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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住院病人營養不良已是全球性共通

的問題，研究指出，病人住院期間營養

不良發生率高達 30%至 50%（1），病人

住院天數越長者，營養狀況越差（1-3）； 
Correia等人（1） 研究發現，住院病人發生

營養不良者為 50.2%，而嚴重營養不良者
為 11.2%，營養不良和年齡 (大於 60 歲 )、
感染、癌症以及較長的住院天數有關。

營養狀況良好的病人，可有效縮短住

院天數，而住院病人的營養狀況和飲食攝

取量息息相關。醫院膳食菜單乃配合各種

疾病的營養需求而設計，為提供較佳的供

膳品質，不但須考慮病情，也要同時注意

飲食之溫度、禁忌、質地、多樣化、菜色

可口性等配套考量，才能增加病人攝取

量。菜單循環頻率可依病人平均住院日而

做調整，設計短週期、精緻的循環菜單，

並應定期調查病人膳食滿意度，修改較不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藉由研發蒸烤箱食譜以改善膳食品質，並探討對於提升病人膳食滿意

度之影響。研究採研發蒸烤箱食譜與問卷調查法。研究結果顯示，以蒸烤箱所製作「炸」 
與「煎」 菜餚的用油量都明顯少於原有傳統烹調設備；烹調時間方面，「烤」、「燉」、「蒸」 
菜餚以蒸烤箱所需時間都較原有傳統烹調設備短，但炸雞翅、炸雞排與煎沙茶百頁以原

有傳統烹調設備所需時間較蒸烤箱短，其他炸與煎的菜餚所需時間則以蒸烤箱較原有傳

統烹調設備快速或相同；病人對於使用蒸烤箱烹調之主菜質地、主菜色澤、其他菜餚質

地、其他菜餚色澤與整體伙食菜色的滿意度均顯著高於使用原有傳統烹調設備所製備之

膳食 ( p ＜0.05 )。以蒸烤箱烹調大多可節省烹調時間、能源與用油量，並可顯著提升病
人膳食滿意度，但因蒸烤箱兼具多項功能，使用不同的烹調模式都會影響成品效果，多

樣化的操作而顯得較複雜，因此製作適合醫院膳食的蒸烤箱食譜，才能利於廚師運用以

發揮提升膳食品質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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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的菜色，以符合病人之需求（4）。

研究指出，住院天數的長短與不同的

飲食種類會影響病人膳食的剩餘量，而剩

餘量可反應病人對膳食的滿意度與接受

度，較長的住院天數與調整質地飲食的剩

餘量非常高（5），軟質飲食餐種就比一般飲

食餐種的食物剩餘量多（6）。許多住院病人

因病情或咀嚼功能較差，所訂的飲食常須

調整為較柔軟質地以方便咀嚼、吞嚥與消

化。為了製作質地柔軟的飲食，以傳統烹

調設備常需高溫長時間烹煮，但也因此讓

食物的顏色變暗，而且有些烹調方式須受

到限制，如油煎與油炸等，因而減少食物

的香氣與飲食的多樣性，以致病人對整體

膳食的滿意度與接受性較差，並影響食慾

與進食量。

膳食品質是影響住院病人對於膳食滿

意度的重要因素（7-8），李義川等人（7） 的研

究也指出，病人對於醫院供膳之服務與衛

生的滿意度高，但對於膳食品質，如供

應的口味、烹調程度及搭配等滿意度較

低。隨著科技的發達，廚房烹調設備也不

斷進步，然而目前尚未發現有關烹調設備

影響膳食品質滿意度之研究，因此本研究

目的乃在於研發同時具備烘焙、炸、煎、

烤、蒸、燉、煮等多項烹調功能的蒸烤箱  
( RATIONAL SelfCooking Center® 61 ) 食譜
以改善膳食品質，並探討對於提升住院病

人膳食滿意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民國 99 年 3 月至 12 月於桃園某區域
教學醫院進行本研究，以本研究醫院之住

院病人為對象，但排除管灌、清流、全流與

半流飲食者。進行膳食品質滿意度問卷調

查前，先逐一向受試者詳細說明研究計畫

相關內容，由受試者簽署同意書。本研究

獲得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醫學倫理及人

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接受其監督，

以保護受試者。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所使用的烹調設備，包括本研

究醫院原有傳統烹調設備 ( 大灶、大型蒸
箱、蒸汽迴轉鍋、大型雙層烤箱 ) 以及新
增的蒸烤箱。蒸烤箱同時具備烘焙、炸、

煎、烤、蒸、燉、煮等多項烹調功能，能

夠自動識別食物的種類、大小及盛裝量，

並且分別計算烹飪時間、溫度以及最佳的

烹飪空間溼度，並持續動態調整。使用蒸

烤箱烹調時，無論食材厚薄以及是否裹

粉、浸醬汁，只需要選擇希望的著色程

度，從淺色至深色，以及熟度半熟、嫩熟

或者全熟，啟動一個按鈕，就能達到柔嫩

多汁、鮮美可口或是酥脆度之效果。因蒸

烤箱烹調快速且可確保食物在烹調過程中

之衛生安全，體積較原有傳統烹調設備

小，同時可保存中心溫度、箱內溫度、烹

飪時間、日期等重要資料長達 10 天之久，
並自動整理存檔，存檔資料可供下載作為

備查與分析之用，故有利於大量食物製備

與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研發蒸烤箱食譜前，先供應原有傳

統烹調設備 ( 大灶、大型蒸箱、蒸汽迴轉
鍋、大型雙層烤箱 ) 所製備膳食予住院病
人後，進行有關膳食品質的滿意度調查。

研發蒸烤箱食譜期間，詳細觀察並記錄以

蒸烤箱、大灶、大型蒸箱、蒸汽迴轉鍋、

大型雙層烤箱製作每一道菜餚所需時間與

用油量，並以蒸烤箱所製作菜餚供應予病

人後再進行有關膳食品質的滿意度調查。

滿意度方面採李克特（Likert）5 項量表，
1 分（非常不滿意） 到 5 分（非常滿意） 的 
5 分尺度計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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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資料以 SPSS 12.0 版進行統計
分析，包括次數分配、描述統計量、獨立

樣本 t 檢定。

結果

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試者基本資料如表一，以原有傳

統烹調設備 ( 大灶、大型蒸箱、蒸汽迴轉
鍋、大型雙層烤箱 ) 所製備膳食供應予病
人所進行滿意度調查，受試者平均年齡

59.69 ± 18.94 歲，男性 60 人 (佔 57.1%) 
高於女性 45 人 (佔 42.9% )，飲食種類以
普伙為最多數 ( 42.9% )、特餐 (包括養生
餐與產婦餐 ) 為最少 ( 1.9% )；以蒸烤箱
所製備膳食供應予病人所進行滿意度調

查，受試者平均年齡 55.64 ± 19.46 歲，
男性與女性各 51 人 (各佔 50.0% )，飲食
種類以普伙為最多數 ( 45.1% )、切碎為最
少 ( 2.0% )。

二、 以不同烹調設備所製作菜餚的烹調時
間與用油量之比較

本研究共研發 23 道蒸烤箱食譜，烹
調方式包括烤 ( 5 道 )、炸 ( 8 道 )、燉 ( 1 
道 )、煎 ( 3 道 )、蒸 ( 6 道 )，每道菜餚均
以蒸烤箱與原有傳統烹調設備製作，以比

較烹調時間與用油量之差異性，烹調時間

都以開始加熱至烹調結束計算，每道菜餚

每批所製作的份數，係以蒸烤箱與原有傳

統烹調設備比較每批最大容量後，擇份

數少者為共同的製作量，結果如表二所

示。烹調時間方面係以分鐘計算，  「烤」、 
「燉」、「蒸」 所有菜餚以原有傳統烹調設備
所需時間都較蒸烤箱長，其中又以烤的菜

餚差異最大，以傳統的大型雙層烤箱烤雞

腿、雞排、黑胡椒雞塊、味噌魚片、豬排

分別是蒸烤箱所需時間的 3.5 ( 95/27 ) 倍、 
3.6 ( 90/25 ) 倍、3.8 ( 95/25 ) 倍、9 ( 72/8 ) 
倍、10 ( 70/7 )倍，以傳統的大型蒸箱製
作馬鈴薯燉肉、蒸刺瓜鑲肉、糖醋魚條、

苦瓜素球、香菇雞肉捲是蒸烤箱所需時間

的 1.1 ( 120/105 ) 倍、1.2 ( 30/25 ) 倍、1.3 
( 12/9 ) 倍、1.3 ( 40/30 ) 倍、1.5 ( 15/10 )
倍，以傳統的蒸汽迴轉鍋製作蔬菜類、咖

表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原有傳統設備 (n=105) 蒸烤箱 (n=102) 總和 (n=207)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年齡 (mean±SD)59.69±18.94 年齡 (mean±SD)55.64±19.46

性別

    女性 45 42.9 51 50.0 96 46.4

    男性 60 57.1 51 50.0 111 53.6

飲食種類

    普伙 45 42.9 46 45.1 91 44.0

    軟食 24 22.9 33 32.3 57 27.5

    切碎 6 05.7 2 02.0 8 03.9

    治療 28 26.7 16 15.7 44 21.3

    特餐 2 01.9 5 04.9 7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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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雞分別是蒸烤箱所需時間的 1.5 ( 30/20 
) 倍、2 ( 20/10 ) 倍。但以原有傳統烹調設
備和蒸烤箱比較「炸」 與「煎」 的菜餚所需
時間長短則無一致性表現，以蒸烤箱炸雞

翅、炸雞排與煎沙茶百頁所需時間比原有

傳統烹調設備長，其他菜餚所需時間則以

蒸烤箱較原有傳統烹調設備短 (包括炸豬
排、炸麥克雞塊、炸薯餅、炸檸檬雞柳、

煎蔥爆雞柳 ) 或相同 (包括炸雞腿、炸魚、
煎糖醋麵腸 )。烤、燉、蒸都是不需用油

的烹調方式，但以蒸烤箱所製作「炸」 與
「煎」 菜餚的用油量都明顯少於原有傳統
烹調設備，炸的各式菜餚每份減少的用油

量依序為炸薯餅減少了 9.8 公克、炸麥克
雞塊減少了 9.9 公克、炸魚減少了 11.8 公
克、炸雞腿減少了 14 公克、炸雞翅減少
了 15.7 公克、炸雞排減少了 15.7 公克、炸
豬排減少了 15.7 公克、炸檸檬雞柳減少了 
16.4 公克，煎的各式菜餚每份減少的用油
量依序為沙茶百頁減少了 1.7 公克、蔥爆

表二、以不同烹調設備所製作菜餚的烹調時間與用油量之比較

烹調時間 (分鐘 ) 用油量 (公克 )

項目
份 /批

(公克 /份 )
大型 
蒸箱

蒸汽迴
轉鍋

大型雙
層烤箱

大灶 蒸烤箱
大型 
蒸箱

蒸汽迴
轉鍋

大型雙
層烤箱

大灶 蒸烤箱

烤

　烤雞腿 60 (140) 95 27 0 0
　烤雞排 60 (150) 90 25 0 0
　烤豬排 50 (90) 70 7 0 0
　黑胡椒雞塊 30 (150) 95 25 0 0
　味噌魚片 40 (70) 72 8 0 0
炸 (裹粉 )
　炸雞翅 30 (85) 17 20 500 30
　炸雞腿 40 (145) 20 20 600 40
　炸雞排 30 (155) 17 25 500 30
　炸豬排 30 (95) 9 8 500 30
　炸魚 20 (75) 10 10 255 20
　炸麥克雞塊 70 (20) 13 9 700 10
　炸薯餅 50 (30) 10 8 500 10
　炸檸檬雞柳 30 (75) 9 8 500 10
燉

　馬鈴薯燉肉 100 (100) 120 105 0 0
煎

　蔥爆豬柳 100 (100) 20 10 600 50
　沙茶百頁 100 (85) 15 20 200 30
　糖醋麵腸 100 (75) 20 20 600 50
蒸

　糖醋魚條 30 (75) 12 9 0 0
　刺瓜鑲肉 80 (70) 30 25 0 0
　香菇雞肉捲 30 (80) 15 10 0 0
　咖哩雞 30 (125) 20 10 0 0
　苦瓜素球 80 (70) 40 30 0 0
　蔬菜類 30 (90) 20 0
炒

　蔬菜類 30 (90) 3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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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柳減少了 5.5 公克、糖醋麵腸減少了 5.5 
公克。

三、 對於以不同烹調設備所製作膳食的滿
意度各項指標之差異性分析

膳食品質滿意度問卷之問項乃為暸解

使用蒸烤箱與原有傳統烹調設備所製作膳

食，病人對於菜餚之質地、色澤、口味與

溫度滿意度之差異性，結果如表三所示。

病人對於使用蒸烤箱烹調之主菜質地 (軟
硬度 )、主菜色澤、其他菜餚質地與其他
菜餚色澤的滿意度均顯著高於使用原有傳

統烹調設備所製備之膳食 ( p＜0.05 )，但
是對於主菜口味 (鹹淡 )、主菜溫度、其
他菜餚口味 (鹹淡 )、與其他菜餚溫度則
無顯著差異 ( p＞0.05 )。

討論

本研究執行前，由本研究醫院原有的

住院病人膳食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對於「菜色」 的滿意度最低，而且常有訂
普通伙食或軟食病人對於開放性的建議事

項表達對於膳食質地 ( 特別是肉類 ) 不夠

軟、咬不動而感到不滿意之意見。住院病

人常因疾病或治療之故而影響食慾，且住

院病人常因年長或疾病影響咀嚼功能，因

此研發多元化住院病人膳食，並著重膳食

質地改善，為本研究重點。

購買蒸烤箱時雖附贈使用手冊，但僅

有英文版與簡體中文版，造成廚師閱讀困

難，且手冊中僅對未調味之單一食材建議

設定時間，不符合菜餚需混合食材及調

味之實際製作。本研究之蒸烤箱兼具炸、

煎、燉、烤、蒸等多項功能，因此研發適

合廚師閱讀與製作之蒸烤箱食譜才能利於

廚師使用。炸食因兼具香、酥、脆之特

性，通常較受人喜愛，但也因高吸油量與

高熱量而不利健康，因此常建議民眾避免

攝取炸食或去掉油炸外皮後再吃。醫院膳

食為了變換菜色與病人對於炸食之需求，

常無法完全避免設計炸食於普通伙食菜單

中，而蒸烤箱仿炸功能即可製作受人喜愛

的香、酥、脆之特性與低用油量之炸食，

對於住院病人不僅可兼顧健康考量亦可增

加膳食的多元性。

本研究之烹調方法除了炸不適合軟

食、切碎與治療食以外，不論蒸烤箱或傳

統烹調設備的烤、燉、蒸以及蒸汽迴轉鍋

炒與蒸汽迴轉鍋水煎或蒸烤箱煎的各式菜

表三、對於以不同烹調設備所製作膳食的滿意度各項指標之差異性分析

原有傳統設備 (n=105) 蒸烤箱 (n=102)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value

　主菜質地 (軟硬度 ) 3.27 0.64 3.68 0.62 -4.69      0.000＊＊＊

　主菜色澤 3.19 0.54 3.35 0.57 -2.10   0.037＊

　主菜口味 (鹹淡 ) 3.35 0.65 3.50 0.58 -1.73 0.086

　主菜溫度 3.68 0.63 3.79 0.55 -1.44 0.153

　其他菜餚質地 (軟硬度 ) 3.51 0.56 3.83 0.47 -4.46      0.000＊＊＊

　其他菜餚色澤 3.27 0.61 3.76 0.53 -6.27      0.000＊＊＊

　其他菜餚口味 (鹹淡 ) 3.40 0.67 3.50 0.59 -1.13 0.259

　其他菜餚溫度 3.72 0.58 3.80 0.56 -1.01 0.315

 ＊p <0.05；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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餚均可用於普伙、軟食、切碎、治療食與

特餐，只是需視用途調整食材切割大小、

軟硬度或用油量。本研究所使用之蒸烤箱

能夠自動偵測食材狀況，只要啟動所需的

烹調模組按鈕，就能達到希望之效果，但

在進行滿意度調查之前的蒸烤箱各式食譜

的模組測試並不是 1 次就可達到令人滿意
的效果，有的菜餚須歷經高達測試 10 次
以上，因此有必要將各式菜餚之最適模組

詳細記錄並製成食譜，作為廚師製作之依

據，以求菜餚品質之穩定性。

然而在研發蒸烤箱食譜期間亦發現，

許多因素會影響烹調時間與成品效果。例

如，以相同食材選擇不同的烹調功能，成

品效果不同，如：茄子選擇烤的功能，顏

色會變黑褐色、口感較為乾硬，選擇蒸的

功能，顏色保持鮮紫色、口感較軟，因此

本研究之蔬菜類乃是選擇蒸的功能；以相

同食材放置於不同設備，成品效果也會不

同，如：烤食，以不銹鋼盤放置食材，烤

後油汁會與食材混合而較為油膩，若以烤

架擺放，烤後油汁滴於盛接盤，成品較不

油膩且酥脆，因此本研究之烤食乃用烤架

放置食材；以不同醃料 ( 如：原味、加醬
油、加糖⋯ ) 醃漬相同食材，會影響烹調
時間；食材本身的油脂含量會影響裹粉類

仿炸品之外觀與口感，如雞排本身的油脂

量高於豬排與魚排，因此雞排仿炸的效果

較佳。

本研究發現，「烤」、「燉」、「蒸」 所
有菜餚以蒸烤箱所需時間都較原有傳統烹

調設備短，而「炸」與「煎」 除了炸雞翅、
炸雞排與煎沙茶百頁外，其他菜餚所需時

間則以蒸烤箱較原有傳統烹調設備短或相

同，以蒸烤箱炸雞翅與炸雞排所需時間比

原有傳統烹調設備長，可能和這 2 種部位
的油脂含量或帶骨量較高有關。本研究

以傳統的蒸汽迴轉鍋「煎」 乃以水煎方式，
即蒸汽迴轉中先以少量的水煎食材至水將

乾時，加入油稍煎至香味溢出再加入調味

料烹煮至熟，因此以傳統的蒸氣汽迴轉鍋

煎沙茶百頁所需時間比蒸烤箱短的可能原

因和百頁吸水較快有關。

大灶「煎」 的烹調較費時且須廚師在
旁看顧與翻面，因此較不適合大量製備，

但因蒸汽迴轉鍋的烹煮速度較大灶快，且

不易焦也不易黏鍋，因此本研究醫院仍以

蒸汽迴轉鍋水煎大量製備，特別是豆製品 
( 如百頁 ) ，需經過煎以後，香味才會較
明顯；而以蒸烤箱「煎」 的大量製備，只
要按ㄧ個按鈕，即可達到要求，不需人

工看顧與翻面，此機型對於菜餚的製備

更容易且效果更好，可提高「煎」 的大量
製備之速度與品質。本研究所用的蒸烤

箱「炒」 的功能主要用於炒事先煮熟的飯
混合配料，廠商所提供食譜對於蔬菜之最

適模組為「烤」 而不是「炒」 ，但研發蒸烤
箱食譜過程中發現，以蒸烤箱烹調蔬菜，

選用「蒸」 的模式比「烤」 的色澤與口感較
佳，因此以「蒸」 為烹煮各類蔬菜之模組，
而傳統烹調設備對於蔬菜的烹調是炒而不

是蒸，所以以蒸烤箱的蒸蔬菜與傳統的蒸

汽迴轉鍋炒蔬菜進行滿意度比較。至於以

傳統烹調設備炒混合食材過程中，廚師需

在旁依食材煮熟所需時間不同依序拌炒，

才能達到理想的熟度與色澤，幾乎很少炒

混合食材的菜餚可把所有食材同時加入拌

炒；在本研究過程中，雖嘗試以蒸烤箱炒

同時放入的混合食材，但ㄧ直無法達成理

想的熟度與色澤，也曾考慮分次加入食

材，但這顯然失去使用蒸烤箱的便利性，

因此本文的蒸烤箱菜餚並未使用炒的功

能。使用蒸烤箱製作混合食材菜餚時，要

選擇希望的著色程度以及熟度，混合食材

確實較難統一，因此僅能選擇均可耐久煮

的食材，如馬鈴薯燉肉、蒸刺瓜鑲肉、蒸

香菇雞肉捲、蒸咖哩雞、蒸苦瓜素球等，

的確因限制較多，所以本文以蒸烤箱製作

混合食材菜餚的種類較少，或許這也是廠

商所提供食譜無混合食材菜餚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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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菜餚為了色澤、香味與口感，常

使用過多的烹調用油，醫院膳食為了健康

考量而降低用油量，但常因此被批評不好

吃或看起來不可口。以傳統烹調設備炒蔬

菜需用油，而使用蒸烤箱烹調蔬菜是選用

蒸點心之功能群，烹調時可不使用油仍可

保有蔬菜之色澤、香味與口感，營養師設

計菜單時即需考量到一餐中的油量，因此

可將蒸烤箱不需用油的量調整至其他以傳

統烹調設備製作的菜餚中。本研究試驗蒸

烤箱蒸多種蔬菜，發現所需時間大致相同

為 20 分鐘，因此本文以蔬菜類 (指各種蔬
菜 )於蒸烤箱的烹煮時間為 20 分鐘呈現。

由本研究發現，住院病人對於以蒸烤

箱所製作菜餚之主菜質地 ( 軟硬度 )、主菜
色澤、其他菜餚質地與其他菜餚色澤的滿

意度均顯著高於使用原有傳統烹調設備，

顯見以蒸烤箱製作菜餚確實有利於提升住

院病人對於膳食外觀與質地的滿意度。

結論

本研究顯示，以蒸烤箱烹調大多可節

省烹調時間、能源與用油量，並可顯著提

升病人膳食滿意度，但因蒸烤箱兼具多項

功能，使用不同的烹調模式都會影響成品

效果，多樣化的操作而顯得較複雜，因此

製作適合醫院膳食的蒸烤箱食譜，才能利

於廚師運用以發揮提升膳食品質之效益。

對於住院病人的膳食管理，醫院營養師莫

不致力於改善膳食品質以增加病人的滿意

度，而善用科技化的新型烹調設備，有助

於提升膳食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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