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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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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別利用 Mohr 法和 Volhard 滴定法分析乳油和乾酪中的食鹽含量，並比較兩種

方法原理的異同點(20 分) 

【擬答】 

100% 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age 185 

Mohr 滴定法 

用以測定未知物樣品中氯離子的含量，係利用硝酸銀與待測樣品中之氯離子結

合後形成氯化銀(silver chloride)白色沉澱，多餘的銀以鉻酸根離子(CrO42－)當指

示劑，形成橘紅色的鉻酸銀(silver chromate)沉澱。 

 
Mohr 滴定法可用以測定乳油中的食鹽，食品中的食鹽可藉由銀離子滴定氯離子

來進行測定。在滴定過程中，當所有氯離子與銀離子完全反應後，過量的銀離

子及與鉻酸鉀反應呈現出鉻酸銀的顏色，即橘紅色，因此，反應的終點是橘紅

色。在製備試劑時，需以煮沸過的去離子水，以避免水中碳酸鹽的干擾。 

 Volhard 滴定法 

是一種間接或反滴定的方法，即將過量的硝酸銀溶液加至氯化物溶液中。過量

的硝酸銀再以硫氰化鉀或硫氰化銨標準液反滴定，並用三價鐵作為指示劑。 

在反滴定法如 Volhard 法中，用反滴定過量銀的方法來計算在第一步反應中用於

沉澱銀所消耗的氯的量。 

 

在 Volhard 滴定法中，為了防止碳酸鹽的干擾，必須使用煮沸過的去離子水以減

少誤差，因為碳酸銀的溶解度大於氯化銀。如果要測定樣品中食鹽的含量，可

以採用滴定法測定氯離子，將氯的質量乘以 1.648 即可求出食鹽的質量。 

相異： 

加入的反應物不同。 

 Mohr 法反應在中性及弱鹼性下，Volhard 法反應在酸性下，因為鹼性下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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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Fe(OH)3 沉澱。 

 Mohr 法反應中加入指示劑  CrO4
2-溶液，Volhard 法反應中加入指示劑

NH4Fe(SO4)2 & Fe3+。 

Mohr 法反應需做空白滴定校，Volhard 法反應中加入過量 SCN-，再用 Fe3+來

滴定，是為反滴定。 

相同： 

都是測量氯含量，再換成食鹽含量(x1.648) (Cl 35.5, Na 23, NaCl58.5, 佔

NaCl :Cl = 58.5/35.5 =1.648)   

兩者第一步驟都加入過量的硝酸銀至所有氯都被結合，產生氯化銀沉澱，過

量的銀再繼續反應。 

滴定到 後呈橘紅到紅色。 

 

二、氫氧化鉀可同時用來分析油脂的酸價和皂化價，請問用這兩種方法檢測出來的數

值所代表的意義為何?何者可以做為油脂氧化安定性的指標?其理由為何?(20

分) 

【擬答】 

100% 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age 156-157, page 158-159 

KOH 用來分析酸價與皂化價。 

酸價 (acid value,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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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豬油酸價標準是 1.3 mg KOH/ g fat 

油炸油的換油標準是 2 mg KOH/ g fat 

皂化價 (saponification value, SV) 

使 1 克油脂完全皂化所需氫氧化鉀的毫克數，稱為皂化價(saponif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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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油脂的皂

化價介於 190~220 之間，若過多或 過少即表示其中混有雜質，可能造成人體

負擔。油脂脂肪酸鏈愈短，SV 愈大。 

油脂之分子量 MW = 3 x 56 x 1000 / SV 

酸價 (acid value, AV)可以做為油脂氧化安定性的指標: 因為酸價是測定游離脂

肪酸被 KOH 中和的 KOH 毫克數。品質好的精製油 AV=0.2 mg KOH/ g fat。 

 

三、請選擇合適的層析法(順相液相層析、逆相液相層析及親和層析)，分析花青素、

葉綠素及植物凝集素，並說明其理由(20 分) 

【擬答】 

100% 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age 70, page 73-75 

層析的移動相為液體，而固定（吸附）相亦為被載體所吸附的液體，當欲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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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成分被移動相帶動時，因移動相和固定相之兩液相間相互的接觸，欲分析樣品的

各種成分（溶質）會因分配係數的大小不同，在兩液相間重新分配，因而達到分離的

目的。 

兩相中之液體，通常極性較大的液體會固定吸附在固定相的惰性載體上，而極性

較小的液體（溶劑）則會當作移動相，此又稱為正相層析；而固定相之液體性質如為

極性較小（非極性）而移動相為極性液體，則稱為逆相層析（下表）。 

比較正向 (forward ) 層析法與逆向(reverse)層析法差異?  

層析方法 移動相 固定相(載體) 欲分析樣品特性 

正向(順向) 

Forward 

極性小的溶劑 

(偏非極性) 

固定在惰性載體上

極性大的溶液 

分離極性的親水物質，如胺基

酸、有機酸、水溶性色素等。 

逆向 

Reverse 

極性大的溶劑 

 

固定在惰性載體上

極性小的溶液 

(偏非極性) 

分離忌水性物質，如親油性化合

物、脂肪酸、脂溶性色素等。 

花青素為水溶性，因此利用順向液相層析法分離分析。 

葉綠素為脂溶性，因此利用逆向液相層析法分離分析。 

植物凝集素為糖蛋白，可以利用特異的糖基團或抗體，進行親和性管柱層析

法分離分析。 

 

四、進行原子吸光光譜分析時，容易出現那些干擾?又如何排除?(20 分) 

【擬答】 

100% 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age 70, page 56-59 

在吸光光譜法(AAS)中，將分析物以原子化狀態下測定對光的吸收程度的方法稱

為原子吸光光度法，然而，前述介紹的分光光度法與螢光光度法，其分析物則以分子

化狀態下測定對光的吸收程度。 

在原子吸光光度法中，分析物必須先原子化後，此時，當光通過原子化之分析物，

其每一原子對光有不同程度吸收作用而產生出一能量差，即原子吸收光能量後電子軌

域從基態躍升到激發態而產生出一吸收光譜，反之，若是從激發態跳降至基態則可測

定到放射光譜，依據分析物的特性不同，若欲求吸光程度大小，則需將原子化後的分

析物保持在基態狀態，以減少放射光譜產生的實驗誤差。 

原子吸光光譜法有高選擇性、低的偵測極限(ppm - ppb)、分析速度快、可偵測多

種原子(70 種以上)等優點，是熱門偵測技術。 

AAS 容易出現的干擾： 

原子光譜法 常遇到兩種干擾，一為化學干擾，因為各種化學反應使原子化

效率下降，例如形成高沸點化合物(EX：磷酸鈣)、氧化或離子化，這可藉由

改變實驗條件來降低；二為光譜干擾，可能因為基質吸收過寬而蓋住原子吸

收的特性波長，此干擾可利用 D2 燈與中空陰極燈來進行校正。 

樣品導入的霧化(nebulization)與原子化會干擾結果： 

霧化步驟主要將溶液型態樣品，經由壓縮氣體的氣流噴成極細小且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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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後，再將樣品導入原子化區。此步驟樣品霧化程度的好壞影響了分析

結果的準確度、精密度與偵測極限，選擇合適的導入方式是很重要的。 

火焰原子化的過程是很複雜的。因此，原子化的過程好壞亦是影響結果的

準確度、精密度與偵測極限，故此亦是一重要的步驟。 

當以空氣作為氧化劑時，燃燒溫度可達到 1,700~ 2,400℃，適用於容易分

解的樣品；若對於不易分解的樣品，則必須選用以氧或氧化二氮之氧化劑，

配合常使用的燃料產生 2,550~3,150℃的溫度才可將樣品原子化。 

 

五、我國自 107 年 7 月 1日起禁用人工反式脂肪，請說明由炸薯條如何分析市府含反

式脂肪酸?(20 分) 

【擬答】 

100% 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age 64-65, page 82-86 

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 4 月 22 日發布訂定「食用氫化油之使用限制」，規定自 107

年 7 月 1 日，食品中不得使用不完全氫化油。 

人工反式脂肪可能引發冠狀動脈心臟病及心臟病病發。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宣布由於科學證據顯示，部分氫化植物油脂(Partially hydrogenated oils, PHOs)

非屬一般認定是安全的食品(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食品業者在 2018 年

內要調整成不含反式脂肪的配方，或提出特殊使用申請，以免加工食品中含有人工反

式脂肪。 

104 年 7 月 1 日修正，反式脂肪酸的定義為「食品中非共軛式反式脂肪（酸）之

總和」，也就是不論天然的或是經過部分氫化，皆要求標示，而標示為零的條件為「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食品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食品所含總脂肪不超過 1.0 公克；

或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食品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食品所含反式脂肪量不

超過 0.3 公克」，可標示為零。 

反式脂肪是植物油經過部份氫化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方法是在少量的鎳、鈀、鉑

或鈷等觸媒金屬的幫助下，將氫加入植物油里產生氫化反應。 

油炸薯條分析反式脂肪酸： 

Standard Test:  

參照國際標準及各種文獻將脂肪酸衍生化成脂肪酸甲酯，使用十九酸內標，用正

己烷提取油炸薯條後，以不同倍數稀釋後用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GC/MS)，以外標法

結合內標法定量分析。 

內標是同時加入萃取與 GC/MS 分析，而外標法則是以已知濃度的各種反式脂肪

酸另外進行 GC/MS 分析，做為標準層析與質譜，為 standard mass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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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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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繪出水之三相圖，並據以說明冷凍乾燥原理，及在冷凍乾燥處理過程食品中水

之相變化。（20 分） 

【擬答】 

100% 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age 24-26 

水之三相圖 

三相點是指在熱力學裏，使一種物質三相（固相、液相、氣相）達到熱力學

平衡共存時的一組溫度和壓強數值。比如，水的固-液-氣-三相點是 0.01oC 

(273.16K)及 611.73Pa （約等於標準大氣壓 101.325kPa 的千分之六）。 

水的相圖可以分成固態冰、液態水和氣態水蒸氣 3 個區域。這些區域之間可

以用三條曲線畫分，冰和水之間的融化曲線（OA）、水和水蒸氣之間的氣化

曲線（OB），以及冰和水蒸氣之間的昇華曲線（OC）。O 點稱為三相點，對應

的溫度及蒸氣壓分別是攝氏 0.01oC 及 6.1 mbar（4.58 mmHg，611Pa），在這

個溫度和壓力下，冰、水和水蒸氣可以共存。 

 

冷凍乾燥原理 

冷凍乾燥法(Freeze drying)又稱「升華乾燥」，原理是將含水物料冷凍到冰點以

下，使水變成冰，然後在較高的真空下將冰轉變為蒸汽而除去的乾燥方法。

物料可先在冷凍裝置內冷凍，再進行乾燥。但也可直接在乾燥室內經迅速抽



6 志聖‧食品技師 

成真空而冷凍。 

冷凍乾燥可以說是冰的昇華，無內部擴散滲透，先由食品表面冰昇華，漸次

移到內布的冰昇華，直到乾燥為止。 

其主要優點是：(1)乾燥後的物料保持原來的化學組成和物理性質（如多孔結

構、膠體性質等）。(2)熱量消耗比其他乾燥方法少。 

缺點是費用較高，不能廣泛採用。用於乾燥抗生素、蔬菜和水果等。 

冷凍乾燥處理過程食品中水之相變化 

含水的生物樣品(液相)，經過冷凍固定 (固相)，在低溫高真空的條件下使樣

品中的水分由冰由冰直接升華達到乾燥的目的，在乾燥的過程中不受表面張

力的作用，樣品不變形。 

真空冷凍乾燥技術是將濕物料或溶液在較低的溫度（－10℃～－50℃）下凍

結成固態，然後在真空（1.3～13 帕）下使其中的水分不經液態直接升華成氣

態， 終使物料脫水的乾燥技術。 

 

二、請說明食品褐變的機制，其優缺點各為何？以及如何預防？（20 分） 

【擬答】 

100% 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age 206-207 

蛋白質之乳化特性 

乳化是指將油和水混合在一起形成乳狀液的性能，在製成乳化物之前，若在其

中一相加入乳化劑，可以改善乳化物的安定性。大豆蛋白質便能起到這種作用。

大豆蛋白質的乳化作用，不但促進油－水型乳狀液的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它

可以起到穩定乳狀液的作用。由於大豆蛋白質是表面活性劑，即能降低水和油

的表面張力(乳化性)，又能降低水和空氣的表面張力(泡沫性)，易於形成乳狀液。

乳化的油滴，被聚集在油滴表面的蛋白質所穩定，形成一種保護層，這個保護

層，就可以防止油滴聚集和乳化狀態的破壞，促使乳化性能穩定。一般大豆分

離蛋白乳化能力比濃縮蛋白大六倍。 

影響蛋白質乳化性質的因素： 

 pH 值：當蛋白質到達其等電點 (pI) 時，溶解度下降，降低形成乳化的能力，

蛋白質也無法穩定油滴表面電荷。有些蛋白質在 pI 時乳化性 好，而有些蛋

白質在 pI 乳化性 差。 

加熱：加熱可以降低吸附在界面之蛋白質膜黏度與硬度，降低乳化力。 

離子強度：加入鹽類，使蛋白質溶入，增加蛋白質乳化容積。0.5-1.0mol/L 的

氯化鈉有利於肉餡中蛋白質的乳化。 

低分子量界面活化劑：會破壞乳化物安定性。 

蛋白質之胺基酸組成。蛋白質的溶解性越好，其乳化性也越好，但蛋白質的

乳化性主要與蛋白質的親水-親油平衡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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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說明蒟蒻、洋菜、褐藻膠及果膠等膠質之化學組成與凝膠機制。（20 分） 

【擬答】 

100% 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ages 61-63, pages 79-81 

蒟蒻 (konjac gum) 

由 D-甘露糖與 D-葡萄糖(1:1.6)以β-1,4 醣苷鍵連接而成的多醣，稱為蒟蒻聚

葡甘露糖 (konjac glucomannan)，能溶於水形成高黏度的假塑性溶波。 

特性為經鹼處理脫乙醯基後形成具有彈性的凝膠，是一種熱不可逆凝膠。 

在食品加工上可用於蒟蒻糕、蒟蒻豆腐、蒟蒻粉絲，以及仿製食品(imitation 

food) 如蹄筋、蝦仁、海參、海蜇皮等之製造。 

洋菜(agar) 

又稱瓊脂，萃取自不同之 Rhodophyceae 綱的各種紅海藻。結構可分為洋菜糖 

(agrose)與洋菜硫(酸)醣(agaropectin)兩部分。 

洋菜糖又稱為中性洋菜(agaran)，占洋菜的 70~80%，由 D-半乳糖與 3,6-脫

水-L-半乳比喃糖交互鍵結而成的雙酷，其中 3,6-脫水--L-半乳比喃糖為洋菜

形成凝膠的重要成分。 

洋菜硫(酸) 醣又稱酸性洋菜，其重複單位與洋菜糖類似，但含 5~10%硫酸

酯、一部分 D-葡萄糖醛酸和丙酮酸酯。 

洋菜的特性為其膠體之熔解溫度遠高於凝膠溫度，例如 1.5%濃度的洋菜於

30°C 凝結，但熔點為 85oC。 

洋菜膠之強度甚強，是已知多醣膠體中強度 強者之一。 

在食品加工上，通常與其他高分子緊合物如黃耆膠、刺槐豆膠或明膠合混

合使用，應用於冷凍甜點以抑制離水現象，在烘培食品中可控制水活性延

緩老化。 

褐藻膠(algin) 

是由褐藻細胞壁萃取而得，由 D-甘露糖醛酸與 L-古洛糖醛酸聚合而成，其鈉

鹽為水性，與 Ca2+形成熱不可逆凝膠。 

具有熱安定性，脫水收縮較少，可用於製造甜食凝膠。 

褐藻膠鹽容易與變性蛋白質中帶正電荷的胺基酸交互作用，用於重組肉之製

造。 

高含量古洛糖醛酸的褐藻酸鹽與高酯化果膠間可以協同膠凝，是熱可逆凝膠，

所得凝膠結構與糖含量無關，可用於低熱量果醬、果凍之製造。 

果膠(pectin) 

果膠質存在植物的細胞壁作為黏合性物質，植物中果膠質含量以果實及蔬菜

類較高，特別是柑橘類、蘋果及愛玉子的果皮中含量 多。 

原果膠質(protopectin)為未成熟水果中分子量較大、甲基酯化比例較高之水不

溶性果膠質多醣。 

水果成熟過程中，原果膠質會轉變成水溶性較高之果膠(pectin)。 

半乳糖醛酸會有超過半數的羧基被甲基酯化，即甲氧基(methoxy group)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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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超過 7%者，稱為高甲氧基果膠(high methoxy pectin；HMP) 

若其甲氧基含量小於 7%者，稱為低甲氧基果膠(low methoxy pectin；LMP) 

高甲氧基果膠成膠原理： 

高甲氧基果膠在製作果醬時常調整 pH 值為 2.8~3.5，還需加入 65~70%的糖

以及有機酸。 

低甲氧基果膠成膠原理： 

不需糖與有機酸低甲氧基果膠不必刻意調整 pH 值若對低甲氧基果

膠加入二價的金屬離子，如鈣及鎂等，則二價金屬離子會和已解離之羧基

離子形成架橋作用，有助於成膠之堅實性。 

HMP 果膠與 LMP 果膠之比較 

 高甲氧基果膠(HMP) 低甲氧基果膠(LMP) 

結構特性 羧基較少、甲氧基較多 羧基較多、甲氧基較少 

構成單元 半乳糖醛酸 半乳糖醛酸 

酯化度(DE) ≧50% ＜50% 

甲氧基含量 ＞7% ＜7% 

凝膠條件 需與糖、有機酸共同作用： 

糖：保持由氫鍵所形成的凝膠結

構，一般需要 50%以上 

有機酸：可抑制羧基的解離，使

果膠多醣分子間形成足夠的氫鍵  

 pH 值：約 2.8～3.5 

只 須 添 加 鈣 或 鎂 等 二 價 陽 離

子：二價金屬離子會和已解離之

羧基離子形成架橋作用，有助於

凝膠之堅實性 

凝膠機制 當果膠溶液足夠酸時，羧酸鹽基團

轉化為羧酸基團，分子間不帶電

荷，而排斥下降，分子間結合形成

凝膠，糖與果膠競爭結合水，有利

分子間交互作用。 

不需糖與酸，只須添加鈣離子輔

助果膠中鍵結，形成所謂的離子

結合凝固。 

凝膠性質 不易凝膠，但膠體不易解離 易凝膠，但膠體易解離 

食品 果醬 無糖或低糖的果醬、愛玉 

 

四、請敘述油脂之同質多晶化（Polymorphism）、交酯化（Interesterification）及氫化

反應（Hydrogenation），及上述反應改變食用油脂物化性質之原理。（20 分） 

【擬答】 

100% 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ages 118, 136-137, 140-141 

油脂之同質多晶化（Polymorphism） 

在不同的熱變化條件與溫度下，油脂會有不同的固態脂質產生，而此種固態油 

脂分子於空間中因不同排列情形，所造成熔點或凝固點的變異現象，即稱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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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多型性(polymorphism)。同質多型性可利用紅外線光譜及 X-光繞射而測出。 

油脂中常見的晶系計有： 

 α-型六方晶系(hexagonal system)，正六方體逢機排列，顆粒 小，不穩定，熔

點 21-24oC，如 1-硬脂酸 2-乙酸甘油酯。 

 β-型三斜晶系(triclinic system)，三斜方堆積，排列規則方向相同，顆粒 大，

熔點 35-37oC，如大豆油、玉米胚芽油、橄欖油， 穩定。 

 β'-型斜方晶系(orthorhombic system)，介於 α-型與 β-型之間，正交堆積，中心

單位排列與四周單位排列方向不同，熔點 27-29oC，如牛油、菜籽油、棕櫚油。

β'-型能夠抓住大量空氣，形成許多氣泡，可提高乳化能力，使產品更具可塑

性。 

 γ-型結晶： 不穩定，熔點 16-18oC，熔融狀脂肪，經急速冷卻即形成，放至

會轉為) α-型。 

油脂之交酯化（Interesterification） 

交酯化亦稱為酯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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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使三酸甘油酯分子上的脂肪

酸交換位置或重新排列的操作。 

交酯化法有化學逢機交酯化法及酵素定向交酯化法二大類。 

油脂之氫化反應（Hydrogenation） 

氫化是添加氫至不飽和脂肪酸上之雙鍵位置，使脂肪酸的分子構型、雙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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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氫化過程中容易有反式脂肪和位置異構物生成。 

氫化的反應步驟及機制 

將含有不飽和成分的物質與催化劑混合後通以氫氣，控制溫度、壓力、攪拌

速率等條件，使氫分子加到雙鍵上而使其成飽和的單鍵。 

基質的種類、濃度、催化劑濃度、溫度、壓力及攪拌方式皆會響氫化的反應

速率 

氫化中 常使用的催化劑為鎳，其他尚有銅、鉻及鉑等金屬，不同催化劑各

具有不同的反應特異性，且產生順、反式或位置異構物的比例亦有所不同 

反應式： 

油＋催化劑 → 油－催化劑（複合物） 

油－催化劑＋H2 → 氫化油與催化劑 

上述反應改變食用油脂物化性質之原理 

同質多型性應用於油脂加工，可製造出包氣性好、可塑性高、熔點廣的酥油

(shortening)，用於製造麵包、點心，增加食品的酥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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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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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雜亂且無規則可循。利用植物油或動物油交酯化製備可可脂替代品、人

造奶油、酥油及具保健成分 EPA 或 DHA 的特殊油脂等 

油脂的部分氫化是相當重要的步驟，其主要的功用如下： 

將液態油脂轉化成室溫下呈固態的油脂，改善其作用與功能 

增加油脂的穩定性 

經氫化的油脂較不易產生聚合物，故適合做為油炸油 

反式脂肪酸對於人體有負面效應，有增加膽固醇與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各國

均爭相研究低反式或零反式脂肪酸的製造技術： 

嚴格掌控油脂部分氫化的反應條件，例如：高壓、低溫、高氫濃度及觸媒

特性，使反式脂肪酸含量維持在 低限度 

改用昂貴的貴金屬 

採用超臨界流體 

採用交酯化反應 

 

五、請說明 pH 值、熱及酵素等因素對於加工或儲存過程中，花青素與葉綠素顏色

變化之影響。（20 分） 

【擬答】 

100% 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2, pages 35-37, 31-33 

花青素 Anthocyanin 

花青素由花青素的配質(flavylium)與一個或多個糖分子所形成的配糖體（或稱為

糖苷），因有不同之取代基而分別為不同之配質，與其作用的單醣分子，主要有

葡萄糖、鼠李糖、半乳糖、木糖及阿拉伯糖，分子中的第三種結構是來自糖分

子與醯基的酯化。與食品相關的天然花青素只有六種: 矢車菊、花翠、錦葵、天

竺葵、牡丹、牽牛花。 

影響花青素呈色的因子：結構 酸鹼 pH 共呈色 離子 Ion 濃度 溫

度 光線 (UV) 

花青素的光學特性隨著 pH 值而有明顯的改變 

錦葵-3-葡萄糖苷為例，當 pH 值偏鹼性的情形下，藍色之醌式易於形成，而

在偏酸性時，紅色的陽離子型則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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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或高溫儲藏花青素將會被降解為褐色產物，其極易受氧化而被破壞，在

與維生素 C 共存時，二者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同時都被分解，花青素的分解產

物為紅褐色。 

酵素：光照也會加速花青素的降解，引起花青素加速降解的酵素為糖苷酶

(glycosidase)及多酚氧化酶(polyphenol oxidase)。 

葉綠素 Chlorophyll 

廣義而言，凡具有四吡咯結構之可進行光合作用的紫質皆可稱為葉綠素天然的

紫質環中第七個位置上有一丙酸之取代，此時分子稱為 phorbide。而當 phorbide

上的丙酸被具有 20 個碳的長鏈葉綠醇(phytol)酯化後，鎂以配位的方式位於紫質

結構之中央，此為完整的葉綠素分子。 

葉綠素 a (R= -CH3); 葉綠素 b(R= -CHO) 

 
Chlorophyll = 4 pyrrol ring  + 1 xetra ring  + 20C phytol side chain + Mg  

影響葉綠素呈色的因子： pH 溫度 銅離子 酵素 輻射 光照 氧

化 

 pH：酸性環境下醃製時因醱酵所產生的酸造成脫鎂作用，脫鎂作用為導致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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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素褪色之主要原因，而 pH 值是決定脫鎂反應速率之主要因素；在酸性 pH

下加熱，葉綠素的脫鎂反應會加速進行。提高 pH 值，利用酸鹼中和的方式，

藉由鹼添加萊保持綠色。 

加熱尤其在酸性 pH 下加熱，葉綠素的脫鎂反應會加速進行。既有效又安全的

方法是高溫短時間(HTST)的加工操作。 

酵素作用：葉綠素酶催化了葉綠醇由葉綠素中水解，以產生葉綠酸，而葉綠

酸被認為較葉綠素更易發生脫鎂作用而導致褪色。綠素酶 chlorophyllase 存在

於葉綠體中，能將葉綠素水解成為羧酸的脫植基葉綠素和高級一價醇葉綠素

(植醇 phytol)的酶，是酯酶的一種。系統名為葉綠素-脫植基葉綠素水解酶。

(chlorophyll chlorophyllido－hydrolase)。EC3．1．1．14。一旦使在甲醇或乙

醇的水溶液中發生作用，就會發生酯的置換，從而生成易於結晶的甲基或乙

基脫植基葉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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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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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微生物時需要提供微生物生長需要的碳源 (carbon source)與氮源(nitrogen 

source)，請說明微生物為何需要碳源與氮源？食品中那些成分可做為微生物的碳

源或氮源？（20 分） 

【擬答】 

100%來自於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1, pages 129-130 

提供微生物生長需要的碳源（carbon source）與氮源（nitrogen source）是影響微

生物生長的內在因素之一。 

微生物在食品上增殖必須進行能量代謝及生長合成作用，食物所含的營養成分之

種類與比例，對食品中微生物的生長會有很重要的影響，這些營養成分可以提供微生

物生長時的需求。 

碳源 Carbon source 

碳水化合物通常是提供微生物生長能量的主要來源，稱為碳源，其他的含碳

化合物也可以被微生物利用而產生能量，例如：酯類、醇類、胜肽類、有機

酸類等，但是如纖維素類的複雜碳水化合物，則只有少數的微生物可利用之。 

並非所有的微生物都可以利用各式各樣的單醣或雙醣，例如許多微生物無法

利用乳糖，因此就不能在牛奶中生存，或某些酵母菌無法利用麥芽糖，但大

部分的微生物都能利用葡萄糖。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與含碳化合物可提供能

量來源，微生物利用碳水化合物當做能源，但其能力會受到氮源存在多寡的

影響，當氮源較多時，也可以提高微生物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其濃度過

高也會改變食物環境的滲透壓與可被利用的水分含量。 

微生物生長所需碳原：  

細菌 0.5-2.0 %  

酵母與黴菌：2.0-5.0 %，黴菌能在較高的糖濃度中生長，而細菌比較喜歡

在較低濃度的糖中生長。 

食品發酵工業微生物生長所需碳原：10-15%或更高。 

氮源 Nitrogen source 

微生物除了需要利用食物所含的營養成分來提供能量外，也需要從食物中獲

取其生長與生殖所需的材料，這些材料大部分是各種含氮化合物，稱為氮源。

食物中的含氮化合物主要有蛋白質、胜肽、胺基酸、尿素、氨與其他含氮的

分子。食物中很多微生物是沒有能力自行分解完整的蛋白質(例如酪蛋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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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只能利用比較簡單的含氮化合物，例如胺基酸、硝酸鹽等。不過，很多黴

菌具有分解蛋白質的能力。一般培養基中氮源為 0.1-0.5%。 

 

二、生鮮蔬果類的表面可能會含有那些微生物？這些微生物的來源為何？有那些處理

方法可降低這些微生物的含量？（20 分） 

【擬答】 

100%來自於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2, pages 79-82 

蔬果類含水分較高，其微生物污染受蔬果的採收、採收後的處理條件，例如：清

洗、切除等加工前處理的影響。 

微生物來源主要為：新鮮蔬果表面 腐敗部位(decayed parts) 土壤來源 

水質來源等。 

新鮮蔬果表面污染細菌量約在 106/g，水果的污染菌數比蔬菜少，以假單胞菌屬

(Pseudomonas)、伊文氏桿菌屬(Erwinia)、黃單胞桿菌(Xanthomonas)、產鹼桿菌

屬(Alcaligenes)及乳酸菌(Lactic acid bacteria)為主。 

黴菌數在 103~104/g，以 Alternaria、Fusarium、Penicillium 及 Sclerotinia 等為主。 

新鮮蔬菜中常見的微生物菌群包括有好氣菌、大腸桿菌群、糞便大腸桿菌群

(fecal coliform)、乳酸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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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由於細菌性果膠分解作用(pectinolysis)引起的植物組

織軟腐現象。黴菌引起的蔬菜腐敗以灰黴腐敗的 Botrytis、根黴軟腐(Rhizopus 

soft rot)的根黴菌(Rhizopus stolonifier)等常見。 

水果組織有機酸含量高，pH 值較低，常在細菌的適宜生長的範圍之外。 

水果的腐敗以黴菌為多，如：Penicillium 的藍黴腐敗(blue mold rot)及 Botrytis

的灰黴腐敗(gray mold rot)。 

因為蔬菜中水分含量高，碳水化合物及脂質含量較低，所以水分多為微生物

可利用的自由水，加上營養成分和 pH 值大都在微生物可生長的範圍內，故黴

菌、酵母菌及細菌都可在蔬菜上生長，並造成其腐敗。 

真菌造成的蔬菜腐敗現象主要包括下列幾種: 灰黴腐敗、酸腐、根黴軟腐、疫

黴軟腐、炭疽病等。 

處理方法可降低這些微生物的含量 

新鮮蔬果微生物的污染受採收後處理的方式影響，包括： 

預冷藏(precooling)處理：將抑制微生物的數量。 

清洗、噴水的處理：將可能減少微生物，或使微生物改變分布的狀態。 

選別或切除不良部位：將導致微生物由機械物理受損部位重新繁殖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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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含有洋菜（agar）的培養基經由平板計數法（plate count method）檢測食品中

微生物含量時，常用到傾注平板法（pour plate method）或塗布平板法（spread plate 

method），請說明這兩種方法的實驗步驟，並比較這兩種方法的優缺點。（20 分） 

【擬答】 

100%來自於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1, page 153 

標準平板計數法是食品檢驗中 常用來測定細菌數量的方法，將樣品打碎均質後，

經一系列稀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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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注平板法（pour plate method） 

將 1 ml 的製備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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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點：可分離菌液中數量多的微生物 可作菌數測定 

缺點：無法分離嗜冷菌 手續較不方便 

塗布平板法（spread plate method） 

將製備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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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點：可分離菌液中數量多的微生物 可作菌數測定 可分離嗜冷菌 容

易挑出菌落，進一步鑑定。 

缺點：容易汙染 無法分離較大個體的微生物如原蟲與藻類。 

 

四、釀造酒在進行酒精發酵的過程中，因為使用的原料及過程不同可分為單發酵

（simple fermentation）、並行複發酵（multiple parallel fermentation）及單行複發

酵（multiple sequential fermentation）等三種形式。請敘述這三種酒精發酵的過程

並各舉出實例加以說明。（20 分） 

【擬答】 

100%來自於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2, page 26 

單發酵（simple fermentation） 

單發酵酒，以醣類為原料，直接由酵母菌發酵產生酒精者，如葡萄酒、蘋果

酒。 

並行複發酵（multiple parallel fermentation） 

以澱粉為原料，先經澱粉糖化，再由酵母菌發酵產生酒精者複發酵，並行複

發酵酒為澱粉糖化與酒精發酵在同一發酵槽進行，如紹興酒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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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行複發酵（multiple sequential fermentation） 

以澱粉為原料，先經澱粉糖化，再由酵母菌發酵產生酒精者複發酵，單行複

發酵酒為澱粉糖化與酒精發酵在不同發酵槽進行，如啤酒。 

 

五、食物中天然或經過污染而存在的微生物種類相當多，因為無法逐一進行檢測，因

而藉由測定「指標微生物（Indicator Microorganisms）」的方式以代表食品微生物

之品質。請說明在選擇某種或某類微生物作為「指標微生物」時，應該考慮那些

因素？作為「指標微生物」需要有那些特性？（20 分） 

【擬答】 

100%來自於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2, page 115-116 

指標微生物是指某種具有代表性的特定種類或族群的微生物，檢查食品中是否有

該等微生物汙染，其存在可用以顯示水質或食品遭受污染之情況或消毒滅菌之效果者，

例如大腸菌(E. coil)、糞便性大腸菌類 (fecal coliforms)等，這些能顯示食品受到汙染

的代表性微生物稱為指標微生物 (indicator microbial)。 

當無法監測食品中每一種有害微生物時，僅針對某些特定指標菌作為是否合乎衛

生要求之指標。如：生菌數、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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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食物指標微生物之條件 (需要考慮的因素) 

用於食品安全衛生之指標微生物應符合下列七條件： 

容易從受檢之食物中檢測出來，縱使指標微生物含量極低，亦可以輕易地檢

測與計數。 

容易與食物中其他之微生物相分辨，指標微生物在檢出過程中不會受到其他

微生物生長繁殖時之抑制或干擾。 

指標微生物與食物中之腐敗菌或食物中毒菌有相當程度之正相關性，即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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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食物中之腐敗菌或食物中毒菌存在時，必然可從該食物之指標微生物之檢

出中發現。 

食物之指標微生物的計數菌量與該食物之腐敗菌或食物中毒菌的計數菌量呈

現正相關。 

受檢食物之指標微生物的生長增殖條件比該食物之腐敗菌或食物中毒菌的生

長增殖條件佳或呈現正相關。 

受檢食物之指標微生物的致死速率比該食物之腐敗菌或食物中毒菌的致死速

率慢或相似。亦即當病原菌不存在時，指標微生物亦必然不存在或只能存在

極少量。 

上述有關指標微生物七個條件可適合大部分有病原菌媒介之食品。 

指標微生物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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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食品指標微生物之特性必須符合下列四項： 

受檢食品中檢出指標微生物存在，或其計數值超出正常管控之上限時，則可

直接反應出該食品之安全性堪虞。 

當食物（食品）含有低量之指標微生物時，顯示該食物存在潛藏性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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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食品）含有低量可以控制其生長之指標微生物時，可以直接判定食物

食用之安全衛生。 

在乾淨的食物或水中不存在或量很少，而被汙染的食物或水中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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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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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據「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說明食品工廠在其建築中的廁所及更

衣室需符合那些規定？（20 分） 

【擬答】 

廁所： 

廁所之設置地點應防止污染水源。 

廁所不得正面開向食品作業場所，但如有緩衝 設施及有效控制空氣流向以防止污

染者，不在此限。 

應有良好之通風、採光、防蟲、防鼠等設施，並備有流動自來水、清潔劑、烘手器

或擦手紙巾等之洗手、乾手設施及垃圾桶。 

應有如廁後應洗手之標示。  

更衣室： 

食品工廠視其需要得設置更衣室，更衣室應設於加工調理場旁適當位置並與食品

作業場所隔離，男女更衣室應分開，室內應備有更衣鏡、潔塵設 備及數量足夠之個

人用衣物櫃及鞋櫃等。  
 

二、請說明人工三槽式餐具洗滌方式的主要步驟及詳細作業原則。（20 分） 

【擬答】 

人工三槽式餐具洗滌設施應具有洗滌、沖洗、有效殺菌之功能且高溫自動洗滌。 

餐具洗滌實施重點 

餐具於餐飲衛生的立場看，是細菌傳播的媒介，故舉凡盤、杯、碗、碟、匙、筷、

刀、叉等器具，均須要完善的洗滌，消毒及貯存，然而餐具的洗滌，一般餐飲業都在

廚房內進行，容易發生污染，正確的餐具洗滌應和調理場所分開，餐具洗滌的進出路

線，洗滌場所的位置及大小都要事先規劃，劃分清潔及污染之分別作業區，以避免洗

淨之餐具再度被污染。 

 預洗 

 洗滌 

 沖洗 

 殺菌 

 乾燥及保存 

 定期檢測消毒液的濃度及是否適當使用，並指派專人負責氯濃度為 5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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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M，碘為 12.5 ~ 25 PPM，四級胺 100 ~ 200 PPM。 

 正確的進行器皿及手部之清潔及消毒。  

 不同功能的不銹鋼水槽不可以混合使用，如因場地不足，則在使用前一定要

清潔洗滌及消毒乾淨。如製備用水槽不可洗手，洗生菜的水槽勿和洗畜肉、

魚肉共用。  

 防止設備洗滌不當而造成之交互污染。  

 化學劑或個人物品存放不當。  

 確認有足夠的洗手設施。  

 保持貯放已清潔餐具場所的清潔。  

 定期清潔、消毒工作台面。  

 器皿放入洗碗機洗滌並消毒。  

 清潔劑、消毒劑是否有正確的標示和中文說明。  

 
 

三、請說明 ISO 22000 與 HACCP 的關係及「重要管制點（CCP）判定樹」。（20 分） 

【擬答】 

HACCP 與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之關聯性： 

ISO 22000 是一個新的國際標準，於 2005 年 9 月 1 日發佈 ISO 22000：2005 食品

安全管理系統，提供了一套國際共識的要求，以迎合全球食品鏈內各個組織的需要。

使全球的組織能更容易相一致地實施 Codex HACCP (危害分析及重要管制點)食品衛

生系統，該系統不會因國家或相關食品不同而造成差異。 

22000 可應用在不同的組織，由飼料生產商及初級生產商，以至食品生產商及貯

運商，到零售及食品供應點的分包商。該標準也適用於其他相關組織如設備、包裝材

料、清潔劑、添加劑及配料的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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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食品業來說，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 是用以識別、評估及控制各種食品危害的預防系統，現已成為世界

性的食品安全準則。 

HACCP 所有內容均融入 ISO 22000：2005 中，另增加之項目(15 項)： 

4.2 文件化要求 

5.1 管理階層承諾 

5.2 食品安全政策 

5.3 食品安全管理系統規劃 

5.6.1 外部溝通+5.6.2 內部溝通 

5.7 緊急事件準備與回應 

5.8 管理階層審查 

7.4.4 管制措施的選用與評核 

7.5 建立作業前提方案(OPRP)  

7.7 更新 PRPs 與 HACCP 計畫文件內容 

7.8 查證規劃 

7.10.3 潛在不安全產品之處理 

8.4.2 個別查證結果之評估(依據 7.8) 

8.4.3 查證活動結果之分析(包含 8.4.2 及內外稽結果) 

8.5 改進(持續改進與系統持續更新) 

ISO 22000 包括 HACCP 的精神，而 HACCP 並不是 ISO 的正式認證標準，所以

HACCP 不能代表 ISO 22000。HACCP 之實施，乃架構於以 5S（整理、整頓、清潔、

清掃、教養）運動為基礎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ood Hygienic Practices, GHP）與衛

生安全作業規範（Sanitation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SOP）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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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設您是一個有 100 位員工的食品工廠負責人，請以簡圖表示您的工廠組織架構

圖及說明在上述組織架構圖中，各部門的工作職掌。（20 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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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GMP 規定之任務職掌 

生產製造課：專門掌管原料處理、加工製造及成品包裝工作。 

品質管制課：專門掌管原材料、加工中及成品品質規格標準之制定與抽樣、

檢驗及品質之追蹤管理等工作。其負責人應有充分權限以執行品質管制任務，

亦即擁有停止生產或出貨的權限。 △在組織設計上規定生產製造負責人與品管負責人不得相互兼任。 

生產部門與品管部門的配合 

生產與品管部門的職責： 

生產部門：盡量以 低成本及高效率生產足量之產品。 

品管部門：負責執行品質管制的任務，品質有不符規格時，則停止生產。 

如何配合，才能達到高品質產品： 

生產課長與品管課長，在生產食品前，先進行討論，訂出品質標準。 

將該食品品質標準告知操作員，使其得到共識。 

實地生產時，品管人員需進行抽樣檢驗，並做品質管制。 

若生產課長與品管課長僵持不下品質問題時，則交由廠長裁定。 

生產課長需具備足夠的品質意識，知道品質是產品的生命，當然就不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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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或效率而犧牲了品質。 

食品 GMP 對於食品專業人員職掌 

食品檢驗員：負責食品一般品質與衛生品質之檢驗分析工作。 

衛生管理員：掌管廠內外環境及廠房設施衛生、人員衛生、製造及清洗等作

業衛生及員工衛生教育訓練等工作。 

勞工安全管理員：掌管工廠安全與防護等工作。 

管理部 

企劃課：負責策略規劃與行銷促進等，如決定產品開發方針與產品構想。 

業務課：負責物流、客訴與行銷等，如產品行銷擬定、新產品試銷與廣告。 

總務課：負責人事、採購、管理及工務等。 

財務課：負責財務與會計等，如產品原物料成本、製造成本與銷售費用評估。 

研發中心 

負責新產品研究與發展或新產品官能特性、機能特性、生產特性、健康特性、

經濟特性等分析，並做初步產品配方調製與原料及生產設備評估等。 

組織規劃的基本原則與考量： 

命令統一：一位員工或一個活動只接受一位主管命令。 

管理幅度：組織層級越高，管理人數越少。 

專業分工：每位人員分工負責少數職務，使專業化。 

分層授權：每個部門或成員依工作性質，權責劃分合理。 

維持平衡：組織各部門人員、經費及權責使適度平衡。 

保持彈性：因應內外因素變化，適時調整組織結構。 

效率原則：生產因素依組織目標有效地加以組合，提升效率。 

 

五、冰箱是餐廚業的重要設備，請說明冰箱儲放食物時的使用管理原則。（20 分）請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說明： 

食品添加物製程之設備、器具、容器及包裝。（10 分） 

塑膠類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之衛生管理，應符合那些規定？（10 分） 

【擬答】 

食品添加物製程之設備、器具、容器及包裝，應符合下列規定： 

易於清洗、消毒及檢查。  

符合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之規定。  

防止潤滑油、金屬碎屑、污水或其他可能造成污染之物質混入食品添加物。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塑膠製食品容器及包裝不得回收使用。  

第 三 條  食品器具、容器或包裝不得有不良變色、異臭、異味、污染、發霉、

含有異物或纖維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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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專供 3 歲以下嬰幼兒使用之食品器具及容器，不得添加鄰苯二甲酸

二(2-乙基己基)酯(DEHP)、鄰苯二甲酸二正 辛酯(DNOP)、鄰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及鄰苯二甲酸丁苯 甲酯(BBP)等 4 種塑化劑。 

第 五 條 嬰幼兒奶瓶不得使用含雙酚 A (Bisphenol A)之塑膠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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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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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詳讀以下前言後，再回達下列一至三題： 

根據調查，每年全球約有一半的食物在食品供應鏈階段被浪費掉。特別是在低所得的

開發中國家，大部分的耗損是在生產階段發生；而在已開發國家，最多的浪費則發生

在消費食物階段。因此，回答以下問題時，應著重於如何降低食物浪費的影響。 

 

一、請依據前言，解釋下列名詞每小題 10 分，共 50 分) 

冷鏈(cold chain) 

調氣儲藏(control atmospheric storage) 

加速劣變試驗(accelerated storage test) 

輕度加工食品(minimum processed foods) 

食物銀行(food bank) 

【擬答】 

 Cold Chain(冷鏈)，是冷凍冷藏供應鏈的簡稱，泛指冷藏冷凍類食品從原材料供

應物流、食品工廠內生產物流、貯藏運輸物流至販賣銷售物流等，各個環節中始

終處於規定的低溫環境下，以保證食品質量，減少食品損耗的一項系統工程。它

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製冷技術的發展而建立起來的，是以冷凍工藝學為基礎、

以製冷技術為手段的低溫物流過程。低溫物流目前透過管理程序，有效結合低溫

環境下操作之運輸、倉儲、裝卸、包裝、流通加工與資訊等相關物流機能活動，

以創造價值、滿足顧客及社會性需求。冷鏈物流的適用範圍包括：初級農產品：

蔬菜、水果；肉、禽、蛋；水產品、花卉產品。加工食品：速凍食品、禽、肉、

水產等包裝熟食、冰淇淋和奶製品；快餐原料。特殊商品：藥品。由於食品冷鏈

是以保證易腐食品品質為目的，以保持低溫環境為核心要求的供應鏈系統，所以

它比一般常溫物流系統的要求更高、更複雜，建設投資也要大很多，是一個龐大

的系統工程。 冷鏈物流在物流作業上則與常溫有顯著的差異，在卸裝、包裝、

保管一直到輸送，整個配送過程都這其中包含了冷凍、冷藏技術，食品從出廠到

運送至消費者家中冷凍、冷藏，每個過程必須確保保鮮品質及安全由於低溫食品

必須保存於穩定且特定的低溫下，方能免於品質敗壞，如圖一。因此我們可以定

義低溫食品物流為提供倉儲、配送、展示等過程中，不能在任何過程中改變製造

業者原先所設定的產品保存溫度條件，須溫度控制設備以維持產品在，在運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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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減少溫差、縮短搬運貨時間，且以先進先出為控制原則，達到確保低溫食

品品質與流通的目標。因此，如降低溫差的變化、完善密閉的包裝、縮短搬運貨

配送的時間等冷鏈物流管理則成為良好食品品質管理的關鍵因素。 

調氣儲藏（control atmosphere storage）簡稱 CA，指將儲藏環境的大氣組成經由

添加或移除的方式，使其異於正常的大氣組成，經由此種改變達到延長產品儲藏

壽命的效果，氣體儲藏通常是在大型且有溫度控制的氣調儲藏庫中進行，儲藏庫

中的大氣是經由特別的氣體產生器在人為的控制下達到所需的濃度，在整個儲藏

過程中，庫內的氣體組成是不斷的被監測，而且經常調節維持在固定濃度。 

加速裂變試驗（accelerated storage test） 

是一種食品保存期限的間接評估法：對於有效期限較長的產品，可使用保存期

限加速試驗(accelerated shelf life studies)來預估有效日期，通常採提高所預設的

儲存溫度以加速產品劣化，再估算產品在設定的儲存條件下的有效日期。 

食品廠商援用藥品安定性評估過程中的加速試驗設計，使用例如 45 度 C 三個月

如果換算成 25 度 C 就是直接乘以倍數 4，宣稱該食品可以在 25 度 C 之下，貯

存 12 個月。並且信誓旦旦地說明，因為溫度每升高 10 度，化學反應速率增加 2

倍，從 25 度升高到 45 度，增加了 2 倍的 2 倍，所以是 4 倍，所以 3 乘以 4 就

是 12 個月所以得證。 

輕度加工（minimum processed foods） 

食品的輕度加工是指食物初級產品經挑選、去皮、截切、清洗、消毒等處理後，

用適當的包裝儲存技術保持新鮮狀態，提供立即食用或使用於烹調的加工技

術。 

以糖、鹽、沙拉等物質進行醃漬者不算輕度加工。 

水果去皮而後搾汁，未經低溫消毒的天然果汁為輕度加工。生魚片經由清洗截

切立即被食用，也可算是輕度加工。 

飛機上所提供餐點鐘的蔬果盤也是輕度加工的產品。 

食物銀行（food bank） 

食物銀行是一個慈善組織，負責收集、分類、儲存及分配捐贈的食物到社區中。

傳統來說，食物銀行不會直接把食物分配給有需要的人士。相反，它向網絡內

的本地慈善機構提供服務，再由慈善機構為饑餓者提供糧食協助。 

食物銀行首要是確保良好的食物不被浪費，並且安全和有效地重新分配給有需

要人士。因此，食物銀行不是購買食物，而是與本地食物業界緊密地合作，去

「挽救」剩餘的食物，並確保它們不會不必要地被送到垃圾堆填區。和任何牟

利的食物組織一樣，食物銀行會妥善處理以確保它們所分發的食物屬於 高的

標準。 

食物銀行亦注重高效率處理較大的規模。在一般營商過程中，農民、製造商、

分銷商和零售商都會生產或取得他們不能賣出的剩餘食物。通常這些食物數量

頗大。大多數慈善機構都沒有足夠的運輸配套或地方收集和存放一整木卡板或

者貨運車的捐贈食物，然而食物銀行便能處理這方面的情況。它能夠儲存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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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剩餘食物於一個中央倉庫，並通過義工協助分類、包裝和重新分配至網絡

內的慈善機構合作夥伴。 

在各大洲成千上萬的食物銀行，有許多不同的模式，但有些關鍵要素是世界各

地食物銀行共享的。 

全球首間食物銀行 
聖瑪麗食物銀行 (St. Mary’s food bank) 為全球首間食物銀行，由美國人 John 

van Hengel 於 1967 年 阿里桑那州 (Arizona) 創立。 

食物銀行的運作：食物銀行收集過剩的食物並轉送給有需要人士，過程中需要

政府、企業及公民社會的參與。(在香港，部份食物銀行依靠政府或企業、私人

捐款資助，食物銀行會直接向零售商或批發商購入食物，再轉送或以低價售予

給有需要人士。) 

食物銀行獲得的捐贈食物，大部份本來都會被農場、生產商、批發商、零售商、

消費者及經其他途徑棄掉。食物銀行把收集到的食物分發到各區有需要的社區

網絡，並由中心直接交予有需要人士。 

這些社區網絡包括學校膳食計劃、膳食援助的中心、病患收容所及其他向有需

要人士提供膳食的非牟利項目。 

 

二、請依據前言，回答下列問題： 

畫一個從黃豆生產板豆腐的加工流程圖，選擇其中三個關鍵步驟，詳細說明

其對於該製品的核心加工技術、操作參數及原理(13 分) 

在此流程中，選擇兩個會產生廢棄物的步驟，詳細說明這些廢棄物的組成特

性；再以這些廢棄物為原料，設計新的衍生性產品，畫出並說明其加工流程，

以證明這個原料 100%加工應用(12 分) 

【擬答】 

 

將黃豆浸水使充分吸水膨脹至原體積之 2.5 倍左右，加 5 倍水磨碎，加熱煮沸

後趁熱以濾布遇濾，即可得到豆漿，亦稱豆奶。 

豆漿經裝瓶以 120℃殺菌 30～60 分鐘，可保持 6 個月；豆漿在減壓下濃縮，

再經噴霧乾燥後，即成豆奶粉。乾燥機入口空氣之溫度控制於 180℃，出口約

90℃，溫度過高則蛋白質因受熱變性而溶解度減低。成品之水分 2～3%左右。 

豆漿於 65～70℃時，加入 2%鹽滷或鈣鹽（石膏，CaSO4．2H2O）當凝固劑，

約 10～15 分鐘後，蛋白質即凝固，此時稱為豆花。 

近年來，凝固劑亦有用葡萄糖酸-d-內酯（glucono-d-lactone）加石膏者。凝固

原理為利用鹽滷中的鎂離子及石膏中之鈣離子，與大豆球蛋白的-COO-作用，

使蛋白質發生電荷中和，失去親水性，分子相互凝聚而形成固體析出。使用

葡萄糖-d-內酯是因其水解變為葡萄糖酸，降低 pH 值，蛋白質由於酸凝固而凝

集形成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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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漿凝固成豆花後，再利用濾布及豆腐板模，將凝固液壓濾與定型，即成豆

腐。 

 

分成兩種不同的型式解答：肥料與餅乾 

黃豆液態有機肥 

醱酵製成液體肥料，可以準備 120 公升的塑膠桶，先放入 20 公升的水，放入

12 公斤的糖蜜或是砂糖，購買綜合微生菌一包或是到入一箱的養樂多也可以，

加入水中，有攪拌設備 好，連續攪拌 72 小時，如果沒有攪拌機，則 好每

隔 2 小時攪拌 10 分鐘，讓微生菌充分的醱酵，約若 3-5 天後，再放入您的黃

豆渣（也可以再放入奶粉、或是菜渣、魚肉等，如要放這些， 好買綜合微

生菌）。以後每天至少攪拌 3 次，每次 10 分鐘以上，約 2 -3 星期就可聞到淡

淡的氨基酸香味，這樣子的液肥，您可以稀釋 100-500 倍澆灌使用，將有助

於植物成長，果實肥大。 

低卡豆渣餅乾 

材料：無鹽奶油或植物油 60 克，蜂蜜或楓糖漿 2 茶匙，蛋一顆（先打散），

泡打粉 0.5 茶匙，麵粉 50 克，濕黃豆渣 250 克，水果乾或碎堅果一杯。 

作法：烤箱預熱至(180℃)，烤盤塗油或鋪烤盤紙。 

奶油回溫打發，拌入蜂蜜，再把蛋分次加入，拌勻。 

(蛋若太冷奶油成油粒狀沒關係，加了粉就會混合了。若用植物油就直接三

者混合) 

泡打粉和麵粉混合均勻，過篩加入 1 中，用橡皮刮刀拌勻。 

加入豆渣和其他配料拌成糰，若麵糰較乾可加 1~2Tb 豆漿或牛奶，調至可

成形 

用湯匙取麵糰至烤盤上，輕壓整型。 

 180℃烤 15~20 分鐘(適厚度和喜歡的口感決定)，出爐後移至網架上放涼。 
 

三、請依據前言，回答下列問題： 

畫一個從吳郭魚生產冷凍魚片的加工流程圖，選擇其中三個關鍵步驟，詳細

說明其對於該製品的核心加工技術、操作參數及原理(13 分) 

在此流程中，選擇兩個會產生廢棄物的步驟，詳細說明這些廢棄物的組成特

性；再以這些廢棄物為原料，設計新的衍生性產品，劃出並說明其加工流程，

以證明這個原料 100%加工應用(12 分) 

【擬答】 

將原料魚依圖之流程圖並於室溫 18°C 下加工之魚片，再經真空包裝及急速低溫

冷凍所製成的冷凍魚片：捕撈及選別 蓄養與原料驗收 放血 自動化清

洗 裂解取肉 機械化去鱗皮 整邊修整 臭氧殺菌 鹽水浸泡 拭乾 

分級 真空包裝 冷凍作業、裝箱及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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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撈及選別 

吳郭魚加工廠現都採契作方式，選擇魚體肥滿度較高、體重達 1 kg 以上者作

為原料魚，但若外銷則魚體體重須達 1,200-1,500 g 以上。此外漁獲於收成前

3-5 天則停止投餌，令魚體代謝其體內的異味及廢物。 

蓄養與原料驗收 

原料魚送入加工廠後，需先在蓄養池蓄養 24 小時以上，以清除消化道和腸

管所殘留之食物或糞便。同時以「官能檢查」進行原料之驗收，而官能檢查

之項目包括外觀檢視、 聞味、試吃等程序，若在檢查時發現原料魚有問題 (如

魚體畸形或魚肉異味等)，廠方通常 會將同一批漁獲全數退還養殖場，因此，

原料驗收是單凍魚片在加工流程中，重要的衛生 安全管制點 (critical control 

point; CCP) 之一 。 

放血 

將吳郭魚浸於碎冰水浴中 (3°C) 約 8-10 分鐘，令魚體冰昏後快速放血，其目

的不僅 可保持魚體鮮度、防止異味的產生，同時也令魚肉呈現白皙狀以提昇

成品的賣相 。  

自動化清洗：以高壓水柱清除魚體之血漬及其它雜物，以避免後續製程的汙

染 。  

裂解取肉  

以人工方式將魚體左右兩側的肉片取下，而魚下巴及魚 腹肉另可用來作為碳

烤或串烤食材。至於魚頭、骨等殘餘部分則送至廢料處理區以製成魚粉。  

魚皮處理以機器剝皮的方式將魚鱗及皮同時剝除，再以人工方式將魚片置於

砧板摩擦以磨除魚片表面殘餘的銀色皮膜並除筋，使魚片保有較佳的光澤度

與口感。 

整邊修整  

將魚片周圍較不完整的碎肉進行修整，同時去除魚刺 (含暗刺) 並將魚片依大

小與規格再次分級 (圖 4-10)。  

臭氧殺菌 

臭氧殺菌是魚片製作過程的另一個 CCP。一般浸泡臭氧水約 5 分鐘，即可達

殺菌之目的，並確保魚片食用之衛生安全 。目前國內在漁產品加工常見之消

毒劑以臭氧 (O 為主，然而歐盟已禁止使用臭氧消毒。而吳郭魚之加工必要

殺菌劑建議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與糧農組織 (FAO) 所推薦之消

毒劑-二氧化氯 (ClO，以達有效的殺 菌及較少殘留。  

鹽水浸泡：本項製程僅賦予魚片鹹味，加工廠依客戶需求時才會進行鹽水浸

泡，否則此道加工程序常被省略  

拭乾 

以殺菌過之棉質毛巾將魚片多餘的水分吸乾，使魚片凍結後含冰率能低於 

5% 。  

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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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常見的魚片規格，每片有 3-5 盎司、5-7 盎司、7-9 盎司及 9 盎司以

上等 。  

真空包裝 魚片以真空方式包裝，產品除美觀衛生外，尚可隔絕氧氣以防止吳

郭魚片因氧化作用，使其紅色氧合肌紅素 (oxy-myoglobin) 轉成褐色氧化肌紅

素 (met-myoglobin) 而喪失 其豔麗的紅色 。 

冷凍作業、裝箱及貯存  

真空包裝魚片先以「IQF」急速冷凍設備將產品溫度迅速降至零下 110-120°C

後，再 裝箱並移入零下 25-30°C 之冷凍庫儲存。 

 

魚骨休閒食品： 

水產物在加工過程中會產生大量的副產物，其比例高達原料的10～70%左右，

其中，魚骨佔了很大一部分。因此，若能將魚骨製成休閒食品，一來可作完

全利用外；二來魚骨含有豐富鈣質，根據研究報告指出，食用魚骨粉可增加

骨重量和骨密度，預防骨質疏鬆症。然市售魚骨休閒食品多半有腥味過重等

問題，較難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因此如何去除腥臭味，以提高接受度是一項

重要課題。此外，為讓老年人、幼兒及孕婦容易食用，適當的酥化處理是必

要的，但市售休閒食品很多是採油炸方式，導致含油量高，不符合現代人追

求低脂的健康理念。基於上述因素，本文將介紹去腥及酥化技術，以作為應

用於開發魚骨休閒食品之參考。 

氫氧基磷灰石（HAP；hydroxyapatite）是魚類骨骼中主要的無機成分，具有

優異的生物相容性及活性。研究指出，HAP 能提供鈣源給骨骼細胞，並和膠

原蛋白纖維交互作用，增加骨骼強度。以添加魚骨粉（根據日本特開

2006-213627 專利製造）之飼料，餵食摘除卵巢後之 4 週齡小鼠（模擬女性停

經後因激素缺乏導致骨質疏鬆症之動物模式）3 個月，結果證實可以增加骨重

量及骨密度，進而改善骨質疏鬆症。 

魚體通常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土臭味或腥臭味。據文獻指出，魚腥味的形成

因素，包括酵素所引起的脂質降解、不飽和脂肪酸的自動氧化及魚體內所含

的氧化三甲胺在微生物和酵素的作用下，降解生成三甲胺和二甲胺等揮發性

物質。利用魚骨製備休閒食品，其製程為將魚骨截切為 3×4 cm 大小，清洗血

液及污物後，進行去腥處理。其較適去腥條件為：魚骨與去腥溶液的比例為

1:10，溶液組成為紅茶茶葉 0.1 g/L 與 0.1 g/L 氯化鈣，在溫度 30℃下浸泡 3

小時後，再以水漂洗。日本專利（特開 2003-180298）之去腥方式，則是先將

魚骨浸泡於酸性溶液中，經漂洗後，再浸泡於鹼性溶液，而後漂洗及離心以

去除水分。 

魚骨若未經過酥化處理，其質地堅硬，無法直接食用，但酥化條件需依魚種

而調整。將鮪魚肋骨經 121℃，90 分鐘處理，結果骨質酥化後可輕易食用，

且接受度頗佳。在處理過程中添加醋酸，以減少加熱時間並提高酥化程度。

探討魚骨的酥化條件，經由物性測定及官能評估結果發現，在高溫高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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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加熱溫度與時間的增加，其酥化程度越高，其中以 120Ｃ加熱 30 分鐘為

較佳之酥化條件。 
將吳郭魚骨作完全利用，係取經去腥、熬煮及水解後（湯液及水解液作為製

作高湯塊使用）之剩餘骨渣，進行酥化處理，製備休閒食品添加用素材，結

果發現，魚骨經由 121 度Ｃ加熱 30 分鐘後，硬度可下降 78.49％。 
魚骨為一優質之水產原料，因此若能以加工技術克服原料在應用上的限制性，

開發出多樣化且符合大眾口味，並讓老年人、幼兒及孕婦容易食用之含鈣休

閒食品，可方便消費者從飲食中補充適當的鈣質，預防骨質疏鬆症。另就產

業而言，利用魚骨開發休閒食品，可與市售產品作市場區隔，且更能將此等

水產原料作有效利用，提升其附加價值，進而發揮 大的經濟效益。（參考

行政院水試所資料） 
魚鱗膠原蛋白凍製法： 

材料：乾燥魚鱗片 200 公克、水 2000 ㏄。 
做法： 
先將魚鱗清洗過後把所有材料放進鍋內，以大火煮沸後轉小火煮約 2.5 小時後

熄火，途中每約二十分需攪拌，開鍋後過濾掉固形物即得『魚鱗膠原蛋白』。 
將『魚鱗膠原蛋白』冷卻後置入冰箱冷藏，即會冷凝成膠凍狀的『魚鱗膠原

蛋白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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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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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解釋食品中毒與食品中毒事件之定義，並比較說明由動物及植物所引起食品中

毒之異同。（20 分） 

【擬答】 

（課本 1B: P3, 25-29） 

食物中毒定義：「食因性疾病」是人體經由食物而攝取到之致病源，如：具

有感染能力的物質或毒素。常見病原性物質含：微生物、動物性來源的天然

毒素、植物性來源的天然毒素、重金屬。 

食物中毒事件：二人或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稱為一

件食品中毒案件。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

桿菌毒素，或由可疑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

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即使只有一人，也視

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也視為一件

食品中毒案件。 

動物及植物引起之食品中毒之異同：不論是植物性來源的天然毒素或動物性

來源的天然毒素都會引發人體中毒之風險。而動物性來源的天然毒素，如：

河豚毒、麻痺性貝毒或鯖科魚類毒素比起甲狀腺腫素、氰化物的配醣體、山

黧豆素中毒與茄靈植物性來源的天然毒素，急性毒性較強。 
 
二、請說明衛生福利部對米、麥、豆類中黃麴毒素訂定之限量標準，並說明黃麴毒素

的危害、常見污染食物、產生之因子與預防方法。（20 分） 

【擬答】 

（課本 1B: 21-22） 

米、豆類、麥類中總黃麴毒素限量為 10 ppb 以下 

對人體之危害：黴菌本身不耐熱，但毒素對熱安定，除非加熱至 270-280℃，

在強酸／強鹼才會分解，如過氧化氫；次氯酸鈉，構造上屬 coumarin（香豆

素）的衍生物，經肝臟微粒體代謝產生的 Epoxide（環氧物）與 DNA 的 Guanine

形成不可逆的共價鍵而具肝毒性且致肝癌性強，中毒症狀含黃疸、腹水、肝

硬化 

常見污染食物花生、玉米、米、高粱、豆類、麥類及堅果類 

產生因子與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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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生成之特性 預防之方法 

水分 
食 物 之 水 分 含 量 在 13% 以

上，易導致黴菌生長 

 降低食物水分含量至 13%以下 

 降低環境中氧的含量，如：提升

二氧化碳之含量 

 食品包裝中填充氮氣，可以排除

水分及氧氣 

 採收、製作、儲存食品或穀類時

應盡量避免破損 

 儲存的環境應該要保持乾燥及低

溫狀態 

 添加抗黴菌：對基苯甲酸、丙酸

鹽等食品添加物 

空氣 黴菌屬於好氧性生物 

水活性 
Aw 大於 0.80 以上，易導致黴

菌生長 

食品成分

與組織 

黴菌生長需要澱粉及醣類，因

此穀類 容易受到影響 

物理力 

損害 

當食品或穀物在生產過程中

受到破壞，導致損傷則會增加

微生物汙染的風險 

 

三、何謂 3-單氯丙二醇（3-MCPD）？為何會出現在食品中？對人體健康會有那些可

能影響？（20 分） 

【擬答】 

（課本 1B: P62） 

生成來源：利用加熱與（或）添加食品級的酸液對黃豆蛋白質進行水解作用，

鹽酸與會與食品原物料中的油脂（如：甘油）與（或）多元醇 (如丙二醇）作

用而生成 

食物來源：醬油、蠔油醬及黑豆醬等亞洲式調味醬料出現機率較高 

具生殖毒性繁殖及致癌性 

我國對調味製品（譬如醬油膏、蠔油等）之單氯丙二醇限量標準為 0.4 ppm  

預防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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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醬油工廠對於原料之油脂管制應列為首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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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何謂基因改造食品？其安全性評估方式為何？（20 分） 

【擬答】 

一、基因改造食品：指利用基因工程技術而生產獲得特性經過改造之食品。現有之技

術所能達成之改良特性有增加生長速度、改良營養價值、抗蟲、抗病、抗除草劑、

抗低溫、延長保存期限、耐運送或利於加工等。 

二、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用以評估基因改造食品與既存食品是否等同或類

似，其評估範圍包括基因改造食品的本身安全及製程安全，涵蓋該食品之遺傳物

質、人類食用之經驗及歷史、食品成分、新品種與已知品種在使用上差異的各項

資料，評估項目包括產品的特性、過敏誘發性、營養成分、抗藥性及抗生素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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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等資料。 

第一階段:基因改造食品基本資料之評估，需包含基因改造植物之敘述、宿主

植物及其食物用途、基因提供生物描述、基因改造之描述、基因改造之特徵、

安全性評估及抗生素抗性標誌基因評估 

第一階段評估結果顯示該基因改造食品具潛在之毒性物質或過敏原，則須進

行第二階段評估 

依上述第一、二階段資料仍無法判定該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性時，則至少須

再進行針對全食品安全性設計之適當的動物試驗，以評估該基因改造食品之

安全性（＊全食品係指基因改造食品一般常見之可食用部位，而非經精製、

加工處理或提煉、純化的該食品中之主要成分或組成物） 

 

五、請說明什麼是 HPP？以及其在食品安全上需注意的事項。（20 分） 

【擬答】 

（課本 1B: P49） 

為確保食品安全，建構業者強制自主檢驗法制化、公正第三方獨立機構驗證及政

府稽查抽驗管理之食品三級品管制度。其中食品業者在食品製造之產鏈中可以落實第

一級品管業者自主品管：強制業者自主檢驗制度、立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CAS、

HACCP、TQF、TAP、ISO 22000）或自行設置實驗室。第二級品管將產品、原物料

或半成品交由「國立臺灣大學」、「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財團法

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等機構為食品衛生安全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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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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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