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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 使用中種法製作麵包，在正常情況下，攪拌後中種麵糰溫度／主麵糰溫度，

以下列何者最適宜？ (1)5/28 (2)35/35 (3)23～25/27～29 (4)32/10℃。 

(3) 

解析： 採中種法攪拌後，中種麵糰理想溫度為 25℃，主麵糰理想的溫度為 28℃。  

26. (   ) 欲使麵包烤焙後高度一定，最後發酵時間常需和麵包烤焙彈性 (Ovens 

Pring)配合，當烤焙彈性大的麵包，入爐時間應  

(1)提早 (2)延後 (3)不變 (4)隨便。 

(1) 

27. (   ) 製作麵包有直接法和中種法，各有其優點和缺點，下列那一項不是中種法

的優點 (1)省人力，省設備 (2)味道較好 (3)體積較大 (4)產品較柔軟。 

(1) 

解析： 中種法又稱二次攪拌法，為目前麵包店較常採用之攪拌法，其優點有： 

1. 發酵時間充足，可節省酵母使用量。 

2. 發酵時間彈性大，麵糰若不能立即分割或是整形，短時間內對麵糰品質

影響不大。 

3. 麵包成品體積較大而且組織也比較柔軟。 

4. 產品隔日老化（澱粉回凝）速度，比直接法慢。 

 

28. (   ) 製作硬式麵包，一般使用的最後發酵條件，溫、濕度以下列那一項較適宜 

(1)42℃、90％ (2)38℃、85％ (3)35℃、75％ (4)10℃、60％。 

(3) 

29. (   ) 使用分割滾圓機分割麵糰，假如機器分割麵糰每分鐘 30 粒每個 50g，現有

60 公斤麵糰多少時間可分割完？ (1)20 分 (2)30 分 (3)40 分 (4)50 分。 

(3) 

解析： 60kg＝60,000g；機器一分鐘可以分割 50g×30 粒＝1,500 g 麵糰，所以

60,000g 的麵糰分割需要 60,000÷1,500=40 分鐘。 
 

30. (   ) 在沒有空調的室內做麵包時，中間發酵時間，很容易受氣候影響，若要控

制中間發酵的溫度和濕度，下列那一項最適當  

(1)35℃、85％ (2)20℃、85％ (3)28℃、75～80％ (4)38℃、85％。 

(3) 

31. (   ) 製作麵包在發酵過程中，麵糰的酸鹼度（PH 值）會  

(1)上升 (2)下降 (3)不變 (4)有時高、有時低。 

(2) 

解析： 發酵後產生乳酸及醋酸會使麵糰呈現酸性，使 PH 值下降。  

32. (   ) 下列何者不是在製作麵包發酵後產物  

(1)二氧化碳(CO2) (2)氨(NH) (3)熱 (4)酒精。 

(2) 

解析： 酵母發酵最終產物為酒精，二氧化碳和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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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 使用不同烤爐來烤焙麵包，下列何者敘述不正確： (1)使用熱風爐，烤焙

土司，顏色會較均勻 (2)使用瓦斯爐，爐溫加熱上升較慢 (3)使用隧道爐，

可連續生產，產量較大 (4)使用蒸汽爐，烤焙硬式麵包表皮較脆。 

(2) 

解析： 瓦斯傳熱非常快速。  

34. (   ) 下列何者不是造成小西餅膨大之原因  

(1)蘇打粉 (2)酵母 (3)砂糖 (4)攪拌時拌入油脂之空氣。 

(3) 

35. (   ) 麵包製作採烘焙百分比，其配方總和為 250％，若使用麵粉 25 公斤，在不

考慮損耗之狀況下，可產出麵糰  

(1)100 公斤 (2)75 公斤 (3)62.5 公斤 (4)50 公斤。 

(3) 

36. (   ) 以中種法製作蘇打餅乾，中種麵糰之攪拌應攪拌至  

(1)捲起階段 (2)麵筋擴展階段 (3)麵筋完成階段 (4)麵筋斷裂階段。 

(1) 

37. (   ) 瑪琍餅乾，其麵糰應攪拌至  

(1)捲起階段 (2)擴展階段 (3)完成階段 (4)斷裂階段。 

(3) 

解析： 瑪琍餅乾屬硬麵糰餅乾，麵糰需攪拌至麵筋形成。  

38. (   ) 奶油小西餅若以機器成型，每次擠出 7 個，每個麵糰重 10 公克，機器轉速

(r.p.m)為 50 次/分，現有麵糰 35 公斤，需幾分鐘擠完  

(1)10 分鐘 (2)20 分鐘 (3)40 分鐘 (4)50 分鐘。 

(1) 

解析： 35×1,000/10 = 3,500(個)；3,500 /7= 500(次)；500 /50= 10(分)。  

39. (   ) 線切小西餅，若以機器成型，每次可切出 7 個，機器轉速為 40 次/分，現

有麵糰 28 公斤，共花了 20 分鐘切完，則每個麵糰重為  

(1)5 公克 (2)7 公克 (3)8 公克 (4)10 公克。 

(1) 

解析： 28kg×1,000 = 28,000(公克)；40 次/分×20 分 = 800(次)；7×800 = 5,600(個)；
28,000/5,600 = 5(公克)。 

 

40. (   ) 烤焙麵包時使用那一種的能源品質最好  

(1)瓦斯 (2)電 (3)柴油 (4)重油。 

(1) 

解析： 使用瓦斯的優點： 

1. 成本比較便宜。 

2. 加熱直接迅速，傳導熱也比較快。 

3. 比較無公害的問題。但是安全措施需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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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 製作奶油空心餅若麵糊較硬，則其殼較 (1)厚 (2)薄 (3)軟 (4)不影響。 (1) 

42. (   ) 鬆餅（如眼鏡酥），其膨大的主要原因是  

(1)酵母產生的二氧化碳 (2)發粉分解產生的二氧化碳 (3)水經加熱形成

水蒸氣 (4)攪拌時拌入的空氣經加熱膨脹。 

(3) 

解析： 水份在烘焙時受高溫形成水蒸氣，蒸氣溢出時將麵皮撐開膨脹。  

43. (   ) 一般麵包類製品中最基本且用量最多的一種材料為  

(1)糖 (2)油脂 (3)水 (4)麵粉。 

(4) 

解析： 烘焙百分比，以麵粉為 100%，是麵包類製品中最基本且用量最多的材料。  

44. (   ) 奶油空心餅蛋的最低用量為麵粉的  

(1)70％ (2)80％ (3)90％ (4)100％ 。 

(4) 

45. (   ) 戚風類蛋糕其膨大的最主要因素是  

(1)蛋白中攪拌入空氣 (2)塔塔粉 (3)蛋黃麵糊部份的攪拌 (4)水。 

(1) 

46. (   ) 土司麵包（白麵包）配方，鹽的用量約為麵粉的  

(1)0％ (2)2％ (3)4％ (4)6％。 

(2) 

解析： 鹽一般使用量為 1~2%，大於 2%麵包呈現過鹹，大於 3%則導至酵母死亡。  

47. (   ) 重奶油蛋糕油脂的最低使用量為 (1)30％ (2)40％ (3)50％ (4)60％。 (4) 

解析：   
 油脂含量 發粉用量 糖含量 常見產品 

輕奶油蛋糕 30~60 % 4~6% 100%以上 魔鬼蛋糕 
重奶油蛋糕 40~100 % 0~2% 100%以下 大理石蛋糕

  

 

48. (   ) 以中種法製作蘇打餅乾時，中種麵糰發酵時的相對濕度應維持在  

(1)58％±2 ％ (2)68％±2％ (3)78％±2％ (4)88％±2％。 

(3) 

解析： 相對溼度低於 75%時，容易導至表面乾燥結皮，影響發酵及組織品質；而相

對溼度高於 85%時，則表面容易濕粘影響主麵糰攪拌。 
 

49. (   ) 標準土司麵包配方內水的用量應為  

(1)45～50％ (2)51～55％ (3)60～64％ (4)66～70％。 

(3) 

解析： 60~64%為比較安全作業範圍，操作不容易失敗，超過這個範圍，麵糰容易

太濕粘難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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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 一般餐包的油脂用量為  

(1)4～6％ (2)8～14％ (3)15～20％ (4)25～30％。 

(2) 

51. (   ) 依 CNS 之標準，葡萄乾麵包應含葡萄乾量不少於麵粉的  

(1)20％ (2)30％ (3)40％ (4)50％。 

(1) 

52. (   ) 一般標準餐包配方內糖的含量應為  

(1)4～6％ (2)8～14％ (3)16～20％ (4)21～24％。 

(2) 

53. (   ) 奶油海綿蛋糕中奶油用量最多可用  

(1)10～20％ (2)21～30％ (3)31～39％ (4)40～50％。 

(4) 

54. (   ) 乳沫類蛋糕其麵糊的打發性主要是來自配方中的  

(1)油脂 (2)蛋 (3)發粉 (4)麵粉。 

(2) 

解析： 乳沫類蛋糕的打發是靠蛋白中的球蛋白及黏蛋白，將空氣打入形成泡沫以及

將表面固化。 
 

55. (   ) 可可粉加入蛋糕配方內時須注意調整其吸水量，今製作魔鬼蛋糕，為增加

可口風味，配方中增加 3％的可可粉，則配方中的吸水應該  

(1)減少 3％ (2)增加 3％ (3)減少 4.5％ (4)增加 4.5％。 

(4) 

解析： 可可粉吸水性比麵粉強；增加的水量為可可粉用量的 1.5 倍，配方才能平衡。  

56. (   ) 麵粉含水量比標準減少 1％時，則麵包麵糰攪拌時配方內水的用量可隨著

增加 (1)0％ (2)2％ (3)4％ (4)6％。 

(2) 

57. (   ) 煮製奶油空心餅（泡芙）何者為正確 (1)麵粉、油脂、水同時置於鍋中煮

沸 (2)油脂煮沸即加水麵粉拌勻 (3)油脂與水煮沸並不斷地攪拌加入麵粉，

繼續攪拌加熱至麵粉完全糊化 (4)水、油脂煮沸即離火，加入麵粉拌勻。 

(3) 

58. (   ) 小西餅的烤焙原則：  

(1)高溫短時間 (2)高溫長時間 (3)低溫短時間 (4)低溫長時間。 

(1) 

59. (   ) 炸油炸甜圈餅（道納司，Doughnuts）的油溫以 (1)140～150℃ (2)180

～190℃ (3)210～220℃ (4)230～240℃ 為佳。 

(2) 

解析： 油溫在 180～190℃時，產品吸油量較少，且著色度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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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 奶油空心餅成型後應該 (1)馬上進爐烘烤 (2)鬆弛 10 分鐘後進爐 (3)鬆

弛 15 分鐘進爐 (4)鬆弛 30 分鐘進爐。 

(1) 

解析： 奶油空心餅成型後，應該立即入爐烘烤，避免表面乾燥結皮而影響膨脹性。  

61. (   ) 製作麵包時麵粉筋性較弱，應採用何種攪拌速度？  

(1)快速 (2)中速 (3)慢速 (4)先用快速再改慢速。 

(2) 

解析： 麵粉筋性較弱時因麵筋結合慢，以快速攪拌會破壞已形成的麵筋；慢速則不

容易形成麵筋，並且會拉長攪拌的時間，導致攪拌後麵糰溫度過高。 

 

62. (   ) 裹入油脂為麵糰的 1/4，即表示油脂量為麵糰的  

(1)20％ (2)25％ (3)30％ (4)35％。 

(2) 

63. (   ) 重奶油蛋糕如欲組織細膩可以採用  

(1)直接法攪拌 (2)糖油拌合法 (3)麵粉油脂拌合法 (4)兩步拌合法。 

(3) 

解析： 麵粉油脂拌合法：先將配方中麵粉及油脂一同攪拌，使麵粉顆粒均勻與油脂

混合，在加入液態材料時，比較不容易出筋，適用於低熔點的油脂。此法調

拌的麵糊光滑，成品質地組織，綿密且細緻。但須注意的是，配方中油脂含

量需在 60%以上，使用本法才不會出筋，造成產品收縮不良現象。 

 

64. (   ) 麵糰分割重量 600 公克，烤好麵包重量為 540 公克，其烤焙損耗是 

(1)5％ (2)6％ (3)10％ (4)15％。 

(3) 

解析： (600-540)/600×100%=10%。  

65. (   ) 整形後的丹麥麵包或甜麵包麵糰，如需冷藏，冰箱溫度應為  

(1)0～5℃ (2)6～10℃ (3)11～15℃ (4)16～20℃。 

(1) 

解析： 溫度超過 7°C，酵母會有活性，不斷產生氣體(CO2)，造成麵糰呈酸性。  

66. (   ) 烤焙法國麵包烤爐內必須有蒸汽設備，蒸汽的壓力為 (1)壓力大，量小 (2)

祇要有蒸汽產生就好 (3)壓力低，量大 (4)壓力大，量大。 

(3) 

解析： 法國麵包入爐烘烤前加蒸氣的目的：使麵糰表面快速受高熱，使其膨脹。  

67. (   ) 海綿蛋糕攪拌有冷攪拌法和熱攪拌法，熱攪拌法是先將蛋加溫至  

(1)25℃以下 (2)25～30℃ (3)35～43℃ (4)50℃以上。 

(3) 

解析： 熱攪拌法是先將蛋隔水加熱至 35～43℃，降低蛋黃的黏稠性，增加其乳化

液的形成，加速和空氣的拌合以助於起泡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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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   ) 海綿蛋糕配方中各項材料百分比加起來得 180％，已知麵糊總量為 9 公斤，

其麵粉的用量應為 (1)3.5 公斤 (2)4 公斤 (3)4.5 公斤 (4)5 公斤。 

(4) 

解析： 在烘焙百分比之中，麵粉的百分比為 100%。 
9kg×100/180=5kg。 

 

69. (   ) 蛋白經攪拌後最易與其他原料拌合且進爐後膨脹力最好的階段是  

(1)起泡狀態 (2)濕性發泡 (3)乾性發泡 (4)棉花狀態。 

(2) 

解析： 溼性發泡時蛋白質尚未完全凝固，膠粘狀比較能與其他原料拌合。  

70. (   ) 製作某一烘焙食品，麵粉用量為 22 公斤，乳化劑用量為 0.33 公斤，請問

乳化劑所佔烘焙百分比為 (1)1.2％ (2)1.5％ (3)1.8％ (4)2％。 

(2) 

解析： 0.33/22×100%=1.5%  

71. (   ) 麵包製程中之醒麵即是  

(1)基本發酵 (2)延續發酵 (3)中間發酵 (4)滾圓。 

(3) 

解析： 一般製作中式點心稱之醒麵，等同於製作麵包時稱之麵糰鬆弛、中間發酵等

專業術語。 

 

72. (   ) 麵包配方經試驗為正確，但烤焙後其表皮顏色經常深淺不一，下列何者不是

可能原因 (1)烤爐溫度不平均 (2)冷卻不足 (3)發酵 (4)整型 的關係。 

(2) 

解析： 烤焙後表皮顏色深淺不一的原因有： 

1. 經發酵分解之果糖、葡萄糖、麥芽糖分散不均。 

2. 攪拌不均勻，整形後表面乾燥或過溼。 

3. 烤箱溫度不均勻或是整型後形狀不一，導致受熱不均勻。 

 

73. (   ) 中種麵糰攪拌後理想的溫度應為  

(1)20～22℃ (2)23～26℃ (3)28～30℃ (4)31～33℃。 

(2) 

74. (   ) 一般乳沫類蛋糕使用蛋白的溫度最好為  

(1)17～22℃ (2)26～30℃ (3)31～35℃ (4)36～40℃。 

(1) 

解析： 蛋白在 17~22℃時膠黏性最好，起泡佳且穩定。溫度過高，蛋白變得太稀，

膠黏性差，無法保留打入的空氣；而溫度太低，蛋白的膠黏性太濃，攪拌時

不易拌入空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