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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仙草是一種含有膠質的植物，經過適當添加食用小蘇打粉與熬煮所得之鹼萃取液，在添

加１％玉米澱粉時，會有滑順水嫩之凝膠特性，能製成口感與硬度皆佳的仙草凍。本研究發

現市售仙草茶皆無法與澱粉作用製成仙草凍，因此膠質含量不足。不同澱粉製成仙草凍時，

凝固速度差異不大，口感測試以玉米粉為佳口感較為滑嫩，木薯粉較為Ｑ彈，小麥澱粉稍

軟，太白粉則過於軟爛。以自製硬度測試器測得最佳的硬度為 0.8cm~1.2cm，顯示市售仙草凍

過軟。甜度為 0.1 比例二號砂糖的仙草凍，最受學童歡迎，而砂糖比例亦會影響凍體的硬度，

砂糖比例愈高，則仙草凍硬度愈高。 

壹、 研究動機 

  課後輔導時，學童們對於各式點心充滿期待，其中最受大家歡迎的就是泰山仙草凍，冰

冰涼涼的仙草凍一入口，令人暑氣全消，愛不釋口！但一小罐的仙草凍可不便宜，在課後輔

導的點心中，更是久久才能嚐一次的珍品。這時心中不免有疑問，這樣Ｑ彈好吃的仙草凍究

竟如何做出來的？仙草汁是如何變成仙草凍的？為何說仙草的鹼萃取液與澱粉相互作用就

可以形成仙草凍?任何一種澱粉對仙草凍的形成有無差異?而美味的仙草凍和水及澱粉的最佳

比例又為多少呢？一連串的問題開啟了我們想一探研究─影響仙草凝結的原因與必要條件，

如何運用科學的方式來製作出一碗黃金比例的美味仙草凍成了我們研究的動機。 

貳、 研究目的 

一、 探討仙草凍凝結成因。 

二、 探討市售仙草茶與澱粉融合加熱後可否製作為仙草凍。 
三、 探討不同種類澱粉在相同方式作用下對仙草凍凝固程度的影響。 
四、 探究合適的仙草凍硬度及量化硬度測試器的設計。 

五、 探究仙草原汁與糖的最佳比例。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儀器 

實驗儀器名稱 數量 實驗儀器名稱 數量 

(一)電子磅秤 2 個 (十)透明塑膠杯 1 條 

(二) 200ml 量杯 2 個 (十一)瓦斯罐 3 個 

(三)卡式瓦斯爐 3 臺 (十二)碼表 3 個 

(四)溫度計 6 支 (十三)標籤紙 1 個 

(五)燒杯 8 個 (十四)彈簧 5 個 

(六)攪拌棒 4 支 (十五)鋁箔紙盒 2 個 

(七)牙線 1 盒 (十六)牙線 2 條 



(八)透明玻璃杯 5 個 (十七)數位相機 1 臺 

(九)量杯 4 個 (十八)標籤紙 1 包 

 

二、實驗材料 

實驗材料 數量 實驗材料─ 數量 

(一)自製仙草原汁 1000ml (七)二號砂糖 300g. 

(二)泰山仙草蜜茶 1000ml (八) 低筋麵粉 100g 

(三)泰山無糖仙草茶 1000ml (九) 中筋麵粉 100g 

(四)水 5000ml (十) 高筋麵粉 100g 

 (五)玉米粉 100g (十一)太白粉 100g 

(六)木薯粉  100g (十二)市售仙草凍 100g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研究一、探討仙草凍凝結成因 

(一)實驗一-1：實際以仙草乾熬煮仙草汁，觀察仙草原汁凝固現象。 

1. 實驗步驟： 

(1) 在甲乙兩個鍋子裡各裝 100G 的仙草乾，並加入 2000CC 的水在瓦斯爐上

熬煮。 

(2) 甲鍋加入７Ｇ小蘇打粉一起熬煮，乙鍋不加入小蘇打粉直接熬煮。 

(3) 沸騰後轉小火持續熬煮８個鐘頭。 

(4) 靜置於常溫觀察甲乙兩鍋仙草原汁之差異。 

(5) 取甲乙兩鍋的仙草原汁各 100ml,在酒精燈上加熱。 

(6) 加入 1%的澱粉，持續加熱至沸騰。 

(7) 冷卻後，觀察兩杯仙草原汁的凝固情形。 

2. 實驗記錄： 

  表 1-1 冷卻後仙草原汁觀察表 



項目 

觀察項目 

甲鍋 

(有加小蘇打粉) 

乙鍋 

(沒有加小蘇打粉) 

看起來的顏色 黑色，像市售仙草凍的黑

色。 

深褐色，略帶透明感，偏

像紅茶一樣。 

嚐起來的味道 較苦澀，有點滑滑的口

感。 

類似茶類的口感，帶點草

香的飲品。 

熬煮後仙草乾摸起來的感

覺 

熬煮後葉子部分滑滑的，有

凝膠的感覺 

沒有滑滑的感覺，像泡過水

的茶葉 

聞起來的氣味 味道略有點嗆鼻，仙草味

較濃。 

味道清淡，有青草茶的氣

味。 

 

  表 1-2 有無加小蘇打粉之仙草原汁與澱粉作用後之凝固現象比較 

仙草汁樣本 

時間 

A 杯(加小蘇打粉熬煮之仙草

原汁) 

B 杯(不加小蘇打粉之仙草原

汁) 

10 分鐘 呈現凍狀，以筷子戳入，沒

有液體流出，已完全凝固 

表層略有果凍感，以筷子攪

動，為有勾芡感之液體。 

20 分鐘 呈果凍狀，但略有出水現

象，傾斜觀察有黑色液體流

出。 

沒有變化，依然是濃稠的液

態。。 

30 分鐘 呈果凍狀，出水狀況較明

顯。 

沒有變化，依然是濃稠的液

態。 

60 分鐘 完全凝固，呈果凍狀，出水

狀況較更明顯。 

無發凝固，為濃稠的液態。 

 

3. 實驗結果：根據相關文獻的介紹，仙草凍是一種仙草的鹼萃取液與澱粉相互作

用形成的凝膠製品，而仙草乾的膠質較多的部分是仙草的葉（劉慧瑛,1992）。

在此實驗當中，我們試著從中藥行買仙草乾，自行熬煮，甲鍋加入了小蘇打粉，

實驗後發現加了小蘇打粉後的仙草原汁，其顏色、氣味都較接近仙草凍的樣子，

葉子摸起來也有滑滑的觸感；而乙鍋則是像顏色稍深一點的茶飲，氣味帶有仙

草香氣，如表 1-1 所述。市面上有廣告說，製作仙草凍時加入的碳酸鈉或碳酸

氫鈉會傷腸胃，只要經過長時間的熬煮都可以讓仙草乾釋放膠質，因此我們想

測驗看看是否真的是這樣，於是我們將甲乙兩鍋以小火熬煮 8 小時，測試經過

長時間的熬煮後，有無加小蘇打粉的仙草原汁凝固情形，結果發現，未加小蘇

打粉的仙草原汁無法凝固成凍狀，我們判斷，小蘇打粉為促使仙草乾釋放膠質

的重要成分之一，若未加小蘇打粉製作出的仙草原汁無法凝固成仙草凍，如表

1-2。 



            

圖 1-1 熬製仙草原汁                            圖 1-2 揉熬煮後的仙草葉 

 

        

圖 1-3 有無加小蘇打粉之仙草原汁與澱粉加熱作用  圖 1-4B 杯為勾芡狀，A 杯已有凝固現象 

          

圖 1-5 A 杯與澱粉加熱後呈凝固狀 

A B 

B A 



 

圖 1-6 B 杯與澱粉加熱後呈勾芡斑液狀 

     (二) 實驗一-2：探討仙草原汁與澱粉加熱作用後的凝固情形 

          1. 實驗步驟： 

             (1)在燒杯中裝入 50ml 仙草原汁，觀察顏色、氣味及狀態。 

             (2)將仙草原汁，混合同比例的水，於瓦斯爐上加熱至攝氏 60 度。 

             (3) 甲杯不加入澱粉，直接加熱至沸騰；乙杯加入 1%的澱粉，持續加熱至沸騰。              

             (4)靜置於常溫環境觀察其凝固的變化。 

          2. 實驗記錄：如表 1-3 所述。 

 

  表 1-3 仙草原汁與澱粉加熱作用後感官實驗紀錄表 

項目 

紀錄時間 

甲杯 

(不加入澱粉) 

乙杯 

(加入 1%澱粉) 

5 分鐘 沒有凝固現象，全液態。 已有凝固現象，表面略呈凝

膠薄膜。 

１５分鐘 沒有凝固現象，全液態。 搖晃後已是凝固現象，以筷

子戳，中間有液體流動，傾

斜觀察有水分流出，未完全

凝固。 

３０分鐘 沒有凝固現象，全液態。 中間無液體，像果凍，戳的

時候沒有液體流出。 

６０分鐘 沒有凝固現象，全液態。 完全凝固 

其他發現 冷卻後和原汁氣味色澤一

樣，沒有變化。 

冷卻後完全凝固，顏色和原

汁時一樣，呈現黑色。 

3. 實驗結果：由實驗一及實驗二發現，要從仙草乾開始製成仙草凍，首先仙草乾

熬煮時必須加入食用小蘇打粉一起熬煮成仙草原汁，仙草原汁再與澱粉作用後

才能製成仙草凍。 



   
圖 1-7 仙草原汁與澱粉加熱作用          圖 1-7 加熱後的仙草原汁 

     

      研究二、探討市售仙草汁與仙草原汁加熱後可否製作為仙草凍。 

（一） 實驗二：探討市售不同仙草茶與澱粉融合加熱後的凝固現象。 

1. 實驗步驟： 

(１)甲乙丙三杯分別裝入不同品牌的仙草汁各 100ml，於瓦斯爐上加熱至攝氏

60 度。 

(２)加入 2%的玉米粉，持續加熱至沸騰。 

(３)靜置於常溫環境觀察其凝固的變化。 

            2. 實驗記錄：如表 2-1 所述。 

  表２-1 市售仙草茶與澱粉加熱作用後感官實驗紀錄表 

項目 

觀察項目 

甲杯 

(泰山仙草蜜茶) 

乙杯 

(泰山無糖仙草

茶) 

丙杯 

(關西仙草茶) 

未加熱前的色香味 顏色為深褐色，淡

淡的仙草香氣，沒

有澀味。 

顏色為深褐色，仙

草香氣較甲杯淡。 

顏色為透明褐色，

類似熬煮較久未

加小蘇打粉之仙

草汁。 

加熱時 倒入澱粉後發現

液體顏色變淺褐

色 

倒入澱粉後發現

液體顏色變淺褐

色 

倒入澱粉後發現

液體顏色變淺褐

色 

加熱完畢後 顏色深褐色，有勾

芡的現象，但未凝

固。 

顏色深褐色，有勾

芡的現象，但未凝

固。 

顏色深褐色，有勾

芡的現象，但未凝

固。 

凝固與否 ╳ ╳ ╳ 

3. 實驗結果：由實驗結果得知，市售的仙草茶皆無法與澱粉作用後凝固成仙



草凍，究其原因，應是仙草茶中的膠質含量極少，而市售仙草茶的味道與

實驗一的 B 鍋不加小蘇打粉熬煮的仙草原汁味道接近，較無澀味，因此可

以推斷市售仙草茶並未加入小蘇打粉熬煮，無法有效釋放出仙草莖葉中的

膠質，以至於無法凝固成仙草凍。 

  

圖 2-1 市售仙草茶甲乙丙三杯製作仙草凍    圖 2-2 甲乙杯加入澱粉後呈現褐色                                    

 

      研究三、探討不同種類澱粉在相同方式作用下對仙草凍凝固程度的影響。 

  我們發現製作仙草凍除了需要仙草乾的鹼萃取液之外，還需要使用澱粉，那麼不

同的澱粉對仙草凍的製程有何不同的影響?哪一種澱粉的凝固力較好?哪一種澱粉製成

的仙草凍口感較軟Ｑ滑順?這是我們極欲追求的答案，因此研究三我們針對廚房常用的

澱粉進行測試，試圖找出製作仙草凍最合適的澱粉。 

（一） 實驗三：探討不同種類澱粉與仙草原汁作用後對仙草凍凝固程度的影響 

１. 實驗步驟： 

(1) 取濃縮仙草原汁 50ml,加入 50ml 的水，於酒精燈上加熱。 

(2) 在各杯中加入 1%之澱粉，A 杯加入小麥澱粉，B 杯加入玉米粉，C 杯加

入太白粉，D 杯加入木薯粉(即俗稱的地瓜粉)。 

(3) 沸騰後靜置於室溫下冷卻，並觀察仙草凍凝固速度與凝固後的狀態。 

２. 實驗記錄：如表 3-1 所述。 

表 3-1 不同澱粉的仙草凍，凝固力與口感之研究 

澱粉種類 

 

觀察時間 

A 杯 

(小麥澱粉) 

B 杯 

(玉米粉) 

C 杯 

(太白粉) 

D 杯 

(木薯粉) 

10 分鐘 表層凝固，有晃

動感，尚未完全

凝固。 

表層凝固，有晃

動感，尚未完全

凝固。 

表層凝固，有晃

動感，以筷子戳

動，感覺水分較

多。 

表層凝固，有晃

動感，尚未完全

凝固。 

30 分鐘 完全凝固，無出

水現象。 

完全凝固，無出

水現象，與小麥

澱粉差異不大。 

攪動時，水分較

多，為四杯中最

多的，並有糊糊

完全凝固，凝固

力為四杯中最

好，已有出水現



的現象，凝固現

象較差。 

象。 

60 分鐘 出現出水現象，

戳動時，較為軟

爛，口感糊糊粉

粉的。 

出水現象較少，

較為軟嫩，比小

麥澱粉口感稍

好，可能因為溫

度稍高，需再觀

察。 

四杯中最軟爛的

口感，凝固力明

顯較差，出水狀

況最明顯。 

微溫的狀態下，

口感最 Q 彈，

是理想中的嫩仙

草的口感，有出

水現象，需在冷

藏後再觀察。 

冷藏 2 小時後。 略有出水現象，

冷藏後口感較

佳，減低了軟糊

感，但仙草香氣

較差。 

出水現象與 A

杯相似，口感滑

嫩，仙草香氣較

A 杯明顯。 

出水現象較明

顯，口感依然軟

爛，黏糊感較

重，不適宜作為

調和之澱粉。 

略有出水現象，

比 A 杯稍少，

口感為四杯中硬

度較高的，Q 彈

度為四杯中最明

顯，缺點為較無

滑嫩感。 

３. 實驗結果：凝固速度 ABD 杯差異不大，都能在 30 分鐘內凝固，而 C 杯 30

分鐘之內無法凝固，研究發現 C 杯所用太白粉的凝固速度最差，較不適合用

來製作仙草凍。各杯冷卻後發現，木薯粉的凝固力最好，玉米粉在微溫的狀

態下，口感較其他種類更滑嫩一點，而木薯粉因為粉末顆粒較大的關係，在

微溫的狀態下，口感較為 Q 彈，A 杯小麥澱粉口感較 B 杯軟糊，C 杯太白粉

是四杯中口感最軟爛，出水狀況最為明顯的，在冷卻後的狀態之下，B 杯及

D 杯的狀態為口感較好，凝固力也較佳的澱粉種類。接著需比較冷藏後四種

澱粉製成的仙草凍口感後，再決定最適合製作仙草凍的澱粉種類。冷藏後發

現，四杯中，以 B 杯玉米粉的口感及香氣最佳出水現象較 D 杯為多，D 杯較

為 Q 彈且出水現象較少，但較無仙草凍的滑嫩感，而學童皆表示，喜歡仙草

凍有滑順水嫩感，因此爾後的實驗將採用玉米粉做為實驗用澱粉，去測試最

佳的仙草凍原汁及水的比例。 

  
圖 3-1 在仙草原汁中加入不同的澱粉        圖 3-2 不同澱粉製作而成的仙草凍 

 



  
圖 3-3 小麥澱粉凝固狀態           圖 3-4 玉米粉凝固狀態 

  
圖 3-5 太白粉凝固狀態             圖 3-6 木薯粉凝固狀態 

       研究四、 探究合適的仙草凍硬度及量化硬度測試器的設計。 

  我們在討論許久之後，致力於想出一套理想的硬度測試器，而到底哪一種可

以用來測量凍類的硬度？哪一種硬度是最適合大眾口味的硬度呢？怎麼客觀、科

學化的表述呢？是我們接下來努力的目標。 

(一) 實驗四-1：分別5種不同凍類食品，以自製硬度測試器找出最佳口感硬度。 

１. 實驗步驟： 

(1) 自製簡易硬度測試器：將大頭針以自由落體的方式墜落，測量大頭針刺

入果凍的深度，作為測量果凍硬度的依據，為了避免鐵釘下落時歪斜，

本設計用硬質塑膠管作為導管，引導大頭針落下的方向，並將塑膠管固

定在支架上，避免手持時，塑膠管搖晃，影響實驗結果的變數。設計如



圖4-1。 

 
圖4-1自製硬度測試計 

(2) 將硬度測量計放置平坦的桌面，將欲測試的凍類放在底座上面，塑膠管

底部距離測試的果凍距離為三公分，接著大頭針由塑膠管頂部投入，測

量大頭針沒入的深度是多少，即為該類凍類之硬度，數據愈大代表此凍

類硬度愈小。 

２. 實驗記錄：如表4-1及圖4-1所示。 

表 4-1 各式凍類與大頭針刺入深度對照表(單位：cm) 

種類 

 

測試結果 

統一布丁 中華豆花 中華愛玉 透沁日仙草

凍 

爭鮮果凍 

第一次 0.8cm 1.6cm 1.2cm 1.6cm 0.5cm 

第二次 0.7cm 1.6cm 1.4cm 1.5cm 0.6cm 

第三次 1.0cm 1.7cm 1.1cm 1.6cm 0.5cm 

平均 0.8cm 1.6cm 1.2cm 1.6cm 0.5cm 

支

架 
塑

膠

管 

底

座 

物

品

放

置

處 



 

            圖 4-1 各式凍類硬度折線圖 

３. 實驗結果：硬度測試結果如表 4-1 所示，爭鮮果凍>統一布丁>中華愛玉>

中華豆花=透沁日仙草凍。仙草凍和中華豆花的硬度較小皆為 1.6cm，而

學童試吃後，喜歡的口感為 0.8~1.2cm，顯示市售仙草凍的口感稍軟。 

４. 討論：從硬度測試的結果，我們發現學生喜歡的口感在0.8~1.2cm之間，

所以我們要找出何為最佳的澱粉與仙草原汁的比例，製作出適合的口感。 

     

圖4-2 統一布丁硬度測試          圖4-3市售仙草凍硬度測試 

(二) 實驗四-2 設計不同比例之玉米粉，找出仙草汁與玉米粉適合的比例 

１. 實驗步驟： 

(1) ABC 三杯皆裝入 250ml 之仙草原汁，A 杯加入 1%的澱粉，B 杯加入 2%

的澱粉，C 杯加入 3%的澱粉。 

(2) 持續加熱至沸騰後，靜置冷卻。 

(3) 觀察 ABC 杯的凝固現象，並作硬度測試及口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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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實驗記錄：如表 4-2 所述。 

表 4-2 不同比例之澱粉對仙草凍硬度及口感之影響 

原汁與澱粉的比例 

 

觀察項目 

A 杯 

(1:1%) 

B 杯 

(1:2%) 

C 杯 

(1:3%) 

完全凝固時間 17 分鐘 11 分鐘 10 分鐘 

 

冷卻後現象 完全凝固，搖晃

較劇烈，較為軟

嫩 Q 彈。 

完全凝固，輕

微出水現象，

搖晃時略為晃

動。 

完全凝固，搖

晃時較無晃動

感，輕微出水

象。 

硬度 cm 1.1cm 0.8cm 0.5cm 

嚐起來的口感 A 杯較適中，軟

硬度與市售之凍

製品較接近。 

B 杯硬度也在

合宜範圍，但

口感上粉粉

的，較不滑

嫩。 

C 杯口感過

硬，粉味蓋過

仙草味，粉感

過重，澱粉比

例過高。 

３. 實驗結果：研究發現，澱粉比例愈高，則凝固速度愈快且硬度愈高；而凝

固速度初步顯示澱粉含量愈高凝固速度愈快，但澱粉比例超過 2%後，凝固

速度沒有太大的差異。A 杯及 B 杯的硬度介於最佳硬度比例 0.8~1.2cm 之

間，所以就硬度而言，澱粉比例在 1%~2%皆可。口感測試結果發現，B 杯

的口感不如 A 杯滑嫩，C 杯過硬且粉感太重，考量硬度測試及口感測試結

果，實驗證明澱粉的最佳比例為 1%。 

   

圖 4-4 加入不同比例玉米粉，測試最佳口感        圖 4-5 1%的玉米粉製作的仙草凍 

A B C 



   
圖 4-6 2%的玉米粉製作的仙草凍        圖 4-7 3%的玉米粉製作的仙草凍 

４. 討論：我們找出了最佳的仙草原汁與澱粉的比例後，想更進一步找到適合

的甜度比例，因此繼續研究五，找出仙草凍的甜度黃金比例。 

       研究五、探究仙草原汁與糖的最佳比例 

  當我們製作出合宜口感的仙草凍後，想進一步探究糖的比例多少才是最佳的甜度，因此

設計了以下的實驗。 

         (一)實驗五：設計不同比例之砂糖，找出仙草汁與砂糖適合的比例 

            1. 實驗步驟： 

(1) ABC 三杯皆裝入 250ml 之仙草原汁及 1%的玉米粉，A 杯加入 10%的二

號砂糖 25g，B 杯加入 20%的二號砂糖 50g，C 杯加入 8%的二號砂糖 20g。 

(2) ABC 杯持續加熱至沸騰後，靜置冷卻。 

(3) 觀察 ABC 杯的凝固現象，並作口感測試，確認適合的甜度。 

2. 實驗記錄：如表 5-1 所述。 

表 5-1 不同的比例的糖對仙草凍口感的影響 

仙草汁與糖的比例 

 

觀察項目 

A 杯 

仙草原汁：糖 

(1:0.1) 

B 杯 

仙草原汁：糖 

 (1:0.2) 

C 杯 

仙草原汁：糖 

 (1:0.08)  

仙草液體(g) 250 250 250 

二號砂糖 25g 50g 20g 

完全凝固時間 35 分鐘 23 分鐘 45 分鐘 

冷卻後凍體現象 完全凝固，輕微出

水象 

完全凝固，輕微出

水現象。 

完全凝固，出水現

象明顯，水凍狀現

象明顯。 



冷藏 24 小時後 出水狀況明顯約為

13CC，完全凝固，

搖晃杯子時，晃動

感明顯。 

有明顯出水現象，

約 14cc,搖晃時較劇

烈晃動，凝固形狀

柔軟，易滑出杯

子。 

出水現象明顯，約

30cc，搖晃時劇烈

晃動，凝固後形狀

柔軟，易破碎。 

硬度 1.2cm 1cm 1.7cm 

嚐起來的甜度 適中，多數學生認

為適合的甜度。 

過甜，像布丁一樣

的甜度，且仙草氣

味幾乎被甜味掩

蓋。 

適中，師長品嚐後

認為此比例較佳，

但學生認為不夠

甜。 

3. 實驗結果：觀察後發現，糖的比例也會影響仙草凍的凝固速固，糖的比例

愈高，凝固的速度愈快；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糖的比例愈低出水量愈多

愈明顯，C 杯的含糖量最低，出水率最高，明顯高於另外 A 杯和 B 杯，造

成凍體的甜度較低對學童來說稍嫌不足；甜度的部分在經過口感測試後，

學童均表示喜歡 A 杯的甜度；B 杯則比較像布丁的甜度，是過甜的狀態；

而 A 杯雖然最受學童的歡迎，但大人的甜度則偏向 C 杯，認為甜度較為適

中。實驗發現最適合的甜度在 0.1~0.08 之間，冷藏過後，0.08 比例的砂

糖，水解狀況較明顯，凍體亦較軟，硬度測試為 1.7cm，若同時考慮口感

與甜度，建議糖的比例以 0.1 為佳。 

 

圖 5-1 製作不同糖份比例的仙草凍 

伍、 研究結果 

一、從仙草乾開始製成仙草凍，首先仙草乾熬煮時必須加入食用小蘇打粉一起熬煮成

仙草鹼萃取液，再將仙草鹼萃取液與澱粉作用後才能製成仙草凍。若在熬煮仙草

乾的時候沒有加入小蘇打粉，則無法有效釋放出仙草乾中的膠質，將無法製成仙

草凍。 

二、由實驗結果得知，市售的仙草茶皆無法與澱粉作用後凝固成仙草凍，究其原因，

應是仙草茶中的膠質含量極少，而市售仙草茶的味道與實驗一不加小蘇打粉熬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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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的仙草原汁味道接近，較無澀味，因此可以推斷市售仙草茶並未加入小蘇打粉熬

煮，無法有效釋放出仙草莖葉中的膠質，以至於無法凝固成仙草凍。 

三、不同澱粉對於仙草凍凝固的速度差異不大，小麥澱粉、玉米粉、木薯粉都能在 30

分鐘內凝固，而太白粉則需要較長時間，凝固速度最差，較不適合用來製作仙草

凍。仙草凍冷卻後發現，木薯粉因為粉末顆粒較大的關係，凝固力最好，口感 Q

彈；玉米粉口感較其他種類更滑嫩一點，小麥澱粉口感較玉米粉軟糊，太白粉口

感最為軟爛，出水狀況也最為明顯。冷藏後發現，以玉米粉的口感及香氣最佳，

木薯粉雖有較好的凝固力，但較無仙草凍的滑嫩感，學童皆表示，喜歡仙草凍有

滑順水嫩感，因此澱粉種類以玉米粉製成的仙草凍口感為佳，推測成因為粉質顆

粒較細緻，較無特殊氣味所致。 

四、在凍類食品硬度測試中，爭鮮果凍硬度最高，而仙草凍的硬度最低。硬度經由自製

硬度測試計檢驗後，顯示硬度由高而低依序為：爭鮮果凍>統一布丁>中華愛玉>中

華豆花=透沁日仙草凍。仙草凍和中華豆花的硬度較小皆為 1.6cm，學童試吃各凍

類製品後，喜歡的口感為 0.8~1.2cm，顯示市售仙草凍的口感稍軟。 

五、澱粉含量測試結果發現，最適宜的澱粉比例為 1%。澱粉比例愈高，則凝固速度愈

快且硬度愈高。當澱粉比例為 1%及 2%時的硬度介於最佳硬度比例 0.8~1.2cm 之

間，所以就硬度而言，澱粉比例在 1%~2%皆可。口感測試結果發現，2%澱粉比例

的口感不如 1%滑嫩，3%澱粉製成的仙草凍口感過硬且粉感太重，考量硬度測試及

口感測試結果，實驗證明澱粉的最佳比例為 1%。 

六、糖的比例會影響仙草凍的凝固速固，糖的比例愈高，凝固的速度愈快。 

七、糖的比例以 0.1 為佳。甜度的部分在經過口感測試後，學童均表示喜歡 0.1 比例的

甜度；0.2 比例的甜度則比較像布丁的甜度，是過甜的狀態；而 0.1 比例雖然最受

學童的歡迎，但大人的甜度則偏向 0.08 比例的糖分，認為甜度較為適中。實驗發

現最適合的甜度在 0.1~0.08 之間，冷藏過後，0.08 比例的砂糖，水解狀況較明顯，

凍體亦較軟，硬度測試為 1.7cm，若同時考慮口感與甜度，建議糖的比例以 0.1 為

佳。 

陸、 討論 

一、基於想要製作完美比例的仙草凍的想法，同學們在想何謂最佳口感，每個人的喜好不同，

因此，我們想要設計一個可以知道大部分人喜歡的硬度的小實驗，試著量化提出一

個大眾喜歡的硬度的數據。 

(一) 市售硬度測驗儀器相當昂貴，非我們所能負擔，因此我們嘗試製作不同的硬度測

試計，但失敗了許多次，最後才製作出此一簡易硬度測試計。 

(二) 我們嘗試運用手邊的簡單材料著手設計製作硬度測試計，最初我們使用 5cm 的

鐵釘當作刺入凍體的工具，奈何多數凍體皆過軟，鐵釘皆直接沒入凍體，無法測

量凍體硬度，因此在嘗試了數種工具後，最後發現大頭針最為合適。 

(三) 我們選用長度2.5cm的大頭針，將其垂直投入凍體，量出凍體外的長度，便能知

道沒入的深度為何。 

(四) 因為是簡易的硬度測量計，因此當投擲的過程，針不夠垂直，就容易產生誤

差，因此我們每次的硬度測試皆測三次，再取其平均值，減少實驗誤差。 



 

二、原本想探討不同比例的小蘇打粉對於仙草鹼萃取液膠質的影響，但因為仙草鹼萃取

液動輒 6~8 小時的熬煮時間，再加上學校廚房只有一個瓦斯爐可以使用，不易做到

客觀實驗條件控制，只好先擱置此研究。因此建議未來再做這一組實驗的時候能有更

嚴謹的實驗設計流程和實驗器具，以利將實驗的誤差減到最低。 
三、甜度測試的部分，因無適合的測量工具，因此僅能採用試吃實驗，為求客觀，我們

讓學校的學生及教師群試吃，再去評析最合適的甜度，因此此一甜度為本校師生喜

愛的甜度，不能過度推斷到其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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