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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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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從農場到餐桌實施食品三級品管，第三級品管由政府稽查抽驗，請問如何正

確採樣以供檢驗？ 

【擬答】 

(100%，阮籍 105食品分析與檢驗，A01,page 23-25) 

採樣就是從整批產品中抽取一定量具有代表性樣品的過程，而採樣常以隨機選擇

的方式進行。因此在隨機選擇方法中，必須建立特定的方式和過程，以確保在總樣品

中，每個樣品均有同等被選擇的機會。 

採樣步驟：樣品採樣大致有三個步驟： 

(population)確認 

(gross sample)的選擇與獲得 

作為考量，以使樣品之分析結果與總樣有一致性。 

採樣方法 sampling method 

簡單隨機抽樣 分層隨機抽樣 整群抽樣 系統抽樣 混合抽樣 

判斷抽樣 連續採樣 

採樣方式 sampling mode 

食品之種類繁多，如：乳製品、蛋製品、罐頭食品、休閒食品（糖果、餅乾）等；

食品之包裝形式亦具多樣性，如：散裝（如穀物）、袋裝（如糖）、桶裝（蜂蜜）、

罐裝（罐頭、餅乾）、瓶裝（酒和飲料類）等。食品採集之類型也所不同，有成

品、半成品、原料等形式。雖然如此，分析樣品的採樣方式依舊須具有代表性。 

各類食品取樣方式： 

顆粒狀樣品（穀物、粉狀食品）：顆粒狀類樣品採樣時應從某個角落，依上、

中、下各取一部分然後混合，再以四分法得平均樣品。四分法即將收集到的

樣品等分成四等份後，再自各等份中取一定量的樣品，進行實驗。 

半固體樣品（如蜂蜜）：半固體樣品應以採樣器從上、中、下分別取出檢樣混

合後，得平均樣品。 

液體樣品：液體樣品應先混合均勻再以吸取方式進行分層取樣（例如將其分

成上、中、下三層），每層吸取一定之體積後，再裝入瓶中混勻即得平均樣品。 

小包裝樣品：小包裝樣品是連同整個包裝盒（袋）（如罐頭、膠囊）一起進行

取樣，先隨機選取包裝盒（袋），再隨機選取裡面的小包裝樣品，混勻即得平

均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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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肉、蔬、果等組成不均勻之樣品: 依據檢驗之目的，可對魚、肉、蔬果各

個部分（如肉之脂肪、肌肉部分；蔬菜包括根、莖、葉等）進行分別採樣，

再經過搗碎混合以成為平均樣品 (如果探討水質對魚體的污染程度，只取內臟

即可)。 

二、有某環保團體主張如開放進口美國豬肉，其瘦肉精殘留量必須定成「零檢出」，

請就檢驗分析學上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儀器偵測極限(instrument 

detection limit)、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及定量極限(limit 

of quantification)等項目分別說明，並論述零檢出之非科學性及不可行性。 

【擬答】 

(100%，阮籍 105食品分析與檢驗，A01,page 28-36) 

偵測極限或最低檢測濃度(detection limit)：指在使用該方法時，檢品中的標的分

析物可被儀器檢測出的最低量或濃度，但是未必能定量出標的分析物之正確值。當一

分析方法或反應能測定之物質的最低檢測濃度或最低極限量，稱為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LOD)也稱靈敏度(sensitivity)。通常與使用的儀器設備有關，即相同濃度（或

含量）區間變化所產生的試驗結果，此為儀器偵測極限(instrument detection limit)。偵

測極限也與檢驗設計分析方法有關，此為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有學者以偵測信號(S)與空白實驗所得之雜訊訊號(N)來表示，即S/N＝3：1 或 2：

1 時之濃度，作為最低檢測濃度值之估計值。另有學者指出，偵測極限(LOD)＝3.3 × 

σ/S (σ：測定數次低樣品濃度所得之回歸線的殘餘標準偏差(R.S.D.)，而 S：所得之

回歸線的斜率）。 

檢品中的標的分析物可被定量測出具有準確度與精密度的最低量，稱為最低定量

濃度(Quantitation limit)。最低定量濃度是對存在於試樣基質中的低含量化合物之含量

測定的一個參數。 

 

三、某知名食品公司為降低成本，添加 98%低價棕櫚油(主要脂肪酸組成 C16： 0 44.2%，

C18：1 39.3%，C18：2 9.6%)，另只加入 1 至 2%橄欖油或葡萄籽油製成標示為

綠(紫)果多酚調和油販賣，請問如何分析其高含量棕櫚油？ 

【擬答】 

(100%，阮籍 105食品分析與檢驗，A01,page153，總複習 R2,page.25) 

100%純橄欖油主要脂肪酸組成 C18：1 75.0%, C18：2 10.4%, C16：0 9.9%，利

用氣相層析法分析其脂肪酸組成。同時利用氣相層析法分析棕櫚油脂肪酸組成(C16： 

044.2%，C18：1 39.3%，C18：2 9.6%)。由波峰的滯留時間與波峰的面積，即可分析

其高含量棕櫚油。 

GC 層析圖結果： 

A：標準 100%純橄欖油（主要脂肪酸組成 C18：1 75.0%, C18：2 10.4%, C16：0 9.9% 

B：標準 100%棕櫚油（主要脂肪酸組成 C16：0 44.2%, C18：1 39.3%,C18：2 9.6%） 

C：樣品 (橄欖油產品懷疑混攙棕櫚油): C16：0 , C18：1, C18：2 三種波峰會依照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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攙棕櫚油百分比而變化 

 

圖：37 種不同脂肪酸鏈長和不飽和度的脂肪酸甲酯的 GC 層析圖，圖中每一個波峰

（即每一種不同脂肪酸）的數據。 

 

 

四、請說明如何同步分析超商販賣烤番薯中的不溶性及可溶性膳食纖維。 

【擬答】 

(100%，阮籍 105食品分析與檢驗，A01,page146) 

膳食纖維(dietary fiber)係指食物中不被小腸消化或吸收，但卻可被大腸細菌完全

或部分分解的部分。 

稱取以索氏萃取法去除脂肪之樣品，粉碎後以消化酵素（蛋白分解酶和醣類水解

酶）作用，經離心過濾後之剩餘殘渣即為膳食纖維。膳食纖維依溶解性可分為可溶性

和不可溶性，不可溶性膳食纖維包括纖維素(cellulose)、木質素(lignin)與半纖維素

(hemicelluloses)；可溶性膳食纖維則包含果膠(pectin)、樹膠(gums)和黏液(mucilages)，

以及一些半纖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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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解釋下列各分析方法的原理及其應用。 

卡爾費雪(Karl-Fischer)滴定法 

索式萃取法(Soxhlet method) 

勞里法(Lowry’s method) 

Somogyi法 

【擬答】 

(100%，阮籍 105食品分析與檢驗，A01,page113,148,129,141) 

卡爾費雪(Karl-Fischer)滴定法 

基本原理: 利用碘氧化二氧化硫時，需要—定量的水參加反應： 

I2 + SO2 + 2H2O → 2HI + H2SO4 

此反應是可逆的。當硫酸濃度達到 0.05%以上時，即能發生逆反應。 

在反應中加入適當的鹼性物質(吡啶)中和反應過程中生成的酸，可使反應向右進

行。 

3 C5H5N + H2O + I2 + SO2 → 2 C5H5N·HI(氫碘酸吡啶)+ C5H5N·SO3(硫酸酐吡啶) 

硫酸酐吡啶不穩定，會與水反應，消耗部分水而干擾測定準確度，因此須加入

甲醇，使硫酸酐吡啶轉變成穩定的甲基硫酸吡啶。 

C5H5N·SO3(硫酸酐吡啶) + CH3OH  C5H5N·HSO4CH3(甲基硫酸吡啶) 

總反應式為： 

I2 + SO2 + H2O + 3 C5H5N + CH3OH 2C5H5N·HI + C5H5N·HSO4CH3 

結果：1mole 水參與 1mole 碘、1mole 二氧化硫、1mole 甲醇、3mole 吡啶產生 2 

mole 氫碘酸吡啶、1 mole 甲基硫酸吡啶的氧化還原反應。 

卡爾·費雪試劑因含有 I2 而呈棕色，當 I2 與 SO2與 H2O 反應後，I2 棕色褪去而呈

黃色，加入甲烯藍(methylene blue)成綠色為滴定終點。 

水分 (%) = 樣品滴定體積(V)  x 水當量 (F)  X 100% 

                     樣品重量 X 1000 

索式萃取法(Soxhlet method) 

脂肪是一群不溶於水，但溶於乙醚、苯或正己烷等有機溶媒之化合物，因此可

使用乙醚等溶劑將其溶出後，再蒸發去除乙醚，將殘留物秤重後即可得粗脂肪

量。此粗脂肪(crude fat)除含中性脂外，亦含有脂溶性色素及維生素、卵磷脂、

生物鹼、游離脂肪酸及植物固醇等複合、衍生脂質，故稱為粗脂肪。索氏萃取

法即是以極性溶於極性，非極性溶於非極性；並配合連通管及虹吸原理之方式

萃取定量食品中之粗脂肪。 

勞里法(Lowry’s method) 

Lowry method 的第一個步驟類似於雙脲法，即是含芳香族胺基酸之蛋白質在鹼

性環境下與銅離子形成複合體。接著加入 Folin-Cicoalteu phenol 試劑﹐此時銅離

子複合體就會去還原試劑中的磷酸鉬/磷酸鎢 (Mo+6/W+6
 Mo+5/W+5 ), 而產生

藍綠色的物質。因為此物質的顏色強度與蛋白質的量成正比，所以可依比色法

測其吸光度並換算出蛋白質含量。Lowry method 有 Folin reagent 加強顏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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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 Biuret test 靈敏 10 倍以上。 

Somogyi 法 

Smogyi 法是碳水化合物的化學定量法。 

原理：將一定量樣品溶液與過量的鹼性硫酸銅溶液共同加熱，樣品液中的還原

糖定量地將 Cu2+還原為紅色的氧化亞銅(Cu2O)沉澱，生成的氧化亞銅在酸性條

件下溶解為 Cu+離子 。並能定量地還原由碘酸鉀和碘化鉀在酸性溶液中產生的

一定量游離碘形成碘化物，而 Cu+被氧化為 Cu2+。反應中剩餘的碘以標準硫代硫

酸鈉溶液滴定，即可得知碘被消耗的量，再由 Somogyi 法醣類醣量之比對可得

知還原醣量。 

Somogyi 變法之前置處理和 Bertrand 法相同，實驗過程中所產生的紅色氧化亞銅

沉澱則利用已知量且和氧化亞銅作用後會有剩餘之碘(I2)量來做為中間介質，再以標

準之硫代硫酸鈉滴定剩餘碘量，則可得知 I2 消耗量，由 Somogyi 法醣類醣量之比對

可得知還原醣量，Smogyi 法可定量 0.015~3 mg 的醣量，其化學反應式如下： 

 

計算：當被滴定溶液變為綠色後，加入數滴 1%澱粉指示劑，繼續滴定至終點藍色為止，此滴

定值為 a (ml)；另以蒸餾水代替樣品溶液作空白試驗，滴定值為 b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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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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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且有效的保存食物，常見將天然食材加工處理製成中濕性食品

(Intermediate moisture food)，試舉出兩種中濕性食品，並明何謂中濕性食品，

以及降低水活性為何可增加食品貯存性？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age 9-10) 

中濕性食品或半濕性食品又稱為中度水活性食品(IMF, intermediate moisture 

food)，指水分含量約 20-40%，水活性 Aw = 0.65-0.85 的半濕半乾食品。 

水分含量仍高，但自由水與水活性都下降，如鹽漬鹹魚與糖漬蜜餞、果凍、

果醬、蜂蜜、義大利香腸、乾燥水果等。 

中濕性食品的組織風味接近天然，含適量水分，可長期室溫儲藏，提高產品

價值。但是容易遭到酵母菌與黴菌感染。 

？ 

能夠使得微生物生長繁殖最好的水活性，稱為最適生長水活性(optimum Aw)。

微生物生長繁殖最低水活性 (minimum Aw)，是最起碼的生存要件： 

微生物 & minimum Aw  微生物 & minimum Aw 

耐滲透壓酵母菌  0.61 黴菌       0.80 

耐乾性黴菌      0.65 酵母菌     0.88 

耐鹽黴菌        0.75 細菌       0.90 

為防止食品在長期保存中長黴發霉，一般會將 Aw 降至 <0.60。水活性 Aw = 

0.65-0.85 的半濕半乾食品，在食品中細菌與酵母無法生長，因此能夠增加食

品貯存性。 

 

二、油脂經高溫長時間加熱易產生危害健康的物質，說明高溫加熱過程中油脂之氧化、

裂解及聚合等化學變化階段所產生之主要物質，並說明過氧化價(Peroxide 

value)、共軛雙烯價(Conjugated double bonds)、羰基價(Carbonyls)及硫巴比

妥酸價(TBA value)等評估油炸油品質劣變程度之指標。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age125-134) 

加熱氧化(thermal oxidation): 因加熱 200-300 oC，使得不飽和脂肪酸產生自由

基，產生油脂氧化、裂解及聚合等化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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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氧化主要物質：氫過氧化物 (共軛雙烯) 

熱裂解主要物質：醇、醛、酸、碳氫化合物 

熱聚合主要物質：碳氫化合物二倍體、三倍體、環氫化合物。 

(Peroxide value)： 

過氧化價 (peroxide value, POV)：油脂氧化初期劣變的指標 

過氧化價為檢測油脂氧化程度最常使用的一種方法，乃利用氧化還原之原

理，利用油脂氧化產生氫過氧化物與碘化鉀(KI)作用，使碘離子變成碘分子，

再以硫代硫酸鈉(Na2S2O3)與澱粉指示劑滴定碘分子，即可得到過氧化物毫

克當量數。I2 + 2Na2S2O3  2NaI + Na2S4O6 

氫過氧化物不穩定，容易隨時間增加而裂解成其他的氧化產物，因此，過

氧化價只適合做為油脂氧化初期劣變的指標。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越高，其 POV 越高，通常油脂的過氧化價越高，表

示品質越不佳，如大豆沙拉油 POV 遠高於橄欖油。 

POV↑油耗味↑， POV 標準為 10 meq/1000g oil 以下。 

(Conjugated double bonds) 

所謂共軛雙鍵是指多烯烴類中具有二雙鍵中夾一單鍵之結構者。當油品氧化

時，所形成的共 軛雙鍵可吸受強紫外線，波長約為 233nm。故當油脂中所形

成的共軛雙鍵含量越多，其吸光值也 越大，做為評估油炸油品質劣變程度之

指標。共軛雙烯價：測定每 1 克油品在波長 233nm 的吸光值，做為油脂中共

軛雙鍵的含量指標。  

(Carbonyls) 

利用酸敗油脂中所含有的醛、酮化合物，其可與 2,4-二硝基苯胼

(2,4-dinitrophenyl hyrazine)作用產生橘紅色物質，藉此測定油脂中的羰基量，

進而判定油脂酸敗的程度。 

(TBA value)：油脂後期氧化的指標 

利用油脂氧化產生丙二醛(malonaldehyde, MDA)與 2-丙二醯硫(TBA, 硫巴比

妥 2-thio-barbituric acid)作用，產生紅色物質的特性，以分光光度計加以測量，

在波長 535 nm 處會有顯著吸收，此即為油脂氧化過程中的 TBA 值。測定 TBA

值，可作為油脂後期氧化的指標。 

 

三、各舉一例並說明單醣(monosaccharide)、寡醣(oligosaccharide)、多醣

(polysaccharide)、同質多醣(homoglycan)、及異質多醣(heteroglycan)之意

義。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age36,49,54-55) 

單醣為醣類組成的基本單位，其無法再被水解為其他更簡單的醣類，依據所

含碳原子數目：有 3C 醣、4C 醣、5C 醣、6C 醣、7C 醣等，其中以五碳醣及

六碳醣在食品及人體內扮演較重要角色，是代謝基本小分子醣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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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醣：寡醣是由 3~10個單醣所組成，依其組成單醣的種類又可區分為同質寡

醣及異質寡醣。可作為低熱量甜味劑、益生源、降低血脂肪等。 

多醣：是由數十個至數千個單醣所聚合而成，依其所含單醣的種類可分為同

質多醣及異質多醣，作為能量儲存的大分子，如動物乾堂與植物澱粉。 

同質多醣：纖維素、直鏈澱粉、支鏈澱粉及肝醣等都是由葡萄糖形成之同質

多醣。用在生物體內儲存化學能與形成生物體的組織構造。 

異質多醣：異質多醣所含單醣的種類為二種或二種以上，例如果膠(pectin)與

洋菜(agar)。可作為低熱量甜味劑、凝膠與食品安定劑等。 

 

四、說明蛋白質成分於貢丸、豆皮、戚風蛋糕及乾酪食品中所呈現之功能特性。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age204-209,A02,page196-197,213-214) 

蛋白質成分於貢丸食品中所呈現之功能特性：保水性，熱凝膠，乳化性。 

肌凝蛋白的含量、pH 值的調整、鹽與磷酸鹽的添加、以及黏合劑的添加，

均可增加製品的保水性。  

熱凝膠作用為將肉塊黏合一起，使加工肉製品達到最佳強度。 

肌肉乳化時，蛋白質的疏水基與脂肪球結合，親水基與水分子結合，蛋白

質形成薄膜包覆在脂肪球表面（外相、連續相），將脂肪球（內相、不連續

相）分散在肉漿中，不會聚集在一起；如果肌肉蛋白質的乳化力不佳或加

工操作不當，脂肪球就會聚集，形成油水分離現象。脂肪乳化與溫度有關，

肉漿乳化能力隨溫度升高而快速降低；一般肉漿最終乳化溫度不可超過 15

℃，乳化過程須全程控溫。 

蛋白質成分於豆皮食品中所呈現之功能特性：界面性。 

蛋白質為雙性離子(zwitterion)化合物，可移動到氣-液界面與油-水界面。植物

性蛋白質的疏水性/親水性比值高，如大豆蛋白的疏水性/親水性比值高達 40%，

適合作界面活化劑。 

蛋白質成分於戚風蛋糕食品中所呈現之功能特性：起泡與乳化性 

蛋白經打發，其蛋白質維持泡沫的結構，在泡沫中蛋白質伸展和變直，為液

體和空氣的介面，成為穩定的結構型。 

蛋黃作用於蛋黃醬、沙拉調味醬和蛋糕的功能之一為乳化。 

蛋白質成分於乾酪食品中所呈現之功能特性：凝膠性 

乾酪為經殺菌之牛乳添加乳酸菌醱酵後，遇酸或凝乳酶凝固形成固體的凝乳，

經定型和細菌、黴菌或酵母菌等作用熟成而得，乾酪其水分含量隨熟成時間

遞減，其種類有五百多種，依照軟硬度可區分極硬質乾酪、硬質乾酪、半硬

質乾酪及軟質乾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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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說明葉綠素之呈色機制？那些因素可能導致葉綠素於食品貯藏或加工過程產生變

色，如何避免其發生？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2 page31-33,128-129) 

葉綠素是一個巨大分子，其基本單位是比咯環(pyrrole)，結構與血紅素有些類似，

有 4 比咯環外加一小環，另接上 20C 的植醇，中央是以鎂離子為中心離子，是

葉子進行光合作用時，吸取光能的主要發色團，共有葉綠素 a、b、c 與 d 四種。

葉綠素 a 及 b 存在於高等植物與藻類及氰細菌的葉綠體中，葉綠素 a 會選擇性吸

收太陽光內 430 及 660 nm 波長的光波，吸收後剩下的光線經由反射便呈現藍綠

色。而葉綠素 b，最高吸光的波長位置是 435 及 643 nm。葉綠素 c 與 d 則存在於

藻類中。 

導致葉綠素於食品貯藏或加工過程產生變色 

植物之葉綠素會發生多種的變化，最常見為脫鎂反應，即葉綠素結構之鎂離子

被氫取代而變成橄欖色的脫鎂葉綠素(pheophytin)，說明如下： 

pH 值改變：例如：泡菜醃漬時，因醱酵生成的乳酸或醋酸使 pH 值下降，脫鎂

葉綠素生成，導致產品的綠色消失 

烹煮變化：綠色蔬菜川燙時，能使其顯現出特別鮮明的綠色，此因活細胞中

的葉綠素存在葉綠體，與細胞質所含的酸性物質分開，當綠色蔬菜川燙時，

雖然細胞間的空氣被去除且細胞間隙崩陷，但葉綠體仍保持完整，但當蔬菜

過度加熱時，因葉綠體的膜無法再保持完整，導致所含的葉綠素與酸作用而

形成脫鎂葉綠素 

輻射照射：經γ-射線照射的綠色植物之葉綠素在儲藏期間會發生脫鎂反應 

酵素作用：未經殺菁(blanching)的綠色蔬菜（如：毛豆）在冷凍儲藏期間會變

色，此因脂肪氧化酵素進行氧化作用產生的自由基，將葉綠素破壞生成非葉

綠素的化合物所致 

酸鹼作用：當植物採收後，其葉綠素在葉綠素酶(chlorophyllase)或鹼的存在下，

其所含葉綠醇會被移除而形成綠色的葉綠酸(chlorophyllide)，此化合物為水溶

性。但當葉綠酸在酸的存在下，會進一步轉變成橄欖色的脫鎂葉綠酸

(pheophorbide) 

如何避免葉綠素發生變色：保色方法 

保持葉綠素之綠色的方法包括： 

提高產品之 pH值 

能提高產品 pH值的添加物，包括： 鹼化劑：碳酸氫鈉、氫氧化鈉、氫氧化

鈣、碳酸鎂 鹼性緩衝溶液：磷酸鹽(Na2HPO4、Na3PO4) 金屬鹽類及錯合物

之應用：硫酸銅(銅葉綠素)、氯化銅等銅鹽及類似之鐵、鋅、鋁或鎂鹽。 

加銅：加熱過程中，銅取代鎂，使葉綠素顏色加深。 

適當的殺菁 

以豌豆為例，因脂肪加氧酶作用產生的自由基會破壞葉綠素，而殺菁可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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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酵素活性，進而使產品安定性較佳。但須注意的是，殺菁也會破壞葉綠素，

故須注意產品之最適殺菁條件。 

利用高溫短時間(HTST)的加工方法 

採用高溫短時間加熱法或添加碳酸鎂可使菠菜泥有較佳的顏色，上述二種方

法的合併使用對產品顏色的保持較單一種方法更有效，但產品在室溫儲藏時，

葉綠素仍會發生劣變現象 

不經殺菁直接殺菌處理 

殺菁會使產品之蛋白質發生熱變性及凝聚，葉綠體之蛋白質會因凝聚而收縮，

使葉綠素失去保護性而暴露出來，若省略殺菁作用可減少水溶性蛋白質及維

生素損失，直接將綠色蔬菜以殺菌釜殺菌可保存綠色蔬菜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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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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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 probiotics？主要有那幾屬菌？其增進人體健康之功效為何？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2page60-64) 

Probiotics 是益生菌，指「任何可以促進腸道菌種平衡，增加宿主健康效益的活

的微生物」。 

主要的益生菌屬： 

乳酸桿菌屬（Lactobacillus） 

乳酸球菌屬（Lactococcus） 

白色念珠菌屬（Leuconostoc） 

鏈球菌屬（Streptococcus） 

小球菌屬（Pediococcus） 

雙歧桿菌屬 (Bifidobacterium) 

腸球菌屬(Enterococcus) 

芽胞桿菌屬(Bacillus) 

酵母菌屬(Saccharomyces boulardii)  

益生菌增進人體健康之功效： 

對抗腸道致病菌，抑制腸內腐敗 

幫助消化 

改善腹瀉 

改善乳糖不耐症 

降低血清中的膽固醇濃度 

降血壓 

改善過敏調節免疫功能及提升抵抗力 

降低幽門螺旋桿菌感染 

製造維生素，促進鈣吸收 

抗老化，預防老人癡呆 

 

二、何謂 fermentation？試舉出三種發酵食品及三種非食用發酵食品。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105-109,A02page4-39,6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3%E6%A1%BF%E8%8F%8C%E5%B1%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3%E6%A1%BF%E8%8F%8C%E5%B1%A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8%8E%E4%B8%B2%E7%90%83%E8%8F%8C%E5%B1%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F%88%E7%90%83%E8%8F%8C%E5%B1%A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6%B3%E7%90%83%E8%8F%8C%E5%B1%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5%E6%AF%8D%E5%B1%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5%B9%E7%8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3%E7%B3%96%E4%B8%8D%E8%80%90%E7%97%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6%BD%E5%9B%BA%E9%8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0%E5%A3%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D%E9%96%80%E8%9E%BA%E6%97%8B%E6%A1%BF%E8%8F%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7%94%9F%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4%BA%BA%E7%97%B4%E5%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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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酵(fermentation)為有機物質經由微生物之酵素作用而產生的生化變化，在無氧

或少量氧的狀態下，生成許多還原性的有機代謝產物並釋出能量。食品經發酵後，

除可延長其保存期限外，因微生物的作用使其具有： 特殊的風味，更由於 微

生物將原料分解而增加營養成分及維生素含量，但 有時會使食品的毒性增加或

降低。 

發酵食品(fermented foods) 

指以農林產品、水產物或畜產品為原科，利用微生物的生物活性經發酵而製成的

食品，也稱為釀造食品。 

發酵乳製品 蔬菜發酵製品 發酵釀造酒精性飲料 

非食用發酵食品 

腐敗發酵食品 產真菌毒素發酵食品 工業用發酵食品 

 

三、何謂細菌之醣膠層(glycocalyx)？分成那二種及其功能為何？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5-6) 

糖膠層（glycocalyx） 包被於某些細菌細胞壁外的一層厚度不定的透明膠狀物質。

糖膠層的有無、厚薄除與菌種的遺傳性相關外，還與環境尤其是營養條件密切相關。

糖膠層按其有無固定層次、層次厚薄又可細分為莢膜（capsule 或 macrocapsule，即大

莢膜）、微莢膜（microcapsule）、黏液層（slime layer）和菌膠團（zoogloea）等數種。 

糖膠層的成分一般是多醣，少數是蛋白質或多肽，也有多醣與多肽複合的。例如

Xanthobacter（黃色桿菌屬）的菌種，既有含 α-聚谷胺醯胺的莢膜，又有含大量多醣

的黏液層。這種黏液層無法通過離心沉澱，有時甚至將液體培養的容器倒置時，整個

呈凝膠狀態的培養物仍不會流出。 

糖膠層二種：在細菌表面的結構緊實或鬆散與否可構成 莢膜 capsule 黏液層

slime layer。 

糖膠層的功能為： 保護作用，幫助細菌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 貯藏養料 作為

透性屏障和離子交換系統 表面附著作用 細菌間的信息識別作用 堆積代謝廢物 

抵抗宿主免疫系統的攻擊。 

 

四、試述評估三種食品中天然抗菌物質之抗菌性評估方法。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130-133) 

某些食品的組成分中，含有天然存在的抗菌物質，能抑制某些族群微生物的繁殖，

常見的天然抗菌成分： 

鮮奶中的乳抑菌素 (lacten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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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抑菌素是鮮乳中可抑制乳酸菌的一種抑菌物質。 

雞蛋白中天然成分溶菌酶 (lysozyme)具有破壞革蘭氏陽性菌細胞壁功能，與

其胜肽鏈胺基酸序列的排列具抑制活性有關，如下圖所示，因而抑制革蘭氏

陽性菌生長，目前更被發展為天然之抑菌劑，可添加至食品中增加保存性。 

溶菌酶結構與作用： 

溶菌酶（lysozyme）又稱胞壁質酶（muramidase）或 N-乙醯胞壁質聚糖水

解酶（N-acetylmuramide glycanohydrlase），是一種能水解致病菌中黏多糖

的鹼性酶。蛋白質由 129個胺基酸序列排列而成，共有 4 個雙硫鍵如圖，

水解革蘭氏陽性菌細胞壁中的 N-乙醯胞壁酸和 N-乙醯氨基葡糖之間的

β-1,4 糖苷鍵，使細胞壁不溶性黏多糖分解成可溶性糖肽，導致細胞壁破裂

內容物逸出而使細菌溶解。溶菌酶還可與帶負電荷的病毒蛋白直接結合，

與 DNA、RNA、脫輔基蛋白形成復鹽，使病毒失活。因此，該酶具有抗菌、

消炎、抗病毒等作用。 

由 Streptococcus lactis 產生的天然抗生素乳酸鏈球菌素 (nisin)，在某些歐洲國

家被合法的加入乳製品中，抑制產氣性 Clostridia 的繁殖。 

乳酸鏈球菌素 Nisin 結構與功能： 34 胺基酸組成，G(+) 的抗生素，1989 年

美國 FDA 認可乳酸鏈球菌素 Nisin 為 GRAS。 

乳酸鏈球菌素（Nisin）亦稱乳鏈菌肽，是 Streptococcus lactis 產生的天然抗生

素多肽物質，由 34 個胺基酸組成，形成 5 個內環，最用於微生物細胞膜，造

成細胞質與 ATP 外滲，使微生物細胞溶解。可被人體內的酶所降解消化，是

一種高效、安全、無毒、無副作用的天然食品防腐劑。它能抑制多數革蘭氏

陽性菌，尤其對產生芽孢的革蘭氏陽性菌如枯草芽孢桿菌、嗜熱脂肪芽孢桿

菌、產氣性的梭狀芽孢桿菌等有很強的抑制作用，而對革蘭氏陰性菌、酵母

菌和黴菌一般無效。在一定條件下，如冷凍、加熱、降低 pH 值、EDTA 處理

等，乳酸鏈球菌素亦可抑制一些革蘭陰性菌，如沙門氏菌、大腸桿菌、假單

胞菌等的生長。目前由乳酸鏈球菌素和氯化鈉等成分的製劑作為防腐劑已廣

泛應用於食品業，可降低食品滅菌溫度，縮短食品滅菌時間，提高食品品質，

減少食品營養破壞，延長食品保藏時間。 

 

五、請詳述測定食品中總菌數的二種方法：平板計數法(plate count)，最大可能菌

數法(Most probable, MPN)。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149-150,160-161) 

標準平板計數的原理是將樣品適當稀釋後，接種在固體洋菜培養基上，經培

養後，根據培養基上長出的可見菌落(colony)數來推算樣品中所含細菌量，並

以菌落形成單位(colony forming unit，CFU)來做為計算的單位。因培養細菌時

通常置於有氧環境下，故又稱為好氧性平板計數 (aerobic plate count, APC)。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8%83%9E%E5%A3%81%E8%B4%A8%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8%83%9E%E5%A3%81%E8%B4%A8
http://cht.a-hospital.com/w/%E8%83%9E%E5%A3%81%E8%B4%A8
http://cht.a-hospital.com/w/%E6%B0%B4%E8%A7%A3%E9%85%B6
http://cht.a-hospital.com/w/%E6%B0%B4%E8%A7%A3%E9%85%B6
http://cht.a-hospital.com/w/%E8%87%B4%E7%97%85%E8%8F%8C
http://cht.a-hospital.com/w/%E5%A4%9A%E7%B3%96
http://cht.a-hospital.com/w/%E5%A4%9A%E7%B3%96
http://cht.a-hospital.com/w/%E7%BB%86%E8%83%9E%E5%A3%81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9%85%B0%E6%B0%A8%E5%9F%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7%B3%96%E8%8B%B7%E9%94%AE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7%B3%96%E8%82%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7%BB%86%E8%8F%8C
http://cht.a-hospital.com/index.php?title=%E7%97%85%E6%AF%92%E8%9B%8B%E7%99%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cht.a-hospital.com/w/%E8%9B%8B%E7%99%BD
http://cht.a-hospital.com/w/%E7%97%85%E6%AF%92
http://cht.a-hospital.com/w/%E7%97%85%E6%AF%92
http://cht.a-hospital.com/w/%E6%8A%97%E8%8F%8C
http://cht.a-hospital.com/w/%E6%B6%88%E7%8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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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得總平板菌落數(total plate count, TPC)，一般稱為總菌數、生菌數。將稀釋

檢液與洋菜培養基製成平板的方式，常見的方式有： 傾注平板法(pour plate 

method) 塗佈平板法(spread plate method) 螺旋平板法 Spiral plate method。 

最大可能菌數法(Most probable, MPN) 

最確數法適用於檢測微生物含量小於 100 cell/g 的食物樣品，尤其是牛奶、水、

以及含有顆粒成分者，會影響平板計數正確性的食品。只有活菌才可被此法

檢測出，其屬於檢測樣品生菌數的方法之一，可分為三支法及五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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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確數法是一種統計方法，而其理論基礎建立在三項因素： 

樣品中的待測菌必須是隨機分布； 

細菌需獨立分開，不能有聚集現象； 

試管內的培養基需確保即使只有一個菌體亦能使其生長至可見範圍。 

測定食品中大腸桿菌群的過程： 

樣品經均質稀釋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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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定試驗：經培養後，若有氣體產生則進行確定試驗。 

定試驗：將產氣的每一試管接種至大腸桿菌群的選擇性培養液－煌綠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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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仍產氣，即判定為大腸桿菌群陽性。 

記錄陽性試管數並對照最確數表（下表），查出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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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的 MPN 數 x 中間試管的稀釋倍數 = MPN/g 或 MPN/mL 

             100 

 

六、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 

preservatives 

lipopolysaccharide 

mycotoxin  

bacterial soft rot 

【擬答】 

(100%，志聖阮籍食品微生物學 A01page5-6,67-77,A02,79-82,198) 

preservatives 

防腐劑（preservative）是指天然或化學合成的成分，用於加入食品、藥品、顏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2%9C%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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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標本等，以抑制微生物生長或化學變化引起的腐敗，延長食物的保存期限。

主要有苯甲酸等 21 種，亞硝酸鹽及二氧化硫是常用的防腐劑之一。 

 lipopolysaccharide 

脂多醣(lipopolysaccharide)是革蘭氏陰性細菌細胞壁中的一種成分，是脂質和多

糖的複合物，分子量大於 10000，結構複雜，在不同類群、甚至菌株之間都有差

異。脂多糖由三部分組成，與磷脂相似，有一親水頭和一疏水尾。脂質 A (Lipid 

A)為構成內毒素活性的糖脂，以共價鍵聯結到雜多糖鏈，有兩部分：一是核心

多糖，在有關的細菌株內是恆定的；另一 O 特異性鏈(O-specific chain)是高度可

變的。脂多糖對宿主是有毒性的內毒素，其毒性成分主要成分為類脂質 A。內

毒素位於細胞壁的最外層、覆蓋於細胞壁的黏肽上。各種細菌的內毒素的毒性

作用較弱，大致相同，可引起發熱、微循環障礙、內毒素休克及播散性血管內

凝血等。內毒素耐熱而穩定，抗原性弱。 

mycotoxin 

真菌毒素或黴菌毒素(mycotoxins)：是指黴菌有毒的二次代謝產物。二次代謝產

物指的是由細胞增殖過程中形成的丙酮酸、酯酸、胺基酸等初級代謝產物作為

前驅物質，進行生物合成的物質。一種黴菌菌株可以產生幾種黴菌毒素，同一

種黴菌毒素又可以由幾種黴菌產生。常見的黴菌毒素有黃麴毒素、橘黴素、棒

麴黴素、鐮黴菌毒素等。 

bacterial soft rot 

細菌性軟腐(bacterial soft rot): 植物病原細菌如 Erwinia 屬與 Pseudomonas 屬所

引起蔬菜、花卉、糧食及特用作物等之軟腐病害。常藉由傷口侵入寄主之幼嫩

組織或貯藏器官；可產生果膠分解酵素，能分解植 物細胞壁與中膠層中之果膠

物質，因而造成植物組織之軟化與崩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99%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7%94%9F%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5%90%E8%B4%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7%A1%9D%E9%85%B8%E7%9B%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B0%A7%E5%8C%96%E7%A1%AB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97527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07535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07535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6885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9249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51852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28964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41200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03336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7008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63398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44456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7392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44455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44455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7137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36544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57163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57163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6293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37914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5614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6951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25722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52372
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1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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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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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的食品工廠為例，請說明食品工廠在選擇廠址時，應考慮那些因素？（20

分） 

【擬答】 

廠址選擇的參考因素 

 

 

 

 

 

廠址的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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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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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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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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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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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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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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大下列有關新產品開發之問題： 

新產品開發的包裝設計須注意那些事項？(10分) 

新產品上市失敗的可能原因有那些？(10 分) 

【擬答】 

一、 

新產品的設計 

 

 

 

 

設計階段 

試作：須滿足主要特性、安全及預算費為內。 

試作之評價：包括產品功能測試及消費者測試。 

最終方針的決定：包括製品規格、價格及銷售方法等。 

市場試銷：決定是否上市，或修正產品，或放棄。 

二、 

新產品的風險 

新產品的研發關係到公司的成長，而新產品的失敗率及成本都非常高，美國

日用品的上市成功率在 60 %左右，同時新產品研過程中涉及部門 又多，應建

立全員研發的共識。 

失敗的原因 

行銷規劃 

經驗導向 

市場規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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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劃 

 

 

 

 

開發資金不足 

消費者的心不易掌握 

開發流程不夠明確 

 

三、TAP、TGAP 及 GAP 皆與食品可追朔系統有關，請分別寫出其全名並說明其主要之

內涵(20分) 

【擬答】 

TAP：Taiwan / Traceabi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 產銷履歷農產品 (標章) 

TGAP：Taiwan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操作規範) 

GAP：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良好農業規範 或是 Good Aquaculture Practice 良好

養殖規範 (國際上為操作規範的原則)。GAP 在我國又稱為「吉園圃」(經由

GAP原則所生產的產品可使用的標章) 

說明： 

TAP， TGAP 與 GAP 三者十分相像，往往造成混淆。 

在台灣，「吉園圃」制度的簡稱就叫做 GAP, 在漁業上，優良養殖作規範 (good 

aquaculture practice) 也稱為 GAP。國際上，GAP 為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之縮寫，

意思是優良農業操作。優良農業操作簡單的說就是使用最合乎自然的耕作條件來種植

農作物，減少因為農業而帶來對自然環境的傷害，適時適地適種就能合理的使用農業

資材(如肥料及農藥)來達到保護農作物，提高農產品品質之目的。因此「吉園圃」標

章之意義是經由優良農業操作所生產的優良農產品。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的“P”是 Practice 也就是操作規範的意思，亦即針對

整個生產流程所做的生產規範，藉由監控整個流程，降低可能危害產品的風險(例如

微生物感染、農藥殘留、重金屬污染等)，以保障消費者的食用安全。符合 TGAP 的

生產規範，且經由驗證單位驗證合格者，即可使用產銷履歷農產品『TAP』這個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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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TQF即食餐食工廠專則」之作業規範，請回答下列問題： 

(10 分) 

(10 分) 

【擬答】 

 

油炸油品質達到下列四項指標之一時，即不符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業者必

須立即換油。 發煙點溫度低於 170℃； 油炸油色深且又黏漬具油耗味、泡沫

多又大、有顯著異味且泡沫面積超過 1/2 者； 酸價超過 2.0 mg KOH/g；(4)油

炸油內之總極性化合物含量達 25%以上者。 

對於油炸油劣化程度之判斷，應符合那些規定？ 

油脂在加工和儲藏過程中，其品質會因各種化學反應而逐漸降低，而脂肪的氧

化反應是引起油脂酸敗的重要因素。此外，水解、輻射照射等反應均會導致油

脂品質降低。 

油脂的六大天敵：即水、光、熱、氧、金屬離子及食物殘渣，以上六大因素，

皆會加速油脂之劣變。 

油脂具自氧化作用，其中的飽和脂肪酸在常溫下不易被空氣氧化，但在催化劑

存在下可被空氣氧化。不飽和脂肪酸在常溫下即可被空氣氧化，其氧化作用發

生於不飽和鍵（即雙鍵的位置），生成氫過氧化物（初級產物），過氧化物會彼

此聚合或分解成醛、酮、低級脂肪酸、烴類（次級產物、最終產物）產生刺激

臭味。 

劣化程度的判斷以期品質指標來評估： 

總極性物質含量─已被 AOAC (1984)和 IUPAC (1984) 認定為標準方法，且為

國際間普遍接受的方法。當油中極性物質含量達到 24% 時被認定為油品已遭

受熱裂解，而達 27%時，油品將被認定需耍丟棄. 

酸價檢測是檢查油品新鮮度的指標，新鮮油脂的酸價趨近於零，但油脂經重

複使用或開封後與空氣長期接觸或存放時間過久即逐漸變質，在酸價超過 2.0，

表示油脂劣化，所以測試酸價即可知油脂的新鮮度。 

發煙點溫度低於 170℃時（將油炸油從室溫加熱至 170℃，以目視觀察，此段

加熱時間油品是否發煙，如有，則可判定發煙點低於 170℃）。 

過氧化價（peroxide value; POV）的定義：1kg 油脂中所含之過氧化物之亳當

量（meq）數。國家標準 CNS 749 - N5009 食用大豆油之標準，POV 標準為

10 meq/1000g oil 以下。 

碘價（Iodine value，IV）是指 100 克油脂吸收碘或碘化物的克數；此數值可

用以表示油脂的不飽和程度，碘價愈高，油脂的不飽和程度愈大。各種油脂

之碘價為一定，可判別油脂是否參雜其他種類之油脂，飽和脂肪酸之碘價為0，

不飽和脂肪酸之碘價通常於 350 以下，碘價愈高，油脂所含之不飽和脂肪酸

愈多。 

油品褐變及起泡判斷：（此為目視經驗，較無客觀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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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油色深且又粘漬，具油耗味，泡沫多、大有顯著異味且泡沫面積超過油

炸鍋二分之一以上者。 

介電常數－主要是根據油脂劣變時極性物質的增加導致介電常數的增加。而

利用介電質變化(Dielectrics changes)為一種有效且快速的方法。 

其他快速方法 

Oxifrit Test －油脂氧化物的測試。 

Method: colorimetric, determination of oxidized fatty acids 

Fritest ─此試劑對含有羰基的化合物具靈敏性。 

Method: colorimetric, alkali colour count principle 

 

五、針對食品業者實施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系統制度(HACCP)，請回答下列問題： 

HACCP系統的基本概念為何？ 

HACCP 工作小組的成員有何規範？(10 分) 

【擬答】 

HACCP 系統的基本概念為何？ 

包括兩個基本概念： 

(hazard analsis)：分析食品製程系統中各個環節之危害因素及其危害

程度。 

(critical control point)：依危害分析的結果，設定重要管制點及監控

方法。 

HACCP 工作小組的成員有何規範？ 

成立 HACCP 小組  

A.HACCP 小組成員資料表列 

  

HACCP 職掌  

HACCP 的專業訓練或經驗  

  

 

B.HACCP 小組人數 三人 (一人 HACCP 訓練證明)  

C.HACCP 小組 可由主管，檢驗員，生產人員， 衛生管理員，外聘顧問組成  

D.HACCP 小組主要工作  

  

HACCP 書面計畫  

HACCP 計畫之合理性  

HACCP 計畫實施結果的確認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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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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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未發酵茶（例如綠茶）與發酵茶（例如紅茶）於製茶程序上之差異，並說

明為何有這些程序上之差異。 

【擬答】 

綠茶 

非發酵茶，綠茶是摘採的茶菁立即加熱使酵素失去活性，並為保持茶葉的綠

色而進行乾燥。日本的綠茶以蒸汽加熱，中國系統的綠茶以釜炒加熱，稱為

釜炒茶。 

紅茶 

完全發酵茶，利用茶菁所含氧化酵素進行充分發酵，揉捻同時進行乾燥的製

品，以印度的阿薩姆紅茶、大吉嶺紅茶、斯里蘭卡紅茶為盛名。生茶葉於採

摘後，置於萎凋棚上使之萎凋，再利用揉捻操作將細胞破壞。隨後在 20～25

℃濕度 95%以上的發酵室中發酵 2～5 小時。 

其間由於氧化酵素的作用，使兒茶素(catechin)類氧化，葉綠素分解，葉變成

古銅色，並放出特有的芳香。最後以乾燥使發酵終止得到製品。 

紅茶特有的顏色是由茶多酚氧化聚合而得之 teaflavin 類而來，香氣則是由香

葉醇(geraniol)等所造成。 

 

二、紅葡萄酒之釀製過程為：採收→除梗→破碎→初發酵→壓榨→二次發酵→沉澱→

熟成→裝瓶。請描述初發酵、二次發酵及熟成等三階段之主要生物性、物理性或

化學性之變化？及對紅葡萄酒品質有何影響 

【擬答】 

依製造方式與原料之不同分類如下： 

製造方式分： 

釀造酒：係使用酒母進行酒精發酵後所得發酵液直接飲用，或經過濾後飲

用，含有許多可溶性有機物和低濃度的酒精成分，（通常 20%以下）。 

單式發酵：以糖質原料，由酵母直接發酵。 

複式發酵：以澱粉質為原料，先糖化後再酒精發酵。紅葡萄酒屬於此種。 

單行複式發酵：糖化和發酵分開獨立進行者，酒精濃度較低。 

並行複式發酵：糖化與發酵同在一發酵槽內並行進行，酒精濃度較高。 

依原料使用不同，可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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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質原料酒： 

水果酒：葡萄酒、白蘭地、各種水果酒。 

糖蜜酒：蘭姆酒。 

糖化： 

糖質原料→直接釀酵。 

澱粉質原料→葡萄糖、麥芽糖等酵母才可利用。 

糖化係利用麥芽或糖化菌所含之糖化酵素進行，再由酵母行酒精發酵。 

酒精發酵： 

C6H12O6→2C2H5OH＋2CO2↑ 

↑ 

酵母分泌酒精酵素 

不同酒類製造，須選最合適之酵母。 

原料：葡萄、糖、偏重亞硫酸鉀（K2S2O5）。 

添加偏重亞硫酸鉀之目的： 

防止有害菌之繁殖。 

防止因氧化酵素作用之褐變。 

防止葡萄色素之褪色沉澱。 

阻止葡萄酒之過度成熟，用量在 100～200ppm。 

理想之葡萄中糖含量須達 21～22%。 

製造流程： 

紅白葡萄酒之製造過程：如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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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法說明： 

紅、白葡萄酒製造上之差異，主要為紅葡萄酒將果皮和肉一起入桶，溶出

果皮中含有之花青素，白葡萄酒則須立即榨汁進行發酵。 

紅葡萄酒滲入果皮之花青素。 

白葡萄酒則除去果皮，不含果皮之花青素。 

酒母所用之菌種為 Saccjarp,uces e;;o[sodeus。 

調糖至果汁糖度 22～24°Brix（或 26g/100ml）。 

發酵溫度 25℃以下。 

本省葡萄酒製造採用的釀酒葡萄有三種：奈加拉、金香與黑后。 

葡萄酒貯存前調配成一定的成分，裝入橡木桶，貯存三年。 

 

三、於冷凍食品加工，請回答下列問題： 

【擬答】 

何謂最大冰晶生成帶？ 

食品冰結率在溫度 0~-5℃範圍內有 80%之水分結冰，稱為最大冰晶生成帶，冷

凍速度是指通過此範圍溫度的時間之快慢。通過時間在 30 分鐘內稱為急速凍

結。 

請畫出緩慢與急速凍結曲線。 

凍結食品時，於食品內任一點，因時間經過而溫度下降的狀態，以圖表示曲

線，謂之冷凍曲線，如下圖。 

 

 

 

 

 

 

 

 

 

當冷凍開始時，曲線傾斜急速如（A－B）段，表示溫度下降快。 

當曲線傾斜緩慢如（B－C）段，是因溫度下降已緩慢，此因食品中大部份的

水分在此溫度結冰，因須多量的冰結潛熱，冷卻力因而降低。 

當食品內多量水分結冰後，溫度下降速度增快，曲線（C－D）段傾斜急，至

凍結最終溫度 D 點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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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曲線中的（B－C）段，為最大冰晶生成帶。若通過此段時間超過三十分

鐘則轉變成緩慢冷凍曲線。 

請比較魚體急速凍結與緩慢凍結對其品質的影響 

完成冷凍的食品一般凍藏於－18℃～－20℃。 

凍藏期間，未被破壞的酵素例如脂酶（lipase）會緩慢地進行作用。因此凍結

速度越快，其酵素活性就越快被抑制。 

氧化作用、昇華作用等也會緩慢地進行。 

所以冷凍食品在長期間的凍藏仍有若干的變質。此速度越快其變質速度也就

越容易被停止 

昇華： 

類似冷卻冷藏之蒸發，但較蒸發影響更劣。因昇華後食品上留有細孔，空氣

進入食品之深部，經脫水與氧化結果，甚易形成凍燒（Freezer burn）。 

變色： 

紅色肉之色素氧化後變褐；白色果肉在溫度較高下與空氣接觸，亦將變褐。 

肉質之變化： 

凍結形成冰結晶有幾種現象：1.結冰膨脹，2.脫水作用，3.冰晶之成長。結果

引起肉質物理的損傷或崩潰、蛋白質之變性、組織軟化或組織纖維之硬化，

使其可口性較未凍結者差。然而當魚體越快通過最大冰晶生成帶時，結冰膨

脹率就越小，相對來說冰結晶也就越小，脫水作用少，保水性就增加。 

脂質之變化： 

與冷卻冷藏相似．但作用較緩。 

成分之變化： 

凍結冷藏者因溫度較低，故生理作用、成熟作用幾無進行。 

何謂凍燒（freezer burn）?如何防止？ 

完成冷凍的食品一般凍藏於－18℃～－20℃。 

凍藏期間，未被破壞的酵素例如脂酶（lipase）會緩慢地進行作用。 

氧化作用、昇華作用等也會緩慢地進行。 

所以冷凍食品在長期間的凍藏仍有若干的變質。 

昇華： 

類似冷卻冷藏之蒸發，但較蒸發影響更劣。因昇華後食品上留有細孔，空氣

進入食品之深部，經脫水與氧化結果，甚易形成凍燒（Freezer burn）。 

含高油脂成份魚類，凍藏溫度須達-50℃，包冰衣，避免油脂氧化造成食品凍

燒。 

 

四、請說明防腐劑與抗氧化劑在食品保存的功能。以蜜餞與泡麵為例說明為何須使用

防腐劑或抗氧化劑？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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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劑的防腐原理大致有如下 3 種： 

干擾微生物的酶系，破壞其正常的新陳代謝，抑制酶的活性。 

使微生物的蛋白質疑固和變性，幹擾其生存和繁殖； 

改變細胞漿膜的滲透性，使其體內的酶類和代謝産物逸出導致其失活。 

目前食品防腐劑的種類很多，主要分爲合成和天然防腐劑；常用的合成防腐劑以

山梨酸及其鹽、苯甲酸及其鹽等爲代表。 

以蜜餞來說就是使用防腐劑，因其使用的糖分很高，很容易成為微生物的營養來

源，故須使用防腐劑干擾代謝，同時抑制酵素的活性。 

抗氧化劑分成下列四大種類： 

自由基終止劑（free radical terminator） 

即所謂的一級抗氧化物質（primary antioxidants），這類抗氧化劑主要是提供氫

原子後形成穩定的共振形式，以達到延遲及干擾自由基連鎖反應，甚至終止

氧化反應的進行，維生素 E 及大部分酚類化合物（phenolic compond）屬於此

分類。 

氧原子清除劑（oxygen scavenger） 

這類抗氧化劑的作用在於消耗氧原子，例如維生素 C 可與氧作用而消耗密閉

空間中殘留的氧，而具有抗氧化作用。 

金屬螯合劑（chelating agent） 

金屬離子種類很多，其中以鐵離子及銅離子的促氧化活性最強，此類抗氧化

劑可與金屬產生螯合作用而減緩氧化作用的進行，檸檬酸及大部分類黃酮皆

具有這類能力。 

單態氧抑制劑（singlet oxygen inhibitor） 

能破壞單態氧而抑制光氧化的進行，由於β-胡蘿蔔素屬於光敏感物質，能吸

收環境中的光，使其不傳遞給氧分子，避免光氧化的進行。 

一般泡麵都是使用油炸方式進行，因此油炸完成後，容易有油的氧化反映進行。

經由抗氧化劑的添加，可以延遲甚至終止氧化反應的進行，進而達到較佳品質的泡麵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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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含糖 10%的果汁與含糖 60%的糖漿混合為例子，說明如何利用 pearson square

計算果汁與糖漿的混合比率，使得混合後的含糖量為 15% 

【擬答】 

60% * Xkg+10% * (100-Xkg)= 15% * 100kg 

0.6X+(10-0.1X)=15 

0.5X=5 

X=10kg;100-10=90kg 

故需要 60%糖漿 10kg;10%原汁 90kg 

所以果汁與糖漿的混合比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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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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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諾羅病毒(Norovirus)感染人類引起腸胃道發炎之潛伏期、症狀、感染途

徑為何？ 

【擬答】 

諾羅病毒（Norovirus）病毒性腸胃炎 

 

諾羅病毒是一群病毒，以前稱為類諾瓦克病毒 Norwalk-like virus（NLVs），可感

染人類而引起腸胃道的發炎。 

 

諾羅病毒潛伏期一般為 24 至 48 小時，有些在 12 小時內即出現症狀。感染引起

症狀主要為噁心、嘔吐、腹瀉、腹絞痛，也可能合併發燒，倦怠、頭痛、及肌

肉酸痛。小孩嘔吐症狀較明顯，症狀多會持續 1 至 2 天，之後就會逐漸痊癒。

所有的年齡層皆有可能遭受感染。 

 

食入被諾羅病毒污染的食物或飲水。 

接觸被諾羅病毒污染的物體表面病人之排泄物、嘔吐物等，再接觸自己的嘴、

鼻或眼睛黏膜傳染。 

諾羅病毒只須極少的病毒量便可傳播，因此若病患嘔吐時在場，嘔吐物可能

形成飛沫，若吸入飛沫也可受感染。 

諾羅病毒傳染力非常強，可藉由糞便或嘔吐物人傳人。有些人感染恢復之後二

星期內，其糞便內仍有病毒，仍然具有感染力。 

治療及預防方法： 

目前沒有治療諾羅病毒的抗病毒藥物，其治療以支持性療法為主。除了多休

息外，應該要注意營養及水分、電解質的攝取，以避免脫水。 

飯前和便後應洗手，為嬰幼兒或老年人更換尿布或處理排泄物之後，以及準

備餐點之前也應洗手。 

蔬果要清洗乾淨；避免生食生飲。 

注意居家環境衛生。 

新生兒餵哺母奶可提高嬰幼兒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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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食品安全與否，常以「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ADI)

做考量，請說明何謂每日容許攝取量。 

【擬答】 

 

ADI (mg/ kg/ day) 每日

容許攝取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存在飲食中的某種物質，供人體長期攝食，不致引起

任何急性或慢性有害作用的濃度或使用量，稱為人體

對該物質的每日容許攝取量。NOEL×安全係數=ADI  

ADI 做為每日攝取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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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NOEL×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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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無作用量求算每日容許攝取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ADI)，或是由 VSD

與 ADI 設定溶濃度、容許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我們在相關法規上看到的規定

數值限量。 

同一化學物質，若能同時比較其 ADI 和 VSD，則其安全性是無疑的。 

 

三、我國「營養標示」應標示那些項目，其使用單位為何？ 

【擬答】 

營養標示規定 

訂定「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生

效。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 

一、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方式，須於包裝容器外表之明顯處依附表一之格式提供下列標

示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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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標示項目如為膳食纖維，則得列於碳水化合物項下縮一排，於糖之後標示；

膽固醇得列於脂肪項下縮一排，於反式脂肪之後標示。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之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需經復水之食品，如有營養宣稱，且其宣稱基準以復水後之營養素含量計算時，

應以復水後為標示基準；如未營養宣稱，得以復水前或後為標示基準，其沖泡方式應

於營養標示格式下方註明。 

 

四、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的食品相關協議有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措施(SPS)

與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說明兩者之異同。 

【擬答】 

WTO/SPS 協定簡介 

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即 SPS) 措施，是國際

間通行的重要規範，其目的在於避免或減少各國因國際農產品貿易之動、植物

及其產品流通所造成外來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之入侵及蔓延，以維護其國境內

國民及動植物生命健康及自然生態環境。 

異同 

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措施 

由於 SPS 措施係以保護境內國民及動植物之生命與健康，各國政府均極為重

視，並訂定程度不等的保護措施。惟鑒於部份訂定 SPS 措施的保護水準過高，

造成相關農產品貿易之障礙，尤其在 1980 年代，更為許多國家所濫用，對

國際農產品貿易造成許多不利的影響，為改善上述缺失，烏拉圭回合談判遂

將其列入談判議題，並經各會員國長年多次的進行協商，終於達成協議，爰

列入世界貿易組織所簽署協定之一，並於 1995 年 1 月 1 日生效，此即所

謂 SPS 協定。   

SPS 措施之涵蓋範疇極為廣泛，依據 SPS 協定中附錄 A 之定義， SPS 措

施係指適用於下列各項之任何措施： 

保護會員國境內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以防範因疫病害蟲、帶病體或病

原體的入侵、立足或傳播而導致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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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會員國境內人體或動物生命或健康，以防範因食品、飲料或飼料中的

添加物、污染物、毒素或病原體而導致的風險； 

保護會員國境內人體生命或健康，以防範因動物、植物或動植物產品所攜

帶的或因疫病入侵、立足或傳播而導致的疾病的風險； 

或防範或限制在會員國境內因疫病害蟲入侵、立足或傳播而造成的其他損

害。 

另依據附錄 B 註解 5 所定義，檢驗及檢疫措施係指”普遍使用之檢驗與

檢疫措施，如法律、政令或條例等”，內容則“包括所有相關法律、政令、

規定、要件與辦法，特別是包括最終產品的標準；加工與生產方法；測試、

檢驗、發證與核可程序；檢疫處理包括有關動植物運輸或運輸中維持該等

動物或植物維持生存所需材料的規定；相關統計辦法、取樣程序與風險評

估方法的規定，以及與食品安全有直接關係的包裝與標示規定。 

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加強經濟發展，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 

我國的經濟發展還很落後，離發達國家還相差甚遠。技術水平的不先進位

約了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阻礙了企業的向前發展。我們說，經濟是否發

達是一個國家是否繁榮的標誌，那麼創新則是一個企業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一方面由於我國是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大國，與資本密集的發達國家在技術

發展上本身就存在差距，現實是殘酷的，目前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就已嚴重

阻礙了我國的對外貿易。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在技術水平上有可觀的發展和

進步，引進高科技的技術管理水平，調整齣口策略，使企業躋身於先進國

的發展行列；另一方面我國的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能力，沒有創新就意味著

死亡，面對複雜多變、標準苛刻的貿易壁壘，企業要樹立全方位的創新理

念，建立創新機制，加大出口產品和技術創新的投入，提升創新技能，只

有這樣，才能跨越壁壘，衝擊國際市場，扭轉出口受阻的局面。 

加強與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利用優勢，跨越技術壁壘。 

雖然發達國家無論是在技術、資本、管理經驗等各方面較我國相對雄厚，

再加上他們有強烈的民族保護主義，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處於劣勢，

產品競爭力下降，但面對這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原因：首先，我

國應加強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從實踐看，實施與國際接軌的標

準化戰略，推廣和使用國際標準，減少國際貿易摩擦，突破技術性貿易壁

壘，這是擴大我國產品出口的有效途徑；其次，應該轉化標準並積极參与

國際標準的制定。以此來確定企業生產和技術改造的方向和目的，推動企

業的技術進步，繼而提高企業的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積极參与國際標準

的制定、修訂和協調工作，使其能反映我國的利益和要求，無疑有利於突

破 TBT 限制；最後，充分利用 WTO 中關於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和區別待

遇。與此同時，我國還應充分加強和其他發展中成員方之間的合作與聯繫，

避免發達國家成員方利用其技術優勢制定不合理的條款，給發展中成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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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礙。 

建立完善技術標準及統一規範的認證體系。 

我國出口產品的相對弱質性使得其無法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應建

立和完善技術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以及檢驗檢疫制度、包裝和標簽

制度。構建既符合國際慣例，又充分反映我國實際狀況和發展需要的技術

法律法規體系。如果建立統一規範的質量認證體系，頒發證書，證明其產

品、管理體系達到相應標準，那麼我國的出口產品就很容易跨越壁壘，進

入國際市場。目前，ISO、IEC 等一系列標準的認證在國際上得到普遍認可，

已成為貿易各方接受進口，簽訂合同的重要條件。我國應抓緊建立和國外

權威機構認證的相互認可機制，建立與國際認證體系接軌的運轉靈活、高

效快捷、統一的認證體系。 

 

五、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的食品相關協議有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措施(SPS)

與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說明兩者之異同。 

【擬答】 

何謂基因改造食品   

基因食品又稱為基因改造食品或基因轉殖食品，是由基因改造生物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所加工而成。因此凡以基因重組技術所衍生的食品，

皆稱之為「基因改造食品」。 

基因重組技術改良的特性包括： 增加生長速度； 改良營養價值； 抗病蟲

害； 耐除草劑； 耐低溫； 延長保存期限； 利於交通運送； 便於加工

等。 

: 

強制標示開始時實施日期 

採自願標示自 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 起。 

民國 92 年 1 月 1 日起：農產品型態之黃豆及玉米，包括黃豆，黃豆粉，玉米，

碎（粉）狀玉米。 

民國 93 年 1 月 1 日 起：以黃豆、玉米為主原料之初級加工食品，包括豆腐、

豆乾、豆漿、豆花、冷凍玉米、罐頭玉米、黃豆蛋白製品。 

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 起：其他較高層次含黃豆、玉米之加工食品，惟不包括

醬油、黃豆油（沙拉油）、玉米油、玉米糖漿、玉米澱粉等加工層次高且最終

產品中不含轉殖基因片段或蛋白質之黃豆、玉米加工食品。 

103 年 10 月 27 日公告八類食品業者自 104 年 2 月 5 日起實施食品追溯追蹤

制度。 (八類食品業其中就包括：「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應標示『基

因改造』或『含基因改造』字樣之食品業者」、「標示『非基因改造』或『不

是基因改造』字樣之食品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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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造食品許可證書制 

依食安法 21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

洗潔劑、食品器具、食品容器及食品包裝，其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

入或輸出，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證，不得為之。公告指定

食品類別有食品添加物、低酸性罐頭食品、特殊營養食品及膠囊、錠狀食品

須先取得許可證書後方得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 

 

衛生福利部對此 2 類食品配方及原料、使用方式須加以審核，合乎規定或適

當才能同意業者製造、輸入。經濟部國貿局收到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資料，

才對此類食品簽發輸入許可證，送達海關後才准予入關。 

上述採售前審核制，係針對產品有特殊需求者，必須在產製前進行審核處理，

審核後以許可證書加以管理。 

  

類別 
範圍 

施行日期 
品項 對象 

散裝食品 

農產品型態之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或該等原料經過簡

單之切割、研磨。 (如黃

豆穀粒、黃豆粉) 

已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業者 
104 年 7 月 1 日 

未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業者 
104 年 10 月 1 日 

初級加工產品：豆漿、

豆腐、豆花、豆乾、豆

皮、大豆蛋白製得之素

肉產品 

已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連鎖業者 

已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非連鎖業者 
104 年 12 月 31 日 

未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業者 

包裝食品 

全面標示 全面標示 104 年 12 月 31 日 食品添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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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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食品技師應考須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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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政組織之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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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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志聖 台南市成功路10號  06-2281111
立案文號:南市教終字第09300153570號志聖公衛             營養師衛生行政．衛生技術

食品檢驗．食品技師
志光
系列

高雄志聖  07-2855577台中志聖  04-22200985台北志聖  02-23755999

食品公職+證照 一次搞定

十全     美食
食品技師

水產.肉類加工.

餐盒食品工廠.服務業

乳品加工食品或

餐盒製造業業者、

全程到考總數16%為及格

平均每科分數 50分以上

不得有任一科為零分

共同科目(佔20%)平均 +
專業科目(佔80%)平均成績
合併計算，

不得有一科為零分或

總成績低於 50 分。

全新課程 歡迎來班試聽

筆試科目(佔80%)平均 +
口試科目(佔20%)平均成績
合併計算。

不得有一科為零分或

筆試總成績低於50 分。

口試成績低於60 分。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局、

疾病管制局或.

各縣市的衛生局...等

衛生福利部

所屬各單位

公職食品技師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食品加工學 

食品分析與檢驗 

食品化學 

食品微生物學 

食品工廠管理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食品安全與衛生法規

食品分析與檢驗

食品化學

食品微生物學

食品加工學

生物統計學

高考.地方特考三等：約 46000 元約 36000 元

6 月/11 月 高普考 7 月/地方特考12 月 高普考 7 月

專技高考

專科相關科系畢業報考

公務人員考試

大學相關科系畢業報考

公務人員考試

持有食品技師證照後

二年工作經驗

食品衛生檢驗

1.

1.

2.

2.

第一試：專業科目

食品風險分析與管理

行政法.食安管理及

其相關法規

第二試：口試

 ※含食品危害分析與

   重要管制點理論及

   實務應用

類科

工作
環境

考試
科目

及格
方式

類別

考試
時間

起薪

志聖公職 要你強勢上榜
年度最新 線上雲端課程 讓你24hr名師在家上課

食品技師

食品衛生檢驗

公職食品技師

個月的 正規課程+總複習＝快速提升應試力5
個月的 正規課程+總複習＝要你快速上榜12

完整的年度正規課程+總複習+口試課程＝幸福晉級

專屬課程
線上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