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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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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分析市售寡糖飲料和奶粉的水分含量，請由下列二者選擇合適的分析方法：卡

爾費休（Karl-Fischer）滴定法和折射計法，並且說明選擇此方法的理由及其檢測

原理。（20分） 

【擬答】100% 北志聖阮籍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89, p.124-125 

寡糖飲料選擇折射法 

基於自動密度計和/或折光率儀與自動進樣器的解決方案，是糖蜜和糖漿中蔗糖

測定的理想選擇。 

利用示差折光檢測器進行分析的物質需可溶於移動相的溶液中，且會引起折光

係數的變化，以便鑑定分析物質成分的濃度。 

由於其折光的特性限制了某些測定條件，除移動相的溶液需能溶解分析物質外，

更要具有透光的特性（如碳水化合物、脂質等），而周圍環境溫度改變和移動相

的配置條件（需為固定濃度或配置組合）等因素亦均會影響分析結果，因此其檢

測的靈敏度較低，但能偵測的化合物種類較為廣泛。 

RI detector 分析條件: 需固定流動相比率 固定流速 固定溫度 固定壓力 

低脈衝 不能使用梯度 gradient eluent 沖提。優點: 每種物質都有各自的折

光率，因此使用廣泛 對糖類靈敏度高 10-8g/ml 穩定性好 操作方便。 

奶粉含水量分析選擇卡爾費雪滴定法 

卡爾費雪法適用於測定水分含量少、含糖量高的食品及一般藥品。 

利用碘氧化二氧化硫時，需要—定量的水參加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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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KF reagent(吡啶 +甲醇 + 碘分子 + 二氧化硫)滴定寡糖飲料至退色為黃色，

加入指示劑 methylene blue，至綠色為滴定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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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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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市面上查扣疑似遭受黴菌毒素汙染的 10袋 50 公斤重咖啡豆，擬利用高效液相

層析串聯質譜儀進行黴菌毒素之分析，請說明在樣品上機前，應如何進行樣品的

製備及管控其品質之穩定？（20分） 

【擬答】100%北志聖阮籍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 92-96, p341-348 

咖啡豆製備用於 HPLC/MS 檢測: 

分析真菌毒素的方法包括定性或半定量法（如微管柱法和薄層色層分析）和精確的定

量分析法（高效能液相層析、氣相層析、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毛細管電泳等）。 

高效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分析法 (HPLC/MS)為定量真菌毒素時最常使用之方法，可對

毒素同時進行確認、定性及定量，應用最廣的為逆相液相層析(reversed phase，RP)。

常用的管柱包括 AFLAXTM C18、LKB lichrosorb RP18、μ-Bondapak C8、Shim-Park 

CLC-CN、Lichrospher 100 C18、Hypersil ODS、Radialpak C18、μ-Bondapak C18、Lichrosorb 

5RP18、Raclial-Pak C18、TSKGEL ODS 80TS、Shim-Park CLC-ODS 等。 

由於真菌毒素性質不同，加上分析條件之間的相互影響，欲達到理想的分離效果，需

要綜觀考慮，包括流動相、層吸管柱的選用、管柱溫度及檢測器等，找出最佳之分析

條件。其中某些自身會產生螢光的真菌毒素（如赭麴毒素和麥角毒素），可以直接使

用搭配有螢光檢測器的 HPLC 分析，分子中不含發色基團或是本身可產生螢光但強

度較弱的毒素（如 AFB1和 AFG1），進行 HPLC 分析時須經由衍生化定量檢測。 

HPLC 後再經介面進入 MS，完成精密定量。 

 

黴菌毒素的萃取與純化技術 

萃取 Extraction 

影響真菌毒素萃取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萃取溶液、溫度、食品基質及毒性性

質等 

萃取溶劑 

從食品和飼料中萃取真菌毒素溶劑的選擇，通常取決於待測毒素的種類、

性質、在萃取溶劑中的溶解度、毒性、價格與非測定成分在萃取溶劑中的

分配係數等，一般大多會選用毒性小、極性大、價格低廉的溶劑系統。 

常用的萃取溶劑包括甲醇、氯仿、丙酮、己烷、乙酸乙酯、乙和水，選其中

一種或多種不同比例的混合物。 

溫度 

溫度對毒素的萃取也有影響，適當升高萃取溫度可增加玉米及其製品中鐮

孢毒素的回收率。 

食品原料組成 

一般固體食品多選用浸漬、分離、索氏回流等；液體食品則多選用液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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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的方法。當從動物組織中萃取毒素時，為了降低組織中蛋白質與某些毒

素（如赭麴毒素 A, OTA）結合的干擾，在萃取溶劑系統中可適當加入一些

蛋白質水解酶以提高回收率。 

毒素性質 

萃取酸性毒素時，萃取溶劑應為酸性，以促進待測毒素的溶出；萃取含氮

之毒素，可用氫氧化胺轉化為水不溶性有機物，接著再用液相分離法萃取。 

近來，利用高溫高壓條件下以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萃取真菌毒素，結果顯

示與傳統萃取法相比，利用此法可提高回收率。 

純化 Purification 

食品原料組成中，除了待測毒素外，尚包含有蛋白質、脂肪、色素等干擾物質，

這些物質的存在會干擾待測毒素的測定，因此必須確保在不損失待測毒素的

前提下除去干擾物質，此過程稱為純化。 

常用純化方法包括液－固相萃取、液－液分配、化學吸附、層析法、透析等。 

 (HPLC/MS) 

咖啡豆樣品經萃取與純化前處理後，再注入液相層析質譜分析儀，經由高效液

相層析之高分離效果與質譜之高辨識性結合之儀器，將液相層析分離之成分

進入質譜儀分析獲得分子量及分子結構之資訊，是一種快速檢測真菌毒素的

方法，可應用於數種食品產品上，例如無花果和花生。 

 

三、市售營養保健食品膠囊宣稱其葉黃素的含量為 10mg/顆，請說明葉黃素的分析步

驟（包括萃取、皂化、分離、乾燥及高效液相層析），並且說明如何確認其葉黃

素的含量符合宣稱？（20 分） 

【擬答】100%北志聖阮籍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 86-90 (儀器與方法) 

葉黃素及玉米黃素可避免老年性黃斑病變(AMD)。市售膠囊錠狀食品中葉黃素及

玉米黃素之含量時，為能提高檢驗效率並同時分析二種待測物，以高效液相層析儀

(HPLC)搭配光二極體陣列檢出器(photodiode array detector)同步分析膠囊錠狀食品中

葉黃素及玉米黃素含量之檢驗方法。 

萃取、皂化、分離、乾燥 

檢體以丙酮：去離子水溶液超音波振盪萃取，加入 20%氫氧化鉀酒精溶液進

行皂化，經 0.2% BHT 之乙醚-乙酸乙酯溶液進行液/液萃取，合併上層液經減

壓濃縮後，殘留物以乙醇-乙酸乙酯溶液溶解並定容，再以 HPLC 進行分析。 

分析 

使用 HPLC 層析管柱為 Ascentis ®  RP-Amide，移動相溶液為乙腈與去離子水

以 95:5 (v/v)之比例混合，流速為 1 mL/min，檢測波長為 450 nm。 

標準檢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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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實驗分析後，葉黃素及玉米黃素標準曲線之線性範圍均為 0.1-100 μg/mL，

線性回歸方程式之判定係數(R2 )分別為 0.9993 及 0.9959。接著進行添加回收

試驗，將已知濃度的 標準品添加至粉狀基質及沙拉油基質後，求得葉黃素及

玉米黃素於粉狀基質之回收率介於 77.4-95.4%之間，添加回收率之相對標準

偏差則介於 3.2-6.0%之間；葉黃素及玉米黃素於沙拉油基質之回收率介於

86.1-124.6%之間，添加回收率之相對標準偏差則介於 8.5-11.1%之間。進一步

分析葉黃素及玉米黃素之定量極限濃度，由實驗結果 得知葉黃素及玉米黃素

於粉狀基質之定量極限為 125 mg/kg，於沙拉油基質之定量極限為 625 mg/kg。 

利用基質匹配標準檢量線測定，可以確認葉黃素含量是否符合宣稱的每顆 10 

mg。 

 

四、擬利用氣相層析法分析市售雞蛋戴奧辛含量、魚油脂肪酸組成及大蒜精含硫化合

物含量，請配對選擇下列合適的偵測器：火焰離子化偵測器（FID）、火焰光度偵

測器（FPD）及電子捕獲偵測器（ECD），並說明此三種偵測器之偵測原理。（20

分） 

【擬答】100%北志聖阮籍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95-97 

戴奧辛 

利用 GC-ECD(電子捕獲偵測器) 

戴奧辛是 75 種多氯戴奧辛 (PCDD) 及 135 種多氯呋喃 (PCDF) 的群集稱呼，

戴奧辛並無商業用途，是當含氯物質燃燒時或製造含氯物質時所產生有毒產物。 

樣品經由萃取、濃縮、淨化等程序，利用 13C12-同位素標幟稀釋法(Isotope dilution 

method)，經氣相層析儀/高解析質譜儀(HRGC/HRMS)分析，測定 12 種戴奧辛

類多氯聯苯之濃度並計算其總毒性當量濃度。 

一般的掃描方式會使用電子捕捉偵測器(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ECD)，但需要

清潔樣品萃取物以降低油脂基質干擾。 

電子捕獲偵測器(ECD)來自管柱末端的載流氣體（通常為 N2 或 H2，而不宜使用

其他惰性氣體）通過 β 放射源時，載流氣體被常見之 β 放射源為 Ni63或氚。離

子化並產生電子(β–＋N2→N2
+＋2e-)。產生之電子為正電極所接收而得一穩定電

流，經放大記錄得一基線。若載流氣體中含有易接收電子的試料（如戴奧辛），

則電子被試料捕獲而使電流減少 e–＋x→x–故 ECD 所量係電流之損失，而得一負

訊號，此負訊號與試料濃度成正比，利用製作檢量線即由此可得試料之濃度。 

電子捕獲偵測器是應用被分析物質流過可供應電子之鍍鎳陽極，其電子(電流量)

為固定基準，當有一此可捕捉電子的化合物 (如戴奧辛或共軛雙鍵之化合物) 經

過時，則電子會被分離化合物攜走，因而產生電流量降低，此檢測法已廣泛被利

用在某些食品添加物或農藥殘留之測定，其有較佳之靈敏度，可測至 0.05~1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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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由於靈敏度高，且電子的供應有一極限，所以在分析樣品時的稀釋條件須

特別注意。 

 

利用 GC-FID(火焰離子化偵測器) 

深海魚油甘三酯作用，將 sn -1,3 位上酯化的脂肪酸水解成游離脂肪酸(FFA)，通

過薄層層析(TLC)分離得到 sn -2-單甘酯，甲酯化後利用氣相色譜(GC)對脂肪酸

進行測定，從而得到脂肪酸在甘三酯中的位置分佈情況。 

魚油中各種脂肪酸包括 DHA、EPA，先作 methyl ester 脂化衍生物，再以 GC/FID

其分離效應及檢測感度優。 

火焰離子化偵測器（FID,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簡稱氫焰偵測器。是於檢驗氫

火焰離子化的機器。火焰離子化偵測器是一般氣相層析儀常配合使用的檢測器，

其利用被分離的樣品化合物，經火焰燃燒後產生的有機離子量使電流的通過被

放大而被記錄。氣相層析-火焰離子化偵測器是一種極為常見的分析技術，廣泛

用於石油化學產品、製藥與魚油脂肪酸組成分析。火焰的氣體供應來自氫氣(燃

料)和空氣(氧化劑)，因此，標準 GC 須有氫氣鋼筒的準備，由於是利用燃燒樣品

產生電離化的作用，對非碳氫化合物（如一些氣體小分子或水）無檢驗效果，但

對食品中的有機化合物如碳水化合物、脂肪、固醇類、香精、添加物及抗氧化劑

等均有極佳的檢測效果，樣品會通入此火焰中以將有機分子氧化並生產具電價

的粒子 (離子)。這些離子會被收集並且產生電信號然後進行量測。其靈敏度約

在 10~100 pg，且在分析濃度在檢測範圍內有極佳的線性關係。 

大蒜精含硫化合物含量 

利用 GC-FPD(火焰光度偵測器) 

大蒜是蔬果中含硫比例最高的。大蒜的氣味與一些特殊功用，也和這些含硫的分

子有關。大蒜烹煮時的香味來自於大蒜素的分解產物，主要是揮發性的誘烯醚

（diallyl disulfide, DADS），大蒜的辛辣味則來自大蒜素，大蒜素會刺激身體中熱

和痛的受體分子，讓我們感到灼熱及刺痛。因為大蒜有這種特殊的辛辣味，許多

人都認為造成這個辛辣味的化學物質就是大蒜神奇功效的來源。 

GC-FPD 技術是用來分析含硫或磷化合物、或錫、硼、砷與鉻等金屬。FPD 使

用氫氣/空氣火焰，樣品會通入此火焰中。含磷與硫的碳氫化合物會產生特定波

長的化學發光，此光在通入光電倍增器時會產生電信號(之後可量測出此電信號)。 

GC-FPD 其分析的訊號強度（發光強度）可達其他化合物的千倍以上，因此此法

非常適合作為特殊微量化合物（如有機磷農藥和含硫之香氣）之成分分析，而這

兩種分析物質的分析靈敏度可達 1~2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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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每小題 5分，共 20分） 

標準偏差 

變異係數 

靈敏度 

偵測極限 

【擬答】 

標準偏差 

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SD) 是在分析數據精密度時，是最常使用的統計評

估方法，標準偏差能評估實驗測定值的分散程度，也代表各測定值的接近程

度。標準偏差可用σ表示，為變異的平方根，計算如式。S=σ= SD,  

sample (n) <30 

其中 Xi 為第 i 個測定值，X 為測定平均值，n 為樣品數，若樣品數大於 30

則公式可將 n-1 改為 n。 

變異係數 

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nce, CV)為標準偏差除以測定之平均值，如下式，

利用 CV 大小可以瞭解標準偏差，CV 越小表示重複結果的精密度越高。 

一般而言，CV 應小於 5%才可接受。 

分析的精密度可由分析的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 )來表示。 

若多次分析的結果，平均值為 X，標準偏差為 σ=SD，則 CV 值即為 σ/X。 

如果 CV＜5%，我們就說這個分析實驗很精密，可以被接受。 

 

靈敏度 

靈敏度(Sensitivity)表示區別微小差異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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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儀器為例，相同濃度（或

含量）區間所產生的訊號變化越大表示越靈敏。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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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方法之靈敏度(sensitivity)，也是對實驗結果可信度之確認方式之一。靈敏度

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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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偵

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 LOD)。 

一般學者以偵測信號(singal,S)與空白實驗所得之雜訊訊號(noise, N)來表示，即

S/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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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 standard deviation, R.S.D.)，而 S：所得之回歸線的斜

率）。 

偵測極限 

偵測極限或最低檢測濃度(detection limit)指在使用該偵測方法時，檢品中標的分

析物可被檢測的最低量或濃度，但是未必能定量出標的分析物之正確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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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極限可藉由儀器訊號雜訊比(Signal to noise ratio，S/N)決

定，分別測定空白試樣與若干含有低濃度已知量標的分析物之標準品，再以標準

品能被可靠的檢測出來的濃度作為最低檢測濃度。通常以訊號雜訊比為 3：1 或

2：1 時之濃度，作為最低檢測濃度值之估計值。S/N > 1:1，表示訊號大於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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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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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自由水（free water）」？何謂「結合水（bound water）」？自由水與結合水

各有那些種類或形式？自由水與結合水對食品品質有何影響？（20分） 

【擬答】100%出自北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6-7 

自由水(free water) 

自由水指的是動力學上能夠自由運動的水分子，是食品中主要的水分，也稱游離

水。可細分為：凝膠水、細胞間水、固體表面水。 

自由水種類或形式及特性： 

自由水存在實物組織空隙間，具流動性 

自由水最易被微生物繁殖時利用 

自由水的水活性達 0.95 或 0.98 以上 

自由水的凝固點、沸點與純水非常接近 

自由水可視為食品中的溶劑 

是食品中酵素反應、非酵素性褐變等生化或化學反應的良好載體 

食品加熱時，自由水會被蒸發去除 

自由水可用離心或過濾法去除 

在冷凍溫度降至 0oC 以下時，自由水會結凍成冰 

自由水對食品品質影響： 

將食品中自由水脫水乾燥，或者鹽漬、糖漬將自由水轉變為結合水，有利於延長

食物的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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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水種類或形式及特性： 

結合水不能作為生化或化學反應的良好載體 

結合水不能作為食品中的溶劑 

結合水的水活性比純水要低 

結合水無法被微生物繁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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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水的凝固點比純水要低許多 

食品加熱時，結合水不易被蒸發(在 105 oC 長時間加熱則可被蒸發，因此，水

分含量分析時，會計入總水分含量) 

低溫冰點下，不易結冰。在－20oC 或－30oC 結合水也無冰晶形成。 

結合水對食品品質影響：結合水之去除，使蛋白質變性，降低食品的質地、保存

性等有相當大的影響。 

動物組織：8-10%結合水; 蔬果類：<6%結合水; 蛋白質結合水溶液：在－35oC 不

凍結; 與蛋白質強烈結合的結合水：在－70oC 仍不凍結 

 

二、澱粉（starch）、纖維素（cellulose）及幾丁質（chitin）都是常見重要的多醣類，

請分別說明三者的化學結構及重要的理化特性。（20 分）  

【擬答】100%出自北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54-64, p. 74-79 

多醣類(polysacchar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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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polysaccharides)及異質多醣(heteropolysaccharides) 

澱粉（starch） 

化學結構:  

澱粉是由直鏈澱粉及支鏈澱粉所組成，一般而言，直鏈澱粉約占 20~30%，而支

鏈澱粉為 70~80%。Starch structure：(a) amylase +  (b) amylopectin。 

直鏈澱粉 amylose： 

D-葡萄糖在主鏈上以 α-1,4 鍵結，分子量約為 1,000,000~2,000,000，直鏈澱粉

可因分子內氫鍵而形成 α-螺旋，若此螺旋包覆碘分子會顯現出藍色。 

 

支鏈澱粉 amylopectin： 

是由 D-葡萄糖所聚合而成，具有許多長分支的多醣分子，其主鏈及支鏈之直

鏈部分是以 α-1,4 糖苷鍵結，分支點上支鏈與主鏈以 α-1,6 糖苷鍵結相連接，

每個分支鏈長約為 20~25 葡萄糖單位。 

整體非常龐大，最小的支鏈澱粉也含有 1000～1500 個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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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物理化學特性: 

、形成凝膠、無還原力。 

加熱水分解、加鹼分解、酵素水解。 

因直鏈與支鏈澱粉含量不同，稻米分成在萊米、蓬萊米與糯米。 

仙米(在來米)：amylose 26-32%、amylopectin 68-74%; 梗米(蓬萊米)：amylose 

16-21%、amylopectin 79-84%; 糯米：amylose 6-9%、amylopectin 91-94% 

; 直鏈澱粉含量越高，米飯越硬。 

為澱粉的糊化 (starch gelatinization)，俗稱α-化。 

而使得凝膠釋出水分，此稱為離水現象(syneresis)。 

度及透明度下降，產生沉澱，此現象稱澱粉回凝(retrogradation)，也稱老化或

β-化。 

 

飾澱粉使用於食品系統中功用有: 增稠 (thickening)、膠凍 (gelling)、結著 

(binding)、黏合 (adhesive)、增量 (bulking)以及形成保護膜 (film forming) 等

作用。 

纖維素（cellulose） 

化學結構: 

纖維素是由β- D -葡萄糖所組成的多醣，透過β-1,4-醣苷鍵(β-1,4-glucosidic 

linkage) 連結而成的直鏈聚合物。值得注意的是，纖維素的結構當中幾乎不會

出現分支。 



科目：食品化學 13 

 

重要的物理化學特性: 

纖維狀同質多糖，一般呈現白色無味的絲狀物，並且不溶於水、大多數有機溶

劑，也不會與稀酸稀鹼反 應，還不會被人體的酵素所作用。僅有強酸強鹼，

或者像二硫化碳等溶劑，可以將纖維素溶解。 

纖維素不能被人體腸道的酶所消化。纖維素具有親水性，在腸道內具有吸收水

分的作用。 

幾丁質（chitin） 

化學結構 

幾丁質又稱殼多輯、甲殼質、甲殼素等，是由 N-乙醯基-D-胺基葡萄糖或 D-胺

基葡萄糖以β-1,4 醣苷鍵連接而成的低聚合度水溶性胺基多醣，存在甲殼類動

物的外殼，也存在一些黴菌的細胞壁中。 

幾丁質轉為幾丁聚糖後，其溶解度增加，稱為可溶性幾丁質，其特性為分子中

帶有游離胺基，在酸性溶液中容易形成鹽，呈陽離子正電性，且隨其分子中所

含胺基數量的增多，其正電特性越顯著。 

chitin (N-acetyl-D-glucos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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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物理化學特性: 

在食品工業上用為黏著劑、保濕劑、澄清劑、填充劑、乳化劑、上光劑與增稠

安定劑，也可作為機能性寡醣，能降低膽固醇、提高兔疫力、具抗腫瘤作用。 

 

三、麵筋（gluten）主要由麥醇溶蛋白（gliadin）和麥穀蛋白（glutenin）所組成，請

說明此兩種蛋白質的基本特性及對麵糰(dough)性質之影響。（20 分）  

【擬答】100%出自北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 207-208, A02 p. 160-165 

麵筋(gluten)是由單元體的麥醇溶蛋白質 (gliadin，包括 α-、γ-、ω-麥醇溶白質)與

多元體的麥榖蛋白質 (glutenin)所組成。麩質(Gluten)由醇溶性蛋白(gliadin)和麥穀蛋

白(glutenin)結合而成，小腸的酵素只能將之分解成胜肽，由於分子太大，小腸無法正

常吸收，便把腸壁打開，讓分子通過。過敏體質的身體，察覺到「敵人」入侵，啟動

免疫系統，展開攻擊，引發乳糜瀉、類風濕關節炎，腸躁激等自體免疫疾病。 

蛋白質具有黏性與延展性，是製作餅乾與麵條的加工材料。 

麵粉中含有五類蛋白質： 白蛋白(albumin) 球蛋白  (glubulin) 醇溶白 

(gliadin) 榖蛋白(glutenin) 酸溶蛋白 (mesonin)，前二者水溶，後三者非水溶。 

將麵粉、速發酵母粉混合均勻並將冷水倒入，採用桌上型電動攪拌器，以揉麵鉤

型攪拌棒揉打，麵粉加水攪拌時，麥穀蛋白吸水膨脹，同時吸收醇溶白與酸溶蛋白，

隨著攪拌進行，漸漸形成網狀的麵筋結構，即成生麵糰(dough)。生麵糰是一種溼潤、

黏稠、柔軟的團狀物，以糧食或莢果碎粒作為原料，加入麵粉和少量的水混合而成。 

麥醇溶蛋白質為單體，平均分子量 40,000，溶於 70-90% 酒精中，利用分子內

-S-S-作用，使得麵糰具有黏性，是製麵包的重要特性。發現於穀類(如小麥、

黑麥等)種子的一組蛋白質混合物，分為兩大類(α/β 和 γ)，其組成和性質相似，

富含脯胺酸，貯存小麥種子中的大部分蛋白質。 水存在時黏成一團，並使麵

粉黏結形成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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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榖蛋白質為多元體，分子量數十萬到數百萬，平均分子量 3,000,000。含於

穀類中，為不溶於純水、中性鹽溶液、酒精，而溶於稀酸或稀鹼的蛋由質的總

稱。利用分子間-S-S-作用，而具有彈性，是製麵包的重要特性。 

麵糰形成的鍵結：氫鍵、疏水鍵、硫氫基-雙硫鍵交換作用反應 (sulfhydryl-

disulfide interchange reactions)等。 

 

四、何謂「乳化作用（emulsification）」？如何維持乳化系統的安定性？（20 分）  

【擬答】100%出自北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1, p 206-208, A02 p. 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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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化劑是一種液體製劑，指一相液體以液滴狀態分散於另一相液體中形成的非均

相液體分散體系。有四種型態的乳化系統: (a) O/W (b) W/O (c) W/O/W (d) O/W/O   

(c,d 為多重乳化系統)。 

油包水型連續相為油脂 (油多，油部份連續) 分散相為水溶液(水少水以水滴型態

在油中所以為分散相)。 

水包油型後者連續相為水溶液 (水多，水部份連續)，分散相為油脂(油少油以油

滴型態在水中所以為分散相)。  

在熱力學上，乳化液是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乳化液所需的能量之多寡視油水界面

總面積之增加量互相混合成的均質狀態。 

物理上不安定性：主要包括：併合(coalesence)、絮凝(flocculation)、乳析(creaming)、

沉降(sedimentation)。 

化學不安定：包括氧化及水解則是常見的化學不安定。 

影響乳化性質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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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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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分子量界面活化劑：會破壞乳化物安定性。 

因此，維持乳化系統的安定性方法: 

https://www.itsfun.com.tw/%E7%A9%80%E9%A1%9E/wiki-7937095-3964965
https://www.itsfun.com.tw/%E7%B4%94%E6%B0%B4/wiki-2984985-512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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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油水兩相不加乳化劑劇烈搖晃，油水接觸總面積急劇增加。 

藉由降低界面張力，使乳化作用易於進行。 

要形成較穩定的油水兩相均勻分散共存之系統，則首先利用可降低界面張力之

乳化劑來降低△G，如界面活性劑，乳化劑也是一具有親水基與親油基之界面活

性分子適用於油水兩相之乳化。 

親水性乳化劑分子極性部分作用較大，當與水結合產生形體障礙，則可減低油滴

合併的可能性。較易形成水包油型(oil in water, O/W)乳化液。 

親油性乳化劑主要是由非極性的碳氫基所形成，非極性部分的鍵愈長，界面薄膜

上單位面積的分子數愈多，愈能阻止水滴的合併，較易形成油包水型(water in oil, 

W/O)乳化液。 

親水親油性平衡 (HLB, hydrophile lipophile balance)作為乳化劑之參考，HLB 值

越高，表示乳化劑的親水性越好，HLB 值越低，表示親油性越好。 

控制 pH，避免在等電點 pI 進行乳化。 

在低溫進行乳化。 

乳化過程中，避免加入鹽類化合物。 

加入界面活性劑，維持乳化系統的安定性。 

 

五、「更性水果（climacteric fruit）」與「非更性水果（non-climacteric fruit）」有何不

同？乙烯為一種植物荷爾蒙，請說明乙烯對蔬果的品質有何影響？ （20 分） 

【擬答】100%出自北志聖阮籍食品化學 A02, p124-127 

「更性水果（climacteric fruit）」與「非更性水果（non-climacteric fruit） 

呼吸作用產生的能量除了供應本身的生長與代謝之外，大部分以熱能方式釋放，

此即呼吸作用。呼吸作用進行的速率稱為呼吸速率，以單位重量的產品在單位時

間內所放出的二氧化碳毫升數（或毫克數）（ml/kg‧hr 或 mg/kg‧hr）表示。水

果依其呼吸速率變化，可分為更性水果 (climateric fruit)與非更性水果

(nonclimateric fruit)二類： 

更性水果(climateric fruit)：採收後的呼吸速率由高逐漸下降，但在後熟階段會

有急遽上升的現象，然後再下降，此類水果稱為更性水果，如：蘋果、香蕉、

番石榴、芒果及洋香瓜。更性水果的特徵是在後熟階段會有大量乙烯產生。有

更性上升的現象，多肉水果在完熟.過程中，呼吸速率急速上升(色、香、味及

質地. 顯著變化)，接著衰老，呼吸速率開始下降。 

非更性水果(nonclimateric fruit)：採收後的呼吸速率由高逐漸下降，且無再上

升現象，此種水果在成熟時呼吸速率並無顯著變化，此類水果稱為非更性水果，

如：葡萄、柑橘、鳳梨、櫻桃及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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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對蔬果的品質有何影響?  

乙烯 (C2H4) 是一種以氣體形式存在且分子結構最簡單的植物荷爾蒙 

(phytohormone)，影響植物的生長、分化等許多生理機制，例如：促進種子的萌

發、促使植物幼苗腫脹(swelling)、抑制植物根莖的延長(elongation)、使植物喪失

向地性(geotropic)而呈現橫向生長、促進開花及性別決定等。 

乙烯最被關切的則是在植物老化過程的影響，包括：果實熟變、花朵及葉片的萎

凋等，直接影響農作物的品質及貯存時間對農業所造成的衝擊及損失。 

就植物學的觀點，乙烯是植物本身生成的氣體分子，為一種植物荷爾蒙，能影響

植物的生長、發育及老化。甚至參與植物本身系統性抗病蟲害。 

乙烯對蔬果品質之影響 

乙烯對水果及蔬菜品質的影響包括： 

顏色：蔬果以乙烯處理，可加速葉綠素破壞及類胡蘿蔔素及花青素的合成。 

硬度：蔬菜水果的硬度經乙烯處理後會降低。 

組織：小黃瓜的硬度、脆度及咀嚼度隨乙烯濃度增加（至 0.5 ppm）而提高，

但當乙烯濃度超過 0.5 ppm 時，上述品質會降低。 

維生素：以乙烯處理的綠番茄之維生素 C 含量較未處理者高。 

化學成分：以核果、蘋果及甜瓜為例，乙烯對其可溶性固形物及可滴定酸度無

影響，但經乙烯處理的甘藍菜之蘋果酸含量較未處理者高；乙烯會加速香瓜的

揮發性成分之生成量。 

造成蔬果異常：例如：蘋果儲存時，有時會發生果心褐變，以 6 ppm 乙烯處理

會加速此現象的發生。 

造成蔬菜落葉：10 ppm 乙烯會增加儲藏中的甘藍菜之落葉數目。 

造成蔬果低溫傷害：哈蜜瓜冷藏前以乙烯處理可降低其對低溫的敏感性；番茄

及檸檬之低溫敏感性不受乙烯處理的影響。而經乙烯處理的酪梨對低溫敏感

度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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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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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比較冰箱中貯存的整片肝臟及大塊牛肉之腐敗菌相及腐敗機制之差異，並解釋

其原因。（20 分） 

【擬答】100% 來自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1, p.134-140, A02 p.67 

冰箱中貯存的整片肝臟及大塊牛肉之腐敗菌相為低溫菌(psychrotrophs)，為 cold-

tolerant，最適生長溫度 20~30℃，可於 0-30℃生長，是造成冷藏食物腐敗的主因。常

見低溫菌如假單孢菌屬(Pseudomonas)、黃桿菌屬(Flavobacterium)、食品病原菌水中產

氣假單孢菌屬(Aeromonas hydrophilia)及李斯特菌屬(Listeria monocytogenes)；已知目

前低溫冷藏鮮奶其高溫短時間 (HTST，72 ℃ 15 秒)之巴斯德殺菌條件下無法殺死李

斯特菌。 

一般將肉品儲藏在冰藏溫度(2~5℃)中，若儲存開始時肉類中心溫度未降低至冰

溫 前 ， 肉 品 內 部 以 產 氣 莢 膜 桿 菌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及 腸 桿 菌 科

(Enterobacteriaceae)等肉品內部而來的細菌為主；冰藏溫度以下的腐敗主要是存在於

肉品表面的外來污染菌為主。一般在冰溫下微生物不易生長，而在冷藏溫度(0~5℃)下

儲藏之肉品，容易生長的微生物有無色桿菌屬(Achromobacter)、Flavobacterium、

Lactobacillus、Leuconostoc、Micrococcus、小球菌屬(Pediococcus)、變形桿菌屬(Proteus)、

Pseudomonas、Streptococcus 等菌屬。 

肝臟之腐敗菌相為加工過程中，禽肉肝臟引起組織腐敗酸味的內臟腐臭

(visceral trint)，由腸道與腸内細菌接觸產生的腐臭味，主要菌種 Enterococcus

及 Staphylococcus aureus。 

大塊牛肉之腐敗菌相為加工過程中，畜肉大塊腰腿肉引起灰綠黑變的骨腐臭

骨腐臭(bone taint)，主要菌種為 Clostridium 及 Enterococcus。 

 

二、食品常需檢測大腸桿菌群含量。請定義大腸桿菌群，並說明為何食品需檢測大腸

桿菌群含量，以及食品大腸桿菌群含量的檢測方法。（20 分） 

【擬答】100% 來自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2. p.118, p.137-139 

定義大腸桿菌群 

大腸桿菌群(Coliform group)屬於革蘭氏陰性菌 G(-)，並非只特定菌株，而是指一

群在人體腸胃道內有相同生理活性的菌群，具有能使葡萄糖醱酵轉換成乳糖的

能力，較其他腸胃道病原體相比其較容易被隔離、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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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桿菌群主要包括檸檬酸桿菌 Citrobacter, 腸桿菌 Enterobacter, 大腸桿菌群

Escherichia 及克雷白氏菌 Klebsiella 四個菌屬，這些菌屬為腸內細菌的革蘭氏陰

性菌，能在 35℃、48 小時內醱酵乳糖並產生氣體，可在有氧或厭氧狀態下生長，

且為非孢子形成菌。 

為何食品需檢測大腸桿菌群含量? 

腸桿菌群細菌多存在於溫血動物糞便、人類經常活動的場所以及有糞便污染的

地方，人、畜糞便對外界環境的污染是大腸菌群在自然界存在的主要原因，因此

大腸桿菌群常作為食品受到糞便汙染的指標。 

此類菌並不耐熱，故經熱處理之食物，若檢出大腸桿菌群，表示食品受到二次污

染，故大腸桿菌群計數可做為製程之重要控制點，以茲確認 HACCP 規劃之控制

效果。特別是經加熱過後之食品。 

食品大腸桿菌群含量的檢測方法 

大腸桿菌群已有簡易的檢測方法存在，通常是應用這類細菌可發酵乳糖產氣 

產酸的特性，或是具有半乳糖苷酶（β-D-galactosidase）的特性。 

大腸桿菌群檢測方法－濾膜法： 先將水樣以特殊的濾膜過濾，將細菌留置在

濾膜表面，再將濾膜轉移到特殊的培養基上，經 35°C 培養 24 小時，大腸桿

菌群細菌的菌落就會呈現特殊的金屬光澤顏色。 

最確數法 

適用範圍：本方法適用於食品中大腸桿菌群之檢驗。  

檢驗方法：檢體經系列稀釋後，以三階三支進行培養，配合 MPN 計數之方

法。 

推定試驗：將稀釋檢液及(或)原液充分振搖、混合均勻後，分別吸取 1 mL 

接種於己裝有硫酸月桂酸胰化蛋白腖培養液(LST)試管中，每稀釋檢液各接

種 3 支(稱三階三支)，自檢液之調製至此步驟應於 15 分鐘內完成，於 35

℃培養 24±2 小時，觀察是否產生氣體；未產生氣體者，繼續培養 24 小

時。若仍無氣體產生，為大腸桿菌群陰性；產生氣體者，為可疑大腸桿菌群

陽性。  

確定試驗：由 2.4.1.節產生氣體之各試管中取一白金耳量培養液，接種於另

一支煌綠乳糖膽汁培養液(BGLB)於 35℃培養 24±2 小時，觀察是否產生氣

體；未產生氣體者，繼續培養 24 小時，若仍無氣體產生即為大腸桿菌群陰

性；產生氣體者，判定為大腸桿菌群陽性。  

最確數(Mostprobablenumber,MPN)：利用最確數表，推算大腸桿菌群之最確

數(MPN/g 或 MPN/mL)。 

最確數 (MPN/g or MPN/mL) = MPN 表數/100  x 中間試管之稀釋倍數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大腸桿菌群之檢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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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LST (Lauryl sulfate tryptose broth) 發酵乳糖，產氣。       

Lactose (乳糖) + SDS (硫酸月桂酸納) + tryptose (胰蛋白棟) 

 BGLG (Brilliant green lactose bile bruth) 產氣煌綠色試劑、乳糖、

胰蛋白棟、牛膽粉 

 

三、釀酒常分前發酵（又稱第一次發酵或主發酵）及後發酵（又稱第二次發酵或熟成），

請以啤酒為例，分別說明啤酒前發酵與後發酵的作用或功能，並請明確寫出決定

啤酒後發酵完成與否的指標物質及原因。（20 分） 

【擬答】100% 來自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2 p.31-35 

啤酒發酵：  

啤酒前發酵: 第一次發酵，發酵首重防雜菌汙染。 

啤酒釀造失敗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衛生"，發酵及儲藏容器清洗殺菌不全，釀造

用水沒有煮沸導致生菌數過高，發酵容器密封不全導致雜菌入侵等。 

前發酵可略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稱為有氧發酵： 主要目的在於讓酵母細胞增殖分裂，此時需要

氧氣與胺基酸的供應以利細胞的增殖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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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為無氧發酵： 主要目的為生產酒精及醇類物質。 

發酵溫度： 當發酵溫度太高，酵母工作太旺盛時容易產生不利於口感的

物質(所以台灣的冬天是釀造手工啤酒的最佳時機)。 

可把發酵桶置於陰涼通風處以利散熱(攝氏 15~20 度為上層發酵法的最佳

發酵溫度)以及避免光照。 

排氣：酵母排出的氣體為二氧化碳，於"第一次發酵"時需將產生的氣體排

出。當"第一次發酵"約 5~7 日後測量發酵液(嫩啤酒)比重，當比重連續 24

小時無變化時(或"水密封室"連續 24 小時無氣泡產生)即可進行"第二次發

酵"。 

啤酒後發酵（又稱第二次發酵或熟成）: 即"裝瓶發酵"，目的是為了產生二氧

化碳，形成啤酒不可或缺的泡沫氣體。此時需要加入葡萄糖或蔗糖來發酵以產

生二氧化碳，以每公升啤酒加入 6~7 公克就好，太多會造成"暴瓶"(啤酒炸彈)。

在比利時，許多愛爾啤酒(頂部發酵)在裝瓶前會再加入糖與酵母進行二次發酵。

建議釀好的啤酒最好儲藏 3~4 週才好喝、最好把它放到夏天。 

 

四、人們可藉由增加食品貯存環境中二氧化碳濃度來延長食品保存期限。請說明二氧

化碳抑菌機制，並說明食物的酸鹼值、以及貯存環境的溫度與氣壓對二氧化碳抑

菌活性的影響。（20 分）  

【擬答】100% 來自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1. P.118-138, A02 p.221-222 

增加食品貯存環境中二氧化碳濃度來延長食品保存期限是為調氣保存法，以及

柵欄技術的好氧菌抑菌作用。 

正常大氣中氧含量為 20.9%，氮含量為 78%，二氧化碳含量為 0.03%，而調氣保

存法則是在低溫儲藏的基礎上，調節空氣中氧、氮及二氧化碳的含量，即改變儲

藏環境的氣體成分，降低氧的含量至 2~5%，提高氮氣的含量至 90~99%，提高

二氧化碳的含量至 0~5%，這樣的儲藏環境能保持蔬果在採摘時的新鮮度，減少

鮮度損失，且保鮮期長，無污染；與冷藏相比，調氣保存法之保鮮技術更趨完善。 

食物的酸鹼值、以及貯存環境的溫度與氣壓對二氧化碳抑菌活性的影響 

主要是環境物理性的改變，對微生物生長發生影響，例如溫度、pH 值、氧氣、

光線、滲透壓...等。 

食物的酸鹼值 

微生物的生長繁殖與繁殖的種類，與生長所在的食品 pH 值具有很大的關係。 

細菌最適合的生長 pH 值在中性範圍(pH 6.5~7.5)   

酵母菌與黴菌則較耐酸性(acid-tolerant)，酵母菌可在 pH 4~6 生長，而黴菌

可在 pH 2~8 範圍生長。 

一般而言，酵母菌與黴菌屬於耐酸性的微生物，比較容易存在中性與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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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如果汁、泡菜的酵母菌。大部分細菌喜歡生長在接近中性的食物中，如

導致食品中毒的病原菌。但有些生產蛋白質分解酶的細菌，則特別喜歡生長

在高 pH 的食物中。 

食品儲存溫度 

各種微生物的生長與繁殖皆有其最適宜的溫度範圍，有最高生長溫度與最低

生長溫度，因此，食品儲存的溫度，會影響微生物的生長。 

溫度範圍決定因素為： 其細胞內各種代謝酵素活性的最適合溫度； 

(b) 細胞膜脂肪層通透性最佳的溫度（受飽和與不飽和脂肪酸比例影響）。 

微生物在適合的溫度範圍內生長，則生長的遲緩期(lag phase) 縮短；反之則遲

緩期變長。目前已發現的菌種中，最高生長溫度為 90oC，最低生長溫度為－

24oC。 

 外在氣壓: 調控大氣儲存 

利用調整空氣組成，達到保存食品之目的，稱為調控大氣儲存 (controlled 

atmosphere storage, CA storage)。一般做法：降低 O2濃度、提高 CO2濃度、配

合低溫。當 CO2濃度提高到 10%左右，就具有防腐的效果。 

利用組合幾種較溫和抑菌因子的應用條件，比單獨使用一種較嚴厲抑菌因子

的條件下，具有更好的保存效果，同時，對產品理化特性之影響也可達到最低，

而不致於使產品因抑菌因子之應用而造成感官無法接受的結果。 

針對物理柵欄食物的酸鹼值、以及貯存環境的溫度與氣壓的抑制微生物生長

的柵欄條件之下，可以加強二氧化碳抑菌活性的能力。 

 

五、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每小題 5 分，共 20 分） 

Lactic antagonism  

Sweet curdling  

Cold sterilization  

Flat sour spoilage 

【擬答】100%來自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1,p. 137 , A02 p.9, p.83-84, p.213 

Lactic antagonism (乳酸菌拮抗作用) 

乳酸菌拮抗作用 antagonism 例如乳酸菌細菌素。當微生物一起生長時，一方的

生長受到另一方的抑制或致死。不同種類的細菌、酵母菌、黴菌之間都會在食物

中產生競爭，根據食物提供的特定環境與生長條件，產生微生物族群的消長，此

稱為拮抗作用。 

革蘭氏陽性菌及革蘭氏陰性菌均可生產各類細菌素，由乳酸菌所生產的細菌素

依分子量大小可分為 class I (< 5 kDa)、class II (< 10 kDa)及 class III (> 30 kDa)。

其中對熱具安定性的乳酸菌細菌素可被區分為 胺基酸經轉譯後修飾者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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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lass I 中，稱為 lantibiotic，包括 nisin 和 lacticin 等； 胺基酸未經轉譯後

修飾者被歸類在 class II 的 non-lantibiotics，包括 carnobacteriocin、enterocin、

pediocin、及 sakacin 等。歸類在 class III 的乳酸菌細菌素，為對熱具敏感的大

分子胜肽。無法以上述原則歸類者，屬於非典型 (atypical) 細菌素，如 bifidocin、

leucocin B-TA33a、及  mesenterocin 52B 等。主要生產細菌素的乳酸菌有 

Carnobacterium、Enterococcus、Lactobacillus、Lactococcus、Pediococcus 及 

Streptococcus 等。乳酸菌細菌素主要抑制對象為革蘭氏陽性細菌，可抑制的菌種

包括污染性的乳酸菌以及 Listeria、Bacillus、Clostridium 及 Sta. aureus 等食品

病原菌營養細胞的生長及產孢菌孢子的萌發，故能廣泛應用在發酵或非發酵的

乳品、肉品、魚製品、醃漬食品及穀類等食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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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 curdling (無酸凝乳) 

無酸凝固或為無酸凝結，細菌分泌類凝乳酶使得牛乳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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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溫暖情況下，乳酸菌的生長快速，使儲藏的乳汁酸化與凝固，經

攪拌後成為凝乳(curd)與乳清(whey)，而分別被當成食物與飲料。 

Cold sterilization (冷滅菌法) 

以食品保存之觀點而言，冷凍並非是殺滅微生物之方法。 

冷凍造成微生物的殘存依菌種而異，且受冷凍方式、食品本質與成分、冷凍保存

時間、以及其他因素如冷凍溫度之影響。 

當食品以急速凍結的方式儲存時，因為溫度急速變化會對食品中的微生物造成

冷震或冷休克(cold shock)的效用。當食品冷凍的速度緩慢時，食品中所形成的冰

晶較大且不規則。冰晶的形成除了可減少微生物可利用的自由水，不規則的冰晶

亦會破壞微生物細胞。 

Flat sour spoilage (平酸腐敗) 

平酸腐敗 flat-sour spoilage是由耐高溫之 Bacillus屬產孢桿菌分解碳水化合物後，

產酸不產氣所造成，罐頭內容物變酸但外觀正常，常見的微生物有脂嗜熱桿菌

(Bacillus stearothermophilus，pH>4.5)及凝結桿菌(Bacillus coagulans，pH<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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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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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事件常常起因於誤用違法食品添加物，請說明食品工廠為避免誤用違法

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安全事件再度發生，針對下列兩件事有哪些制度及管理事項？ 

原物料的採購過程。（10分） 

原物料的驗收過程。（15分） 

【擬答】 

原物料的採購過程。 

開發新廠商及新原物料  

採購價格力求穩定  

報價程序確實  

訂定採購合約  

供應商家數決定  

食品的採購過程不外乎關係著物料管理與分類，物料管理的範圍為： 

預測或決定物料之需求：擬定物料供應計畫與物料預算。 

尋找及獲得物料：辦理供應商的調查及採購物料及物料的進料驗收。 

使用物料：管理物料的領發、物料的倉儲管理與運輸作業。 

監督物料的使用：物料庫存的管制作業、物料盤點與處理呆廢料。 

 

管理的項目範圍： 

原料：準備直接用於產品的材料。如豬肉。 

副原料：製造過程中加入以增加或改變其風味性質之材料。如鹽與沙拉油

等。 

間接材料或供應品：生產過程中，非直接投入產品中之用料，但屬製造上所

必須使用之物料。如包材與金屬罐等。 

再製品：即原料經若干製程的處理，其形狀、大小、性質已有一些變化，而

尚未完成全部製造過程的物料或稱為半成品。如已煮過之碎肉等。 

成品：已完成製造，可銷售到消費者之物料。 

副料：即本產品不用但仍有價值的物料。如豬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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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存量管制(物料管理)的意義與經濟合理的方法 

適時適地供料：確定生產穩定。 

倉儲適當數量：減少資金積壓。 

適當價格購料：降低生產成本。 

適當品質購料：提高產品品質。 

確實發放物料：確保料帳正確。 

妥為保管物料：確保品質安全。 

 

存貨項目 A、B、C 分類的方法、定義 

A 類：存貨項目少，約占 10％，但總價值金額大，約佔全部庫存金額 70％。

如泡麵工廠的原料麵粉。 

B 類：存貨項目中，約占 25％，但總價值金額中，約佔全部庫存金額 20％。

如泡麵工廠的副原料食用油。 

C 類：存貨項目多，約占 65％，但總價值金額少，約佔全部庫存金額 10％。

如泡麵工廠的胡椒粉等。 

 

三項目管制方法 

分類 特性 採購量 存量控制方式 

A 類 年使用金額居前者。 

單價昂貴者。 

交貨期在 2 個月以上者。 

輸入的原物料。 

規格特殊者。 

1~2 星期之

供給量 

按實際需要，採定量訂

購方式。通常以經濟訂

購量方式訂購。 

保持最低的訂購點。 

B 類 介於 A 及 C 之間。 2~4 星期之

供給量 

以經濟訂購量方式訂

購，唯以年度檢討即可。 

以備購期間之平均耗用

量來確認其訂購點與安

全存量。 

經常研判未來需求。 

C 類 數量多與價格低者。 

使用次數多者。 

4 星期之供

給量 

甚少變更訂購量與訂購

點。 

採用複倉式管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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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新產品以提升市場競爭力是食品工廠永續經營的重要條件之一，請說明食品

企業可以從事的研發活動有哪些？（25分） 

【擬答】 

以其不同階段分別有不同的相關活動，並以甘特圖說明： 

 

新產品開發步驟： 

△甘特圖(Gantt chart)：是水平條狀圖的一種流行類型，顯示項目、進度以及

其他與時間相關的系統進展的內在關係隨著時間進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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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階段 

明確產品的企畫組織：包括產品企劃委員會。 

制定產品企劃管理規則：新產品管理規定。 

決定公司的開發方針：定出新產品年度銷售額目標。 

構想產生與篩選：從顧客、業務人員及研發人員等人，取得創意及篩選。 

開發基準：公司產品能導入市場及發揮領導地位。 

企劃階段 

產品概念發展測試：包括概念開發、具體化概念定位和測試概念是否適切。 

新產品行銷策略擬定：包括目標市場、行銷手段組合與長期目標。 

新產品商業分析：包括預估其營業額、費用及利益。 

二次方針的決定：包括新產品的開發計畫、企畫表、價格及消費族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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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產階段 

量產設計：包括生產品管圖表設計和原料與產品規格。 

量產前檢討：包括設備標準、成本管制計畫及生產數量管制。 

教育訓練：對操作者實施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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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階段 

實際銷售：需注意導入時機、銷售對象、目標市場及推出方法。 

廣告：進行宣導、廣告及促銷活動。 

情報回饋：包括市場調查及回饋消費者抱怨。 

創意開發 

創意開發主要來源 

顧客的意見 

行銷人員 

競爭者協力廠商及各類別中間經銷商 

新產品資訊 

全員創意 

創意開發方式 

腦力激盪法(Brain Stroming) 

以集體會議方式來激發或創意想像力，參加人員以 6-12 人為最恰當，一位

主持人，一位記錄，為達到預期目的，主持人最好應遵守下列各項原則 

不要過份嚴肅 

可提出 2-3 個想法以拋磚引玉 

自由發言 

有基本了解自由發言越有創意最好 

禁止批評他人意見 

發言講重點 

問題庫解析法(Problem inventory analysis) 

生理的 

感官的 

活動 

購買的用途 

心理及社會 

創意的思維 

組合與分割 

改良的創意 

新用途的創意 

重新定位 

全新的產品 

新產品的設計 

新產品定位 

設計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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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命名 

新產品的規劃方案 

新產品上市前測試 

食品只作化學物理及微生物的分析是不夠，必須經由人的五官如視覺、味覺、嗅

覺、聽覺及觸覺，直接來感受食品的喜歡與否。 

為降低上市風險提高利潤上市前，必須先做三項測試 

產品測試 

廣告測試 

市場測試 

 

三、請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說明食品添加物業對食品添加物的進貨及儲

存管理應符合哪些規定？（25分） 

【擬答】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二十九條： 

食品添加物之進貨及貯存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立食品添加物或原料進貨之驗收作業及追溯、追蹤制度，記錄進貨來源、

內容物成分、數量等資料。  

二、依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貯存於不同場所，必要時，貯存於冷凍（藏）庫，

並與其他非供食品用途之原料或物品以有形方式予以隔離。  

三、倉儲管理，應依先進先出原則。 

補充說明： 

進貨管理 

物料經過良好的採購過程後，進料應有嚴謹的驗收方式才可確保供應好品質的

物料。於驗收之前準備事項如下： 

預定交貨驗收時間。 

依合約書上所訂的數量來點收。 

依合約書內所指定之地點交貨。 

預定交貨之品質。 

凡不符合規定之貨品，一律拒收。 

採購人員於貨品收到驗收後，應給予供應商驗收證明書。 

另外儲存須符合庫房管理重點： 

需注意放置領用順序。 

分類而集中之。 

定位管理(將庫房中之區域及儲存之櫃架予以標記編號，並登記於位置卡上)。 

設存料標與存量卡。 

適時盤點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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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防火防盜。 

不得將貨品直接放置地面，應以棧板隔開，或放置於貨架上。 

應防止太陽直曬，並有隔絕齧齒類動物進入之裝置，並保持乾燥。 

 

四、請依據「TQF 即食餐食工廠專則」，說明： 

即食餐食工廠之之作業場所的照明設施應符合那些規定？（10 分） 

即食餐食工廠之各作業區（清潔作業區、準清潔作業區、一般作業區）的落菌

數控制標準及落菌數的測定方法。（15分） 

【擬答】 

即食餐食工廠之作業場所的照明設施應符合哪些規定？  

照明設施 

廠內各處應裝設適當的採光及(或)照明設施，且照明設備應保持清潔，以避免

污染食品。照明設備以不安裝在食品加工線上有食品暴露之直接上空為原則，

否則應有防止照明設備破裂或掉落而污染食品之措施。 

一般作業區域之作業面應保持 110 米燭光以上，原料處理場、調理、烹調及

包裝作業場所之作業面應保持 220 米燭光以上，檢查作業檯面則 應保持 

540 米燭光以上之光度，而所使用之光源應不致於改變食品之顏色。 

即食餐食工廠之各作業區（清潔作業區，準清潔作業區，一般作業區）的落箘數

控制標準及落菌數的測定方法。 

各作業區之落菌數控制標準如下:  

作業區  *落菌數  

清潔作業區  30 個以下  

準清潔作業區  50 個以下  

一般作業區  500 個以下  

 

此為將盛有標準洋菜培養基的直徑 9公分培養皿，在作業中平放打開 5分鐘後，

於 35°C 培養 48±2 小時之菌落數(2-3 皿之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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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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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冷凍儲藏期間，水分子的再結晶是影響食品品質的主要因素之一。請說明何

謂水分子的再結晶及常見的再結晶型態，並且說明儲藏期間溫度波動對食品品質

造成的影響。（20 分） 

【擬答】 

冷凍食品置於正確的溫度 -18℃以下，食物內部冰結晶非常均勻細小，整個品質

看起來就很細緻，貯存壽命也較長。冷凍食品沒有添加任何防腐劑，所以主要是靠 -

18℃以下的強冷使食物內的酵素和細菌失去活性。若貯存溫度上升，食物內部的冰晶

發生溶解現象，則酵素和細菌蠢蠢欲動，食物的品質就會變差。 

凍藏時溫度的上下變動應儘可能避免，此舉可減少冰結晶的成長，大冰結  晶的

形成及減少凍結肉解凍時"滴液"(drip)的損失。雖然在 -18°C 下幾乎所有的水均以凍

結，但當溫度增加時，沒凍結水的百分比會增加，尤其在-10°C 以下，它與同樣是未

凍結的水分子結合，再結晶形成大的冰結晶。再結晶化與冰結晶的成長，能因較高的

貯藏溫度與溫度的上下波動而增加。且上下波動的凍藏溫度，亦造成過多的霜，聚於

包裝紙或袋的內層，當解凍時與大的冰結晶一起成"滴液"流失。  

品質的影響有： 

體積部分膨脹與內壓增加。也因此造成食品內部組織較為鬆散。 

因為溫度的變化造成少量溶解食品中的冰結晶，致組織軟化，影響食品品

質。 

因冰結晶所損之肉質，品溫上升峙，微生物、酵素易發生作用。 

少部分食品水分容易蒸發，影響肉質保水度。 

溫度變化過大，會有少量解凍滴液之外流。 

少部分食品易與空氣發生氧化。 

 

二、家用冰箱及食品工廠常用的冷藏（凍）都屬於機械式冷藏（凍）設備。請說明機

械式冷藏（凍）機的降溫原理及組成必要條件，並說明冷媒所扮演的角色。（20

分） 

【擬答】 

冷媒冷凍基本原理： 

係利用冷凍循環機械系統，強制冷媒在特定條件下發生相的變化，伴隨吸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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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放熱，同時利用自然界熱能，由高溫向低溫傳導或對流之物理現象。 

冷凍循環之機械系統進行步驟順序，如圖所示是壓縮機→冷凝器→膨脹閥→

蒸發器。 

 

以壓縮機為最主要之機械原動力，將冷媒壓縮使冷媒在整個循環系統中形

成高壓端及低壓端。 

冷凝器是將高壓高溫之冷媒經空氣或水冷卻後液化（氣相→液化），其釋

放之熱能，則由空氣或冷卻水吸收。 

液化後之高壓冷媒貯存於受液器，再經膨脹閥的控制進入蒸發器中釋壓氣

化（由液相→氣相），同時吸收大量熱能達到冷凍之目的。 

氣化後的冷媒再進入壓縮機完成一個循環，冷凍循環系統運轉時，即促使

冷媒不斷地產生相的變化，完成熱能傳遞的功能。 

 

 

 活塞的迴轉運動 為壓縮主體。 

冷媒（refrigerant），係冷凍系統中反覆使用作為熱能輸送之媒介物質，在

液體狀態時極容易吸熱蒸發成氣體而在氣體狀態時又極容易放熱冷凝為液

體之物質。 

冷媒降溫原理：即藉自身之相變化在密閉管路中經蒸發器時由液相蒸發為氣

相，吸收冷凍空間裡的熱能：至冷凝器時又由氣相冷凝為液相，放出熱量。

此液怕冷媒再繼續經密閉管路至蒸發器中蒸發吸熱。如此不斷循環，把熱能

從低溫的冷凍循環空間移至溫度較高的室外空間，而達成「製冷」的作用。 

 

三、食品輻射照射（Food Irradiation）係對特定的食品進行照射已達防治蟲害，殺菌，

抑制發芽及延長儲存期限的目的。請說明輻射殺菌之原理即比較三種常用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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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照射原理的差異，並說明吸收劑量之單位。（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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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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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大。 

造成影響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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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線，再次為α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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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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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以下 

選擇適當的放射線 

放射線強度的表示單位是“rad”。 

放射線食品的應用（γ-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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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線量 Krad 效果 適用食品 

低照射線量 5～50 發芽抑制 馬鈴薯、洋蔥 

10～100 殺蟲殺卵 穀類、乾燥食品 

中照射線量 5～500 熟度調節 果實的熟度調節 

100～1000 表面殺菌 青果物、魚介顆的表面殺菌 

高照射線量 1000 以上 完全殺菌 畜肉、魚肉加工品 

 

四、說明食品之無菌加工製罐（Aseptic Canning）的生產過程，以及那些步驟應該在

無菌區（Aseptic Zone）完成，並且說明該區域之無菌狀況該如何維持？（20分） 

【擬答】 

無菌加工及包裝食品流程： 

 

 

 

Aseptic zone） 

Aseptic zone） 

 

說明： 

食品先經超高溫（ultra high temperature，UHT）殺菌（150℃，1～2 秒）後，

馬上使之冷卻，再於無菌的環境中充填入已事先殺菌後的容器內，而後再於無

菌環境下進行密封，稱為無菌充填。亦稱無菌加工、無菌裝罐。本法最早於

1961 年由瑞典 Tetra-pak 公司應用於保久乳之包裝。 

包材殺菌相當重要，常使用的有加熱殺菌、30～35%過氧化氫殺菌、環氧乙烷

氣體殺菌、紫外線殺菌等。 

在無菌操作區內，工作人員、物料與設備的輸入，成為污染的主要來源。   

工作人員進入時，應更換已滅菌的帽子、面罩、工作服、橡皮手套及鞋，可有效

的降低污染。參與無菌操作的工作人員，必須是清潔的、有紀律的、可信任的，心智

機敏，而且健康良好，並定期接受檢查，以確定他們不是疾病的帶菌者。亦非處於易

接受疾病感染的衰弱狀態。有關輸送入無菌操作區之物料與設備，都應先經滅菌，並

直接由滅菌區送入無菌操作區。在所有的情況下，應減少人員走動。當進行無菌操作

時，不得讓訪客進入。 

無菌操作區內環境之管理與維持，極為重要。較理想的是於每天工作後，進行清

潔滅菌一次，使室內維持無人狀態，達一整夜（通常以紫外線進行照射整個空間），

以備下一次操作之用。對於無菌操作區環境之評價：一般是於工作場所內，放置含高

營養性瓊脂培養基之培養皿，經一段時間之後培養之，並測定所含菌落數，以作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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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五、請說明下列食品加工學名詞之意涵：（每小題 5分，共 20分） 

Ohmic Heating 

包冰（Glazing） 

Retort Pouch 

架儲期（shelf life） 

【擬答】 

歐姆加熱的基本原理是利用食品本身的介電性質，當電流通過時，在食品物料內

部將電能轉化為熱能，引起食品溫度升高, 從而達到直接均勻加熱殺菌的目的。

歐姆加熱系統是採用低頻交流電(50-60Hz)配合特殊的惰性電極來提供電流。由

於電流具有一定的穿透性，因此，待加熱食品物料之間以及物料中各部分的導電

性差異，將直接影響其加熱殺菌效果，另外，食品物料在加熱器中的滯留時間也

是影響歐姆加熱製品品質的一個重要因素。 

-20 度 C，再噴冷水或-2 度 C 冰水數秒，形成 3-5mm 的冰衣。

為使冰衣不龜裂，通常會添加 CMC,明膠或澱粉,其好處是可防止凍燒及脂質氧

化。 

將食品以包冰(glaze)處理，加以保護。即將預先凍結的食品浸入冰冷之水中，使

食品表面裹上一層薄薄的冰，約 5mm，這稱為包冰處理。包冰除可阻斷空氣，

亦可防止水分蒸發，惟包冰的水分也會在貯藏過程中蒸發，所以常在 3 個月後，

再進行乙次包冰處理，以達到真正防止乾燥之目的。 

retort pouch）：是近年來開發的加熱殺菌食品之包裝容器，以耐熱塑膠

膜或與金屬膜之積層材料，製成袋狀或其他形狀之容器，用以包裝食品，以熱熔

融封口後，再經加壓殺菌所製成。 

指包裝好的食品能維持品質不變壞的時間，於銷售通路上也指產品的上架時間。

在這段時間內，於適當的溫度條件下，產品風味與品質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在微

生物的部分也是屬於安全範圍可食用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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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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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07 年 5月 8日發布訂定食品中汙染物質及

毒素衛生標準，請說明何謂汙染物質？並請寫出此衛生標準所包括的三大類毒

素名稱及屬於其中細項之一且曾於 75年 1月間引起重大食品中毒案件的 PSP

毒素的中英文名稱及其導致中毒的原因。（20分） 

【擬答】 

汙染物質：本標準所稱之污染物質,係指食品於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

貯存、販賣中產生或污染者,或因環境之污染,非有意添加而存在於食品者,但不包

括蟲體碎片、毛髮或其他外來異物。 

三大類毒素，包括真菌毒素、海洋生物毒素及植物天然毒素。 

PSP：麻痺性貝毒(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s, PSP)，雙殼貝類(bivalve mollusk)之

可食部位(以 saxitoxin 當量計)限量標準為 0.8 mg/kg 

 

二、農政機關於今（108）年 2月間驗出中部某蛋雞場的三件雞蛋檢體芬普尼含量超

過法定殘留容許量 0.01ppm。請說明本案發生後政府為何要以跨部會應變機制

來處理以及雞蛋中芬普尼殘留容許量制定為 0.01ppm究竟考慮那些因素？（20 

分）  

【擬答】 

因應國內雞蛋檢出農用藥劑芬普尼引起各界關注，行政院責令衛福部、農委會

儘速完成雞蛋芬普尼殘留量標準訂定的法定程序，使畜牧業者能有所遵循。農委

會已於 104 年 1 月 20 日公告自 105 年 1 月 1 日刪除 4.95%芬普尼水懸劑之使用

方法及其範圍，包含包葉菜類、芒果、小黃瓜、茄子及紅豆，並於 106 年 9 月 6

日公告 4.95%芬普尼水懸劑為禁用農藥，自即日起禁止加工、輸入、分裝、販賣

及使用，故刪除農藥芬普尼於紅豆、包葉菜類、茄子、小黃瓜及芒果之殘留容許

量，並增訂芬普尼於禽蛋之殘留容許量 0.01 ppm。 

動物用藥，不得使用於食用禽畜及禽畜舍消毒工作。

雞隻飼養業者非法使用芬普尼作為雞舍消毒之藥劑，可能因此污染動物或飼料，

芬普尼為脂溶性物質，進入雞隻體內後，轉變為芬普尼代謝物，而儲存於雞隻的

脂肪中。因此，芬普尼不僅會殘留於雞隻身上，也可能出現在蛋雞所產出的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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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33 條「使用農藥者，

應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農藥」，違者依 53 條開罰 1 萬 5 千元至 15 萬元：

或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 32-2 條「禽畜、水產養殖業者及飼料製造業者，不得

將下列製劑或藥品，使用於動物或動物飼料中：一、第四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

四款所定動物用偽藥。二、動物用禁藥。三、前二款以外，來歷不明之動物用藥

品製劑。四、人用藥品製劑。」，違者依 40-1 條開罰 6 至 30 萬元 

15 條第一項第五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

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

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違反者，產品違反者依

第 41 條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並依第 52 條，應予

沒入之產品，應先命製造、販賣或輸入者立即公告停止使用或食用，並予回收、

銷毀。必要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代為回收、銷毀，並收取必要

之費用。前項應回收、銷毀之產品，其回收、銷毀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販賣、輸入、輸出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產品之食品業者，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布其商號、地址、負責人

姓名、商品名稱及違法情節。輸入第一項產品經通關查驗不符合規定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管制其輸入，並得為第一項各款、第二項及前項之處分。業者並依第 44

條，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

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

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業者並依第 49-2 條，違反者其所得

之財產或其他利益，應沒入或追繳之。 

 

三、根據我國對健康食品的管理規定，請比較說明食品業者申請所謂一軌、二軌的

查驗登記時，其提交資料、功效項目、繳交費用、審查時間、許可字號等有何

差異？（20 分）  

【擬答】 

 第一軌個案審查 第二軌規格標準審查 

 業者須檢具製程品管及各種實驗或科學驗

證，向衛生福利部提出申請，經衛生福利

部健康食品審議小組委員審查評估其安全

無虞以及科學佐證之功效性，獲得通過，

始取得健康食品許可證，所准許宣稱之保

健功效範圍取決於個別產品所提出科學驗

針對科學上已相當確知具有保

健功效的成分開放規格標準審

查，衛生福利部評估開放規格

標準品項及其建議攝取量之四

要件： 傳統長久供飲食經驗

安全無疑慮、 功效機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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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結果 有效成分明確、 已建立有

效成分之分析方法。產品成分

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健康食

品規格標準，由學理確立產品

依建議攝取量具保健功效並且

安全無虞，並提供申請產品符

合公告之規格標準等檢驗報

告，無需進行保健功效評估試

驗及安全試驗。 

提交

資料 

一‧申請商基本資料表及健康食品查驗登

記資料表。 

二‧產品原料成分規格含量表。 

三‧產品之安全評估報告及其摘要表。 

四‧產品之保健功效評估報告及其摘要表。 

五‧保健功效成分鑑定報告及其檢驗方法、

摘要表。 

六‧保健功效安定性試驗報告及其摘要表。 

七‧產品製程概要。 

八‧良好作業規範之證明資料及其摘要表。 

九‧產品衛生檢驗規格及其檢驗報告、摘

要表。 

十‧一般營養成分分析報告及其摘要表。 

十一‧相關研究報告文獻資料及其一覽表。 

十二‧產品包裝標籤及說明書。 

十三‧申請者公司證明文件影本。 

十四‧完整樣品及審查費收據。 

附   件： 

委託製造合約書正本 

製造廠出具之產品原料成分規格含量表

正本 

產品之安全評估報告正本 

產品之保健功效評估報告正本 

保健功效成分鑑定報告正本及其檢驗方

法 

保健功效安定性試驗報告正本 

製造廠出具之產品製程概要資料正本 

一、製造（輸入）健康食品查驗

登記申請書 

  □申請商基本資料 

  □健康食品查驗登記資料 

二、產品原料及成分規格含量

表 

三、成分規格檢驗報告摘要表 

四、保健功效安定性試驗報告

摘要表 

五、產品製程概要 

六、良好作業規範之證明資料

摘要表 

七、產品衛生檢驗規格及其檢

驗報告摘要表 

八、一般營養成分分析報告摘

要表九、產品包裝標籤及

說明書 

十、公司證明文件影本粘貼表 

附   件： 

委託製造合約書正本（非屬

委託製造者，本項應留空） 

製造廠出具之產品原料及成

分規格含量表正本 

成分規格檢驗報告正本及其

檢驗方法 

保健功效安定性試驗報告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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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作業規範之證明資料正本 

產品衛生檢驗規格及其檢驗報告正本 

一般營養成分分析報告正本 

相關研究報告文獻資料 

製造廠出具之產品製程概要

資料正本 

良好作業規範之證明資料正

本 

產品衛生檢驗規格及其檢驗

報告正本 

一般營養成分分析報告正本 

功效

項目 

促進鐵可利用率保健功效 

護肝保健功效 

延緩衰老保健功效 

不意形成體脂肪保健功效 

骨質保健功效 

調節血脂功能 

調節血糖功能 

調整過敏體質功能 

調節血壓功能 

抗疲勞功能 

腸道功能改善 

免疫調節功能 

牙齒保健功能 

目前已公告的健康食品規格標

準為魚油及紅麴兩項，凡獲得

通過者，可宣稱之保健功效範

圍均相同。如：魚油類產品可標

示：「本產品可能有助於降低血

中三酸甘油酯；其功效乃由學

理得知，非由實驗確認」；紅麴

類產品可標示：「本產品可能有

助於降低血中總膽固醇；其功

效由學理得知，非由實驗確

認」。 

繳交

費用 

審查費用 250,000 元整(初審 80,000 元整，

複審 170,000 萬元整，不含領證費及檢驗

費），通過審查的產品會給予健康食品標章

（如下圖）及字號 

審查費用 80,000 元整（不含領

證費及檢驗費） 

審查

時間 

個案審查一般需耗時 180 個日曆天， 規格標準審查型一般需耗時

120 個日曆天 

許可

字號 

「衛部健食字號（衛部健食字第 A00000

號）」。 

「衛部健食規字號（衛部健食

規字第 000000 號）」 

 

四、請寫出我國衛生福利部目前最新公告訂定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的 5類

食品工廠與加工食品業，以及其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時必須成立的管制小組

應如何組成？（20 分）  

【擬答】 

針對須辦理工廠登記之「食用油脂」、「罐頭食品」、「蛋製品」、「水產加工」及「肉

類加工」等消費層面廣或民生必需產品之 5 類別食品業者，公告分階段實施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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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制系統準則(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指為鑑別、評估及管制食品安全危害，使用危害分析重要管制

點原理，管理原料、材料之驗收、加工、製造、貯存及運送全程之系統。 

前項系統，包括下列事項： 

一、成立食品安全管制小組。 

二、執行危害分析。 

三、決定重要管制點。 

四、建立管制界限。 

五、研訂及執行監測計畫。 

六、研訂及執行矯正措施。 

七、確認本系統執行之有效性。 

八、建立本系統執行之文件及紀錄。 

管制小組成員，由食品業者之負責人或其指定人員，及專門職業人員、品質管制人

員、生產部（線）幹部、衛生管理人員或其他幹部人員組成，至少三人，其中負責

人或其指定人員為必要之成員。 

管制小組成員，應曾接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機關（構）（以

下簡稱訓練機關（構））辦理之相關課程至少三十小時，並領有合格證明書；從業

期間，應持續接受訓練機關（構）或其他機關（構）辦理與本系統有關之課程，每

三年累計至少十二小時。 

管制小組應以產品之描述、預定用途及加工流程圖所定步驟為基礎，確認生產現場

與流程圖相符，並列出所有可能之生物性、化學性及物理性危害物質，執行危害分

析，鑑別足以影響食品安全之因子及發生頻率與嚴重性，研訂危害物質之預防、去

除及降低措施。 

管制小組應依前條危害分析獲得之資料，決定重要管制點。 

管制小組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建立管制界限，並進行驗效。 

管制小組應訂定監測計畫，其內容包括每一重要管制點之監測項目、方法、頻率及

操作人員。 

管制小組應對每一重要管制點，研訂發生系統性變異時之矯正措施；其措施至少包

括下列事項： 

一、引起系統性變異原因之矯正。 

二、食品因變異致違反本法相關法令規定或有危害健康之虞者，其回收、處理及銷

毀。 

管制小組於必要時，應對前項變異，重新執行危害分析。 

管制小組應確認本系統執行之有效性，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內部稽核。 

食品業者應每年至少一次對執行本系統之人員，辦理內部教育訓練。 

管制小組應就第五條至前條之執行，作成書面紀錄，連同相關文件，彙整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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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存至少五年。前項書面紀錄，應經負責人或其指定人員簽署，並註記日期。 

 

五、請以我國衛生福利部以及國外 ISO對認證（Accreditation）的定義說明食品業者

對外宣稱其產品獲得認證的合宜性（20 分） 

【擬答】 

認證(Accreditation)：係主管機關對某人或某機構給予正式認可，證明其有能力執

行某特定工作之程序。而驗証(Certification) 則為對某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能符合規

定要求，由中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之程序稱之。認證與驗證之意義不同，

因此食品業者進行相關宣傳時，應小心謹慎，舉例：本公司（廠）通過 SGS 認證之

ISO 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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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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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組織之態樣  

2.行政機關之管轄  

3.地方制度及其法制  

4.公務員概念之確定  

5.公務員之法律關係  

6.公務員之保障與救濟  

7.公務員之責任  

      

  三. 行政作用法 

    

1.行政命令  

2.行政處分  

3.行政契約  

4.行政事實行為  

5.政府資訊公開  

6.行政罰  

7.行政執行  

8.行政程序 
 

  
 

 

 

 

 



 





夢想航道
全力相挺

加入志聖 致勝關鍵

曾尹宏

-陽明醫技系-

我醫院離職後就專心準備考試，

衛生行政及法規有賴於老師的

重點整理，真的厲害哦！

高分考取

地方特考三等衛生技術狀元

(基宜區)

郭馨郁

-北醫保營系-

志聖的課表排得很妙，每一門課互相呼應，

模擬考後緊接題庫班又幫大家從頭到尾

複習一遍，並且更精華濃縮。

半年快速考取

營養師

徐桂婷

-師大人發系-

志聖的課程從正規、題庫班、總複習班，

由基礎的內容開始一路到濃縮後的精華，

已經非常足夠我們去應付考試。

應屆考取營養師 

全國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