量」上排名第 7。可見台

東的種植技術及地理環境很適合芥菜種植，若能增加芥菜的

產值可提高農民收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2009） 
 
探討芥菜的加工保存方法及其營養成分（全秀華，2006；李信宜，2008） 
 
＊前置作業：芥菜 1 台斤（600g）先洗淨陰乾水分後再進行加工製作： 
 

表一：芥菜加工製作方式一覽表 

種 類 
熱量

（卡/公克） 製 作 方 式 

雪 裡 紅 
20 小芥菜＋水 100g＋鹽 50g 浸泡至軟，取出小芥菜搓

揉均勻至軟。 

酸 菜 
58 芥菜心日曬至軟，加 86g 鹽揉搓出水，用重物壓 10

日使汁液呈黃色，再醃製半個月。 

福(覆)菜 
214 芥菜日曬至軟，加 24g 鹽揉搓出水，用重物壓 10 日

使汁液呈黃色。重新日曬 5 日後，再加 24g 鹽拌勻，

塞入玻璃容器內壓緊密封即可。 

榨 菜 
28 榨菜＋鹽 51g＋辣椒粉 5g 醃 2 小時後，取出揉搓至

出水，放回容器中以重物壓 1 個月即可。 

梅 乾 菜 

62 大葉芥菜或小芥菜曬軟加 10g 鹽醃半小時後，取出

揉搓至出水，用重物壓 7 日使汁液呈黃色。重新日

曬 5 日後再加 23g 鹽拌勻捲成長條，塞入玻璃容器

內壓緊密封即可。 

衝 菜 
40 芥菜花切碎置微波爐中，以 1200W 加熱 80 秒後密

封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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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芥子油（mustard oil）及其功效 

（一）成分來源：源於十字花科植物，如：山葵、芥菜、白蘿蔔….等，主成分為異

硫氰酸烯丙酯（AITC）。（百度百科網） 

（二）特色：具有強烈揮發性與嗆辣味，是油狀液體。 

（三）功效： 
1. 破壞癌細胞，外用藥可消炎止痛（鄭雅方，2008；維基媒體基金會網站）。 
2. 促進食慾，增加維生素 B1 的合成，抑制大腸桿菌的生長（趙生健康網，

2009）。 
3. 維生素 C 的安定劑，能殺死魚類的寄生蟲（翁順祥，1990；鍾文全，2003）。 
4. 製作「羅倫佐的油」（橄欖油和芥子油以四比一的比例調製），用於腎上腺

腦白質失養症 ALD 的預防性治療，能預防神經功能惡化（台中榮總網站；

行政院衛生署網站；維基媒體基金會網站）。 
5. 促進脂肪類物質在人體內的新陳代謝,防止脂肪在皮下堆積（搜搜百科網）。 

三、研究芥菜花製作成衝菜的方式及其原理： 

衝菜會嗆辣的原因是芥菜花中苦味成分黑芥子硫苷酸鉀會被芥子酶催化成嗆辣

成分的異硫氰酸烯丙酯（AITC）（鄭雅方，2008；維基媒體基金會網站；鍾文全，

2003），所以必須破壞芥菜花的細胞壁但又不能破壞芥子 酶的活性，方能酶解成功製

作成嗆辣的衝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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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民眾對衝菜製作方法及其加工製品的喜好情形 

（一）原味衝菜的調查結果：將各選項的分數相加後算出平均，即為該選項之平均數，

總分 3 分，有效樣本數 95。 

表二：民眾對原味衝菜製作方法的調查統計表 
平均數 外觀色澤 嗆辣程度 苦澀程度 美味程度 

汆燙 A 2.495 1.211 2.263 2.042 

微波 B 2.116 2.295 1.284 2.484 

醃製 C 1.695 2.158 1.568 1.895 

快炒 D 2.074 2.537 1.474 2.189 

0

0.5

1

1.5

2

2.5

3

外觀色澤 嗆辣程度 苦澀程度 美味程度

平
均

數

A（汆燙）

B（微波）

C（醃製）

D（快炒）

 
圖四：民眾對原味衝菜製作方法的調查統計圖 

1.外觀色澤：A（汆燙）＞B（微波）＞D（快炒）＞C（醃製） 

A（汆燙）：顏色較翠綠，因為葉綠素溶於沸水中，所以綠色較淡。 
B（微波）：較接近芥菜花本色，因為微波時葉綠體未受到嚴重的破壞。 
D（快炒）：高溫破壞了葉綠素，而呈現黃綠色。 
C（醃製）：鹽水的滲透壓會迫使細胞內的水分流失，使綠色濃縮成暗綠色，所以外

觀得分最低 

2. 嗆辣程度：D（快炒）＞B（微波）＞C（醃製）＞A（汆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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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苦澀程度：A（汆燙）＞C（醃製）＞D（快炒）＞B（微波） 

A（汆燙）：最苦也最不辣，因在水煮過程中，酵素大部分溶於水中，使得苦味沒

有酵素協助轉換為嗆辣的味道。 

C（醃製）：較苦而微辣，醃製是利用揉搓的力量來破壞細胞壁，效果比加熱的方

式差，因為加熱可以使細胞瞬間膨脹破裂而釋放出苦味（異硫氰酸

鈉）。 

D（快炒）、B（微波）：不苦的微波衝菜 B 應該是最嗆辣的（因為苦已轉變為辣），

但統計結果卻是快炒衝菜 D 最嗆辣。經受試者訪談後，發現快炒衝菜

D 的黃綠色外觀易讓受試者聯想到芥末而感覺很嗆辣。 

4. 美味程度：B（微波）＞D（快炒）＞A（汆燙）＞C（醃製） 

為了分析受試者喜歡微波衝菜的原因，故將選擇 B（微波）最好吃或普通

的受試者（57 位）抽離出來做統計分析。其中有 89.5％受試者認為 B 較為

美觀，有 93.0％認為 B 較嗆辣，而只有 21.1％的受試者會認為 B 苦澀，如

下圖。所以好吃的衝菜 B 應該具備好看、嗆辣且不苦澀的條件。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外觀色澤 嗆辣程度 苦澀程度

喜歡微波衝菜母群數的百分比

百分比

 
圖五：微波衝菜的美味原因統計圖 

 

5.經由問卷分析，發覺男女生口味差異性不大。 

6.受試者對衝菜的建議：  
增加的配料：醬油、鹽、香油、蒜頭、醋、辣椒、美乃滋、肉、豆乾。 
搭配的主食：飯、生魚片、麵、水餃、酒、土司、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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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味衝菜的調查結果：將各選項的分數相加後算出平均，即為該選項之平均數，總

分 3 分，有效樣本數 105。 

表三：民眾對調味衝菜製作方法的調查統計表 

平均數 外觀色澤 嗆辣程度 苦澀程度 美味程度 是否進步 

豆乾衝菜 2.533 1.981 1.324 2.667 2.495 

肉燥衝菜 2.343 2.181 1.210 2.138 2.390 

 

0

0.5

1

1.5

2

2.5

3

外觀色澤 嗆辣程度 苦澀程度 美味程度 是否進步

平
均
數 豆乾衝菜

肉燥衝菜

 

圖五：民眾對調味衝菜製作方法的調查統計圖 
 

1. 喜歡吃調味衝菜的受試者大幅增加，只有 2％的受試者認為難吃。尤其是母群數多

了 10 位同學，是在原味衝菜問卷時，堅持不肯試吃的同學，也被吸引試吃且加以肯

定。足以證實此次食譜已臻完備，也證明衝菜的接受度頗高，達到本研究的目的。 

2. 本次問卷顯示豆乾及肉燥衝菜都很好吃，再分析其美味的原因為好看、嗆辣且不苦

澀，與原味衝菜問卷的結果相同。 

3. 進步程度：有 98％的受試者認為調味衝菜比原味衝菜好吃且進步很多，可見得好的

料理方式可以提升食材的接受度，讓大家更愛吃。 

4. 美味原因：在問卷的建議與批評中，受試者提到肉燥衝菜較鹹且油膩，所以分數比

豆乾衝菜少，由此可知食譜的推廣應符合現代人的生機飲食觀念，以清淡養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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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實驗，蒸餾芥子油 
表四：原味衝菜的蒸餾結果統計表 

四種衝菜 精油（ml） 純露（ml） 

汆燙 A 0.20 51.0 

微波 B 2.60 36.0 

醃漬 C 1.90 42.0 

快炒 D 2.50 40.0 

 

0

0.5

1

1.5

2

2.5

3

汆燙A 微波B 醃漬C 快炒D

衝菜作法

精油含量

精油（ml）

 
圖六：原味衝菜的蒸餾結果統計表 

 
（一）結果分析：精油量  B（微波）＞D（快炒）＞C（醃製）＞A（汆燙），與問卷調

查結果相符。B（微波）最嗆辣而 A（汆燙）最不辣，所以芥子油最少，

證實人體試驗與科學分析是可以互相對應參考的。 

（三）成本分析：因為技術困難，國內並無生產及販售芥子油。本次實驗 78 元的芥菜花

最多只能蒸餾出 2.6ml 的芥子油，而國外一瓶羅倫佐的油要 4500 元（台

中榮總網站），可見其珍貴且不易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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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原以為做衝菜很容易，但卻失敗至少十次以上。得到的經驗不是文獻探討及專家訪

談所能提供的，所以非常的珍貴。也就是芥菜要充分洗淨陰乾，若有水分會使酵素濃度

變淡，降低發酵的效果，且衝菜易腐敗。而且加熱時間要短，時間太長會破壞芥子酶的

活性而無法進行酶解反應。 

不能用塑膠袋包裝衝菜，剛開始裝成 100 份試吃包共 25 台斤，花了一天半的時間製

作。但芥子油是酯類，易溶於塑膠中而變質所以宣告失敗。故改良成利用玻璃盒密封倒

放，避免芥子油溶於塑膠蓋子上。 

衝菜咀嚼時間要夠，所以要求受試者咀嚼 10 次，幫助破壞細胞壁，釋放出苦味來參

加反應。而破壞細胞壁的方法，汆燙、微波及快炒都是利用瞬間高溫來脹破細胞壁，但

醃漬衝菜則是利用水的滲透壓及揉捻的外力來破壞細胞壁，所以做衝菜不一定要加熱。 

蒸餾實驗也是吃足了苦頭，前後失敗了六次。為了改良實驗還向鄰近的國中借器材，

最後連台東農改場也都慷慨出借，這些後山的人情味支持我們克服經濟及技術上的困

難。從失敗中獲取的經驗也是自己的創見，瞭解到芥子油極易揮發不易保存。芥子油的

蒸氣易從器材連接處逸散，還會溶於橡皮管中。所以冷卻水的溫度要很低，溫度要緩慢

上升（在 60℃便有蒸氣出現了）。要用棕色玻璃瓶低溫保存芥子油，避免光害與揮發，

所以困難度很高。 

這麼多次的失敗，讓我們更加團結，也促使大家研究更多的資料來解決問題，學習

在失敗中獲取經驗。也感謝許多素昧平生的貴人相助，提供市面上買不到的芥菜花、指

導及出借實驗器材。讓我們感受到人性的光明面，大家為了探求科學而不計較、不藏私，

也讓我們學到許多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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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 芥菜值得推廣：研究顯示芥菜的營養價值高，其加工成品多元美味，尤其是做成衝菜

來攝取芥子油，對人體有更大的幫助。 

二、 提升芥菜花的經濟價值：農民若來不及採收芥菜而使其開花了，因為賣不出去將造成

血本無歸的困境。所以必須推展衝菜以增加芥菜花的食用量，以解決芥菜產量過剩的

問題。 

三、 好吃的衝菜食譜：本研究經由兩次問卷調查，105 位受試者試吃後。統計出最好吃的

食譜為利用微波方式做出來的「豆乾衝菜」，具備好看、嗆辣且不苦澀的條件。。 

四、 芥子油的價值：芥子油的揮發性強，不易製作成食用油來販售。故應鼓勵大家多食用

「衝菜」來攝取芥子油，以達到殺菌、開胃、助消化及幫助維生素 B1 合成等功效。 

五、 後續深入研究的計畫： 

（一） 「微波衝菜」雖然最美味，但微波烹調方式較不易推廣（有一些人會害怕微波

食物）。未來應改進「快炒衝菜」（美味第二）色澤黃褐的缺點，使其美味加分

更易推廣。 

（二） 深入研究芥菜花中苦味成分黑芥子硫苷酸鉀會被芥子酶催化成嗆辣成分的異硫

氰酸烯丙酯（AITC）的化學機制及原理。 

（三） 改進蒸餾實驗的設備及技巧，增加芥子油的產量。 

（四） 研究芥子油最佳的保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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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原味衝菜問卷調查 

超級比一比~衝菜食譜大追擊 
「衝菜」是利用芥菜花製作的一道菜，本研究為了推廣衝菜，提高民眾品嚐的意

願，以攝取其中特殊的營養成分，並增加芥菜種植的附加價值（芥菜花是芥菜收成後，

再發芽開花的二次產品）。故利用四種不同的食譜來製作衝菜，希望能找出最好的製作

方法。您的意見對本研究非常的重要，很感謝您的協助。 
 

性別：□男  □女             

 衝菜 A 衝菜 B 衝菜 C 衝菜 D 選出冠軍 

1.外觀色澤 
□好看 
□普通 
□難看 

□好看 
□普通 
□難看 

□好看 
□普通 
□難看 

□好看 
□普通 
□難看 

 

2.嗆辣程度 
□很嗆辣 
□普通 
□不辣 

□很嗆辣 
□普通 
□不辣 

□很嗆辣 
□普通 
□不辣 

□很嗆辣 
□普通 
□不辣 

 

3.苦澀程度 
□很苦 
□普通 
□不苦 

□很苦 
□普通 
□不苦 

□很苦 
□普通 
□不苦 

□很苦 
□普通 
□不苦 

 

4.美味程度 
□好吃 
□普通 
□難吃 

□好吃 
□普通 
□難吃 

□好吃 
□普通 
□難吃 

□好吃 
□普通 
□難吃 

 

＊ 對於『衝菜』請提出您的建議或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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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調味衝菜問卷調查 

好吃的衝菜食譜 
根據原味衝菜的問卷調查結果，我們統計出大家認為最好吃的「衝菜」作法。

並根據問卷上的建議來加以改良實驗。經過多次的試做與試吃後，我們找到最好吃

的食譜來請您評分。 
因為「衝菜」是出家人最重要的辛辣食品來源（他們不能吃蔥、蒜、辣椒等辛

辣物），所以我們不止研發葷的「肉燥衝菜」，還為了出家人研發素的「豆乾衝菜」，

希望能找到更好的推廣方法。您的意見對本研究非常的重要，很感謝您的協助。 
一、「豆乾衝菜」： 

1. 芥菜花半斤，洗淨陰乾後切小丁，入微波爐以 1200W 的功率加熱 1 分 30
秒後，靜置 4 小時，完成「衝菜」。 

2. 豆乾 4 兩，洗淨切小丁。加入醬油 2 大匙、冰糖半小匙、鹽少許、水 500
毫升後，小火煮 10 分鐘入味。 

3. 再加入紅蘿蔔丁、衝菜、香油後拌炒均勻裝盤。 
二、「肉燥衝菜」： 

1. 芥菜花半斤，洗淨陰乾後切小丁，入微波爐以 1200W 的功率加熱 1 分 30
秒後，靜置 4 小時，完成「衝菜」。 

2. 取鍋燒熱後倒入少量油，加入蒜末爆香，再加入豬絞肉半斤炒至顏色變

白。加入醬油 4 大匙、冰糖 1 小匙、鹽少許、水 1200 毫升後，小火煮 30
分鐘入味。 

3. 再加入紅蘿蔔丁、衝菜後拌炒均勻裝盤。             

 1.外觀色澤 2.嗆辣程度 3.苦澀程度 4.美味程度 5.是否進步 

豆乾衝菜 
□好看 
□普通 
□難看 

□很嗆辣 
□普通 
□不辣 

□很苦 
□普通 
□不苦 

□好吃 
□普通 
□難吃 

□很成功 
□進步 
□沒進步 

肉燥衝菜 
□好看 
□普通 
□難看 

□很嗆辣 
□普通 
□不辣 

□很苦 
□普通 
□不苦 

□好吃 
□普通 
□難吃 

□很成功 
□進步 
□沒進步 

 

＊ 對於『衝菜』請提出您的建議或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語】030801 

1.研究成果對於台灣農業有實質的助益。 

2.實驗曾有多次失敗經驗，然均能再接再厲，做事毅力精神

令人欽佩。 

3.對於問卷無效樣本之排除，可考慮使用電腦軟體做系統性

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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