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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

師、食品技師考試 

等別：高等考試 

類科：食品技師 

科目：食品分析與檢驗學 

一、抽查到市售有疑慮的食品，在分析前的樣品製備過程中必須注意那些事項? (20

分) 

【擬答】 

(100%，阮籍 104食品分析與檢驗，A01, page 23-27) 

採樣與方法

 

:樣品採樣大致有三個步驟： 

(population)其應具有代表性 

 

: 

 

 

 

 

 

 

 

稱重與均質: 由於食品樣品的差異性較大，因此在分析前通常需要

將樣品均質（研磨），即減少樣品顆粒。 

球磨機適用於小樣品;

(Iron Stomacher)等 

: 樣品消化水解 

 

 

 

HPLC, G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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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你比較下列幾種油脂的化學性質，請寫出測定下列每種性質及法規規範時

所用的檢測方法及原理。(30分) 

 

【擬答】 

(100%，阮籍 104食品分析與檢驗，A01, page 156-161 ) 

:利用過氧化價測定之，過氧化價的測定係採用碘量法，即在酸

性條件下，脂肪中的過氧化物與過量的 KI 反應生成 I2，以 Na2S2O3滴定生成的

I2，求出每 1,000 g 油中所含過氧化物的毫克當量數，稱為脂肪的過氧化價(POV)。

藉由過氧化價之測定，可以了解油脂初期的氧化情形，初期氧化情形愈嚴重，

過氧化物的含量愈高，油脂品質愈差。 

: 利用硫巴比妥酸價 (丙二醛法) 測定之，硫巴比妥酸價是測定

油脂氧化中期所產生的丙二醛,利用硫巴比妥酸與丙二醛反應後會產生紅色產

物,作為評估油脂的酸敗程度,屬於油脂氧化後期指標。 

: 利用碘價測定之，100 克油脂能夠吸收的鹵化碘（ICl 或 IBr）

量以碘的克數表示的值，稱為碘價 (IV)。藉由碘價之測定可用以判定油脂乾

性、半乾性與不乾性之性質，另外由碘價亦可估計油脂之雙鍵數。 

: 利用酸價測定之，中和 1 克油脂中游離脂肪酸所需氫氧化鉀

的毫克數，稱為酸價(acid value；AV)。藉由酸價可了解油脂中游離脂肪酸之含

量；游離脂肪酸含量愈高，油脂氧化反應就愈易進行。 

: 利用皂化價測定之，使 1 克油脂完全皂化所需氫氧化

鉀的毫克數，稱為皂化價(SV)。藉由油脂皂化價之測定，可判定油脂之分子量

及油脂種類。油脂之分子量 MW = 3 x 56 x 1000 / SV。 

: 利用酸價測定之，游離脂肪酸含量愈高，油脂氧化

反應就愈易進行。食用油榨油換油標準: 2 mg KOH/ g fat。 

三、檢測維生素 B1、B2、C及β-胡蘿蔔素，請分別說明下列的檢測法何者較合適? 

及其原理為何?(25分) 

(波長 436 nm)  (Hyudrazine method，波長

540 nm) (激發波長 365 nm，放射波長 435 nm) (激

發波長 440 nm，放射波長 565 nm)。 

【擬答】 

(100%，阮籍 104食品分析與檢驗，A01, page 165-176 ) 

B1: 螢光呈色法 (激發波長 365 nm，放射波長 435 nm)。維生素 B1熱安

定性高，但於鹼性環境下容易因加熱而分解，被赤血鹽(K3Fe(CN)6)氧化後，產

生藍紫色螢光物硫色素(thiochrome)，再依螢光強度測定維生素 B1之含量。 

365 nm 波長激發  435nm 波長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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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螢光呈色法 (激發波長 440 nm，放射波長 565 nm)。維生素 B2於鹼

性環境下經光照後，會轉變成 lumiflavin，呈現螢光之特性，再利用螢光光度

計偵測並定量。激發波長 440 nm，放射波長 565 nm。 

C: 胼光度比色法 (Hyudrazine method，波長 540 nm)。將還原型維生素

C 氧化，使樣品中維生素 C 全部轉變為氧化型。之後將之水解成 2,3-diketo-L-

gulonic acid，再利用 2,4-二硝基苯胼脎 (2,4-dinitrophenylhydrazine；DNP)作用產

生脎 (osazone)。脎在硫酸中呈紅色，紅色的深淺度與氧化型維生素 C 成正比，

以光電比色計（波長 540 nm）進行吸光值的測定。 

-胡蘿蔔素: β-胡蘿蔔素溶液以可見光分光光度計測定於波長 436 nm 之吸光

值，以濃度為 x 軸，吸光值為 y 軸繪製定量曲線，並計算迴歸公式。 

四、下列物質若在市售食品中驗出或含量些微超過限量標準，請說明應採取的措施

及是否涉及危害? (每小題 5分，共 25分) 

 (Fipronil，茶葉，限量 0.002 ppm) 

 (薯條，商業指引值) 

 (生麵條，不得驗出) 

 (Aflatoxin，花生，限量 15 ppb) 

 (月餅，不得驗出) 

【擬答】 

(100%，阮籍 104食品分析與檢驗，A01, page 245、page314-315 ) 

 (Fipronil，茶葉，限量 0.002 ppm):因茶飲量大，過量攝入芬普尼，恐會

出現蒼白、瘦弱、呼吸異常、身體顫抖、步伐及體態不正常及攝食量減少、肝

腫大情形；驗出或含量些微超過限量標準時，涉及危害，要下架與禁止販賣與

食用。 

 (薯條，商業指引值): 丙烯醯胺被「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列為

「2A 類可能致癌物」，過去多針對動物實驗，證實可能致癌和具神經毒性，但

流行病學證據還不足以證實對人體有致癌性。日常從油炸食品涉入丙烯醯胺

的含量愈高，尿中測出的基因傷害指數也愈高，驗出或含量些微超過限量標準

時，涉及危害，應禁止食用。 

 (生麵條，不得驗出): 過氧化氫可作為食品殺菌用途，但不得在米

飯、麵食等主食中添加，過氧化氫的沸點為 152 度即使煮沸，仍有殘留疑慮。

低濃度的過氧化氫，接觸到人體會因酵素作用，分解為水、氧氣，但高濃度會

對皮膚、眼睛、腸胃道造成腐蝕性傷害。過氧化氫急性中毒會嚴重刺激呼吸道，

引起輕度刺激及皮膚炎或鼻、喉嚴重刺激及肺水腫。 

誤食過氧化氫會對口腔黏膜、咽喉、氣管及消化道產生刺激，食入可能在血液

中產生氧氣泡（栓塞），而造成休克。接觸皮膚會造成皮膚發白，高濃度溶液

會造成灼傷起水泡並發紅，長期暴露會造成皮膚灼傷。濃度高之蒸氣或霧滴

會使眼睛發紅、流淚、發炎，並可能損傷致盲。驗出或含量些微超過限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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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涉及危害，要下架與禁止販賣與食用。 

 (Aflatoxin，花生，限量 15 ppb): 在醣類與天門冬醯胺，經過攝氏 120

度以上高溫炒炸，食物會自然生成「丙烯醯胺」，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國際癌

症研究中心已將黃麴毒素列為第一級致癌物質。美國 FDA 與我國均限定花生、

玉米中黃麴毒素的量不得超過 15 ppb；驗出或含量些微超過限量標準時，涉及

危害，要下架與禁止販賣與食用。 

(月餅，不得驗出):一般食品是否遭受污染，或是製程有無衛生缺失，

多以衛生指標菌大腸桿菌群來進行監測。雖然食品中檢出過多大腸桿菌群，不

致直接致病，但足以顯示該產品衛生出了問題。驗出或含量些微超過限量標準

時，涉及危害，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要求業者將產品下架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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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

師、食品技師考試 

等別：高等考試 

類科：食品技師 

科目：食品化學 

一、說明屠體之死後僵直(rigor mortis)與解僵(resolution of rigor)現象，以及

屠宰過程導致肉品品質不佳之可能原因。(20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2 page 192-196) 

(rigor mortis): 是指動物死亡後，肌肉僵硬攣縮的現象。在死亡

後，由於體內的氧化磷酸化過程逐漸停止。ATP 不再被合成，肌肉中現存的

ATP 因為水解急劇減少。這導致細胞膜上的鈣離子-ATP 酶泵開啟，細胞內鈣

離子濃度上升，肌纖維凝結成肌動球蛋白，導致肌肉失去彈性攣縮。 

(resolution of rigor)現象: 死後僵直過一段時間（幾小時到幾天），組織內部

的酶開始消化肌肉本身，稱為自溶現象。肌肉軟化和自家消化:肌肉軟化(muscle 

tenderness) 和自家消化 (autolysis)之過程係指魚類死後僵直開始消失， 主要受

內生性酵素群的作用，肌肉會產生軟化現象。這個過程導致屍僵的自然緩解的

現象。 

: 

應 

有害物質的現象，稱為腐敗(putrefaction)； 

化，則稱為變質(deterioration)。 

化學性劣變: 氧化酸敗、變色、肉色褐變、pH 值下降 

: 乾化、凍燒及解凍滴液、縮水、質地保水性變差 

二、說明氫化作用(Hydrogenation)與交酯化作用(Intewresterification)對脂質理

化性質之可能影響。(2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age 125-140、page 141-142) 

(hydrogenation) 

油脂中之不飽和鍵以鉑、鎳、鉻(Cr)及銅(Cu)等催化劑，與氫氣於高溫、高壓

下反應而成為飽和化合物，即稱氫化作用。 

 

 

http://smallcollation.blogspot.com/2013/06/plasmalem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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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脂質理化性質之可能影響: 

 

 

 

位置、數目及幾何構造改變，且可塑性增加，而適於製作人造奶油及加工

酥油。 

 

 

(ester exchange)或轉酯化(transesterification)，乃指三酸甘油

酯上的三個醯基經人為方式，使其彼此置換或分子間醯基互換之情形，此方法

常被應用於天然油脂構造與特性之修飾。 

對脂質理化性質之可能影響: 

 

使用酵素做為觸媒的交酯化反應因酵素具有位置特異性，可精確控制脂肪

酸醯基的反應位置，生產符合需求的油脂。而以化學法進行交酯化反應，

因過程中三酸甘油酯上的脂肪醯基是經隨機方式重排後改變其鍵結位置，

故產物種類雜亂且無規則可循 

成分 EPA 或 DHA 的特殊油脂等。 

三、說明蛋白質變性對食品品質之可能影響。(20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age 173-174) 

食品蛋白質在儲存和加工過程會因環境改變而發生變性，所謂變性(denature)是指蛋白

質的雙硫鍵與非共價鍵被打斷，而失去或改變原來的二級、三級或四級結構，生去原

有的生化功能的過程。 

變性並沒有破壞蛋白質的一級結構，也就是並沒有打斷胜肽鍵。 

引起蛋白質變性的物理化學因子包括：酸鹼度、離子強度、溫度、溶劑、剪力、壓力

和溶質等。 

蛋白質變性對其結構與功能(或品質)的影響: 

 

 

 

 

 

 

 (L-Form  D-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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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明過氧化氫酶(Glucose oxidase)、凝乳酶(Rennin)、果膠酵素及α-澱粉酶

(α-amylase)作用原理及其於食品加工上之可能應用。(20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age 261-273) 

(Glucose oxidase) 作用原理 

有氧存在下，葡萄糖氧化酶會將葡萄糖氧化成葡萄糖酸-δ-內酯(glucono-δ-

lactone)，然後再進一步轉變為葡萄糖酸(gluconic acid)。  

 

 

於食品加工上之可能應用: 

蛋製品中葡萄糖之去除，以避免與蛋

白質形成褐變反應，而降低產品之品質。 

抑制微生物生長之作用。 

C 之

氧化及減緩果汁之褐色化，達到保持原有風味及品質的效果。 

pH 值，有利於改善動物腸道環境，促進乳酸菌有益菌之生長，抑制大腸

桿菌、沙門氏菌等有害細菌之繁殖，並可抑制飼料中黴菌生長，避免產生

黴菌毒素。 

(Rennin) 作用原理 

是一種蛋白酶，哺乳動物胃液中有凝乳酶，能使乳中蛋白質凝聚成乳酪，乳酪

易為各種蛋白質酶所消化。哺乳類以外的動物因為不食乳，所以很少存在凝

乳酶。凝乳酶為食品工業中使用量最多的酵素，主要應用於牛乳之凝乳，用以

製備乾酪。凝乳酶使原奶凝固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將К-酪蛋白分解為副К-酪

蛋白；其次副К-酪蛋白及αs-酪蛋白和β-酪蛋白在 Ca+2 作用下沉澱。 

於食品加工上之可能應用: 

 

(natural cheese)、熟成乾酪(ripened cheese)與再製乾

酪(processed cheese)。添加乳酸菌與凝乳酶製造且未經熟成之乾酪，稱為

生乾酪。生乾酪經過適當的溫度、濕度控制，進行熟成後可製得熟成乾酪，

利用添加適當的微生物來源之蛋白酶與脂解酶可以達到加速熟成的效果。 

 

果膠酶主要可以分成三類： 

(pectinesterase)，可分解經甲基酯化之半乳糖醛酸

分子上的甲氧基(-O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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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alacturonase，PG)，可以分解果膠中主要結

構半乳糖醛酸(galacturonic acid)之α-1,4 糖苷鍵結。聚半乳糖醛酸酶可分為

從非還原端開始水解的外切酶(exo PG)與從內部水解的內切酶(endo PG)。 

(pectin lyase)，為一種內切酶，作用與聚半乳糖醛酸酶

類似，不同的是，其所解離的單體在 C4 與 C5 間產生反式消除作用，而形

成不飽和的半乳糖苷結構。 

於食品加工上之可能應用: 

 

 

 

 

 

 

 

-澱粉酶(α-amylase)作用原理 

α-澱粉酶(α-amylase)為澱粉液化酶為內切型酵素，可任意水解葡萄糖苷鍵結 

(α-1,4-)，生成麥芽糖、葡萄糖及糊精等產物。 

於食品加工上之可能應用: 

澱粉酶可將澱粉完全水解成葡萄糖，再經葡萄糖異構化酶 (glucose 

isomerase)之作用可將大部分葡萄糖轉變成果糖，而製得高果糖糖漿(high 

fructose glucose syrup，HFGS)。 

 

 

 

、麥芽糖及麥芽糊精。 

麵包表皮的棕色色澤，另外亦可供應酵母菌醱酵以產生氣體、增加麵包體

積、改良產品質地、以及延緩老化速度。 

 

五、說明預糊化澱粉(Pre-gelatinized starch)、交鏈澱粉(Cross-linked starch)

與乙醯化澱粉(Acetylated starch)的修飾作用方式、特性及其於食品加工上之

應用。(20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age 79-81) 

(Pre-gelatinized starch) 

未修飾或已修飾澱粉可以熱滾筒(hot drum)或噴霧乾燥機(spray dryer)進行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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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化乾燥，製成冷水可糊化(膨潤)粉體，即經由物理修飾方式將熱水糊化型澱

粉(cookup starch)轉化為預糊化澱粉(冷水糊化型) 

特性及其於食品加工上之應用: 

化之榖類澱粉(玉米、

小麥)因含較多不飽和油脂，易氧化而產生油耗味。 

耐熱、耐酸性、耐剪切、及耐冷/解凍能力等特性與其原有熱水型相同，預糊化

只是其附加修飾特性而已。其再水合(rehydration)能力及最終糊狀體之組織(texture)

則依製程技術及物理、化學處理方式不同而相異。 

(Cross-linked starch) 

交聯化或稱直鏈抑制化(inhibition)為最重要之化學修飾方式，藉由雙功能基藥

劑與澱粉顆粒中兩個分子之羥基(-OH)連結，進而於加熱程序中控制澱粉顆粒

之澎潤與破裂。此鍵結方式增加原有氫鍵強度，減緩澱粉顆粒之澎潤速度並

減低澎潤顆粒破裂之敏感度。而加熱後之糊狀物黏度較高且厚實、於長時間

加熱時較不易裂解、耐酸及耐攪拌(抗剪切)性提高。當交連鍵結量增加時，澱

粉顆粒對外界物理、化學干擾之安定性亦增加。但此型修飾澱粉欲達完全糊

化、得到最佳黏度所需能量較未修飾前增加，故其糊化溫度亦較未修飾前高。 

交鏈化特性及其於食品加工上之應用: 

切力 

(Acetylated starch) 

玉米澱粉經多偏磷酸鈉交聯或三氯氧磷交聯後，再經醋酐酯化製得乙醯化二

澱粉磷酸酯。或由三偏磷酸鈉與醋酸酐（≤10%）或醋酸乙烯（≤7.5%）和澱粉

經過綜合反應而製得。 

特性及其於食品加工上之應用: 

白色粉末，無臭、無味，易溶於水，不溶於有機溶劑。與原澱粉相比，其溶解度、

膨潤力及透明度明顯提高；老化傾向明顯降低，冷凍穩定性提高。可抗熱、抗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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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

師、食品技師考試 
等別：高等考試 

類科：食品技師 

科目：食品微生物學 

一、解釋下列各名詞之意義及與食品微生物學之重要關係。(每小題 5分，共 20分) 

cross contamination 

bacteriocins 

ELISA 

microbial stress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 04, page 127-133, page 164, page 187) 

cross contamination (交叉污染) 

交叉污染是當從一個食物產品的細菌被轉移到另一種食品產品，通常因為未

洗乾淨的砧板或檯面，以及刀等廚房工具，或甚至不洗手 。交叉污染可能會

導致食物中毒。生肉應該和熟肉以及其它的生食品分開放置，避免引起交叉

污染。 

bacteriocins 細菌素 

某些細菌在代謝過程中，經核醣體合成的一類具有抑菌活性的多胜肽或其前

驅多胜肽。對同種近緣菌株呈現狹窄的抑制作用，會在作用細胞上穿孔、抑制

細菌胜肽聚醣合成，或與核醣體或 tRNA 相互作用而抑制蛋白質合成，或直接

降解標的細胞 DNA，達到抑菌效果。現今最為人知的乳酸菌細菌素為乳酸鏈

球菌（Lactococcus lactis）中提煉出來的 nisin。 

ELISA:酵素聯結免疫分析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酵素聯結免疫分析法的原理是將對抗原(antigen)具專一性的一級抗體(primary 

antibody)固定於塑膠微滴盤(microtiter plate)之小孔表面，然後加入檢體，若檢

體中含有抗原（病原菌或毒素），就會與抗體結合，經過漂洗，去除未與抗體

結合的抗原，再加入有酵素標記的二級抗體(secondary antibody)，形成抗體－抗

原－抗體的複合物。最後經過漂洗去除多餘的二級抗體後，加入酵素基質，經

抗體上的酵素作用後產生有色物質，利用肉眼即可檢視，且產生的顏色強度

與抗原濃度成正比，因此更可藉由儀器(ELISA reader)測定吸光值，來判定抗原

的多寡。由於酵素聯結免疫分析法會形成類似三明治的抗體－抗原－抗體複

合物，又可稱為三明治式酵素連結免疫分析法(sandwich ELISA)。 

 microbial stress 微生物壓抑作用 

食品中的微生物在食品生產、加工、保存、貯藏、運送、消費等過程中，會曝

露在各種不同的物理或化學的環境中，有可能處於一個較不適合生長的環境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culinaryarts.about.com/od/culinarytools/p/cuttingboards.htm&usg=ALkJrhjV0N_sARpMdb3DaRKB7ccl36kYXQ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culinaryarts.about.com/od/safetysanitation/ht/handwashing.htm&usg=ALkJrhin_B0aUPLdGkbV4LPC5umokuqvNA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u=http://culinaryarts.about.com/od/safetysanitation/a/Food-Poisoning-Symptoms.htm&usg=ALkJrhjKbqvlJXzbm7YUZgFsBUTj3hxe4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253/32253.htm&usg=ALkJrhi_-BFomuDE5nPRgwUO_912XwBZdg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baike.baidu.com/view/845922.htm&usg=ALkJrhg5keZpdSs6HgTryKQPDezyLnLH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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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optimal）中。因此引起微生物性狀上的改變，可能對某一原本不利生長

的因子變為更有抵抗性或變為更敏感，我們稱此現象為壓抑作用 (Stress 

adaptation)。 

細胞受壓抑的層級，分為： 

Optimal「最理想環境」—微生物之最適生活環境。 

Suboptimal「次理想環境」—細胞可能發展成對於某種壓抑具有抵抗性或是

同時對於多種不同壓抑因子具有抵抗性。 

Sublethal「次致死」—或是可暫時容忍的、可逆的次致死傷害。為較嚴重

的從外觀上看起來已喪失繁殖能力。 

Lethal「致死」—最嚴重的為已長期的失去生存能力。 

 (寫出屬名或特徵)

生之原因。(每小題 5分，共 20分) 

(sulfide stinker spoilage) 

(surface slime) 

 (soft rot) 

 (green discoloration)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 34, A02 page72, 82, A02 section 5) 

(sulfide stinker spoilage) 

菌種:脫硫腸狀菌屬 Desulfotomaculum 

發生之原因: G(-)桿狀，有稍膨大之孢子，具鞭毛，運動性，耐熱，可生長在

37-70oC 溫度下，pH 6 以上可生長。嚴格厭氧，化學異營性菌，細胞具呼吸代

謝，以硫酸鹽、亞硫酸鹽和硫化物為電子受體，還原為 H2S。觸酶陰性，廣泛

分佈於土壤中。對酸敏感，或造成玉米、豌豆等罐頭食品硫臭敗壞。 

(surface slime) 

菌種: Pseudomonas 

發生之原因: 冷藏(0~4℃)，因此造成腐敗 之微生物多屬低溫菌，其中最常見

的是 Pseudomonas。 

 (soft rot) 

菌種: 假單胞菌屬(Pseudomonas)、伊文氏桿菌屬(Erwinia) 

發生之原因: 由於細菌性果膠分解作用(pectinolysis)引起的植物組織軟腐現象。 

 (green discoloration) 

菌種: Lactobacillus 

發生之原因: 香腸類之綠變乃由 Lactobacillus 產生之過氧化物氧化肌紅素而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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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列為有關細菌性食物媒介疾病 (bacterial foodbone diseases)的問題。(每

小題 10分，共 20分) 

食物媒介疾病與非傳染型食物媒介疾病(食物中毒)之特性 (至少

四項)，並各舉一例。 

細菌性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可分為哪三種類型? 說明各類型之特性，

並各舉一例。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 39, ) 

食物媒介疾病: 1. 細菌、病毒等致病原直接進入宿主體內造成感染，

不是頻藉其他媒介物。依照入侵途徑又可分成直接接觸 (如螺旋體引起梅
毒)、飛沫、垂直感染三種方式。2. 致病原是透過特定的媒介進入宿主體

內。依媒介的種類亦可分三種，即媒介物(如弧菌引起霍亂)、昆蟲和動物、

空氣中的灰塵或霧。 

非傳染型食物媒介疾病(食物中毒): 感染型細菌性食物中毒 (如腸炎弧菌)、毒

素型細菌性食物中毒 (如肉毒桿菌)、其他細菌性食物中毒 (如單核李斯特菌

屬) 

細菌性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可分為; 

:係指中毒病原菌在食品中繁殖，大量的生菌（＞105

生菌／公克食品，但有研究顯示，在 102生菌／公克食品也有可能產生食物中

毒）隨食品被攝取後，通過消化酶、免疫系統及胃酸的破壞，在小腸再次增殖，

侵害腸道細胞而發病，是為感染型食物中毒。例如：腸炎弧菌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毒素型細菌性食物中毒係由病原菌所產生的毒素所引起的食物中毒，這些

毒素可在食品中或腸道中產生。在食物中產生毒素如肉毒桿菌(Clostridium 

botulinum) 

 

本群細菌所引發之食物中毒的案例不多或較少發生，通常對其致病機制較

不清楚，例如：單核李斯特菌屬(Listeria monocytogenes)。 

 

四、下列為有關最大可能菌數法(Most Probable Number, MPN)測定食品微生物數目

的問題。 

(12分) 

10-1、10-2、10-3、10-4、10-5稀釋及三重複(三管)培

養(個濃度接種 1 mL)後，正反應管數為 3-3-3-1-0，經查 3-tube MPN (1.0. 0.1, 

0.01 g)。表正反應管數為 3-3-3、3-3-1 及 3-1-0 之最大可能菌數分別為>110、

46 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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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從以上資料決定元樣品之菌數 (列菌數單位)，並說明理由及解釋該菌數之

意義。(8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 154-157 ) 

(MPN)原理 

最確數法的原理是將液態樣品經過數次的連續稀釋，直到稀釋樣品中不再含

有欲檢測的微生物，然後，根據這些不同稀釋倍數中出現微生物生長（通常以

濁度計算）的管數，便可對原樣品中的菌數作統計學上的估計。因此，最確數

法是一種統計方法，而其理論基礎建立在三項因素： 

 

 

最大可能菌數法(MPN) 操作步驟: 

最確數法測定食品中大腸桿菌群的過程： 

1 ml 稀釋檢液接種至硫酸月桂酸胰化蛋白培養液(lauryl 

sulfate tryptose broth；LST broth)中，每稀釋液各接種三支（稱三階三支）。 

 

膽汁培養液(brilliant green lactose bile broth；BGLB broth)中培養。 

 

MPN 數後，代入公式即可推

算出樣品中大腸桿菌群之最確數(MPN/g 或 MPN/ml) 

 

 

 

 

計算公式： 

利用 MPN 法計數樣品中大腸桿菌數 

＊MPN 法生化反應的基礎是：代謝乳糖，乳糖發酵。 

G 無芽孢感菌如 coliform，37oC 24 hr 內，乳糖發酵、產酸、產氣。 

表正反應管數為 3-3-3、3-3-1 及 3-1-0 之最大可能菌數分別為 >110、46 及

4.3。(查 MPN 表應該是 1100、460 及 43) 若稀釋倍數為原液，10，100 倍(即

每 ml LST 中含 1，0.1，0.01 g 之檢體而 EC 接種之正反應試管數亦為 3-1-

0，則該檢體大腸桿菌 MPN 數為 43÷10=4.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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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列為有關糞便汙染指標菌(fecal contamination indicators)的問題。 

? 在食品衛生檢驗上有何重要意義。(5 分) 

 (舉三項)?(6 分) 

IMViC test? 此試驗用於檢驗 E. coli 之結果為何?(9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2 page 114-120, page 184-186 ) 

: 當食物中毒案件發生時，一般均認為該病原菌與腸道之微生

物有關，因此食物之污染可能被懷疑直接或間接來自糞便之污染，所以指標微

生物最常被用於評估水質是否受糞便污染之時機，以證明是否含有腸道病原

coliform  

Escherichia  enterococci bifidobacteria 

桿菌之噬菌體 coliphages  total bacterial count, TBC 

Geotrichum Enterobacteriaceae 

在食品衛生檢驗上有何重要意義: 指標微生物偵測的結果一般是用於反應食品存

在之「微生物相可能現狀」，此微生物相可能現狀具有影響食品之儲藏期限，以及

潛在造成食品危害因子的重要依據。 

可直接反應出該食品之安全性堪虞。 

因此在後續加工或儲藏運輸過程中，可以限制其生長條件而嚴加控制。 

 

食用之安全衛生。 

 

第一個指標微生物為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一般食品中應不含大腸桿菌，若是

檢出有大腸桿菌存在，則表示受到糞便之污染。 

 (舉三項): 

檢測與計數。 

他微生物生長繁殖時之抑制或干擾。 

標微生物被檢出時可代表食物中之腐敗菌或食物中毒菌可能亦存在。 

IMViC test? 此試驗用於檢驗 E. coli 之結果為何?(9 分) 

IMViC 試驗包括 測試 (Indole test)、甲基紅測試 (Methyl red test)及伏、普二氏

測試 (VP, Voges-Proskauer test) 及檸檬酸鹽利用 (Citrate utilization)。 

檢測原理如下： 

Indole test：色胺酸 (Tryptophan) 為主要胺基酸之一種，某些細菌可產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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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酸酵素 (Tryptophanase)，將其轉變為代謝產物 Indole。故反應結果呈紅紫

色，表細菌能代謝產生 indole，屬`正`反應。 

Methyl Red Test：係檢測微生物在氧化葡萄糖過程中，可否產生高濃度的酸

性終產物 (acid end products)。葡萄糖為主要受質，能被某些細菌氧化，並產

生能量。其終產物會因菌在代謝過程所參與的特異性 的作用而不同。若微

生物如以下路徑代謝葡萄糖則會產生大量的酸。甲基紅為本試驗的酸鹼指

示劑。當培養基中含有大量的酸性終產物，因氫離子濃度高，在 pH 4.0 的

情況下甲基紅呈現紅。反應結果培養基呈紅色，表細菌能代謝產生大量的

酸性終產物，屬`正`反應。 

Voges-Proskauer Test：係檢測微生物在葡萄糖代謝過程中，可否在有機酸存

在的情況下衍生非酸或中性終產物。本實驗所使用的試劑包括：6% α-奈

酚 (α-naphthol)及 40%氫氧化鉀。反應呈現粉紅色/紅色，表細菌能代謝產

生乙醯甲基甲醇，屬`正`反應。反之，反應結果未呈現呈現粉紅色/紅色，表

細菌不能代謝產生乙醯甲基甲醇，屬`負`反應。 

Citrate utilization：當無葡萄糖或乳糖的情況下，某些微生物可利用檸檬酸鹽

為其碳源，作為能量來源。利用賽門氏檸檬酸鹽洋菜斜面培養基為檢測培

養基，在培養基內添加溴麝香草藍，當作酸鹼指示劑，在 pH 6.9 的情況呈

現綠色，在 pH 7.6 的情況下呈現藍色。其反應結果培養基呈藍色，表細菌

能夠利用檸檬酸鹽生長，屬`正`反應。反應結果培養基呈現綠色，表細菌不

能利用檸檬酸鹽生長，屬`負`反應。 

檢驗 E. coli 之結果: 

: 上層為紅色，下層粉紅色，呈正反應 :呈紅色，為

: :不混濁，為

負反應。亦即 IMViC 為 +  +  –  –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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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

師、食品技師考試 
等別：高等考試 

類科：食品技師 

科目：食品工廠管理 

一、海外設立食品加工廠時，其所考慮的因素比國內設廠時更多且更複雜，請問需

考慮哪些事項？（20 分） 

【擬答】 

一、工廠規劃的基本原則 

安全性：人員及設備之安全性 

效率：動線要連續性、流暢化 

衛生：生熟食分開，設置一般作業區、管制作業區(清潔區、準清潔區)及非食

品處理區 

未來性：擴廠需要，必須預留空間 

二、工廠規劃之準備 

開設新工廠或搬遷，事前均需詳細的規劃，必須先收集各項資料以為依據。 

預估或收集工廠生產資料 

生產流程圖之繪製 

生產設備之規劃 

其他管理所需之各單位規劃及整合 

廠房內部之區分：分四區(、一般作業區、管制作業區(清潔區、準清潔區)、

非食品作業區) 

三、廠址選擇的參考因素 

原料來源 

消費市場 

地區資源 

地區的環境 

協力廠商的支持意願強度 

四、廠址的評估方法 

環境影響因素評估分析法 

成本分析法 

全方位評估分析法 

結論：工廠的規劃包括內部設置，廠址的選擇都關係事業的成敗，不論設置在國內

或國外，都必須考慮經濟、政治、地區、社會及環保因素，和未來企業的整

體發展策略合併考慮。 

在廠房破土興建以前，需先作好詳細的工廠規劃，必須先收集各項資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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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據： 

預估或蒐集工廠生產資料，並且詳細分析之，作為產能、機器設備、數

量、種類之決定，另外，原物料、半成品及成品的倉儲空間也應預作考

量。 

生產流程圖繪製、討論以決定生產的順序。 

生產設備的規劃，根據生產流程、生產需要、配合機器的性能及產能，決

定機器設備數量、種類及流程安排，並決定各項倉儲及製造、包裝場所空

間大小及設計。 

其他管理所需之各單位規劃，配合整體流程如辦公室、品研室、工務室、

洗手間、更衣室、倉庫、原物料倉庫、保健室、停車場所、員工休息室、

會議室等，也應有適當的佈置及安排。 

繪製工廠平面圖與產房建造規範，如製造作業場所之劃分、環境要求條

件、水電配置等。 

若廠址尚未決定，則需考慮廠址選擇的因素，如： 

地質與氣象：選擇地質堅硬，適合工作之氣候地區。 

用水與排水：水源符合飲用水標準，並有良好的排水系統。 

交通運輸與原料供應：設廠於交通方便及原料生產地區。 

勞動力：選擇勞力人口多的地區，如台灣中南部。 

動力供應：電力供應需充足。 

地價及環境條件：需考慮土地價格與較好的環境。 

衛星工廠：最好鄰近衛星工廠，可減少運輸費用。 

社區態度：需了解當地居民對設置工廠的態度。 

公害：避免造成污染與公害。 

法令和稅捐：應瞭解有關法令限制與稅捐問題。 

△衛星工廠(satellite factory)：指承接食品工廠，負責供應原物料或半成品的代工廠。 

 

二、食品工廠於加工過程中，為了讓產品更好看，延長保存期限增加產品穩定性

等，常會採用食品添加物，但近年來，頻出現不肖業者使用非法添加物或不當

添加之情形，請說明使用食品添加物之相關規範。（20分） 

【擬答】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103.02.05) 

△第3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香

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

他必要目的，加入、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複方食品添

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組成，

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應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

號。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13890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3890&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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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 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前項標準之訂定，必須以可以達到預期效果之最小量為限制，且依據

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同時必須遵守規格標準之規定。 

 

△第22條 食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

分別標示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者，

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內容物之主成分應標明所佔百分比，其應標示之產品、主

成分項目、標示內容、方式及各該產品實施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定之。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28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

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

生誤解之情形。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童及特殊

需求者長期食用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其食品之項目、促銷

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47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

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

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

再申請重新登錄：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OC01.asp?lsid=FL013890&lno=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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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除第四十八條第四款規定者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

定標準中有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103.08.13) 

 

△第8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食品添加物名稱，應以食品添加物

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

品名，或一般社會通用之名稱標示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甜味劑、防腐劑、抗氧化劑者，應同時標示其功能性名稱。 

二、屬複方食品添加物者，應標示各別原料名稱。 

食品中之食品添加物係透過合法原料之使用而帶入食品，且其含量明

顯低於直接添加於食品之需用量，對終產品無功能者，得免標示之。 

 

△第13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品名，其為單方食品添加物者，應

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一般社會通用之名稱標示之；其為複方食品添

加物者，得自定其名稱。 

依前項規定自定品名者，其名稱應能充分反映其性質或功能。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

查驗登記，取得許可文件之食品添加物，其品名未能符合前二項規定

者，應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前，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申請

品名變更登記；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製造者，應以變更後之品名

標示於容器或外包裝。 

 

△第14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食品添加物名稱，應以食品添加物

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

品名，或一般社會通用之名稱標示之。 

 

△第18條 有容器或外包裝之食品及食品添加物之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二毫米。但最大表面積不足八

十平方公分之小包裝，除品名、廠商名稱及有效日期外，其他項

目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得小於二毫米。 

二、在國內製造者，其標示如兼用外文時，應以中文為主，外文為

輔。 

三、輸入者，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加中文標示，始

得輸入。但需再經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者，得於販賣前完

成中文標示。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1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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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102.11.25)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各類食品添加物之品名、使用範圍及限量，應符合附表一之規定，非表列

之食品品項，不得使用各該食品添加物。 

第 三 條 食品添加物之規格，應符合如附表二之規定。 

第 四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三、請說明加工食品追溯制度之建構目的與規劃（20分） 

【擬答】 

什麼是「食品追溯」？ 

「食品可追蹤系統」(food traceability) 是自二十世紀末開始，世界各國均積極

推動的一種食品作業制度，是各國目前正在進行中，持續推動中的一個趨勢，也可

說是潮流，一個影響您我未來生活的新做法。整個體系的運作目標，是希望維繫國

際間食品貿易的秩序與安全，賦予每一批食品特定的「批號」，讓整個食品流通過

程的上游或是下游，都可以分別追溯或是追蹤該食品的來源或是去處，方便食品事

件發生時，責任的釐清，也迫使食品業者要對自己的產品負責，所以也間接提昇了

食品的品質與安全。 

近年來國內農畜水產品及進口食品之安全性問題，如斃死豬肉、藥物殘留、戴

奧辛污染對農產品及食品安全影響，及所謂黑心食品議題均備受國人關注，各界亦

呼籲政府應規劃建立「食品追溯」或「產銷履歷」系統，使消費者對購買的農產品

或食品之來源，有更多資訊可以參考，生產者或物流、銷售業者亦能透過相關資訊

之建立，做到產品流向之追蹤及管制，從而提昇農產品及食品安全管理。 

「食品可追蹤系統」的主要目標：可以雙向往上下游追溯或追蹤食品資訊的環

境。 

推動「食品履歷」的原因，提昇「食品安全」的角度而來的，可預期「履歷」與

「可追溯性」將成為未來國際農產品與食品貿易的必備規格與標準之一。 

可能成為決定國際間糧食供應貿易戰爭成敗的分水嶺，也可能是決定世界先進各

國資訊服務產業興衰的關鍵因素。 

各國推動食品追溯體系之背景 

歐洲各國推動食品追溯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是狂牛病狂牛病第二是基改食

品，第三是歐盟的成形 

台灣食品追溯體系的推動現況 

幾十年來台灣經濟的高度發展，造成城鄉差距鉅如鴻溝，農村青年外移，農村

人口老化嚴重，所得與地位逐年下落，產銷失調，再加上加入 WTO 後進口農產品

源源而入，兩岸關係長期封閉，台灣農業的競爭力淪失，需要一個新思維、新理念

http://mohwlaw.mohw.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4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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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喚醒青年農友心中對農業的希望與信心，而推動「食品追溯」，或稱為「產銷履

歷」，正是台灣農業病危前最後一次積極奮起的機會，最後改革的希望。 

「食品追溯」的明日社會 

食品追溯是當今農業與食品業的新顯學，在國際上，過往數十年所推動的食品

議題，包括 ISO 國際標準、Codex 國際法典、基因改造生物、HACCP 危害分析與

管制點、GAP/GMP 良好生產程序、農藥與毒化物管理、產品身分辨識、COOL 來

源國家標示、境外農業生產、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電子產品編碼等，如今都歸納到

「食品追溯」的大傘之下，成為整合性的標準。因此，食品的批次定義、資訊化、

可追蹤追溯性，顯然將成為未來的國際農產品、農產加工品與食品貿易的基本規格

與條件之一。 

展望食品追溯體系的明日社會是如何？可預期的，屆時優良安全的食品，將可

以與劣質黑心食品區隔，發生食品安全事件的機率也會下降，過往推卸責任無人負

責的亂象也將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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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製造業若接到客訴應如何建立處理制度與成品回收（20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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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說明食品工廠之供水設施應注意哪些事項？（20分） 

【擬答】 

凡與食品直接接觸及清洗食品設備與用具之用水及冰塊應符合飲用水水質標

準。 

應有足夠之水量及供水設施。 

使用地下水源者，其水源應與化糞池、廢棄物堆積場所等污染源至少保持十五

公尺之距離。 

蓄水池(塔、槽)應保持清潔，其設置地點應距污穢場所、化糞池等污染源三公

尺以上。 

飲用水與非飲用水之管路系統應完全分離，出水口並應明顯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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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

師、食品技師考試 
等別：高等考試 

類科：食品技師 

科目：食品加工學 

一、請說明麵條的製備方法，請以生鮮麵條為例，說明可能使用的添加物及原因。

（25分） 

【擬答】 

麵條： 

麵條與麵包同為小麥麵粉之主要加工食品，因麵條之形態變化多端，便於

配合多種調理及調味方式，故較有加工利用價值。 

形態因食用方式及製造方法之不同，分為三種，即為切麵條、壓麵條和拉

麵條。茲分述如下： 

切麵條： 

原料：普通用中筋麵粉，但因麵條日漸高級化，故漸改用麵筋含量較高

者。 

食鹽為製作麵條所用副原料之一種，其使用目的為：使麵粉中麵筋緊

縮，增加其粘彈性。利用食鹽中MgCl2之吸濕性，乾燥時促進麵條內

部水分之廣散，調節乾燥之速度。防止發霉並可防腐，非專為調味之

目的。食鹽用量，約為麵條之 3%。 

強鹼液，對於強化麵筋之粘彈力，與鹽水有相同之作用。我國方習

慣，多加用內蒙古產之天然鹼，該鹼係為 Na2CO3 及 K2CO3 之化合

物，普通麵條之 pH 值為 6～7，而加用鹼者約為 9～12。加用鹼之麵

粉，呈現淡黃色，且有特殊之氣味，多加則更重，稱鹼麵，日本人稱

之為中華麵。鹼劑亦會使麵粉中的類胡蘿蔔素或類黃素母酮

（flavonoid）變為黃色。近有業者使用維生素 B2 或 β-胡蘿蔔素來著

色。 

為了提高油麵的脆度及滑溜度，不肖業者常違法添加硼砂；亦有添加

非法色素著色，或使用防腐劑者。油麵之濕麵條於熱水中煮熟，撈起

泡冷水，冷卻、加油即是油麵。 

製法：可分為混合、壓延、練延、切條、乾燥、包裝諸工程。 

混合：混合之目的，乃使麵粉吸收適當之水分與食鹽，並使麵粉形

成麵筋。麵粉及食鹽水依規定量在混合機內混合約 10～15 分鐘，

則麵粉行成豆腐渣似之塊狀。混合所用水溫最好約 10～15℃。 

壓延：壓延之目的，有似製麵包工程中之捏合。 

練延：乃進一步之數度壓延，使水分與麵筋之形成十分平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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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帶，以便切條。 

切條：麵帶經切條機連續切成適當粗細之麵條後，掛在約 1m 長之

細竹竿上，進入乾燥場。 

乾燥：由生麵（水分約 35%）乾燥成乾麵條（水分 14～15%）。 

壓麵條：麵條在加壓下，經一定孔型壓出者，主要為道心麵。 

原料：以採用杜蘭（Durum）小麥為原則，普通之高筋粉亦可採用。 

製造工程：混合、捏合、壓出、乾燥等採自動操作。 

大規模製造時：原料小麥粉用空氣輸送管送入攪拌槽，必要時並添加

適量之維生素等強化劑，在攪拌槽內加水於粉中製達水分約 31%，混

合 10～20 分鐘（40℃），做成堅硬麵糊通過高壓混捏機壓出，混捏機

內部係以 400～700mmHg之真空，因之麵糰中不含氣泡，可增加製品

之透明度。用螺旋加以 100～200Kg/cm2 之壓力擠出，經有多數預定

形式小孔之底板，做成各種形式之通心麵。 

通心麵之生產率因不用食鹽，且乾燥之程度較佳，故較切麵為少，約

95～100%。 

因杜蘭麥的麵筋缺乏彈性，但吸水率高，故製品的質地堅固，久煮不

爛。 

拉麵條：拉麵條，隨做隨吃，麵徑較粗，鮮有做成乾者。利用麵糰之延

伸特性，有似拉麵之作用，做成較細之麵條，做成乾者，俗稱掛麵。 

拉麵：麵粉常用高筋粉，加水和成麵糰後，暫時擱置，使麵筋形成。

然後用兩手反復拉扯即一條拉長折為二，二折為四，直至拉成需要之

細度，則可下鍋。 

掛麵：亦係以高筋粉為原料，加水 45～50%，以及食鹽 5～6%，溫濕

度較高，麵筋含量較多時，應增加食鹽用量。充份捏合後，做成厚約

5cm 之圓餅狀，用刀自外側依渦卷式切成寬亦 5cm 之方條，並於表面

塗以植物油，以防黏著，擱置 2 小時後，用燃掛機拉成，再二度擱置

拉細塗油，最後用兩支細竹纏掛，再予拉細，以便乾燥。總用油不宜

超過麵粉之 2.5%，收穫率約麵粉之 95～100% 

 

二、請說明於大量製備米飯的製程以及米粒於煮飯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市面上有

人使用所謂的保鮮劑，有哪些功能？是否有其他方法達到同樣的目的？（25

分） 

【擬答】 

好的米飯，最理想狀況是煮後馬上吃，一般米飯的直鏈澱粉含量高，保水性差，

時間一長很快就會「老」掉（指米粒失去彈性）， 蒸煮時是由生澱粉beta化轉變為可

食用的alfa化，而當老化時主要是因為溫度的關係，讓其從alfa化再度轉變回beta化，

即使重新加熱也不易恢復Q彈；再者因為大量生產，保溫設備也很難做到將白飯保持

在使細菌不易繁殖的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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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用來使米飯保鮮的添加物是鮮保利VN103、VN101，主要成分為氨基乙酸、

無水醋酸鈉、酵素制劑和反丁烯二酸一鈉，為合法添加物，主要作用是調味，同時也

調整食品的酸度，可以降低食品的酸鹼值到PH 5～6，甚至更低，因此具有抑制微生

物的作用。 

由於鮮保利主要是做調味用途，添加過量風味就不對了，所以政府目前認為此類

化學物質並沒有所謂添加過量的問題。「反丁烯二酸一鈉」和「反丁烯二酸」兩個名

詞的差別在哪裡？後者可以專稱純的反丁烯二酸（fumaric acid），不過毒理上一般也

泛指溶於水中的反丁烯二酸鹽類〔如反丁烯二酸一鈉（monosodium fumarate）〕，鹽

類溶解後解離為酸根及金屬離子，添加在食品內，也泛稱為反丁烯二酸，適量使用對

人體無害。例如常用做防腐劑的食品添加物苯甲酸，未溶解前的固體狀態稱為苯甲酸

鹽，溶於水加入食品後則泛稱苯甲酸。 

不過值得討論的重點之一在於，目前依法只有加工食品可以使用食品添加物，但

米飯應視為天然食物？或是可認定為加工食品？在一般民眾的觀點恐怕認為米飯是

天然食物居多。未來要如何定義米飯（及其他情況類似的食品）以決定其是否能使用

添加物，需由主管機關做出適切的決策，才能保障民眾的健康。 

為增加保水性，有些廠商會額外添加磷酸鹽，讓米飯變好吃。不過米飯應當要維

持純粹，HACCP規定，烹調好的食材４小時內要送到食用者手上，以先前發生的狀況，

當業者送達飯食的時間要超過４小時以上時，因為要避免米飯在這段時間臭酸，食用

上會危險，因此業者才會有加入保鮮劑的作法。 

過去沒有聽過在米飯當中加入保鮮劑，此類化學添加物通常是用在烘焙類的食物

如蛋糕，因為要延長販售時間，會使用此類添加劑。抑菌劑或稱保鮮劑不能與丙二烯

酸、去水醋酸等防腐劑畫上等號，健康疑慮較小。建議供應團膳米飯的業者，在遞送

的時間上要縮短，最好的保鮮方式就是快點吃到，這也是避免微生物滋長的最好方法。 

不使用添加物的原則還是「用原料處理原料」，也就是善用米本身的特性，維持

飯粒的口感。例如煮飯時可在其中摻入一點糯米，可以避免米的水分散失太快，讓米

口感較Q彈。也可以滴入少許油，油會在米粒表面形成一層薄膜，把水保留在內部。 

至於細菌問題，白飯要保持在 65℃以上，才有殺菌效果，實務上很難做到，至少

也要維持在 55℃，讓最適合在 35～40℃（手觸摸有微熱）繁殖的多種中溫菌不容易

生長。如果當餐外送的米飯用不完，回收後不要再使用，未外送的白飯可冷藏，隔天

蒸過後再出廠。 

 

三、請說明固液萃取的程序與其原理。溶質於溶劑中的溶解度於製程的設計中扮演

何種角色？（25分） 

【擬答】 

在一液體或固體物料中加入某種溶劑，將其中的可溶性溶質分離之操作，稱

為萃取。 

當萃取的對象為固體時，稱為固液萃取，或稱為瀝取。 

當萃取的對象為液體時稱為液液萃取。 



科目：食品加工學 29 

瀝取與過濾操作中的洗滌相似，但一般瀝取旳目的在提取固體中有用的物

質，而洗滌之目的則相反。 

液液萃取旳功能與蒸餾相似，都是使液體混合物分離的操作，但下列三種情

況較適合萃取： 

混合物具低揮發性（高沸點） 

共沸現象 

具溫度敏感性 

萃取原理如下圖： 

 

 

 

 

 

 

工業上萃取操作含下列三步驟： 

原料與溶劑的混合、接觸 

兩相的分離 

溶劑的回收 

溶劑與原料的接觸方式 

單級接觸 

共流多級接觸 

逆流多級接觸 

逆流微分接觸 

三、溶劑的選擇 

溶劑對萃取操作的品質及成本影響很大，主要有下列幾項： 

高溶解度  高選擇性  易回收  比重差異適中  表面張力差異適中 低粘度 

低揮發性  低價格  無毒性 

四、溶質於溶劑中的角色： 

溶質從固體分散劑中溶至摻入孔隙內的溶劑。 

溶質從孔隙內部擴散至固體粒子表面。 

溶質從固體粒子表面擴散至整體溶液。 

五、萃取裝置 

植物類物料之萃取 

摻濾糟  籃式萃取器  肯尼地萃取器 

粗大顆粒物料的瀝取 

摻濾槽加槳式攪拌器 

細小顆粒物料的瀝取 

耳攪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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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說明冷凍濃縮果汁的原理與其優缺點。（25分） 

【擬答】 

濃縮果汁為新鮮成熟果真之榨汁經過濃縮者，不得加糖、色素、防腐劑、香料、

乳化劑及人工甘味劑。國內進口的果汁原料，大都為濃縮果汁。濃縮的方法包括真空

濃縮、膜處理濃縮法及冷凍濃縮法等，常用為真空濃縮法，依加熱之有無，分類如下： 

加熱濃縮： 

一般使用真空濃縮，可分批式（35～40℃，30 分以上）、連繽式（13～20℃，

20～60 分；或 50～65℃，5 秒～3 分鐘）。依使用的濃縮機可再細分如下： 

板式蒸發濃縮機－不適合果肉多者。 

薄膜流下式蒸發濃縮機－適合果肉多的果汁，及高濃度果汁，以高 溫短

時間條件濃縮（60～80℃，3 分）。 

迴轉圓錐型蒸發濃縮機－不適合果肉多者。時間只 5 秒，但耗用蒸氣量高。 

非加熱濃縮： 

膜處理： 

膜處理的最大特色為不發生成分變化，具有耗能小、不產生加熱臭、揮發

性成分損失少、色素不分解、不發生褐變、營養價值損失少等優點。如逆

滲透法（RO）。 

凍結濃縮： 

使果汁中的水變為冰結晶，然後除去冰晶的濃縮法，稱為凍結濃縮。凍結

濃縮可得色澤、風味俱佳的果汁，省能源，缺點是冰晶中會含有微量果汁

成分，冰晶表面亦會附著果汁成分，在-5～15℃有微量成分或不溶性固形

物會凝聚或析出，影響濃縮果汁的收率。 

冷凍濃縮果汁： 

濃縮至固形物達 58%之果汁，再調配生鮮果肉，稀釋使固形物至 41.5～

42.5%，然後冷卻至-3℃，再急速冷卻至-7～-8℃，使濃縮果汁中的 6～

10%水分凍結，稱為冷凍濃縮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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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

師、食品技師考試 

等別：高等考試 

類科：食品技師 

科目：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一、請討論為何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加工紅肉列為致癌物？（20 分） 

【擬答】 

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將加工肉品如香腸、火腿等列為第一級致癌物，牛、

豬、羊等紅肉列為2A級致癌物。隸屬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組成專家小組審查800多件食用紅

肉或加工肉品與癌症關聯性的研究，依過去20年大型前瞻性研究提出具影響力的證據，

指出： 攝食紅肉致癌機轉證據充足，而人類流行病學雖有研究指出食用紅肉與結直

腸癌發生有關，另有研究指出食用紅肉與胰腺癌和前列腺癌有關，但證據仍顯不足，

因此將紅肉列為Group 2A，指極有可能為人類致癌物(Group 2A是指實驗動物產生癌

症的證據確實，但人類致癌的資料有限)。 人類食用加工肉品導致大腸癌的證據充

足，因此，將加工肉品列為Group 1，指人類致癌物(Group 1是指具人類致癌性)。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專家小組審查了800多件食用紅肉或加工肉品與癌症關聯性的

研究，總結出每天攝取50克的加工肉品，罹患大腸癌的風險會增加18%。對個人而言，

因食用加工肉品而罹患大腸癌的風險低，但此風險隨攝取量增加而增加，因此，食用

加工肉品與癌症發生率間的關係仍是全球食品安全值得關注的議題。 

 

二、何謂天然毒素（Natural Toxins），並請舉例說明。（20 分） 

【擬答】 

定義 

天然毒素是指動、植物性食物中，因食物本身所自然含有或食入後由於體內酵素

系統作用而產生對人體生理具傷害性之物質所造成。 

來源  

水產類之魚、貝類： 

除因可能來自環境污染所引起之重金屬類中毒外，其中多數貝類中毒是由於貝

類所攝食之藻類所造成者。 

植物性天然食物中毒： 

植物體所含有之自我防禦機制系統物質或本身酵素系統、代謝物質等，經攝入

人體內後而產生中毒現象。可能因誤認、好奇、不明正確調理方式、深信其具

可治療某方面疾病之特殊藥性、因部分宗教儀式信仰而食用等原因所造成。 

實例：河豚毒素 Tetrodotxin Puffer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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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來源： 

世界上河豚約有近百種，台灣海域附近約 30 種，其中有毒約十餘種，因其所

含河豚毒(Tetrodotxin)而引起中毒，亦稱作魚肉中毒(Ichthyosarcotoxism)。魚體

所含毒素在春季、冬季較高，所含毒素部位大都以卵巢最多，其次為，再次為

腸和皮膚。國內曾發生「香魚片」製造業者以鯖河魨為原料，此類河魨之肌肉

雖無毒，但內臟組織仍具弱毒性，因此加工不當時極可能造成毒性殘留而發生

中毒事件。 

毒素特性： 

河豚毒結構為一非常特異構造，到目前為止仍未發現有相似之化合物，具耐熱

性，煮沸 30 分鐘亦只破壞 20%，殺菌釜條件亦無法完全去除、可被強酸、強

鹼破壞。 

毒素毒性： 

對人毒性為 1~2 毫克可致死，約相當於在春、冬季的卵 2 克左右。 

LD50 = 12μg/kg b.w. (大白鼠)。 

中毒機轉： 

與蛤蚌毒素一樣，阻礙神經訊息的傳遞（阻礙鈉離子通過細胞膜而中斷神經傳

遞）。 

中毒症狀： 

食用後快者 30 分鐘，慢則 3 小時開始出現： 

口唇麻木、嘔吐、頭暈、發冷汗、運動失調(四肢無力)、血壓下降，最後因

橫膈膜運動停止而呼吸麻痺死亡。 

一般死亡時間 6~8 小時，拖過 9 小時則應無生命危險。 

預防方法： 

盡量避免食用來源不明河豚肉。 

若要食用河豚肉必須選擇安全可靠，具宰殺河豚資格的商店。 

絕不可食用河豚的內臟器官或被破碎內臟器官所污染的肉質。 

河豚毒素不會因烹調加熱而消失，中毒無任何解毒劑，須盡速送醫急救，使

中毒者嘔吐、洗胃、服瀉藥將胃內容物排出。 

 

10分） 

請說明為何沒有「零風險」的食品。（10分） 

【擬答】 

食品安全等同於國民健康： 

飲食，是國民健康重要的一部分，以牛肉含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事件來看，根據

目前的研究，成人每公斤體重之萊克多巴胺每日安全攝食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為 1 微克 (10-6 公克)，以聯合國食品安全法典(CODEX)通過之牛肉

容許殘留量 10 ppb 計算，*註 1，60 公斤的成人每天須吃到 6 公斤牛肉，才可能

攝入超過 60 微克的瘦肉精，而微量的瘦肉精容易代謝排出體外，正常飲食下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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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人體健康。反觀膽固醇，一般建議成人每日建議攝取量為 300 毫克(mg,等於

300,000 微克)以內，100 公克的牛肉約含有 100 毫克的膽固醇*註 2，一客 360 公

克的牛排，就超過成人每日膽固醇容許量，攝取過多膽固醇容易引發高血壓、高

血脂等心血管疾病，實質風險與健康危害都遠高於瘦肉精！ 

為何沒有「零風險」的食品 

毒理學原理“The dose makes the poison“劑量決定毒性： 

•萬物皆有毒﹐但每一物都存有「可接受劑量」（耐受量），須培養劑量觀念：「什

麼都可以吃，只要不過量，就安全。」風險評估應用於制訂安全標準的過程中，

必須經過量化的程序以獲得風險值。通常量化的方法可以採用最壞情況模式

(worst-case approach)，亦即考慮風險的構成是由一連串最為惡劣的情況所組成。

如果評估的結果顯示，在這麼糟糕的狀況之下，所產生之風險仍然是可以接受

的，則該種產品即為安全。反之，若評估的結果超過了可接受風險的範圍，則有

必要再做更進一步的分析。由於一個事件發生最壞情況模式之可能性，理論上應

該很低。換言之，這種模式評估出來的結果可能高估風險性的大小。另外一種量

化的方法則是採取統計模式。構成食品安全的風險因素，理論上每ㄧ個因素均為

機率分配的函數，例如體重的機率分布、飲食量的機率分布等。如果利用每個風

險因素之機率分配的函數作為評估的基礎，整合起來即可得到風險的機率分佈狀

態，如此較能提供更為有用的風險資訊。 

 

四、在安全性評估方面，請說明進行急性經口毒性試驗須注意的事項為何？（20 

分） 

【擬答】 

急性毒性試驗 

此試驗是取一群兩種實驗動物，使用某化學物質以一次大量口服、吸入或皮

下注射方式投與受試驗動物，所得結果以統計學加以分析，觀察是否在短時

間（數小時、數天）造成人體有害作用。 

劑量一反應之關係 (Dose(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係指化學物質之

劑量對生物體所產生之影響或反應的關係。而此相關性可作成「劑量一反

應曲線」，如圖所示，當化學物質達到某量之作用領域時，成直線上昇比

例關係，但在無作用域及致死量域則變為近水平狀態，成 S 字狀態。 

閾值(Threshold value)：作用開始出現之點或毒作用起點;與容許量

(tolerance)(tolerance)、最大無作用量(maximum no observedobserved--

effect levellevel：NOEL)同義。 

能使受試動物死亡數量達一半之劑量即半數致死量(50%Lethal Dose)，美

國工業學會則定義為每次以 50 毫克/公斤量為時 200~300 克的大白鼠 10 隻

以上，使其半數致死者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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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D50 表示，單位為 mg/kg(ppm)。試驗時間通常是一天之內，也有觀察

一週的。不同化學物質(食品添加物)有不同的 LD50，數值越小，毒性越

強。LD50 之用途為可比較化學物質之相對毒性。 

毒性試驗中最被重視的項目是包括致癌性試驗的慢性毒性試驗，本項試驗

所用的動物必須包括雌雄兩性，各劑量群最少有 20 隻(最理想是 50 隻

以上)，雌雄分別包括對照群應設有 4 群，且試驗飼養期間應超過一年以

上。 

對於安全性的總合評估係以上述的試驗結果為之。其中設定每日攝取安全容

許量( ADI，Acceptable Daily Intake )是很重要的。通常保以慢性毒性試驗所得的

最高無作用量乘以 1/100 ( 安全係數 ) 做為每日攝取安全容許量。但是有時侯考

慮其安全性與有用性，也有採用 1/250 或是 1/500 為其安全係數的。至於用量

標準係由 ADI 以及效果來決定，基本原則是使用這一種添加物的食品的最高攝

取量中所含的添加物的量不能超過 ADI。 

 

五、常發生於米飯食品安全中毒事件是什麼菌？請寫出最有可能造成此食品安全問

題的菌種中文名稱（含英文學名）與食物中毒型態，並敘述此菌之發生症狀。

（20 分） 

【擬答】 

致病菌：臘狀桿菌（Ｂacillus cereus） 

特性：G（十）桿茵、有芽孢、好氣或通性嫌氣性、依孢子型態分三類；其中造

成食物中毒者屬第 I 型，其孢子囊不被孢子漲滿。生長在 10~50℃及近中性 PH

值，最低水活性 0.95，孢子可耐 100℃30 分鐘（(於 100℃下經１～7. 5 分鐘僅可

殺滅 90％)）。煮沸的食物中維持數小時。若食物加熱過（復熱），水分多，放 60

℃以下水又再迅速繁殖。 

污染途徑：遍佈自然環境中，存在許多生鮮原料食品中都發現。臘狀桿菌形成耐

熱芽孢，在一般烹煮的食物（龙其是大量的製備的米食製品）中可存在數分鐘到

數小時，若只有加熱，沒有於短時間內予以冷藏（5℃）或熱藏（60℃）（可在 10

～50℃中繁殖，最適宜的生長溫度長溫度為 30℃。菌體不耐熱 , 加熱至 80℃經

20 分鐘即會死亡。），或食用前未再加熱，放置室溫一段時間後，芽胞開始萌

發，只要茵數達每克食物十萬株以上，就會引起症狀。臘狀桿菌會於食物上繁殖

產生毒素，也可在腸道中繁殖產生毒素而引起中毒。 

原因食品：大都與澱粉性食品有關：豆腐、生米、調理米製品、馬鈴薯、牛乳、

澱粉、油飯、米糕等。在國外，通心麵（Macaroni）起士（cheese）也曾發生過臘

狀桿菌中毒的例子。 

毒素：炒飯症候群 

 嘔吐型（產毒於食物） 腹瀉型（產毒於腸道） 

特性 此型於食物繁殖產生毒 下痢型食品中毒與腸毒素(enterotoxin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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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此型毒素為 一種短胜

肰，不具抗原性，耐熱

（126℃，90 分）。 

關，此腸毒素可分成五種：溶血素 BL 

(hemolysinBL；Hbl)、非溶血腸毒素

(nonhemolyticenterotoxin；Nhe)、腸毒素

T (enterotoxinT；BceT)、腸毒素 FM 

(enterotoxinFM；EntFM)和細胞毒素 K 

(cytotoxinK；CytK)。 

潛伏期 1~5 小時 8~16 小時 

中毒症

狀 

引起噁心、嘔吐、有時下

痢 

引起腹痛、腹痛、並有水樣下痢 

 食品中需有＞105 CFU/g 之菌量才會產生毒素或致病。 

症狀發生後，約 1~2 天可痊癒。一般癒後，較無後遺症。 

治療及預防方法 

食物製品備時間不應離供食物太長。 

儘量勿將煮好的食物放置室溫太久（半小時以內） 

食物之冷藏應在 4 小時內達 5℃以下，冷藏盤應淺而寛，且食物不可高於 10 公

分。 

食物熱藏應達 65℃，且煮過放冷之食物再供食前再加熱至 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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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食品技師應考須知 

應考科目 應考資格 

 ■ 第一試：專業科目 

1.食品風險分析與管理 

（食品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

理論及實務應用） 

2.行政法、食安管理及其相關

法規 

 ■ 第二試：口試 

領有食品技師證書、及二年以上經中央機關審核

之食品相關工作經驗有證明文件者，並符合下列

之一資格得應考本試： 

1.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

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系、

組、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 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

類科及格滿三年者。 

3. 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公職食品技師 命題大綱 (考選部公告版) 

科目：食品風險分析與管理│食品衛生安全管理及其相關法規│行政法 

考試科目 命題大綱 

食品風險分

析與管理 

包括食品危害分

析與 

重要管制點理論

及實務應用 

  

  
一.食品衛生安全管理之危害分析 

 （含從原物料導入之生物性.化學性及加工過程形成者）  

    

1.農業及環境用藥，包括農藥、動物用藥  

2.環境污染物，包括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環境荷爾蒙  

3.動物性及植物性之天然毒素  

4.食品添加物  

5.病原性細菌及其毒素  

6.黴菌及其毒素  

7.丙醯烯胺（Aacrylamide）  

8.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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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及相關食品安全之風險評估、風險

管理及風險溝通 

    

1.風險評估之定義 

2.危害鑑定(Hazard identification)  

3.劑量效應評估(Dose-response assessment)  

4.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  

5.風險特徵描述(Risk characterization )  

6.風險管理之架構 

7.風險管理之處理、監督與檢討 

8.風險溝通策略之研訂與執行 

      

  三、我國公共衛生政策專業實務 

    

1.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原則 

2.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施步驟 

3.生物性、物理性及化學性危害之判定與防制 

    

  四.世界貿易組織（WTO）及相關食品協議 

  五.食品安全事件之風險分析解析 

    

1.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件之風險分析 

2.塑化劑食品安全事件之風險分析 

3.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牛肉輸入國內食品事件之風險分析 

4.泡麵檢出微量苯芘食品事件之風險分析 

5.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食品事件之風險分析 

6.其他食品安全事件之風險分析 與防制 

  
 

食品衛生安

全管理及 

其相關法規 

  

  一.食品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法規命令 

    

1.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暨其施行細則 

2.健康食品管理法暨其施行細則 

3.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4.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 

5.食品添加物及食品包裝器具容器衛生管理 

6.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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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食品及其相關產品回收銷毀處理辦法 

8.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 

      

  二.農業機關有關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相關法規命令 

    

1.農藥管理法 

2.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3.畜牧法 

4.飼料管理法 

5.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6.糧食管理法 

      

  三.環保機關及其他相關部會有關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相關法規命令 

    

1.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2.環境用藥管理法 

3.飲用水管理條例 

4.消費者保護法暨其施行細則 

5.公平交易法 

    

  四.食品安全衛生違規案例解析 

    

1.食品中毒案例 

2.食品摻假違規案例 

3.食品標示違規案例 

  
 

行政法 

  

  一. 行政法之基本概念及原則 

    

1.行政法之法源  

2.行政法之法律原則  

3.依法行政與裁量  

4.公權力行政與私經濟行政 

5.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 

      

  二. 行政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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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組織之態樣  

2.行政機關之管轄  

3.地方制度及其法制  

4.公務員概念之確定  

5.公務員之法律關係  

6.公務員之保障與救濟  

7.公務員之責任  

      

  三. 行政作用法 

    

1.行政命令  

2.行政處分  

3.行政契約  

4.行政事實行為  

5.政府資訊公開  

6.行政罰  

7.行政執行  

8.行政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