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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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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分別說明殘留胺基甲酸鹽類及有機磷劑農藥之生化快速檢驗方法，與利用

QuEChERS 方法的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 （16 分） 

【擬答】 

105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P.299第三節農藥殘留快速檢測。 

有機磷劑與胺基甲酸鹽類殺蟲劑殘留快速檢驗方法(簡稱生化檢驗法)。 

需要有機磷與氨基甲酸鹽類農藥殘留快速檢測試劑組的 ELISA 生化檢驗法。 

乙醯膽鹼酯酶位於動物膽鹼性突觸後神經元細胞膜上，其作用為分解專司神經

傳導之乙醯膽鹼為乙酸及膽鹼以終止傳導。當乙醯膽鹼酯酶之活化部位(active 

site)與抗膽鹼激性物質(包括有機磷劑與胺基甲酸鹽類殺蟲劑)結合，則無法分解

乙醯膽鹼。生化檢驗法即利用純製自感性家蠅腦部之乙醯膽鹼酯酶檢測蔬果有

機磷劑及胺基甲酸鹽兩類殺蟲劑殘留累計毒性。若檢測樣品中不含前開農藥，

乙醯膽鹼酯酶可將基質分解為乙酸及硫代膽鹼，後者與呈色劑反應呈現深黃色

（0%抑制率）；而含有前開農藥之樣品因其會與乙醯膽鹼酯酶結合，基質少量或

無法被分解，呈色劑作用隨之減弱呈淡黃至無色（輕微抑制~100%抑制率）。 

操作方便、快速且成本低廉，但只針對有機磷與胺基甲酸鹽類藥劑之生化檢驗

法。 

利用 QuEChERS 方法的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 

國際間採行的檢驗分析技術為化學質譜方法，是利用化學方法將農產品中的農

藥抽取出來，在經由精密儀器設備分析是哪一種農藥、以及有多少殘留量，這

個方法也是唯一可以精準分析農作物中農藥殘留的方法。 

目前國際通用及公認最快速之農藥殘留萃取淨化技術為 QuEChERS (Quick 、 

Easy、Cheap、Effective、Rugged and Safe)方法，我國「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

法－多重殘留分析方法（五）」執行，也是相同的原理，每件樣品約需花費的萃

取淨化時間為 40 分鐘，是農藥分析過程中需時較長的步驟，各種產品的農藥

殘留檢驗包括「樣品的破碎」、「樣品中殘留農藥的萃取及淨化」、「儀器檢測分

析」及「數據研判」共 4 個重要流程，由於「樣品破碎」流程以目前技術已可

壓縮在 10 分鐘內，而「數據判讀」的流程涉及人員專業及其經驗，因此，具

有最大進步空間的為「樣品中殘留農藥的萃取及淨化」及「儀器檢測分析」等 2 

個流程，其中又以「樣品中殘留農藥的萃取及淨化」為關鍵流程，此流程的淨

化效率（包括雜質干擾去除及速度）影響後續儀器的分析效能及檢測結果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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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食藥署公告之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法（四）進行分

析，使用檢測儀器為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 GC/MS-MS ）及液相層析串聯式

質譜儀（ LC/MS-MS ），同時進行定量分析及藥劑確認。2012 年，此方法可同

時分析藥劑種類約 251 種，但過程需要使用約 200 毫升的化學溶劑。衛福部

食藥署持續研發「多種農藥殘留同時檢測技術」，開發多重殘留分析方法（五），

由衛福部公告可同時檢驗 310 種農藥。 

 
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留分析方法  

適用範圍：本檢驗方法適用於蔬果類、穀類、乾豆類、茶類、香辛植物及其

他草本植物等食品中 314 項農藥多重殘留分析。  

檢驗方法：檢體採用 QuEChERS 方法(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Safe) 前處理後，以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 (LC/MS/MS)及氣相層析串聯質譜儀

(GC/MS/MS)分析之方法。 

檢液之調製： 蔬果類、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鮮食):均質、冷凍、萃

取、離心、膜過濾、加內部標準溶液，以 GC/MS/MS 分析 穀類及乾豆

類：磨粉、萃取、離心、膜過濾、加內部標準溶液，以 GC/MS/MS 分析。

茶類、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乾燥)：磨粉、萃取、離心、膜過濾、加

內部標準溶液，以 GC/MS/MS 分析。 

標準溶液之配製：取農藥對照用標準品各約 25 mg，溶於甲醇／乙腈溶液，

以 LC/MS/MS 分析。取農藥對照用標準品各約 25 mg，溶於丙酮／正己烷

溶液，以 GC/MS/MS 分析。 

內部標準溶液之配製：取磷酸三苯酯內部標準品約 40 mg，以甲醇稀釋至 

7.5 ug/mL，供作 LC/MS/MS 分析用內部標準溶液。 

液相層析串聯質譜儀LC/MS/MS：離子源：電灑離子化(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層析管：Acquity UPLC®  HSS T3，1.8 um，內徑 2.1 mm ×10 cm， 或

同級品。  

氣相層析串聯質譜儀 GC/MS/MS：離子源：電子撞擊游離(electron impact 

ionization, EI)。層析管：DB-5MS UI 毛細管，內膜厚度 0.25 um，內徑 0.25 

mm × 30 m，或同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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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試驗及含量測定： 

LC/MS/MS 精確量取檢液及標準溶液各 10 uL，分別注入液相層析串聯

質譜儀中，依條件進行分析，就檢液與標準溶液所得波峰之滯留 時間及

多重反應偵測相對離子強度鑑別之，並依下列計算式， 求出檢體中各農

藥之含量(ppm)： 檢體中各農藥之含量(ppm) = (C x V)/M，C：由各農藥

之基質匹配檢量線求得檢液中各農藥之濃度(ug/mL)，V：萃取檢體之含 

1%醋酸之乙腈溶液體積(10 mL)，M：取樣分析檢體之重量(g) 

GC/MS/MS：精確量取檢液及標準溶液各 1 uL，分別注入氣相層析串聯

質譜儀中，依條件進行分析，就檢液與標準溶液所得波峰之滯留時間及

多重反應偵測相對離子強度鑑別之，並依下列計算式，求出檢體中各農

藥之含量(ppm)： 檢體中各農藥之含量(ppm) = (C x V)/M，C：由各農藥

之基質匹配檢量線求得檢液中各農藥之濃度(ug/mL)，V：萃取檢體之含 

1%醋酸之乙腈溶液體積(10 mL)， M：取樣分析檢體之重量(g) 

 

二、請敘述下列蛋白質分析法的原理、優缺點。（每小題 7 分，共 14 分）  

杜馬斯燃燒法（Dumas combustion method）  

紅外線光譜法（infrared spectroscopy）  

【擬答】 

105志聖阮籍老師 食品分析與檢驗 P.60。 

杜馬斯燃燒法 

杜馬斯燃燒法測定分析固態液態樣品中的氮含量，杜馬斯法目前已被很多組織

認可，如: AOAC,ASBC, EBC, AACC 和 ISO，成為法定的氮/蛋白質分析方法。

在美國、加拿大和德國的某些領域,杜馬斯法甚至作為唯一的定氮標準。 

杜馬斯定氮法的原理: Dumas 法的基本原理是樣品在 900℃～1200℃高溫下燃燒，

燃燒過程中產生混合氣體，其中的干擾成分被 一系列適當的吸收劑所吸收，混

合氣體中的氮氧化物被全部還原成分子氮，隨後氮的含量被熱導檢測器檢測。 

燃燒: 杜馬斯燃燒法是基於在高溫下(大約 900 ℃)，通過控制進氧量、氧化消

化分解樣品的原理而進行氮測定的。燃燒生成的氣體被載氣 CO2 攜帶直接通

過氧化銅（作為催化劑）而被完全氧化。此外，化合物中一定量的難氧化部

分會被載氣攜帶通過作為催化劑的氧化銅和鉑混合物進一步氧化。 

還原: 燃燒生成的氮氧化物在鎢上還原為分子氮，同時過量的氧也被結合。一

個傳感器用來控制最佳燃燒所需的氧氣量，這可以保證氧氣和鎢的消耗量最

少。 

淨化: 一系列的適當的吸收劑將乾擾成分如鹵化氫從被檢測氣流中除去。隨後

的水冷器確保水蒸氣的去除。由於用 CO2 作載氣，所以沒必要吸收燃燒生成

的 CO2。 

檢測: 用一個 TCD 熱導檢測器來檢測 CO2 載氣流中剩餘的氮。N2 體積含量引

發一種電子測量信號，通過它，再經過物質的獨立校正，被測樣品中的氮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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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自動的計算、打印和存儲起來。 

優點：快速每一測試只需 3 至 5 分鐘，並可以通過自動進樣器連續進樣，不

需要人看管、精確和高可靠性的數據、全自動、低成本、無化學廢液、無污

染的定氮方法。 

缺點：杜馬斯定氮儀價格昂貴。對於復雜樣品分析難度較大，對於液體樣品

分析效果不佳，樣品需要是均勻粉末，而且要較細的局限性。 

紅外線光譜法 

紅外光譜法又稱「紅外分光光度分析法」。簡稱「IR」,分子吸收光譜的一種。 

紅外線光區的波長範圍從 0.78- 1000 μm (780-1000,000 nm)，其波數從 12,800~10 

cm-1。 

分子吸收紅外光會造成振動能量之改變，產生分子之紅外線吸收光譜。紅外線

光譜中吸收峰所在的波數與特徵，可用來鑑定分子之官能基種類與分子之結構；

根據光學的Lambert-Beer法則A =εc l，特定吸收峰的強度(A)則與濃度(c)有關，

可用於定量分析。 

帶有極性(偶極矩)的分子發生振動（vibration）就會產生紅外線；反之，帶有極

性的分子吸收了與其振動能階對應的 紅外線就會發生振動。若分子本身沒有極

性(偶極矩)，那就無法產生紅外線。 

由於近紅外光之光譜範圍自 700-2500 nm，大多數物質的分子官能基如 C-H， 

O-H，N-H 等，其固定吸收振動光譜都在此範圍。食品中的主要成分，例如：水

分、蛋白質、脂質、碳水化合物等，都含有這些官能基，因此，近紅外線光譜

法常用於食品成分之定性或定量分析。  

在 1979 年美國穀物學會首先對於“以近紅外光量測蛋白質含量”之技術制定為

其學會標準法（AACC method，39-10）。 

近紅外光之分光量測測備必須包括如下組件： 

光源：通常為滷素鎢絲鐙。 

單光器：利用光柵以提供固定波長的光源。 

樣本槽：用以處理樣本，因樣本本身之透明性而不同。 

偵測器： 

不透明液體或粒狀固體：用以偵測能量反射之比例（反射率） 

透明水溶液：用以偵測能量穿透後強度，再轉換為透過率。 

雜訊處理器 

優點：  

前處理技術簡單，量測過程迅速。 

分析方式簡易。 

不破壞試樣、試樣用量少、同一樣本可以重複量測。 

可以同時量測同一樣本內各種不同成分。 

機型小，可以攜帶至現場作業。 

適用固態、粉粒態、半固態、液態等各種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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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大量的試藥、溶劑，安全性高。 

缺點：純度應大於 98％不應含水，濃度和厚度要適當、分析靈敏度較低、定

量分析誤差較大。是一種間接的分析技術，分析結果的準確性與模型建立的

質量和模型的合理使用有很大的關係。 

105℃，3hr，碾碎樣本(AACC method)，不適用 18％以上之稻穀 

 

三、以索式（Soxhlet）萃取法測定食品中粗脂肪含量：（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請說明芝麻及果醬二種樣品的處理方法。  

比較乙醚和石油醚兩種萃取溶劑的性質。  

【擬答】 

100%，105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P.148-149 。 

芝麻及果醬二種樣品的處理方法:  

脂肪是一群不溶於水，但溶於乙醚、苯或正己烷等有機溶劑之化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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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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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氏萃取裝置，包括迴流冷凝管、萃取管、受器、圓筒濾紙及水浴槽。索氏萃

取方法適用於乾燥後之粉末樣品。 

芝麻處理方法: 脂肪含量多的樣品(花生、芝麻) 

精確秤取乾燥試樣（如芝麻種子類）5 g，加入 10 g 無水硫酸鈉（有助研磨

及脫水），將兩者置於研缽中，研磨至細粉狀，倒入圓筒濾紙內，並以沾有

乙醚的脫脂棉將研缽及研杵擦淨後，將此棉花置入圓筒濾紙內（沾有樣品

面朝圓筒濾紙內面塞入，以免流入燒瓶）。 

將圓筒濾紙上輕輕塞上脫脂棉以防止試樣損失，再將裝有樣品之圓筒濾紙

放入萃取管中。 

取已恆重之圓底燒瓶(W0)，於抽氣櫃內加入 2/3 體積之乙醚後，組裝索氏

萃取裝置。冷凝管下方為冷水入口，上方為熱水出口，將水浴鍋設定 40~50

℃，萃取迴流 8~16 小時。 

卸下圓底燒瓶減壓濃縮至濃稠狀，乾燥恆重至重量最輕時之重量（Wo＋脂

肪）即完成。 

果醬處理方法: 醣類含量多的樣品 (糖果、果醬) 

由於乙醚等萃取溶劑無法完全萃取這類樣品中的脂肪，因此萃取前需先將糖

分去除。 

樣品秤重後，加入蒸餾水及硫酸銅溶液充分混和後，以氫氧化鈉溶液調整

酸鹼值至為鹼性。 

等沈澱產生後，以濾紙過濾。上清液為糖類水溶液。 

殘留物連同濾紙乾燥後放入圓筒濾紙中，進行粗脂肪的索氏萃取。 

比較乙醚和石油醚兩種萃取溶劑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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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醚 (diethyl ether) 

有一定極性，但不如乙醇、甲醇、水等，溶解脂肪的能力強大於石油醚，應

用最多。一般脂肪含量的測定都採用它作提取劑。乙醚沸點低（ 34.6℃ ），易

燃。乙醚可飽和 2% 的水。 含水乙醚在萃取脂肪抽提能力降低（氧與水能形

成氫鍵使穿透組織能力降低，即抽提能力下降），會同時抽提出糖分等非脂成

分。 因此，使用乙醚時，樣品不能含水分，被測樣品也必須乾燥。  

石油醚 (petroleum ether) 

石油醚的沸點比乙醚高，不太易燃，溶解脂肪能力比乙醚弱，吸收水分比乙

醚少，允許樣品含微量的水分。使用時允許樣品含有微量水分，它沒有膠溶

現象，不會夾帶膠溶澱粉、蛋白質等物質。採用石油醚提取劑，測定值比較

接近真實值。 

有時也採取乙醚+石油醚共用。但乙醚、石油醚都只能提取樣品中游離態的脂

肪。對於結合態的脂類，必須預先用酸或鹼及乙醇破壞脂類與非脂類的結合

後，才能提取。 

 

四、溶液製備：（每小題 5 分，共 10 分）  

如何用固體藥劑配製 500 mL 0.1 N Na2SO4（分子量：142.04）溶液？  

已知 10 mL 維生素 D2標準原液含有 2 mg 維生素 D2，請問如何以該標準原液，

配製出 10 mL 10μg/mL 維生素 D2標準溶液？（以正己烷為溶劑）  

【擬答】 

100%，105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P.8-10。 

0.1 N Na2SO4 為 0.05 M Na2SO4 (M x 價數 = N ) 

0.05 M = 0.05 mole / 1L = 7.102 g / 1 L = 3.551 g/0.5 L，所以精秤3.551 g的Na2SO4，

溶於 500 mL 蒸餾水或去離子水中，即調製成 500 mL 0.1 N Na2SO4 溶液。 

2 mg/10 mL vit.D2  10 mL 10μg/mL (100 μg/10 mL = 0.1 mg/10 mL )，稀釋 20

倍。所以取 0.5 mL 原液於 10 mL 正己烷溶劑中，混合均勻，配製出 10 mL 10

μg/mL 維生素 D2 標準溶液。 

 

五、以高效陰離子交換層析儀檢驗食品中葡萄糖、果糖、蔗糖及麥芽糖，移動相以去

離子水及 100 mM 氫氧化鈉溶液進行梯度沖提，使用脈衝式電化學檢出器

（pulsed electrochemical detector）。  

請說明分離原理。 （10 分）  

請解釋脈衝式電化學檢出器。（5 分）  

【擬答】 

100%，105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P.94-95。 

分離原理: 常見單、雙醣和糖醇的 pKa 值一般在 l2～14，常見醣醛酸和糖胺的

pKa 都小於 7。 當所處鹼性溶液的 pH 值≥l2 時，大多數醣類化台物均能部分或

全部以陰離子的形式存在，因而可以採用陰離子交換曾吸管柱，以強鹼性溶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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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洗液進行分離。 

醣類化合物在陰離子交換分離柱上的保留能力主要取決於醣類化合物所帶的電

荷數、分子大小、組成和結構。 

葡萄糖、果糖、蔗糖及麥芽糖為含－OH 糖類，其 pKa 值分別是 12.28、12.03、

12.51、11.94，當樣品 pKa < 沖提液 pH 時樣品帶負電，負電愈強與高效陰離子

交換層析儀交換力愈大，愈慢沖提洗出。100 mM 氫氧化鈉溶液的 pH13，所以

沖提洗出順序為：蔗糖  (12.51) > 葡萄糖  (12.28) >果糖  (12.03) > 麥芽糖 

(11.94)。 

脈衝式電化學檢出器：脈衝式安培檢測器(pulsed amperometric detector)，具白金

工作電極及銀/氯化銀參考電極。安培檢測是利用測量電化學活性物質在適當的

施加電位下發生氧化或還原反應時所產生的電流變化從而測定該物質的一種檢

測技術。  

糖的分離是在鹼性條件下完成，而白金工作電極的檢測條件通常為鹼性，且白

金電極表面還可為糖的電化學氧化反應提供反應環境，因而白金電極檢測和陰

離子交換分離相互間具有良好的匹配性。 由於脈衝安培檢測法是利用糖在電極

表面的氧化還原反應直接檢測，無需衍生且具有極高的靈敏度，給常規檢測器

上響應很低的多醣分析提供了一個好工具。 

 

六、請說明在原子吸收光譜儀中之火焰原子化器與電熱原子化器的工作原理。（10 分）  

【擬答】 

100%，105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P.58-59。 

火焰原子化器工作原理:  

火焰原子化器(Flame atomiser)主要應用於原子吸收，原子螢光光譜。它由霧

化器、霧化室和燃燒器三部分組成。 

霧化器的作用是將分析樣品霧化。霧化室的作用是使試液霧進一步細化並與

燃氣均勻混合，以獲得穩定的層流火焰。燃燒器頂端有一細長狹縫，燃氣與

氧化劑燃燒產生的火焰於狹縫上穩定燃燒，被帶至火焰中的試樣霧滴則在高

溫火焰中原子化。 

在火焰原子化中，是通過混合助燃氣(氣體氧化物)和燃氣(氣體燃料)，將液體

試樣霧化並帶入火焰中進行原子化。將試液引人火焰並使其原子化經歷了複

雜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霧粒的脫溶劑、蒸發、解離等階段。在解離過程中，

大部分分子解離為氣態原子。在高溫火焰中，也有一些原子電離。與此同時，

燃氣與助燃氣以及試樣中存在的其它物質也會發生反應，產生分子和原子。

被火焰中的熱能激發的部分分子、原子和離子也會發射分子、原子和離子光

譜。 

電熱原子化器工作原理: 石墨爐是一種商業化的電熱原子化(electrothermal 

atomizer)器，其內部為利用電能加熱的石墨管，作為試樣原子化與吸光之空間。

以石墨爐進行原子化時，所導入的試樣可用灰化後的鹽類溶液或是未經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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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試樣。當試樣未經分解而直接導入時，可藉由石墨爐的控溫程序，使

試樣於不同溫度下依序進行灰化及原子化。 

 

七、請解釋下列檢測器或分析法的原理。（每小題 5 分，共 15 分）  

食用炸油品質監測儀（快速檢測儀）  

油脂穩定參數法（oil stability index）  

酚-硫酸法（phenol-sulfuric acid method） 

【擬答】 

100%，105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P.156，P.159-160，P.133。 

食用炸油品質監測儀（快速檢測儀）: 衛福部明確規定油炸用之食用油檢驗唯一

標準方法為"總極性化合物"，違規標準為檢出含量達 25%以上。油脂劣變後，極

性成分增加，因此，檢測油脂中極性與非極性比例，來評估油脂品質優劣。總極

性化合物隨油脂劣變程度而增加，油炸油的總極性化合物藥控制在 25%以下。 

食用油炸油快速檢測儀提供快速精準的檢測工具，測量數據數字顯示，具備測

量自動完成提示、油品老化警示等貼心功能，防水防塵保護與感應器易清洗設

計，為快速測量油炸油總極性化合物(%TPC)。測量總極性化合物，可以直接在

熱油中測量，適合各式食用油品檢測，無須設定油品類型即可測量，檢測時間

只需 30 秒，並具備測量完成自動提示功能，紅、黃、綠三段式燈號警示及警報

聲響，先進的測量完成自動鎖定最終讀值功能，避免人為判讀差異。 

油炸油快速檢測儀並不測定酸價，酸價測定游離脂肪酸，並不適用於認定所有

的油炸油品質，有時候酸價高的油炸油，其總極性化合物含量仍在安全範圍之

內，所以僅作為輔助指標。 

油脂穩定參數法（oil stability index）: 油酯的氧化主要是發生在碳-碳雙鍵的部

份，因此油酯的不飽和度愈高，亦即雙鍵愈多，愈容易氧化；溫度愈高，氧化速

率也愈快，造成油脂不穩定。油脂穩定參數包括 1. 油脂的组成 2. 油脂氧化。

油脂氧化稳定性(Oil stability index, OSI)的測定: 油脂的自動氧化是導致其酸敗

變質的主要因素，其氧化稳定性是評價油脂品質的重要指標，亦即油脂抵抗自動

氧化的能力，反應出油脂的耐儲性。以過氧化價為初期氧化的指標，以硫巴比妥

TBA 法為後期氧化的指標。 

酚-硫酸法（phenol-sulfuric acid method）: 酚－硫酸法可用以測定單醣、寡醣及

多醣混合之總醣量，在呈色上具有安定性，對 5C 醣的反應較 6C 醣迅速。 

醣 + H2SO4  醣醛  + 酚  穩定橙黃色物質 (A490 吸光) 

其操作流程為取乾燥樣品溶於 2 ml 水中，接著加入 1 ml 5% 酚溶液，最後加入

5 ml 濃硫酸，先於熱水浴中加熱，冷卻後於波長 490 nm 中測定吸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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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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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 水的單分子層（monomolecular layer of water）？（5 分） 

食品中結合水（bound water）的鍵結型式？（1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化學 A01，P.6-7。 

 (monolayer water) 

生物體內的高分子化合物如蛋白質分子，以表面的親水性基團，與單一分子水

穩定結合的水，稱為單分子層結合水。也就是被-OH、-SH、-COOH、-NH2 等

親水性基團強力束縛的結合水。 

 (bound water) 

結合水是指與食品成分中的親水性官能基(例如 -OH、=NH、-NH2、-COOH、

=C=O)以氫鍵與水結合結合或離子性基團(例如 –COO－、-NH3+、Na+、Cl－)

以離子鍵結結合的水分。有 多分子層結合水(multilayer water): 由 2-3 分子水與

蛋白質等高分子化合物結合的水，稱為多分子層結合水。也稱為毛細管水

(capillary water)，其厚薄依溫度與電解直存在與否而異，在單層水外側的水，為

準結合水。 不穩定結合水(loosely bound water):多分子層結合水外側的水， 

 

二、食品防腐劑用於抑制或延緩微生物的生長，請說明其作用機制。（15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化學 A02，P.112。 

合法食品添加物僅能抑制微生物生理的活動及阻害其生育者，則稱為防腐劑；具

有使微生物死滅之化合物，稱為殺菌劑。 

作用機制: 

阻礙營養物質及細胞物質之透過。 

干擾細胞酵素抑制微生物酵素作用。 

干擾遺傳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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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剛製成的小麥麵粉不適合製作麵包或麵條，常利用「熟成」來改善其品質，請說

明小麥麵粉品質在熟成中發生何種變化？（2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化學 A02，P.174-175。 

剛碾磨好的麵粉需要一段時間的熟成，以改善麵粉的物理性質和烘焙性質。 

小麥的顆粒在經過碾磨前，原本是完整一顆，並有著穩定的分子結構，組織排列

次序也呈現安定狀態，但經過碾磨以及篩粉這些程序後，完整的顆粒改變成分裂的粉

末，劇烈的變化使得分子結構暫時呈現沒有秩序的現象，所以剛磨製出來的新粉是無

法拿來使用的，要經過一段時間、麵粉接觸空氣中氧氣成分，逐漸氧化適應環境後，

使麵粉的分子結構變得安定，這個過程就是麵粉的熟成。熟成過的麵粉做出來的麵團

才具有自然的延展性、操作容易也較不黏手，烘焙出的麵包體積足夠而且內部組織也

會良好；除了上述改善麵粉的物理性質與烘焙性質的作用外，還能夠氧化麵粉中的植

物色素（葉黃素），藉此自然漂白麵粉、改良麵粉的顏色。 

麵粉的熟成時間通常在 14 天以上，而且儲藏的環境管理也相當重要，乾淨、通

風、溫度與濕度因素等等，都會影響到麵粉的品質。 

麵粉熟成過程中化學變化: 

碳水化合物: 麵粉除非受到微生物或害蟲侵害，總澱粉含量在熟成期中不會

改變，還原醣會增加，而非還原醣及總糖含量下降，其變化主要受儲存溫

度、碾白度及水分含量之影響，溫度及水分高而輾白度低時會引起較顯著

的變化。 

蛋白質: 麵粉中的粗蛋白含量也是不易發生增減變化。但當微生物寄生其中

時，游離胺基酸會急遽上升，因大部分菌類可分泌蛋白分解酵素，將蛋白

質分離成游離胺基酸作為生長能源，以延續它們的生命。 

酵素: 隨著儲存時間增加，穀粒中酵素（如：觸酶、過氧化酶、α-澱粉酶、

β-澱粉酶及蛋白水解解）的活性都會逐漸下降。 

脂肪: 脂肪在一般成分中最易發生劣變，會使麵粉酸度增加，產生不良風味，

嚴重影響穀類品質。麵粉的不同水分、碾白度及儲存溫度都不會使粗脂肪

含量在儲存期間產生變化，但脂肪的成分卻在儲存前後產生變化，一般是

游離脂肪酸增加，而中性油脂(neutral fats)及磷脂類(phosphorlipid)則減少。 

脂肪品質劣變是由於被分解為游離脂肪酸，再被氧化成過氧化物，進而分解

成醛類和酮類，而產生不良風味。 

麵粉熟成過程中物理變化: 

顏色 

麵粉熟成時其組成分易受儲存環境影響，容易發生組成分變化，甚至進行

化學反應，如梅納反應、焦糖化反應或油脂氧化，造成顏色之改變。 

風味:不同水分、溫度及碾白率對儲存穀粒風味都會產生影響，麵粉不良風

味之主要成分是乙醛化、丙醛、酮類等。 

烹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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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類經儲存後，容易因油脂氧化或其他氧化物之形成，造成烹煮後的外觀、

彈性、黏著性、口感及風味之變化。風味之劣變主要來自脂肪酸敗，所以

也是與麵粉的水分、碾白度及儲存溫度及時間有關，而不同品種間的差異

並不大。 

 

四、請詳述使用保色劑對醃漬肉色澤（cured meat color）產生的反應過程。（10 分）

異抗壞血酸鈉（sodium erythorbate）對此醃漬肉色澤產生的作用為何？（1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化學 A02，P.113-114。 

保色劑本身不具顏色，但可與食品中的色素結合，固定其色澤或產生色素物質。

保色劑主要是以硝酸鹽 (如硝酸鈉、硝酸鉀)及亞硝酸鹽(如亞硝酸鈉、亞硝酸鉀)

為主。此外異抗壞血酸鈉與明礬等都具有保色劑固定色澤功能。 

保色劑是能與肉及肉製品中呈色物質作用，使之在食品加工、保藏等過程中不

致分解、破壞，呈現良好色澤的物質。這主要是由於亞硝酸鹽所產生的一氧化

氮與肉類中的肌紅蛋白和血紅蛋白結合，生成一種具有鮮豔紅色的亞硝基肌紅

蛋白和亞硝基血紅蛋白所致。硝酸鹽則需在食品加工中被細菌還原生亞硝酸鹽

後再起作用。 

保色劑的功能如下： 固定肉色 抑制細菌的生長 產生醃漬肉的風味 抗氧

化作用 

異抗壞血酸鈉 

D-異抗壞血酸鈉（d-sodium erythorbate）又名赤藻糖酸鈉，是一種新型生物型食

品抗氧、防腐保鮮助色劑。能防止腌製品中致癌物質-亞硝胺的形成，根除食品

飲料的變色、異味和混濁等不良現象。 

添加硝酸鹽、亞硝酸鹽或硝酸鹽與亞硝酸鹽之混合鹽後，生成的一氧化氮與肌

紅蛋白形成亞硝基肌紅蛋白，使加熱肉品之肌紅蛋白發生熱變性仍能夠保持美

麗的紅色。亞硝酸形成一氧化氮為氧化還原作用，因此添加發色輔助劑（即還

原劑），如異抗壞血酸鈉，促進反應更完全：2HNO2 + D-異抗壞血酸鈉NO＋

NO2＋H2O，一氧化氮進一步與肌紅蛋白作用，產生安定且色澤鮮紅的亞硝基肌

紅蛋白：Mb-Fe+2＋NO→ MbNO2 

因此發色劑如抗壞血酸鈉（Na ascorbate）或異抗壞血酸鈉（Na erythorbate）的

添加可改善醃漬肉色。 

 

五、請說明脂肪酶（lipase）與脂肪加氧酶（lipoxygenase）作用機制及對含油脂食

品品質影響的異同點。（15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化學 A01，P.265-266。 

脂肪酶（lipase）:  

人體中脂肪酶主要為胰臟所分泌，其功用為分解食物中之脂肪，使三酸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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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酯水解產生游離脂肪酸、單甘油酯、雙甘油酯與甘油 

脂肪酶對三酸甘油酯作用之位置主要分為二類，一類為斷裂 1、3 位置的酯

鍵，另一類則可斷裂 1、2、3 位置的酯鍵。 

脂肪酶反應於親水與疏水的界面中，主要原因為酵素是水溶性，而基質是

油溶性之故。 

脂肪酶的特異性包含對三酸甘油酯之分子量、酯鍵位置、脂肪酸種類與立

體結構等的不同具有專一性。 

交酯化反應(interesterification)是指控制適當條件使脂肪酶能進行三酸甘油

酯中三個醯基或分子間醯基的轉換，以改良油脂的特性使。適合食品工業

上之應用。脂肪酶參與交酯化反應。 

食品工業上常用的例子為利用脂肪酶來作用棕櫚油或葵花油與硬脂酸的混

合物，可製備成可可脂之類似產物，因為可可脂為高價格的油脂，使用於

製造巧克力，因此藉由交酯化反應，大大提高了產品之應用價值。 

食品上使用的脂肪酶主要來自微生物，應用範圍包含乳品業、酵素保健食

品、動物飼料添加劑與油脂加工等。 

脂肪酶的反應若控制不當，則易引起食品酸敗，並產生肥皂味及酸敗味，

前者為長鏈脂肪酸反應所產生，後者則為不飽和脂肪酸氧化而形成。 

脂肪酶亦可應用於工業上，其與蛋白酶混合可作為清潔劑中的酵素添加劑，

用以去除衣服纖維中的脂肪污垢，或使用於皮革上油脂之去除 

脂肪酶可應用於：a. 酵素性水解油脂 b. 進行逆向的脂質合成 c. 以交酯化

反應的方式進行脂質的修飾與改良。 

脂肪加氧酶（lipoxygenase） 

脂肪加氧酶廣泛存在於動、植物中，其作用的反應為使順,順-1,4-戊二烯(cis, 

cis-1,4-pentadiene) 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或油脂氧化形成氫過氧化物

(hydroperoxide)。常見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有亞麻油酸、次亞麻油酸與花生

四烯酸。 

脂肪加氧酶在烘焙工業上可應用於麵糰中類胡蘿蔔素之脫色漂白、以及產

生良好的攪拌特性，並可促使麵包體積增大的效用，但是若使用量過多時，

則會造成芳香成分的損失及不良風味的產生。 

脂肪加氧酶的作用方式將氧分子轉移到基質使其形成過氧化物的基質轉變

成順－反式共軛的雙鍵系統。 

對含油脂食品品質影響的異同點: 

如上述，二者都可以水解脂肪，但產物不同。 

 

六、說明下列名詞：（每小題 5 分，共 15 分）  

interesterification   

polygalacturonase  

IMF(intermediate moisture food) 



科目：食品化學 15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化學 A01，P.266、P.259、P.9-10 & 34。 

interesterification: 

交酯化反應(interesterification)是指控制適當條件使脂肪酶能進行三酸甘油酯中

三個醯基(acyl group)或分子間醯基的轉換，以改良油脂的特性使。其適合食品

工業上之應用。脂肪酶參與交酯化反應。 

polygalacturonase: 為聚半乳糖醛酸酶(polygalacturonase，PG)，可以分解果膠中

主要結構半乳糖醛酸(galacturonic acid)的α-1,4 糖苷鍵結。此酵素如被抑制，則

可防止或降低果膠分解，1992 年美國 FDA 核准上市的第一個基因改造番茄

(Flavrsavr tomato)，其應用原理為利用反義基因(anti-sense DNA)技術，將聚半乳

糖醛酸酶反義 PG cDNA 送入番茄中，使其產生反義 PG RNA，結果抑制了 PG 

mRNA 的作用，並使聚半乳糖醛酸酶的活性下降了 70~90%，達到了延長番茄保

存時間之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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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intermediate moisture food): 中度水活性食品，又稱為中濕性食品(IMF) 

或半濕性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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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力香腸、乾燥水果等。 

優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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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點：容易遭到酵母菌與黴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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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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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答下述食品微生物題：  

請說明「活而不能培養微生物（viable but nonculturable microorganisms）」

與「代謝受傷微生物（metabolically injured microorganisms）」二者差異。（10 

分）  

請述「代謝受傷微生物」之存在對食品病原菌檢測結果之影響。(1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微生物學 A01，P.193-194。 

「活而不能培養微生物」 (Viable but non-culturable microorganisms，簡稱VBNC)

是指菌體類似休眠的一種狀態，在實驗室常規培養基上無法形成菌落，但菌體

仍是活的而非處於死亡狀態。VBNC 首被發現於海洋弧菌，霍亂弧菌 O139 

(Vibrio cholerae O139)，當海水溫度被降至 5℃，弧菌成為 VBNC 狀態。此時，

plate count 者很低，但由以 acridine orange 之鏡檢法 （可區分死、活），菌數

卻非常高。當溫度升高，VBNC 即可恢復原來狀態，仍具致病力，僅毒性較

低。 

代謝受傷微生物（metabolically injured microorganisms） 

微生物受次死環境侵害而影響其代謝（但未死亡）， 故在選擇性培養基上無

法生長，但可在非選擇性培養基生長，故可將樣品分別選擇性及非選擇性培

養基分析之，二者之差，即為 Injured MO。 

與代謝傷害性菌不同，後者可於非選擇性培養基修護。 

食品病原菌之檢測管制常為「不得檢出」，但因測試樣品曾經凍藏、或加熱等處

理，可能含有受傷之病原菌（未死），造成檢驗誤差。 

因此通常需將樣品均質液放在適當非選擇性培養液中短暫時間（1~4 h），使受傷

菌復原，再以選擇性培養基分析之。 

 

二、平板法（plating method）為分析食品微生物常用的方法，但此種方法所得結果

能代表食品中的菌數，是基於二個假設的成立，請寫出這二個假設；並請敘述平

板法的二種不同操作方法。（2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微生物學 A01，P.149-156。 

平板計數法是食品檢驗中最常用來測定細菌數量的方法，將樣品打碎均質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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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稀釋，再塗於滅菌的平板計數培養基(plate count agar, PCA)上培養，計算活菌

菌落述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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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得總平板菌落數(total plate count, TPC)，一般稱為總菌數、

生菌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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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能代表食品中的菌數，是基於二個假設的成立: 

所用培養基可以讓該微生物生長。 

生長的微生物可以長成菌落。 

 

平板法的二種不同操作方法:  

傾注平板法(pour plate method)： 

將 1 ml 的樣品稀釋檢液注入無菌培養皿中，再倒入約 12~15 ml 已滅菌且冷卻

至 45~50℃的液態洋菜培養基，迅速搖動，使樣品稀釋檢液與培養基混合均勻，

待其凝固後，倒置於培養箱中進行培養，菌落長在培養基表面及下層之間，

稱為傾注平板法。每一種稀釋檢液至少作二重複。 

塗佈平板法(spread plate method)： 

將一系列的樣品稀釋檢液，準確吸取 0.1ml 置入已凝固的洋菜培養基表面，利

用 L-型玻璃無菌塗抹棒在平板上均勻進行塗佈，菌落只生長在培養基表面，

稱為塗佈平板法。每一種稀釋檢液至少作二重複。 

 

三、世界上乳酪（cheese）種類雖然超過百種，但各種乳酪之製作有其共同原理及操

作步驟 。請敘述以牛乳製作乳酪的原理及共同操作步驟。 （2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微生物學 A01，P.9-12。 

牛乳製作乳酪的原理：乳酪(cheease)是利用凝乳酶(chymosin, or rennin)或乳酸

菌將乳汁中的乳糖代謝產生乳酸，乳蛋白因 pH 值下降而凝固，經脫水、加鹽

與加入風味料進行熟成等步驟而製成之發酵乳製品。 

新鮮乳酪為牛乳的 9%。不同的乳酪有其特殊之製程：牛乳先經殺菌（62.5℃，

30 分鐘），迅速冷卻，再加入適當之菌種 (2%)，進行乳酸發酵，於酸度約

0.2-0.8% 時添加凝乳酵素(rennin)加速乳蛋白的凝結，凝乳經切割、燙洗、除

水、成形、鹽漬、熟成後即為成品。 

共同操作步驟： 

乳酪(cheease)可以分為上百種，乳源（產乳動物所吃的食物也有差異），是否

使用巴斯德消毒法，乳脂含量，細菌和霉，處理方法和發酵決定了他們的形

狀，口感，及味道。起司可以用香草，香料，或者煙燻來調味。起司中的黃

色和紅色，例如紅萊斯特起司，是由於添加了胭脂樹的種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96%AF%E5%BE%B7%E6%B6%88%E6%AF%92%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3%E8%84%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3%E6%8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8%8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8%BE%9B%E6%9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8A%E6%96%AF%E7%89%B9%E8%8A%9D%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D%E8%84%82%E6%A8%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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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乾酪有其獨特的製造法，但從原料直到生乳酪形成，卻有如下共同的製

造過程: 

原料乳的處理：檢驗、標準化、淨化、殺菌。  

菌酛的添加：乳酸發酵。乳糖經乳酸菌作用產生乳酸而形成低 pH 的環境，

可有效抑制病原菌與腐敗菌的生長。當環境中的 pH 低於蛋白質的等電點時，

蛋白質的結構會變得不穩定而發生沈澱形成凝乳。酸化可加速凝乳塊中乳

清的排除，降低乾酪水分，進而延長保存期限。 

凝乳酛的添加：凝乳化（curdling）、凝固（coagulation）、放置（sett-ing）。

乾酪的最終組織結構主要由凝乳塊的最終 pH值決定，當 pH 值超過 2-5 時，

蛋白質仍能維持原有的分子結構（球形凝聚物，直徑為 10-15 nm），因此乳

酪為有彈性的組織結構，可塑性高；當 pH 值降至 8 以下時，蛋白質之球形

凝聚物的直徑降至 3-4 nm，組織結構變得較短、黏稠度低或易粉碎。 

凝乳的裁切（cutting）。  

凝乳的蒸煮與攪拌（cooking and stirring）：蒸煮及攪拌、皺縮凝乳。  

乳清的排除（dipping, draining, whey off ）  

乳清的堆積（matting, cheddaring）：堆積或粉碎  

定型（hooping）：壓榨（pressing）  

加鹽（salting）：濕鹽法、乾鹽法  

熟成（ripening, curing） 

 

四、 何謂 Kefir？請說明製造 Kefir 時參與發酵的主要微生物名稱、主要發酵反

應及產物。（10 分）  

請定義由微生物所引起之「食品腐敗」，列舉 2 種造成蔬菜「細菌性軟腐病

（Bacterial Soft Rot）」之主要微生物的英文屬名並說明蔬菜腐敗之情形。

（1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微生物學 A02，P.16-17、P.80-82。 

何謂 Kefir: 將牛乳或羊乳煮沸後，冷卻至 25℃接種混有乳酸菌與酵母菌之克弗

麴 (Kefir grain)於 23~25℃保溫過夜，直至乳酸濃度達 0.68~0.9%，經過濾後即得

具奶油均勻特性及發泡性的酒精發酵乳(alcohol fermented milk)，是謂克弗爾 

(Kefir)。克弗爾粒在牛乳中會同時進行乳酸菌的乳酸發酵和酵母菌的酒精發酵，

而形成獨特的克弗爾發酵乳。在克弗爾成品中，各種乳酸菌的含量大概有 106~ 

109 菌數／ml，而各類酵母菌的含量則在 106~ 108 菌數／ml 之間。乳酸菌代謝所

產生的酸，再加上酵母代謝產生的二氧化碳和微量的酒精，使克弗爾同時具有酸

味、淡淡的酒精風味和碳酸的刺激風味等獨特的味道，所以又有「牛乳酒」的別

名，也經常被稱為「香檳酸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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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弗爾 (Kefir)發酵的主要微生物:  

乳酸菌： 

包括乳酸鏈球菌、嗜酸乳酸桿菌、短乳酸桿菌、酪蛋白乳酸桿菌與克弗爾白

念珠球菌。產物為乳酸、醋酸、雙乙醯等 

酵母菌: 

主要種類有克弗爾囊球酵母菌、啤酒酵母菌和克弗爾念珠菌等。產生的二氧

化碳和微量的酒精。 

微生物所引起之「食品腐敗」:  

食品腐敗(putrefaction)指食物中蛋白質成分被微生物破壞之過程，蛋白質被分

解成 H2S、硫氫化物或胺類等。 

造成蔬菜「細菌性軟腐病（Bacterial Soft Rot）」之主要微生物: 

蔬菜類之腐敗以存在蔬菜表面之微生物為主，來自土壤及空氣中，由於蔬菜

之 pH 值大多屬於中性，因此細菌及真菌皆易造成腐敗。 

常見蔬菜腐敗的部位以細菌性的Erwinia及Pseudomonas所造成的細菌性腐敗

(bacterial soft rot)最常見。 

蔬菜腐敗之情形:  

由於細菌性果膠分解作用(pectinolysis)引起的植物組織軟腐現象。蔬菜中腐敗

性的微生物主要以好氧菌或兼性厭氧菌為主，此乃因為蔬菜的氧化還原電位

較高，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Erwinia 等屬細菌所造成的細菌性腐敗(bacterial 

soft rot)，主要是由噬胡蘿蔔伊文氏桿菌(Erwinia carotovora)和邊緣假單孢菌

(Pseudomonas marginalis)所造成的腐敗，造成軟腐現象、均質性黏糊狀，有時

生出臭味及吸水性的外觀。 

 

五、聚合酶鏈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常用於食品病原菌之檢測，

請根據 PCR 的原理與反應過程，說明如何利用多重聚合酶鏈鎖反應（Multiplex 

PCR）由食品中檢測出可同時產生腸毒素 stx1 及 stx2 的大腸桿菌？（20 分） 

【擬答】 

100%，志聖阮籍老師 105食品微生物學 A01，P.182-184。 

聚合酶鏈鎖反應(PCR)為用以快速擴增 DNA 片段的方法，PCR 這項技術是由凱

利·穆利斯(Kary Mullis)在 1986 年發展出，利用一種人工和反覆相同程序的方法，並

利用一種特殊的酶—即耐熱性 DNA 聚合酶來擴增特定的 DNA 片段。 

其應用原理包括三個重複進行的步驟：三個重複步驟形成一個循環。 

變性(denaturation)：利用加熱的方式，一般為 95℃加熱 1 分鐘，將欲擴增片

段的雙股 DNA 模板(template)分開成單股。 

黏合(annealing)：自動降低反應溫度到 42-50 oC，2 分鐘，使已知序列的 DNA

引子(primer)黏合至特定互補序列的單股 DNA 模板上。 

延伸(extension)：利用耐熱性 DNA 聚合酶例如 Taq DNA polymerase 自引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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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端進行 DNA 複製，合成新的雙股 DNA。此階段的作用溫度是以 DNA 聚合

酶的最適反應溫度為主，一般為 72℃，2 分鐘。 

PCR 便是以變性－黏合－延伸等三個步驟為一循環(cycle)，由於新合成的

DNA 片段亦可做為下一循環的模板 DNA，因此，每一循環以 2n 放大，在重

複進行超過 25 個循環後，將可至少獲得約 225 或 106 倍的擴增效率。如此大

量的 DNA 擴增片段(PCR 產物），便可以 DNA 電泳(DNA electrophoresis)來進

行確認與分離純化。 

多重 PCR(multiplex PCR)，又稱多重引物(primer)PCR 或複合 PCR，它是在同一 PCR

反應體系裡加上二對以上 primers，同時擴增出多個核酸片段的 PCR 反應，其反應原

理，反應試劑和操作過程與一般 PCR 相同。一般 PCR 僅應用一對 primer，通過 PCR

擴增產生一個核酸片段，主要用於單一致病因子等的鑑定。 

產生腸毒素 stx1 及 stx2 的大腸桿菌的多重聚合酶鏈鎖反應(Multiplex PCR): 

抽取食品中 DNA (含微生物或大腸桿菌 DNA) 

合成 stx1 及 stx2 的特定 DNA 引子 

進行 PCR (含有 stx1 及 stx2 的特定 DNA 引子、食品中 DNA、Taq DNA 

polymerase、PCR buffer、dNTPs、32P-α-dATP、Mg2+、thermal cycler 控溫，

進行 30 循環 PCR。 

Run 洋菜膠 DNA 電泳與 X-光片顯影技術，確定是否有產生腸毒素 stx1 及 

stx2 的大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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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969/897969.htm&usg=ALkJrhg6ziFk4c5mI_uYYQ-KrymKhwg8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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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481/1272481.htm&usg=ALkJrhhiP-C-lAnuRf6rOPCCNeiVo9Vx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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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481/1272481.htm&usg=ALkJrhhiP-C-lAnuRf6rOPCCNeiVo9Vx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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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936.htm&usg=ALkJrhil2mdMMAiYLB646r76lpvVAv_i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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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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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工廠的作業標準化？要如何才能使生產線標準化作業？試說明之。(10分) 

【擬答】 

(standardization)： 

依據企業的實況，合理的制定材料、零件、設備、製品等的說明書、作業方法、

業務手續等標準、規格或規定，並且有組織的、靈活的有效運用這些標準，以

達到經營管理目的的一切活動稱之。 

 

 

 

 

、方法、步驟由多數人重複在做者。 

不良、抱怨、缺點等發生次數很高者。 

 

效果維持。 

減少個人差異，提高效率。 

技術儲蓄。 

明確各階層對作業之責任與權限，使作業人員易於負責任，使領班、組長易

於下達命令、指示、指導及監督而使作業順利。 

使管理工作有一定客觀的基準，利用統計的方法作為品質判斷的依據。 

易於追查不良原因。 

教育訓練用。 

使新產品生產儘早上軌道。 

是工廠中品質管理、成本管理、安全管理等有關生產管理的推進基礎。 

掌握作業現況、作業簡化以及作業改善等的實施計畫。 

生產線標準化就要執行標準製造法 

為使不同人執行同樣作業所得結果一致，必須將作業程序予以明確書面化，此

種供遵循的書面文件，稱為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依

照 SOP 製造產品的方法，稱作標準製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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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一食品公司擬推出新產品上市，但不希望以低價格與市場上其他的類似產品競

正，試述有那些策略可運用，才能吸引消費者購買？(20分) 

【擬答】 

競爭策略介紹 

1980 年哈佛大學商學院麥克‧波特教授提出一般性的競爭策略，可分為整體成

本領導策略、差異化策略、集中化策略等三種類型。以下對此三種策略之特色

進行說明： 

 

所謂成本領導策略簡單的說，指的是：利用提供相同的產品價值給顧客，但

價格比競爭對手更低。簡單來說為以成本最低的策略，以便與其他企業競爭。 

 

所謂差異化策略，指的是企業選擇一種或數種對顧客有價值的需求，以自己

優勢的資源能力，「單獨」去滿足這些需求，因而造成其產品／服務與其他對

手在顧客的認知上產生差異化，使顧客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來購買或因此產

生忠誠度，使得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簡單來說為利用各種方式，讓消費者感

覺到產品與眾不同，無法接受替代品而產生忠誠度，進而使得企業產生競爭

力。 

 

所謂集中化策略，係指企業將競爭重點集中在滿足某一特定的市場區隔或利

基的需求。這個特殊的市場利基可能以地理、顧客的型態或產品線的區隔來

定義。簡單來說為鎖定特定目標來提供服務或產品，以便增加利益。其又可

分為集中低成本策略與集中差異化策略。 

 

成本領導 差異化 

集中策略（成本領導與差異化） 

(一般性的競爭策略的相關性) 

 

通常消費者的購買動機係以價格與機能、外觀等因素為初次購買的決定因素，

但第二次以後，就以品質好壞來決定，因此，就長期來說，具有新的功能與良

好品質的新產品，有時候比價格因素更重要。 

若不希望以低價與其他廠商的類似產品做價格的競爭，則設計新產品應導向差

異化策略或集中差異化策略來著手進行。以下為可行的方法： 

產品差異化：刻意塑造產品的特點，以與競爭者有所區別，以便吸引顧客的

興趣。可分為產品的差異化及行銷上的差異化；產品上的差異化即是透過研

究發展，改變功能、品質、式樣、設計、質料…等；行銷上的差異化是透過

行銷策略，如廣告、配銷通路、價格的差異化。 

市場區隔化：將大市場細分化，然後針對此目標市場上的特殊需求，經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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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設計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滿足其欲求。 

 

三、在「食品良好作業規範」的內容中，說明將工廠的作業方面，分成那幾個要素來

管理？並說明臺灣現在新推出的 TQF制度和原來的 GＭP的差異之處。(20分) 

【擬答】 

為食品工廠在製造、包裝及儲運等過程中，有關人員、建築、設施、設備之設置

以及衛生、製程及品質等管理均符合良好條件之專業指引，並藉適當運用危害分析重

點管制(HACCP)系統之原則，以防範在不衛生條件、可能引起污染或品質劣化之環境

下作業，並減少作業錯誤發生及建立健全的品保體系，以確保食品之安全衛生及穩定

產品品質。 

工廠設計方面 

廠區環境 

廠房及設施: 廠房配置與空間; 廠房區隔; 廠房結構; 安全設施; 地面與排水; 

屋頂及天花板; 牆壁與門窗; 照明設施; 通風設施; 供水設施; 洗手設施; 洗

手消毒室; 更衣室; 倉庫; 廁所; 品管設備. 

機器設備: 設計; 材質; 生產設備; 

衛生管理方面 

環境衛生管理 

廠房設施衛生管理 

機器設備衛生管理 

人員衛生管理 

TQF 制度和原來的 GＭP 的差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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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餐飲業廚房作業，在建築物本體和設施方面有那些項目要符合 GHP的規定？試

分別列舉說明之。(20分) 

【擬答】 

餐飲業者作業場所 

凡清潔度要求不同之場所應加以有效區隔。 

洗滌場所應有充足之流動自來水，並具有洗滌、沖洗及有效殺菌之三槽式餐

具洗滌殺菌設施；水龍頭高度應高於水槽滿水位高度，以防水逆流污染；若

無充足之流動自來水，必須供應用畢即行丟棄之餐具。 

前款之有效殺菌，係指下列任一之殺菌方式： 

煮沸殺菌法：以溫度攝氏一百度之沸水，煮沸時間五分鐘以上(毛巾、抹布

等)或一分鐘以上(餐具)。 

蒸汽殺菌法：以溫度攝氏一百度之蒸汽，加熱時間十分鐘以上(毛巾、抹布

等)或二分鐘以上(餐具)。 

熱水殺菌法：以溫度攝氏八十度以上之熱水，加熱時間二分鐘以上(餐具)。 

氯液殺菌法：氯液之有效餘氯量不得低於百萬分之二百，浸入溶液中時間

二分鐘以上(餐具)。 

乾熱殺菌法：以溫度攝氏一百一十度以上之乾熱，加熱時間三十分鐘以上(餐

具)。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有效殺菌方法。 

廚房應設有截油設施，並經常清理維持清潔。 

油煙應有適當之處理措施，避免造成油污及油煙污染不同場所及環境。 

廚房應維持適當之空氣壓力及合適之室溫。 

不設座之餐飲業者，其販賣櫃台應與調理、加工及操作場所有效區隔，以防

制污染。 

◎即食餐食工廠各作業場所清潔度之區分 

廠房設施（原則上依製程順序排列） 清潔度區分 

˙原料倉庫 ˙材料倉庫 ˙原料處理廠 

 
一般作業區 

˙加工調理場 ˙烹調場 

˙內包裝容器及（或）餐具貯存場 

˙內包裝材料之準備室  ˙緩衝室 

準清潔作業區 

管

制

作

業

區 

˙最終半成品之冷卻及貯存場所 
清潔作業區 

˙外包裝室  ˙成品倉庫 一般作業區 

˙品管（檢驗）室   

˙更衣及洗手消毒室 ˙廁所  ˙其他 
非食品處理區 

於管制作業區內。 



26 志聖‧食品技師 

  

當之管制措施）。 

 

五、如果一個長方形的一樓建築物要作為便當工廠，並符合食品衛生安全的規定，請

以平面布置圖的方式，繪製出製作便當所需的各作業區，並以文字標明。(20分) 

【擬答】 

參照食品衛生法規、HACCP 標準及專家的意見，共同規劃出一套符合衛生且動

線順暢的廠房。場所依清潔度區分： 

 

以某餐盒工廠為例： 

非食品處理區：辦公室、檢驗室、更衣室、廁所、一般倉庫。 

一般作業區：驗收區、緩衝區、前處理區、包材室、乾料室,冷藏室，冷凍室及

高溫自動清洗機等。 

準清潔區：調理烹調區、蒸飯。 

清潔區：浴塵室，消毒走道及配膳包裝區。 

凡清潔度要求不同之場所加以有效區隔，並且廠區做好物流、人流、氣流及水

流動線規劃及管制，避免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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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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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解釋下述每小題所列的兩個名詞，並比較兩者之差異與關聯性 

Jam&Jelly 

Pasteurization & Sterilization 

Freeze drying & Spray drying 

High fructose syrup & Immobilized enzyme 

【擬答】 

jam & jelly 

果醬、果凍等加工食品利用多醣類的凝膠形成。 

jam:果醬：是利用水果中含有的果膠、糖、酸形成的凝膠製品。 

jelly:果凍：是果汁或水果切片加水煮沸得到的汁液，加糖濃縮而成的透明凝膠。 

Pasteurization & Sterilization 

兩者皆為殺菌法，只是溫度與殺菌程度有所不同: 

Pasteurization：又稱巴氏低溫殺菌法，係指在 100℃以下之加熱殺菌，將食品中

病原菌及有害細菌殺滅，因使用溫度較低，其他無害細菌不一定完全殺滅。適

用在 pH 低．高精度、高鹽度食品。 

Sterilization：商業殺菌法，即殺死全部病原菌及毒素產生菌，且在一般貯藏條件

下，殘存微生物不能恢復活性。另外尚有完全殺菌法：又稱絕對殺菌，係指產

品完全無菌的殺菌方法。 

Freeze drying & Spray drying 

Freeze drying 凍結乾燥：Spray drying 噴霧乾燥，兩者都屬於常壓乾燥方式，唯

有在溫度與處理食品上有些不同： 

凍結乾燥：－5℃～－10℃之低溫，相對濕度 1～3%之低溼空氣強制循環下，不

用真空而使之昇華。適用於：糖、酸、鹽類等含量少之食品。 

噴霧乾燥：加壓噴霧或離心噴霧。適用於：液體食品、香辛料、咖啡精、乳粉

粉末香料等。 

High fructose syrup & Immobilized enzyme 

High fructose syrup：高果糖漿（ 美式英文：High-fructose corn syrup、簡稱 HFCS）

亦稱果葡糖漿、高果糖玉米糖漿或葡萄糖異構糖漿，是以酶法糖化澱粉所得到

的糖化液經葡萄糖異構酶的異構作用，將一部分葡萄糖異構成果糖，由葡萄糖

和果糖組成的一種混合糖漿。 

Immobilized enzyme 將酵素固定於不溶性之擔體上，使基質（如澱粉）之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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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經固定化（或不溶性化）酵素時，被酵素作用成為產物（葡萄糖），產物流離

固定化酵素後即可將新的基質加入，如此可循環使用而降低生產成本。 

其中高果糖糖漿就是利用此技術的一種方法，經由此法可以循環利用酵素，來

節省生產成本。 

 

二、請詳述下列產品應採用之貯存，包裝處理原理與保存期限 

馬鈴薯(新鮮) 

膨發食品(休閒) 

胚芽米 

奶粉 

【擬答】 

馬鈴薯 （新鮮） 

冷溫貯藏：所使用的溫度約 10～15℃，適用於蔬果貯藏，如南瓜、馬鈴薯等。

香蕉之最好貯藏溫度為 13～17℃。其大約可保存兩週至一個月左右。 

膨發食品 （休閒） 

常溫充填惰性氣體為宜，主要是膨發食品水活性低，且容易吸濕，質地較脆，

其包材多使用積層膜袋內層有鋁箔曾，具有印刷與水氣阻隔，一般若保存得宜，

將可保存十二個月。 

胚芽米  

胚芽米因其胚芽中帶有部分油脂，通常會將其水分含量將至 12~13%左右， 同

時以真空包裝方式進行，一般來說，真空包裝的米，果在  5～10℃ 的環境中

或  15～ 20 ℃ 的環境中儲存，保存期限可以達八個月之久。可是一般市售包

裝米由於都沒有冷藏， 所以保存期限會比較短。真空包裝米如果放置於室溫中

儲存，通常為保存期限僅有五個月。 

奶粉 

奶粉產品大多使用鐵罐裝，其上蓋附加一片鋁箔片以阻絕氧氣的影響造成奶粉

的氧化與吸濕結塊，一般來說奶粉的保存於室溫即可，但是成人奶粉與嬰幼兒

奶粉保存期限有所不同，成人奶粉多為二到三年，嬰幼兒奶粉因其質地與配方

的不同，多為一年，有些甚至只有幾個月。 

 

三、請說明放射線照射的貯藏原理及其對品質，安全影響性？為何需要做照射標示？ 

【擬答】 

在加工上常用的有：γ 射線、X 射線、β 射線、UV、紅外線、微波等。微波照

射因使食品內部溫度上升，屬熱處理。 

目前我國准許使用的輻射線共有三種，即 β 射線（電子）、γ 射線、X 射線。 

特性如下： 

波長短：常被用的範圖為 10-11～l0-12 公尺；波長愈短，對菌體的傷害力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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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具高輻射能量：可破壞食品成分的共價鍵，對生化物質、病毒及生物體可

造成影響或破壞。 

對食品無明顯升溫現象：能引起吸收輻射線的材料分子（主要是水）之游

離，並破壞微生物，但不升高可覺性的溫度，又稱為冷殺菌（ cold 

sterilization）。 

具穿透力：因屬游離射線，故具穿透力，以γ射線穿透力最強，其次為β

射線，再次為α射線。 

保藏原理： 

輻射照射是利用高能射線或電子束，使受輻射物質之分子結構因吸收能量而

起變化。其作用機制有二： 

直接效應：高能射線直接撞擊活細胞，產生物理性傷害，致失去生殖能力

或死亡。 

間接效用：為化學性傷害，破壞力量大。主要為水分子之共價鍵被破壞而

形成配對離子或自由基，這些自由基彼此間相互反應，也會和水中溶氧結

合，或其他存溶於水中的物質反應而產生嚴重變化。 

放射線對食品組成之不良影響，因此需要進行照射標示： 

蛋白質凝固、變性。 

維生素分解，營養價值降低。 

變色。 

異臭。 

油脂分解、易發臭、酸敗、增黏。 

放射能殘留。 

降低放射線照射對食品品質的影響 

控制照射時間與劑量 

控制照射溫度，建議 60℃以下 

選擇適當的放射線 

四、何謂流動床造粒（Ｆluid-bed agglomeration ）?其“粒子”有何特色？如何評

估其品質（請寫出五項）？ 

【擬答】 

利用吸風機將加熱並淨化後之空氣，抽送進入機體內，使機體內顆粒粉末產生均

勻的浮動狀態，並配合一組濾袋防止粉末外漏，排放出蒸發水份，達到乾燥的目的，

如另加一組噴槍時，將黏合劑或主要成份（如濃縮浸膏），利用噴槍霧化往下噴灑在

均勻浮動狀態之粉末上，使粉末相互結合成顆粒後，乾燥至所須之含水量。 

特點 

混合、造粒、乾燥三種製程可在同一台設備內完成。  

濕顆粒之乾燥速度為一般烘箱之 10 ~ 20 倍。  

乾燥時因浮動均勻無死角不會因溼顆粒各位置乾燥速度不同產生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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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上噴式霧化方式，造粒速度快且成型之顆粒均勻度高。  

溫度控制方式採用 PID 控制，精確且穩定。  

較大機型濾袋升降採用氣動方式自動夾接操作，省時又省力。  

風量控制採用比例式自動風門控制。  

控制系統 PLC 自動控制，亦可選購人機介面控制，操作方便。  

如有使用有機溶劑可增加防爆裝置，確保安全性。  

可因產品特性的不同，加裝各項選擇配備，如溫度、記錄器、自動清洗系

統、除濕裝置…等。  

造粒、包覆品質評估：粒徑大小、包覆率、安定性(乳化物微粒子膜安定性)，

pH及溫度穩定性、釋放率及利用掃瞄式電子顯微鏡(SEM)觀察及微粒子構

造、安定性及釋放性。 

 

五、國內某食品公司擬設立一條“米醋”生產線，請回答下列問題： 

請說明米醋的製程 

請列出製作米醋之機器，器具與其用途 

【擬答】 

請說明米醋的製程 

製造工程主要分以下步驟： 

精白米，米麴，水進行糖化（55～60℃;4～5 小時）。接入酒精酵母，進行酒精

發酵（20～25℃;4～6 天）。進行壓榨得到澄清汁與粕，接入種醋形成醋醪（約

30 度，酸度 2～2.5%靜置 1～3 個月）熟成，醋酸發酵（35℃～38℃）。過濾後

進行殺菌（60 度Ｃ左右）最後形成米醋。 

請列出製作米醋之機器，器具與其用途 

發酵槽：提供糖化，酒精發酵與醋酸發酵之功能。 

壓榨機：進行酒精發酵後米粕與澄清汁液的分離。 

過濾機：將熟成的米醋液進行過濾以濾除掉殘渣。 

殺菌機：以 60 度Ｃ進行殺菌，由於米醋本身就酸，因此不需要高溫度的殺菌

處理。 

無菌操作台和培養箱：進行米麴接種與大量培養工作。 

蒸煮器：將米與水等進行蒸煮，以利糖化作用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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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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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社會發生多起食品安全相關事件，政府乃修改「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以有效遏阻業者不法行為。請詳論在新修正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對情

節重大的不法業者所採行的措施。(20分) 

【擬答】 

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依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對該業者如何管理？  

第 41 條（主管機關得執行之措施）【相關處分】第一項～§5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

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

樣檢驗。  

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

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

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  

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  

四、對於有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第十六條、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

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  

五、接獲通報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時，對於各該食品業者，得命其限期改善或派

送相關食品從業人員至各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接受至少四小時之

食品中毒防治衛生講習；調查期間，並得命其暫停作業、停止販賣及進行

消毒，並封存該產品。  

違法業者之處辦，行政處分為： 

第 52 條（主管機關應為處分之情形）【相關罰則】第二項～§44【相關處分】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54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經依第

四十一條規定查核或檢驗者，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查核或檢驗

結果，為下列之處分：  

一、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沒入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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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  

二、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所定標準，或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其產品及以其為原料之產品，應予沒入銷毀。但

實施消毒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後，仍可供食用、使用或不影響國人健康者，

應通知限期消毒、改製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屆期未遵行者，沒入銷毀之。  

三、標示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者，應通知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毀之。  

四、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命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之產品，如經查無

前三款之情形者，應撤銷原處分，並予啟封。 

 

二、依據新修正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範食品業者必須進行食材之雲端登錄，

請詳述此規範之內容及目的。(20分) 

【擬答】 

104 年底前 全「登」錄！ 

應登錄的食品業者，除新增應申請登錄之食品業者類別及規模：具有工廠登記、

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其他材質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之製造、加工業；

食品用洗潔劑製造、加工業；除輸入食品、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食品容

器或包裝，其他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公告應申請查驗產品之

業之攤(鋪)位使用人及攤販之餐飲業與販售業。粗估應依法登錄之食品業者約為

40 萬。強制業者必須登錄才能營業：規定特定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必須登

錄，始得營業。（食安法第 8 條） 

 

以校園食材登錄的例子說明，藉由開放的雲端平臺系統登錄各校食材的源頭，

不僅讓家長在任何時間、地點，都能以手持智慧裝置查詢學校供餐食材的透明

資訊，掌握子女在校的飲食狀況外，更能讓供餐的廠商提高警覺，提供更健康

衛生的食材。目前此一校園食材登錄系統也可有效聯結偏鄉學校食材安全追蹤，

同步讓偏鄉孩童與都會區學生擁有平等的食品安全健康保護機會，保障了全國

學生食的安全。未來將持續運用資訊創新技術，透過平臺建構強大校園食安防

禦網，為全國學童打造一個安全又健康的飲食環境，並協助政府推動各項深化

資訊應用，創造智慧新生活，扮演好我國資訊化社會推手之角色！ 

為利掌握食品業者資訊，提升管理效率，維護國人飲食衛生安全，衛生福利部

食藥署訂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目前已公告所有食品添加物相關業者，以及

具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製造、加工、餐飲、輸入及販售業者，應

限期完成登錄，如未如期完成登錄作業且經要求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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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8 條未完成登錄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

罰鍰。 

 

三、請詳述腸炎弧菌的食品中毒原因及預防方法。(20分) 

【擬答】 

致病菌： 腸炎弧菌（Vibrio parahaemolyticus）又稱為副溶血弧菌。最早是從 

1950 年日本大阪的海產食物中毒事件檢體中篩選出來。 

特性： （-）桿菌、通性嫌氣性、無芽孢；具鞭毛、極活潑（粗大且筆

直，不斷的活動）；嗜鹽性（適合生長鹽度約在 2-3%，超過 10%

或低於 0.5%均不能增殖；pH 值約在 7.5-8 之間。）；最適合發育

溫度： 

25℃；增殖迅速，平均每 8~10 分鐘分裂增殖一次，腸炎弧菌的增

殖迅速是造成食物中毒的一大原因。適存於 37℃以上海水。腸炎

弧菌致病性與一種會引起紅血球 β 溶血現象（β-hemolysis）之溶血

素有關。 

腸炎弧菌對熱的耐受力相當低，使用一般高溫滅菌法即可完成殺

菌。菌株在低溫時也易死亡，不耐乾燥環境，會迅速死亡。 

污染途徑： 腸炎弧菌存於海水中或海底污泥中，受此菌污染應是食物直接或間

接受海水污染或因菜刀，手指、砧板、抹布、器具、容器等接觸污

染後再污染食物。 

原因食品： 食用未經煮熟的海產類或受其二次污染的其他食品：鹽漬物。 

中毒症狀： 劇烈腹痛、噁心、嘔吐、下痢、頭痛、寒顫、發燒。 

治療與預防方

法： 

冷藏（10℃以下），加熱殺滅（50℃，20min 及 60℃，5min 及 80

℃，1min），避免二次污染。 

盡量不吃生鮮海產類食物，料理海鮮前先利用自來水沖洗。 

症狀輕微者可以自行痊癒，無須用藥。症狀嚴重者需給予電解質

及水分，以防脫水。也可以給予抗生素，例如：氯黴素

(chloramphenicol)、卡那黴素(kanamycin)、四環素(tetracycline)

或頭孢菌素(cephalothin)。 

 

四、請申請在冷凍保存條件下蝦頭變黑是否能吃？ 

【擬答】 

蝦類為何會黑頭？ 

蝦體主要分為頭胸甲及腹甲等；頭胸甲內包括攝食、呼吸、消化及排泄等器官，

所以可說是蝦維繫生命最重要部位，此部位富含一種「酪氨酸」的成分，蝦在

歷經一段捕撈作業過程中，離開活存環境，身體裡的「多酚氧化酵素」會催化

酪胺酸代謝產生黑色色素，這種現象稱之為「黑變」，尤其是頭胸甲及尾葉部位

最為明顯，故在冷凍保存條件下仍難避免黑變的發生，當保存溫度不甚理想的



34 志聖‧食品技師 

狀態，蝦頭逐漸累積的黑色素就更明顯。照此看來「蝦頭黑變」就像蘋果削了

皮之後會變黑，屬於自然現象，不表示買的蝦子不新鮮喔。 

 

蝦頭變黑與新鮮度無關，因飲食文化的觀念使然，民眾長期以來對水產品「色

變」，直覺就認為是「不新鮮」，間接促使非法業者為使販售貨品看起來「光鮮

亮麗」，因而無所不用其極，過量使用食品添加物或添加非法成分，藉此抑制蝦

體內酵素與空氣接觸，蝦子才不易變斷裂、黑頭、肉質鬆軟，也不易腐敗。 

蝦中適量使用合法的食品添加物是無妨的，反之當消費者吃下超過法定限量或不

得添加的非法物質後，對身體健康卻會造成危害，千萬別忘了，會變黑的蝦頭才是正

常的，至少知道未摻有「不當的化學物質」，且易從外觀如：完整性、異味、肉質彈

性等狀況判別蝦體鮮度。 

 

五、請敘述醬油含有單氯丙二醇(3-MCPD)的原因，如何預防使其含量降低，以合乎衛

生標準？(20分) 

【擬答】 

單氯丙二醇如何產生? 

傳統醬油釀造是以黃豆和小麥為主原料，由麴菌發酵，經熟成、調煮、殺菌、

澄清、過濾等過程而製成。化學醬油以脫脂黃豆為製造原料，經鹽酸加熱水解。

黃豆的油脂與鹽酸反應形成 3-MCPD。醬油、蠔油醬、黑豆醬含量高。人體生

殖功能障礙。老鼠致癌性。屬非基因毒性的致癌物質。單氯丙二醇會因氧化反

應生成 b-鍵結的含氯乳酸，該物會透過尿液排泄。台灣醬油類中 3-MCPD 含量

應在 0.4 ppm 以下。 

如何降低化學醬油中 3-MCPD 的含量？ 

化學醬油中 3-MCPD 的來源為脫脂大豆中殘存的油脂與鹽酸作用而形成，因此

只要降低油脂含量，即可減少製造過程中 3-MCPD 的生成，醬油工廠對於原料

之油脂管制應列為首要，例如採用釀造專用蛋白粉，因其原料之脂肪含量較低，

有助於降低 3-MCPD 的生成。有鑑於國際對於醬油中 3-MCPD 的嚴格管制，國

內廠商亦從多方面著手尋求改善之道，包括從成份配方、降低酸濃度、反應時

間及加工溫度各方面著手，以降低 3-MCPD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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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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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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錦囊—本章研讀重點一把抓﹝161﹞

 

Memories 
 
 
 
 

 

 

 

 

 

 

 

 

 

 

 

 

 

 

 

 

 

 

 

 

 

 

 

  



記憶錦囊—本章研讀重點一把抓﹝161﹞

 

Memo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