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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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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抽驗瓶裝醬油、醋或醬類加工食品時，需檢驗項目及檢體需要數量各為何? 

(15 分) 

【擬答】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第四章食品特定成分 添加物的分析 

醬油係 以大豆、脫脂大豆、黑豆及(或)穀類等含植物性蛋白質或以酸添加 

食鹽、糖類、酒精、調味料、食品添加物進行發酵或以酵素水解含植物性蛋白質

原料所得之胺基酸液為原料，添加醬油醪或生醬油，經發酵或混合製成之產品，

包括釀造醬油、速成醬油、水解醬油、混合或調合醬油等。 

檢驗項目及檢體需要數量： 

醬油產品之原料進行真菌毒素檢驗 

半成品或成品應進行單氯丙二醇或其他衛生管理項目檢驗，每季或每批至少

一次，醬油類中單氯丙二醇(簡稱 3- MCPD)含量應在 0.4 ppm 以下。 

防腐劑添加物的檢驗，檢體 1-5g 醬油，檢驗苯甲酸是否超標以 Benzoic Acid

計為 1.0 g/kg 以下。。 

含鹽濃度的檢驗。 

塑化劑。 

微生物：生菌數、大腸桿菌數。 

 

釀造食醋：以穀物類、果實、酒精、酒粕及糖蜜等為原料之酒醪或此類酒醪添加

食用酒精後或以食用酒精經醋酸發酵而成之調味液，但不可添加醋酸、冰醋酸或

其他酸味劑。 

以釀造食醋為主原料，添加水果汁、蜂蜜、糖類、酸味劑等調製而成之製品，

可供直接飲用之製品。但不可添加合成醋酸，釀造食醋醋 酸含量應在 0.14％

以上。 

高酸度醋（含酒精醋）：釀造食醋中，酸度高於 9％以上（以醋酸計，w/v）之

產品。 

釀造食醋之檢驗項目、方法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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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類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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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調味醬類：指以釀造食醋為主原料，添加其他原料調製而成，可供直接沾取

或烹煮後食用之調味醬。 

醬油調味醬類：指以釀造醬油為主原料，添加其他原料調製而成，可供直接沾

取或烹煮後食用之調味醬。 

其他調味醬類：指以農、畜、水產品經發酵後之產品為主原料，添加其他原料

調製而成，可供直接沾取或烹煮後食用之調味醬。 

 

二、檢驗傳統市場零售魚丸和麵條時，在什麼情況下可判定過氧化氫為陽性? (15分) 

【擬答】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p.242, p.265-267 

食品在加工過程中，常會添加漂白劑，用以破壞或抑制食品變色因子，使食品褪

色或避免產生褐變。漂白劑僅對食品的顏色具作用，對品質、營養價值及保存期限不

應有改變。漂白劑除可改善食品色澤外，還具有抑菌等多種作用，在食品加工中應用

甚廣。一般區分為氧化漂白劑及還原漂白劑，前者如雙氧水(過氧化氫)，後者為亞硫

酸鹽類等。 

檢驗傳統市場零售魚丸和麵條時，發現魚丸和麵條異常雪白，可懷疑過氧化氫為

陽性。另外進行 硫酸鈦法 Titanium sulfate method: 利用過氧化氫會與硫酸鈦反應形

成黃色之硫酸氧化鈦複合物，來進行鑑別，於檢體的表面或新切的刀切面，滴加 5%

硫酸鈦溶液濕潤，若呈淡黃色至黃褐色，即代表有過氧化氫之殘留。 硫酸釩法

Vanadium sulfate method:利用過氧化氫會與硫酸及五氧化二釩反應形成淡黃顏色之硫

酸氧化釩複合物，來進行鑑別。於檢體的表面或新切的刀切面，滴加硫酸釩溶液濕潤

時，若呈淡黃褐色至紅褐色，即有過氧化氫之殘留。 碘化鉀法 Potassium iodide 

method:利用於酸性下碘化鉀被過氧化氫氧化而析出碘，碘再與澱粉反應呈紫或藍色。

於檢體的表面或新切的刀切面，滴加 10%碘化鉀溶液及 10%硫酸溶液濕潤時，若呈

明顯淡紫色至紫藍色，即有過氧化氫之殘留。如果硫酸鈦法、硫酸釩法、碘化鉀法都

呈色，即可確定過氧化氫為陽性。 

 

三、請說明下列測定膳食纖維方法中，各步驟的目的 加熱樣品，並用澱粉葡萄糖

苷酶處理； 用水解蛋白酶處理樣品； 上述處理過樣品中，加入 4 倍體積的

95%酒精溶液； 將過濾洗滌乾燥及秤重的殘留物分成兩份，一份加熱至 525oC

灰化，測定灰分，另一份作蛋白質分析。(20 分) 

【擬答】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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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或部分分解的部分。膳食纖維每日建議攝取量為 25-30 g。 

膳食纖維依溶解性可分為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不可溶性膳食纖維指的是粗纖維，

包括纖維素、木質素與半纖維素；可溶性膳食纖維則包含果膠(pectin)、樹膠(gum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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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液(mucilages)，以及一些半纖維素。 

食品中總膳食纖維(Total dietary fiber, TDF)含量，也就是可溶性膳食纖維(SDF)和

不可溶性膳食纖維(IDF)的總和。所採用的是 AOAC 分析方法，以 α-amylase, protease, 

amyloglucosidase 等三種酵素水解，然後以 4 倍熱 95％酒精將可溶性膳食纖維沈澱過

濾後，再扣除殘餘物中之蛋白質及灰分即得 TDF 之含量。 

加熱樣品，並用澱粉葡萄糖苷酶處理，主要是分解膳食纖維的糖苷鍵結。 

用水解蛋白酶處理樣品，主要是分解膳食纖維中結合的糖蛋白質 

上述處理過樣品中，加入 4 倍體積的 95%酒精溶液，主要是進行脂肪溶解萃取。 

將過濾洗滌乾燥及秤重的殘留物分成兩份，一份加熱至 525oC 灰化，測定灰分，

另一份作蛋白質分析。用以測定總膳食纖維，不可溶粗纖維及可溶膳食纖維。 

 

四、有 3 桶 25L 精緻食用油脂在搬運過程中，標籤不慎掉落，只知其分別為棕櫚油 

(主要脂肪酸組成 C16:0 45.3%、C18:1 38.8%、C18:2 6.5%)，葵花籽油 (主要脂肪

酸組成 C18:2 74.2%、C18:1 14.5%、C18:0 8.5%)及沙丁魚油 (主要脂肪酸組成

C16:0 21.6%、C18:1 16.7%、C20:5 15.8%、C22:6 8.4%)，請說明如何利用碘價及

皂化價的測定鑑別，又在相同儲存條件下其過氧化價的高低順序為何？(同時必

須說明碘價、皂化價及過氧化價的測定原理) (30 分) 

【擬答】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分析與檢驗 B01, p.165, p.176-179. 

棕櫚油 葵花籽油 沙丁魚油 

C16:0  45.3%、 

C18:1  38.8%、 

C18:2  6.5% 

C18:0  8.5% 

C18:1  14.5% 

C18:2  74.2% 

C16:0  21.6%、 

C18:1  16.7%、 

C20:5  15.8%、 

C22:6  8.4% 

碘價 IV 44-51 (53) 碘價 IV 119-144 (132) 碘價 IV 135 

皂化價 SV 196-210 皂化價 SV 186-194 皂化價 SV 180-192 

POV 最低 POV 次高 POV 最高 

碘價(iodine value, IV) 

碘價為 100 g 油脂與 I2 加成反應，至無色不變化，所吸收的碘克數。 

IV 測脂肪酸不飽和度。不飽和雙鍵越多，碘價 IV 值越大，碘消耗越多。 

IV 測油脂的乾性、半乾性、不乾性。 

乾性油(drying oil)：含少量油酸。碘價在 130 以上者，如紅花籽油、深海

魚油等。 

半乾性油(semidrying oil)：含油酸與亞麻油酸，碘價在 100~130 者。 

不乾性油(non-drying oil)：主要含油酸。碘價在 100 以下者，如棕櫚油。 

皂化價(saponification value, SV)：為油脂種類與分子量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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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1 克油脂完全皂化所需氫氧化鉀的毫克數，稱為皂化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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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脂之分子量 MW = 3 x 56 x 1000 / SV 

過氧化價(peroxide value, POV)：為油脂初期氧化的指標 

過氧化價的測定係採用碘量法，即在酸性條件下，脂肪中的過氧化物與過

量的 KI 反應生成 I2，以 Na2S2O3滴定生成的 I2，求出每 1,000 g 油中所含過

氧化物的毫克當量數，稱為脂肪的過氧化價(peroxide value, POV)。 

藉由過氧化價之測定，可以了解油脂初期的氧化情形，初期氧化情形愈嚴

重: 過氧化物不穩定，會隨時間繼續裂解成其它氧化物，因此 POV 只能做

為油脂初期的氧化指標。  

過氧化物的含量愈高，油脂品質愈差。POV↑ 油品質↓。 

一般油品 POV < 5 meq/kg，表示油脂尚未酸敗。 

在相同儲存條件下其過氧化價的高低順序：沙丁魚油 > 葵花籽油 > 棕櫚

油。 

 

五、請說明下列有關食品質地分析名詞的意義。(每小題 5 分，共 20 分) 

(Adhesiveness) 

 (Gumminess) 

硬度 (Hardness) 

 (Springiness) 

【擬答】 

食品質地是流變學特性的表現，影響後續的加工與處理、飲食習慣、價格、儲存

與客戶的喜愛程度。質地一詞目前在食品物性學中已被廣泛用來表示食品的組織狀態、

口感及美味感覺等。 質地剖面分析測試(Texture Profile Analysis, TPA) 是食品質地分

析常用的技術，TPA 是質構儀利用特定探頭模擬人口腔的咀嚼運動，對樣品進行兩次

壓縮，通過軟體程式對輸出數據進行分析而同時得出多種質構特性參數的方法。它把

樣品的質地感官知覺與其力學性質、幾何特性結合起來進行定義，使質地的感官評價

信息可以用客觀的方法相互溝通或傳遞，可以彌補感官評價的不足。TPA 能夠一次提

供測試人員九種重要的質地參數(硬度、脆度、粘性、彈性、咀嚼性、膠著性、粘聚性、

回復性等)。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經有非常多的應用領域使用。相關的領域包括：烘

培製品、乳製品、凝膠、肉類加工品等。 

附著力 (Adhesiveness) 

樣品經過加壓變形之後，樣品表面若有黏性，會產生負向的力量。在食品領域可

以解釋為黏牙性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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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著性 (Gumminess) 

膠著性被定義為硬度 x 凝聚力。半固體食品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低硬度，高凝

聚力。因此這項指標應該用於描述半固體食品的口感所使用。 

硬度 (Hardness) 

最直接反應口感的一項指標，在質地剖面分析中，直接影響咀嚼性 (Chewiness)、

膠著性(Chewiness)及凝聚性(Cohesiveness)。 

彈性 (Springiness) 

食物在第一咬結束與第二口開始之間可以恢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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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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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溫度下，某食品的水分含量（以每公斤乾物中所含水量表示）與該食品的

水活性之間的關係圖稱為等溫吸濕曲線（moisture sorption isotherms），依據水活

性範圍的不同，等溫吸濕曲線可分為三個區域，請說明此三個區域中水分的特性。

（20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15-17 

水分吸附曲線與水分組態： 

當食品由乾燥形態重新吸濕(resorption)，則此種等溫水分吸附曲線可以簡單地依

據其「凹向性 concavity」分為三個區域：Zone I (單層結合水)、Zone II(多層結合

水)、Zone III(自由水)。 

 

 

第一區域 

第一區域內水分子與食品結合力最強，移動性最低。這些水分子結合在食品

高極性的表面上，即使在-40oC 也不凍結，不能作為食品其他成分的溶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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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食品的塑化質地。第一區域水分含量之極限一般被視為「BET 單分子層

吸附水含量」(BET monolayer moisture)，此含量在一般食品中小於 0.1 g/g D.M. 

第二區域 

第二區域的水分代表與食品成分經由氫鍵結合的水分子，與食品結合力比第

一區域弱，因此，移動性比第一區域要大。能夠滲入食品組織內，對於食品質

地有顯著的塑化作用(plasticization)。 

在第二區域內，些許水分的增加立即對水活性有很大的影響，並可加速食品

中生化反應。在高水分含量的食品中，第一區域及第二區域內水分只占食品

全水量的< 5%以下。 

第三區域 

第三區域的水分子可凍結，亦可作為食品成分之溶劑，並且微生物利用性也

是最高，此區域水分子的物性及化性均與一般液態水相近似。 

第三區域的水分子近似自由水。 

在高水分含量的食品中，第三區域內水分只占食品全水量的 95%以上。 

下圖等溫吸濕脫濕曲線的 A 區：單層水、B 區：多層水、C 區：自由水 

等溫吸濕曲線，為 penalty effect 

 

 

二、何謂「抗性澱粉（resistant starch）」？抗性澱粉有那些種類？抗性澱粉有那些功

能特性？（20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79 補充資料 

抗性澱粉(Resistant starch，RS)，為不被小腸澱粉分解酵素作用的澱粉，其進入大

腸，會被腸內菌叢發酵成短鏈脂肪酸，其功能類似膳食纖維。因人體無法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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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無熱量，但卻具飽足感，有助於維持血糖穩定。 

抗性澱粉分類： 

第一類 RS1：為澱粉消化酵素無法接近的澱粉。存在於榖類、種子及豆類等未

加工食物中，其澱粉質被包埋於食物基質中，或受蛋白質成份之遮蔽，致澱粉

酵素無法作用。 

第二類 RS2：為具抗性的天然澱粉顆粒(含未糊化之澱粉粒)。存在生馬鈴薯、

青香蕉、高直鏈玉米澱粉中。 

第三類 RS3：為回凝澱粉，存在煮熟放冷之米飯、麵包等的老化澱粉中。常作

為商業生產抗性澱粉的方法。 

第四類 RS4：為經化學修飾或熱處理的澱粉產品。  

抗性澱粉的功能特性 

精製過之抗性澱粉因色白、無不良風味及砂礫感，可在不改變原有食品組織及

口感的前提下，提高膳食纖維含量，並可作為低熱量食品之填充劑。 

抗性澱粉常被用於減肥產品，但市售抗性澱粉的產品，有些純度並非百分之百，

其抗性澱粉可能只含 40%，故每公克還是有 2.4 大卡熱量，因此仍需注意食用

量。 

建議欲減肥的民眾及糖尿病患者，可選擇含抗性澱粉較多的天然食物，如豆類、

穀類等。而加熱冷卻過程，可有效提升抗性澱粉含量，如冷飯、馬鈴薯、 麵

包等，相對攝入熱量較低，能維持飽足感並穩定血糖。 

 

三、果膠酯酶（pectin esterase）、聚半乳糖醛酸酶（polygalacturonase）及果膠裂解酶

（pectin lyase）是三種主要的果膠酶（pectic enzymes），請說明此三種果膠酶作

用於果膠的反應機制。（20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79-81, p.259 

果膠酶主要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類果膠酶為果膠酯酶(pectinesterase)，可分解經甲基酯化之半乳糖醛酸分

子上的甲氧基(-OCH3)。 

第二類為聚半乳糖醛酸酶(polygalacturonase，PG)，可以分解果膠中主要結構

半乳糖醛酸(galacturonic acid)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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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alacturonase，P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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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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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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為果膠裂解酶(pectin lyase)，為一種內切酶，作用與聚半乳糖醛酸酶類

似，不同的是，其所解離的單體在 C4 與 C5 間產生反式消除作用，而形成不

飽和的半乳糖苷結構。 

果膠酶常應用於提高果汁萃取率與促進果汁澄清之製程中。 

果膠分解酶用於加工 果汁的澄清 將過量的果膠在濃縮前去除 

增加果汁收率 酒的澄清 生果實與蔬菜脫水處理 

 

四、從食用油脂原料提取所得到的粗油，通常需要再經過脫膠（degumming）、脫酸

（deacidification）、脫色（bleaching）、脫臭（deodorization）等精製（refining）

的步驟，請說明在各精製步驟中可去除那些物質，並闡述其原理。（20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107 

大豆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及油脂，加工後可得到兩大主要產品：大豆沙拉油及大豆

粉（高低蛋白豆粉、豆片），及兩項副產品：豆皮、卵磷脂。 

油脂加工精製程序有下：  

步驟 說明 

前處理（Preparation） 

種子藉由加熱、去殼、切碎、磨碾的過程破壞外殼，使

油脂容易萃取，並以加熱方式讓酵素失去活性以避免

酵素影響油品品質。 

提油

（Extraction） 

機械冷壓

榨 

最高溫 78℃下藉機械，使用水力驅動的壓力來壓榨，

用有機方法栽種的成熟種子較適合用來壓榨製油。油

搾出之後，先沈澱和過濾，再以不透光的容器包裝。

冷萃取油不需要更多的處理，可以「未精製油脂」的

型態銷售。 

機械熱壓

榨 

經過熱螺旋的機械過程萃取，萃取出的油脂為液態雜

油或固態油粕，需再更進一步精製。 

有機溶劑

萃取 

以己烷、庚烷等有機溶劑將油萃取出來，再以加熱蒸

餾方式將有機溶劑脫去。 

脫膠（Degumming） 

以食鹽溶液、稀釋的酸或鹼，去除游離脂肪酸，少量

的蛋白質，磷脂質和其他物質，因為這些物質會造成

油的不安定，且在油炸時會產生泡沫和油煙。 

冬化 (Winterization) 去除一些結晶皂粒，防止凝固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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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色（Bleaching） 
加熱 175~225℃約 4 小時，加上活性白土混合，以吸

附處理的方式消除色素。 

脫臭（Deoderization） 
以高溫（240~270℃）低壓（接近真空）的方式進行脫

臭，去除油脂中不好的氣味。 

氫化（Hydrogenation） 
將油脂中的不飽和脂肪酸改變為飽和脂肪酸，可提高

熔點，使油脂較具穩定性。 

粗油脫膠（degumming） 

以離心機進行水合脫膠，脫除的水合膠為卵磷脂的原料，經加工精製即成為卵

磷脂。粗油脫除水合膠後即為脫膠原油。 

脫酸（deacidification） 

脫酸處理的目的，是為去除脫膠原油中的游離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磷脂

質（phosphatides）、膠質（gums）、色素 (pigment)、沉澱物等雜質。 

脫色（bleaching） 

加熱 175~225℃約 4 小時，加上活性白土混合，以吸附處理的方式消除色素。

脫色採用之原理為吸附處理（Adsorption treatment），脫色可以去除油中的胡

蘿蔔素及葉綠素等色素及不純物，同時也會吸附經脫膠（Degumming）和脫酸

（Alkali-refining）程序後，所殘餘之微量金屬元素、磷脂質（Phosphatides）及

皂化物等。 

脫臭（deodorization） 

高溫（240~270℃）低壓（接近真空）的方式進行脫臭，去除油脂中不好的氣

味。 

脫色油再經脫臭塔於高溫、高真空下進行水蒸汽蒸餾的脫臭過程，此時的大豆

油中含豆腥味的物質和游離脂肪酸會被蒸發抽除，得到的成品即為精製大豆

油或稱大豆沙拉油。 

 

五、膠原蛋白（collagen）是肉品中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的主要成分之一，

請說明膠原蛋白的化學組成及特性，並請說明膠原蛋白對肉品質地（texture）

的影響。（20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化學 A01, p.226-228, A02, p.184-185 

膠原蛋白的化學組成及特性 

膠原蛋白質是人體的一種非常重要的蛋白質，分子量為 300,000 道爾頓以上，主

要存在於結締組織中。它具有很強的伸張能力，是韌帶和肌鍵的主要成份，組成

細胞外基質，也是動物明膠的主成分。它使皮膚保持彈性，而膠原蛋白的老化，

則使皮膚出現皺紋。膠原蛋白亦是眼睛角膜的主要成份，但以結晶形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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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膠原蛋白質的肽鏈，其胺基酸序列非常有特別。首先，它富含甘氨酸和脯氨

酸殘基，前者的含量達到總胺基酸殘基的 1/3 後者則接近 1/4；其次，序列中含

有胺基酸的衍生物羥賴氨酸和羥脯氨酸，這兩種胺基酸是在蛋白質一級結構序

列形成之後由特定的酶作用於序列中的賴氨酸和脯氨酸形成的；最後，它的序列

中只含有很少的酪氨酸殘基；並且不含有色氨酸和半胱氨酸殘基。甘胺酸為膠原

蛋白中最豐富的胺基酸，約占全部胺基酸總量的 1/3，羥離胺酸、脯胺酸與羥脯

胺酸(hydroxyl proline)占另外的 1/3，羥脯胺酸與羥離胺酸的合成需要氫氧化酶

與維生素 C；最後的 1/3 是由其他的胺基酸所構成。基本架構: (Gly-X-Y)333，每

股膠原蛋白為右旋 α 螺旋。以(Gly-X-Pro)333 的序列組成；其次，序列中含有胺

基酸的衍生物氫氧基離胺酸(Lys-OH)和羥脯胺酸 (Pro-OH)，這兩種胺基酸是在

蛋白質一級結構序列形成之後由特定的氫氧化酶與維生素 C 參與作用而形成的；

最後，它的序列中只含有很少的酪胺酸; 並且不含有色胺酸和半胱胺酸殘基。 膠

原蛋白一級結構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胺基酸的排列。膠原蛋白是三股螺旋的蛋

白質排列，每一股多胜肽為左手旋，三股互為右手旋，只有很少的蛋白質有這樣

規則的胺基酸排列。 

膠原蛋白對肉品質地（texture）的影響 

膠原蛋白為影響肉品嫩度最主要的因素。一般四肢（含肩胛部位）肌肉的膠原

蛋白較脊柱周圍部分肌肉的膠原蛋白多，因此在嫩度方面也較差。 

深層海水養殖燕魚生肉之肌纖維密度較大、膠原蛋白含量較高，其膠原蛋白保

水力較高，熱穩定性較低，使其生魚肉質地較柔軟。 

肉類加熱到 60oC 會呈現收縮成不穩定的動物明膠。 

膠原蛋白為醣蛋白，其含少量的半乳糖與葡萄糖及大量的胺基酸，使得肉類具

膨潤性。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86%25A0%25E5%258E%259F%25E8%259B%258B%25E7%2599%25BD%26hl%3Dzh-TW%26tbo%3Dd%26biw%3D1024%26bih%3D539&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twu=1&u=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3Ftitle%3D%25E7%25BE%259F%25E8%25B5%2596%25E6%25B0%25A8%25E9%2585%25B8%26action%3Dedit%26redlink%3D1&usg=ALkJrhiHjBhMY9tttcVWiVyAoK3YaViFl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86%25A0%25E5%258E%259F%25E8%259B%258B%25E7%2599%25BD%26hl%3Dzh-TW%26tbo%3Dd%26biw%3D1024%26bih%3D539&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twu=1&u=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9%2585%25B6&usg=ALkJrhiaSn58IV_wC9l9DhuL3ZkOPTOPV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86%25A0%25E5%258E%259F%25E8%259B%258B%25E7%2599%25BD%26hl%3Dzh-TW%26tbo%3Dd%26biw%3D1024%26bih%3D539&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twu=1&u=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8%25B5%2596%25E6%25B0%25A8%25E9%2585%25B8&usg=ALkJrhj8ZtGCRmQBPUkjn6D6l8OJA0Uivw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86%25A0%25E5%258E%259F%25E8%259B%258B%25E7%2599%25BD%26hl%3Dzh-TW%26tbo%3Dd%26biw%3D1024%26bih%3D539&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twu=1&u=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8%2589%25B2%25E6%25B0%25A8%25E9%2585%25B8&usg=ALkJrhiyTbUrMAdGXJE4OhT--uyxWK3y6A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3Fq%3D%25E8%2586%25A0%25E5%258E%259F%25E8%259B%258B%25E7%2599%25BD%26hl%3Dzh-TW%26tbo%3Dd%26biw%3D1024%26bih%3D539&rurl=translate.google.com&sl=zh-CN&twu=1&u=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5%258D%258A%25E8%2583%25B1%25E6%25B0%25A8%25E9%2585%25B8&usg=ALkJrhgopG5o7NYx2KsMwQqagPpFYSzL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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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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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亞洲國家的傳統發酵食物，如臺灣的紅麴、日本的納豆及印尼的天貝，皆具

有 不同的保健功效。請比較這三種傳統發酵食品的製作及食用方法、發酵菌種

及其特 殊的保健功效。（30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1, p.61, A02, p.46-48 

臺灣的紅麴 

紅麴米簡稱紅麴是一種將紅麴菌(Monascus spp.)接種在蒸熟的大米上，經發酵加

工的米，呈紫紅或棕紅色，用於發酵、防腐、食物上色等功能，是一種天然的食

品添加劑。 

紅麴米可用來製作紅麴保健食品、紅麴酒和紅糟食品。  

本草綱目中記載紅麴米具有活血的功效，台灣民間還流傳說紅麴米可以用來改

善小孩和老人及輕微氣喘。另外根據日本的研究報告，紅麴米具有降低血脂肪、

血糖，並可強化肝臟功能，增進免疫力，對降低膽固醇，避免高血壓很有幫助，

衛生福利部已針對紅麴米製品訂定「紅麴健康食品規格標準」。 

日本的納豆 

納豆是大豆原料利用納豆菌(Bacillus subtilis natto)進行發酵，而使納豆具有獨特

的氣味與黏性物質。 

Natto 製作： 洗好的黃豆在 3 倍左右的水中浸泡 10-12 小時。 膨脹到 2 倍左

右的黃豆在高壓鍋中用高火煮 30 分鐘左右，一般鍋要煮 3 個小時左右。 在容

器中鋪上 3-4 層紗布，放入 Natto 菌：可以用粉末 Natto 菌，也可以買一些市面

上出售的 Natto 摻在一起。適合 Natto 菌增殖的溫度是 40oC，發酵 8 小時左右，

再放入冰箱 1 個星期燜。 

納豆食品主要成分含有納豆激酶 (natto kinase)、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ACEs)、抗菌物質比啶二梭酸、皂角甘

(saponin)、卵磷脂(lecithin)、異黄酮(isoflavone)、維生素 B1、維生素 B2、維生素

K2、粘蛋白(mucin,γ-PGA)等具生理活性物質。 

納豆中富含納豆菌和優質膳食纖維，可以抑制腸內病原菌生長，清理腸道，防止

便秘，改善消化系統；還具有除皺、抑制雀斑的美容功效，納豆菌還能凈化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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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血栓，溶解阻塞在眼球微血管當中的血栓，並且可以減少膽固醇在血管壁的

蓄積。 

印尼的天貝 

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 亞地區人民長期食用的一種傳統黃豆發酵製品，不惟含

豐富的植物性蛋白質、大豆異黃酮類，另有許多對人體有益的營養素與酵素等，

這種傳統黃豆發酵製品，被稱為「天貝（Tempeh）」。 

天天貝具有生產成本低廉、加工時間短、低膽固醇、豐富的胺基酸與維生素群等

優點，使它具有逐漸變成全世界素食者及中老年人食物的新選擇。 

天貝製造的方法： 

主要是將黃豆煮熟去皮後接種真菌（如 Rhizopus oligosporus）再發酵而成。 

製作所需條件與其他一般發酵食品略有不同，需要 37~40℃，20~30 小時（濕

度控制 85％以上）。後來經 Hesseltine 及 Steinkraus 改良成兩種美式方法，使

發酵更有效率；除了 Steinkraus 法使用乳酸調節酸鹼值外，其他均與傳統方法

原理相同，新式改良法大豆也只需浸潤，免除脫皮及蒸煮步驟直接植入菌種，

較減少污染。 

天貝營養： 

黃豆發酵後的天貝食品，其維生素 B1、B2、B6、D、菸鹼酸、泛酸、葉酸與

生物素等均有增加；尤其由發酵微生物產生的維生素 B12，更可以防杜素食者

與老年人常發生的惡性貧血與神經末梢病變。在礦物質方面，天貝本身富含磷、

鎂、錳與銅等。其中磷為構成骨骼與牙齒的成分，同時也控制能量儲存與釋出；

鎂有助於心血管系統與人體各種酵素活化的功用，亦為合成蛋白質之所必須；

錳與銅則扮演抗氧化酵素（超氧歧化酶，SOD）的輔助 角色。天貝本身不含

膽固醇，動物實驗證實能夠有效降低血液中 60~70％左右的膽 固醇，也比未

發酵黃豆具更佳生物價及蛋白質利用率。 

 

二、試比較同型發酵與異型發酵之作用，並舉出實例。（25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2, p.5-6 

常見的發酵形式：乳酸發酵、酒精發酵與醋酸發酵。 

乳酸發酵係指乳酸菌(lactic acid bateria, LAB)在厭氧的環境下，將碳水化合物代

謝產生 ATP 供其生長所需，並產生乳酸的發酵過程。 

發酵食品中常用的乳酸菌多屬於革蘭氏陽性菌，依菌體對葡萄糖代謝副產物的差

異，分為同質乳酸發酵菌(homofermentative LAB)與異質乳酸發酵菌(heterofermentative 

LAB)。 

同質乳酸發酵(homolactofermentation)與同質乳酸發酵菌：在醣解作用伴隨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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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發酵後，產生 2 分子 ATP，其主要代謝副產物為乳酸，產量可達 80-90%，

而其他化合物的產量甚少。 

Glucose  2 pyruvate  2 lactate (80-90%) + 2 ATP 

常見的菌體為乳酸球菌屬(Lactococcus spp.)、鏈球菌屬(Streptococcus spp.)、小

球菌屬(Pediococcus spp.)及部分的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 spp.)。 

 

異質乳酸發酵(heterolactofermentation)與異質乳酸發酵菌： 

其代謝過程除了乳酸外還會連帶產生醋酸、酒精、CO2等副產物。也產生較多

的乙醯乙醛(acetyl aldehyde)及雙乙醯(diacetyl)等香氣物質。乳酸產率只有 50%，

此種乳酸發酵又稱異型(雜)乳酸發酵。 

常見的菌屬為白念珠菌屬(Leuconostoc spp.)及短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 brevis)。 

如乾酪(cheese)製作，在過程中以異質乳酸發酵產生乳酸，造成凝乳，而白念

珠菌屬會促使風味產生。 

代謝途徑以五碳醣磷酸鹽代謝路徑(PPP，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為主，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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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細菌細胞壁的脂多醣體 lipopolysaccharide（LPS）：何謂脂多醣體？其於格蘭

氏 染色法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並敘述格蘭氏染色過程、機制與關鍵步驟。另

外，LPS 與食物中毒的關係為何？又與細菌分類之相關性為何？（25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1, p.5-13 

脂多醣體 lipopolysaccharide（LPS） 

脂多糖(LPS)是 G-的內毒素，LPS 包括： 脂質 A(內毒素生物活性的主要成分，

引起毒性作用的主要臨床症狀包括發燒、白細胞反應、內毒素血症、休克、DIC) 

核心多糖 (具有屬特異性) 特異性多糖 (如O抗原，決定細菌抗原的特異性)。 

脂多醣體為革蘭氏陰性細菌外璧層中特有的一種化學成分，分子量大於 10,000，

結構複雜，在不同類群、甚至菌株之間都有差異。以沙門氏菌為例，其脂多醣由

核心多醣、O-多醣側鏈、和類脂 A 組成。為革蘭氏陰性細菌細胞壁的主要成分，

脂多醣是內毒素和重要群特異性抗原(O 抗原)。 

LPS 中的類脂 A 部分作為脂質雙分子層外層的組成部分進入到脂質層中，糖鏈

部分暴露在細胞外面，然後以這種形式存在於革蘭氏陰性細菌的細胞表面。 

在 LPS 的生理活性表現中被認為最重要作用的是類脂 A 部分，類脂 A 可以單獨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sp=nmt4&u=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6%25A0%25B8%25E5%25BF%2583%25E5%25A4%259A%25E7%25B3%2596&xid=17259,15700023,15700186,15700190,15700256,15700259,15700262,15700265,15700271,15700283&usg=ALkJrhixEDmEpdwkLcrZ1xDI_BJhom-y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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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其生理作用。 

LPS 很難從細胞壁脫落，當細菌死亡等時它會通過溶解、破壞細胞來脫落，並通

過作用於動物細胞等而發揮其毒性。由於這種性質，它不是細菌分泌到體外的毒

素（外毒素），而是不被分泌的“存在於細菌體內的毒素”，所以又被稱為內毒素。 

LPS 具有熱穩定性和化學穩定性，用一般的高壓滅菌器或乾熱滅菌法是無法讓

其滅活的。要想讓其滅活就需要用 250℃的高溫加熱 30 分鐘。 

於格蘭氏染色法中所扮演的角色 

革蘭氏染色的對象是細菌的細胞壁。 

染色後細菌可在顯微鏡下觀察，將細菌分成革蘭氏陽性細菌與革蘭氏陰性細菌。 

G(+)細菌細胞壁具有較厚（20-80nm）而緻密的肽聚醣層，多達 20 層，佔細胞

壁成分的 60%～90%，它同細胞膜的外層緊密相連。有的 G(＋)細菌細胞壁中

含有磷壁酸（teichoic-acid），也稱胞壁質（murein），它是甘油和核糖醇的聚

合物，磷壁酸通常以糖或氨基酸的酯而存在。由於磷壁酸帶負電荷，它在細胞

表面能調節陽離子濃度。磷壁酸與細胞生長有關，細胞生長中有自溶素

（autolysins）酶起作用，磷壁酸對自溶素有調節功能，阻止胞壁過度降解和壁

溶。 

G(－)菌細胞壁中肽聚糖含量低，而脂類含量高。當用乙醇處理時，脂類物質

溶解，細胞壁通透性增強，使結晶紫極易被乙醇抽出而脫色；再度染上復染液

番紅的時候，便呈現紅色了。 

革蘭氏陰性菌的病原能力通常與其細胞壁組成相關，具體說來有脂多糖 (LPS，

lipopolysaccharide 或者內毒素 endotoxin)層。在人體中，LPS 可以激發一種固

有免疫反應（innate immune response）這種反應是通過細胞素製造和免疫系統

活化等來描述其特徵的。比如，紅腫就是細胞素內毒產生並釋放導致的。 

因為脂多糖在革蘭氏陰性菌的細胞牆表皮，所以大多數或舊型抗生素都不能

有效抑制此類細菌。 

格蘭氏染色過程、機制與關鍵步驟 

革蘭氏染色流程：染色媒染脫色復染。 

初染劑 (primary stain)：使用結晶紫(crystal violet)染色。 

結晶紫 (crystal violet)是一種三苯甲烷系染料。使用於組織學染色，也用在革

蘭氏染色以區別不同種類的細菌。 

媒染劑(mordant)： 複方碘溶液或稱革蘭氏碘液(Gram's iodine) 

加入複方碘溶液或稱革蘭氏碘液(Gram's iodine)後會形成不溶性的結晶紫-碘

(CV-I)複合體，使細菌呈紫黑色。 

這步驟是關鍵，它的目的是分辨細菌的革蘭氏染色特性。若為革蘭氏陽性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4%82%E7%B1%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9%E9%8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3%9E%E5%A3%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4%82%E5%A4%9A%E7%B3%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6%AF%92%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7%96%AB%E7%B3%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7%96%AB%E7%B3%BB%E7%BB%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6%E8%83%9E%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7%94%9F%E7%B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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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複合體係結合於細菌細胞壁的鎂、核糖核酸(Magnesium ribonucleic acid)，形

成鎂-核糖核酸-結晶紫-碘(Mg-RNA-CV-I)複合體，不易脫去。 

脫色劑 (decolor agent)： 以酒精脫色 

使用 95% 酒精脫色，試劑具脂溶劑  (lipid solvent) & 蛋白脫水劑(protein 

dehydrating agent)雙重功能。此步驟對革蘭氏陽性細菌無效，因為細胞壁上厚

厚的細胞壁層阻隔了結晶紫-碘複合體的外滲，只能留在細菌體內。革蘭氏陰

性菌細胞壁層薄，會被脫色而成為無色。 

酒精脫色原理： 

Gram (–)細菌之細胞壁脂質含量高，以酒精處理時會將部份脂質溶出，而

使細胞壁結構鬆動，通透性增加，因此 CV-I 複合體被帶出細菌體外脫色而

呈無色。 

Gram (+) 細菌之細胞壁幾乎不含脂質，酒精甚至會使細胞壁脫水，故結構

更形緻密，CV-I 複合體就被留在細菌體內。 

酒精處理時，會使細胞壁的胜肽聚糖(peptidoglycan)空隙縮小，Gram(+)細菌

之胜肽聚糖較厚而 Gram(-)者較薄，所以 Gram(-)染色時，CV-I 複合體離開

細菌而脫色的機會較大。 

複染劑 (counter stain)：番紅複染 

加入番紅(Safranin)進行複染，革蘭氏陰性菌被染成紅色，而革蘭氏陽性菌仍保

有原來的紫色。番紅是鹼性染料，能溶於水和酒精。 

染色結果與鑒定 

革蘭氏染色陽性菌（G+）細胞壁肽聚醣層數厚，且胜肽聚醣為空間網狀結構，

再經乙醇脫水，網狀結構更為緻密， CV-I 染料複合物不易從細胞內漏出，仍

為藍色。而革蘭氏染色阴性菌（G-）细胞壁脂类含量多，肽聚糖层数少，且肽

聚糖为平面片层结构，易被乙醇溶解，使细胞壁通透性增高，结合的染料复合

物容易泄漏，细菌被脱色为无色，再经石炭酸复红稀释液复染成红色。革蘭氏

染色陰性菌（G-）細胞壁脂類含量多，胜肽聚醣薄，且肽聚醣為平面片層結構，

易被乙醇溶解，使細胞壁通透性增高，結合的 CV-I 染料複合物容易洩漏，細

菌被脫色為無色，再番紅複染成紅色。 

革蘭氏陽性菌仍保有原來的紫色。革蘭氏陰性菌被染成紅色。 

LPS 與食物中毒的關係 

脂多糖體是革蘭氏陰性細菌外膜的主要組成部分，提供並保持細菌結構的完整

性，保護細菌的細胞膜抵抗某些化學物質的攻擊。脂多糖是內毒素，可引起強烈

免疫反應。脂多糖在人體內，會結合到細胞膜上的脂多醣受體複合體

（CD14/TLR4/MD-2）上，促進炎性細胞分泌多種細胞因子。LPS 很難從細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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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落，當細菌死亡等時它會通過溶解、破壞細胞來脫落，並通過作用於動物細胞

等而發揮其毒性。由於這種性質，它不是細菌分泌到體外的毒素（外毒素），而

是不被分泌的“存在於細菌體內的毒素”，所以又被稱為內毒素。 

LPS 具有熱穩定性和化學穩定性，用一般的高壓滅菌器或乾熱滅菌法是無法讓

其滅活的。要想讓其滅活就需要用 250℃的高溫加熱 30 分鐘。 

LPS 與細菌分類之相關性 

LPS 組成分中，O-抗原是細菌菌體抗原的抗原決定區。由多個寡糖重復單位組

成。通常由 1 至 6 個糖殘基重復單位構成，具有很高的可變性，做為細菌血清

學分類的依據，如 O157：H7 與 H104：H4。多醣鏈存在與否決定 LPS 是粗糙或

光滑，標準長度的的多糖鏈會使 LPS 光滑，而缺少或減少多糖鏈則會使 LPS 變

得粗糙。具有粗糙 LPS 的細菌通常具有比疏水性抗生素更滲透的細胞膜，因為

粗糙 LPS 更具疏水性。 

 

四、試比較 sterilization、commercial sterilization 及 pasteurization 的加熱條件、目的

及如何應用各方法於食品工廠的生產與品管。（20 分） 

【擬答】台北志聖阮籍老師食品微生物學 A02, p.206-211 

污染食品的微生物可以利用加熱來控制，甚至將其殺滅。由加熱處理程度的不同，

可決定只殺死部分或大部分（或全部）的微生物。 

sterilization 

滅菌 (sterilization)係將所有微生物及孢子完全殺滅的加熱處理方法稱為滅菌法

或絕對無菌法。 

要達到完全無菌之程度，通常需以 121℃之高溫加熱 15 分鐘以上，但有些罐頭

食品之內容物傳熱速度相當慢，可能需數小時才能達到完全無菌，但會導致食品

的品質降低。 

commercial sterilization 

商業滅菌法 (commercial sterilization)是將病原菌、毒素產生菌及食品腐敗菌殺死，

但可能殘存有耐熱性孢子，但在常溫無冷藏狀態的儲運過程中，不得有微生物再

繁殖，並且無有害人體健康之活性微生物或孢子存在。商業滅菌法是以 100oC 以

上(110oC~120oC) 在滅菌釜內加熱殺菌 (10-30 分鐘)。 

pasteurization 

巴斯德殺菌法係以 100℃以下之溫度來加熱，以殺死病原菌及無芽孢細菌，但無

法完全殺滅腐敗菌。 

巴斯德殺菌法一般使用的條件為 62℃、15-30 分鐘，現在則利用一種稱為高溫短

時(high temperature short time；HTST)的方法（72℃、1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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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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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規模中等，營運正常的果汁工廠，如果由你來接任廠長職務，試問先要查清

楚那些廠內事項，並且立即進行那些提升銷售量措施，才能使工廠生產運作維持

順暢，且使產品銷售量逐步上升？（20 分） 

【擬答】 

重點在生產管理工廠管理，生產資源中人、財(資金)、物(原物料) ，需有效管理

討論 

如： 

人：員工的流動及薪資的上升，如以機械代替人工及建教合作及請外勞等方案，

加強留人、留心各項措施。 

財(資金)：機器設備及折舊成本上升 

         製作成本上升 

         管銷成本的上升 

物(原料)：台灣資源有限必須仰賴進口，加上進口費用及匯率變動，必須強化採

購的機制及機動性，才可掌握生產成本。 

綜合結論，工廠管理的意義，必須追求高品質、低成本、交期準，以提高生產效

率，創造工廠利潤。 

生產效率=產出/投入 

生產管理的意義及內容 

生產系統的概念： 

生產系統根據企業組織目標，將一切所需的資源如人、財(資金)、物(原物料)整

合起來，藉由計畫、執行控制及回饋行動的 PDCA(Plan,Do,Check,Action)管理循

環管理方式，製造高品質的有形產品及無形的勞務，用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整個

過程又稱生產系統。 

生產管理的定義 

定義： 

生產過程必須要透過良好的管理活動，才可以提高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等，

生產效率稱之謂生產管理。 

生產管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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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計劃 

預測及產品計劃 

新產品開發 

產品設計 

生產管制： 

製造途徑安排 

製造日程安排 

工作指派軍 

進度跟摧 

生產機器設備負荷的分析有三種情形： 

生產能力=生產負荷(經濟效益高) 

生產能力<生產負荷(投資浪費) 

生產能力>生產負荷(品質降低) 

身為一位廠長，若能將上述所提的重點皆能妥善考量，將會使生產更能順暢進行。 

 

二、要推出公司的新產品，選擇合適的方式很重要。選擇得當，適合企業本身，就能

少承擔風險，比較容易成功。試討論 企業為何要推出新產品？（10 分） 若要

推出「公司的新產品」，一般有那幾種策略可以應用？（10 分） 

【擬答】 

在”優勝劣敗”競爭環境下，生產技術行銷策略不斷的日新又新，市場上新產品不

斷推陳出新，不論產品形狀、大小、品質、包裝、口味、用途及服務，都與以往有著

明顯的改進，企業要因應以對要永續經營產品計劃，尤其是新產品計劃不只是企業成

長源頭，更是企業面對市場兢爭，爭取消費者不二法寶。 

新產品研發的目的： 

在多變的環境，為因應外在的經濟、社會市場銷、售通路及消費意識的變遷，如

何利用生產資源，增加產業的升級，新產品研究發展雖然要耗用廣大的資源，如

資金、資材、人力等，但仍然是企業居於領導地位不被淘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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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成本領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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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異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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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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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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性策略運用於新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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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研究

發展設計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滿足其欲求。 

 

三、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推行的管理措施，請說明何謂食品三級品管制

度，並論此與食品業者自主管理體系的關係？（20 分） 

【擬答】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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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內容： 

一級品管：業者自主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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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品管：第三方驗證。 

三級品管：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 

辦理情形： 

一級品管(業者自主品管)： 

強制檢驗： 

103 年 10 月 24 日公告資本額 3000 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業者實施強

制自主檢驗制度。 

103 年 8 月 21 日公告起五大業別(水產品、乳品、肉品、食品添加物輸入

及製造、特殊營養食品)實施強制自主檢驗制度。 

104 年 7 月 31 日公告八項大宗民生物資(澱粉、麵粉、糖、鹽、黃豆、小

麥、玉米、醬油)業者、茶葉輸入業及茶飲料製造工廠，於 104 年 7 月 31

日起實施強制自主檢驗制度。 

105 年 4 月 21 日公告新增食用油脂輸入業者、達 3 家以上獨立門市之連

鎖品牌且資本額 3000 萬元以上之非屬百貨公司之綜合商品零售業者，自

105 年 7 月 31 日起實施強制檢驗。 

食品安全監測計畫：105 年 4 月 21 日公告食用油脂、肉類加工食品、乳品

加工食品、水產品食品、食品添加物、特殊營養食品、黃豆、玉米、小麥、

麵粉、澱粉、食鹽、糖、醬油、茶葉、茶葉飲料及非百貨公司之綜合零售業

者等 17 類食品業者，自 105 年 7 月 31 日起分階段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設置實驗室： 

上市、上櫃之食品業者，104 年 12 月 10 日起應設置實驗室。 

104年 10月 15日公告凡領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一億元以上之食用油脂、

肉類加工、乳品加工、水產品食品、麵粉、澱粉、食鹽、糖、醬油及茶葉

飲料等 10 類製造、加工、調配業者，自 105 年 12 月 31 日起應設置實驗

室。 

二級品管(第三方驗證)： 

食品業者驗證： 

105 年 3 月 11 日公告「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機構認證及驗證管理

辦法」。 

105 年 5 月 13 日公告「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機構認證作業程序」

及「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作業程序」。 

105 年 6 月 21 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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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

統認證驗證機構。 



26 志聖‧食品技師 

105 年 7 月 1 日預告訂定「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認驗證收費辦法」草

案 

應取得驗證之業別：罐頭食品製造業，食品添加物、特殊營養食品製造業、

乳品加工食品業、資本額 3 千萬元以上之食品油脂製造業、麵粉、澱粉、食

鹽、糖及醬油食品製造業者等。 

三級品管(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成立食藥稽查戰隊全面加強稽查，並督導

地方政府衛生局確實落實食品業者查核。103 年完成國內 235 家食用油脂製造

工廠 GHP 查核，104 年完成 12 家資本額 3000 萬以上食用油脂製造業查核。 

具體成果： 

一級品管(業者自主品管)： 

強制檢驗、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目前應實施強制檢驗及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共

17 類食品業者，約 16,000 家。 

設置實驗室: 目前應設置實驗室之上市、上櫃食品業者共 38 家；10 類具有

工廠登記且資本額一億元以上之食品業者約 200 家。 

二級品管(第三方驗證)： 

完成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之 10 類食品業者共有 498 家。 

完成認證之驗證機構共計 3 家，包括國立臺灣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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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級品管(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 

例行性稽查抽驗：地方政府衛生局依地方特色擬定稽查項目，105 年 1~6 月

已執行 GHP 稽查 3.7 萬家次、17 萬件標示稽查、1.5 萬件品質抽驗。 

後市場監測計畫：辦理 105 年 1~6 月農藥殘留、動物用藥殘留、重金屬含

量及真菌毒素含量監測計畫，共抽驗 2,102 件，檢驗合格 1,988 件(合格率

94.6%)。查獲不合格案件由衛生局依法處辦，透過跨部會協調機制進行源頭

改善。 

專案稽查抽驗：針對重點施政項目、高風險食品項目、輿情關切議題等加強

稽查抽驗，督導並聯合衛生局辦理專案。105 年 1~6 月已執行 33 項專案稽

查抽驗。 

行政院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專案小組：結合中央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及檢警

調能量，推動重點稽查。105 年 1~6 月已執行液蛋及夜市聯稽專案。 

未來規劃： 

一級品管(業者自主品管)： 

將持續依產業能力及風險控管等因素予以整體考量，分階段逐步公告應實

施一級品管之其他食品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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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品管(第三方驗證)： 

優先實施資本額 3 千萬以上之食品製造業辦理驗證。 

三級品管─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 

持續落實三級品管政府稽查，並配合食安五環十倍查驗政策，針對高違規、高

風險、高關注產品，以滾動式之風險管控原則加強食品稽查抽驗。 

 

四、依據衛生福利部所頒布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那些情

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貯存、販賣等？試說明之。（20 分） 

【擬答】 

第 7 條 

第 5 項 

自主管理(一級品管) 

食品業者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即主動停止製造、加

工、販賣及辦理回收，並通報主管機關。 

第 18 條 

正面表列及相關標準-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食品添加物以正面表列管理(不在表列的食品添加物，不能用在

食品的製造、加工、調配、輸入、輸出、販賣供作食品用途) 

並依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訂定相關標準，同時必須遵守規

格標準之規定。 

第 21 條 

查驗登記 

食品添加物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證，不得製

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 

「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收載之單方食品添加物（香料除外），應辦

理查驗登記」 

辦理查驗登記相關資料 

其他：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1 條  

衛生福利部 103 年 4 月 24 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96 號公告 

 

五、有一家餐廳，原本生意興隆，如今來客數大不如前，如果由你來接任經理的職務，

試問你將如何去分析客人減少的原因？（20 分） 

【擬答】 

原則上只要寫出下列重點： 

如何應對「來客數少」的現象 

原因： 

http://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292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1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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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主要出在餐廳可能沒有特價促銷活動； 

整體管理差，餐廳經營沒有創新； 

未查明主要是哪幾天，哪些時段來客數少； 

未查明一天三個時段的不同需求是什麼； 

主流客源為什麼要來你這店； 

時段性促銷策劃未知曉客源。 

措施： 

一查主菜，二查配菜飲料，三查特價促銷，四查陳列氣氛，五查季節商品，六

查品類結構，七查創新點，八查促銷信息發布。 

如何應對「成交率低，客單量少」的現象 

原因： 

主要是來客數少，所以客單數少（見第一現象）； 

其次主流忠誠客群產生動搖，商場吸引力減弱 

商品單品結構精選不准，顧客找不到自己合適的商品，不能引起顧客的消

費慾； 

競爭對手的競爭手段比我方強。 

措施： 

一要做顧客調查，了解顧客想什麼，需要什麼，二要挑選轟動驚暴商品組合，

三要調整 20 商品單品，四要供應商增加試吃和展示。 

如何應對「近期客單價低」的現象 

原因： 

肯定是中高價位商品動銷少； 

中高等收入顧客數減少，其消費地點和目標可能轉移； 

所選中高檔商品不合顧客口味或意向。 

措施： 

一要調查顧客需要什麼樣的中高檔商品，二要了解競爭對手哪些商品好賣並

做出報告，三要制定引誘顧客買得多的條件。 

如何應對「顧客認為價格普遍比競爭對手高」的現象 

原因： 

敏感性/驚暴商品價位在顧客心中比競爭對手高； 

宣傳和促銷境界比競爭對手低； 

價格趨勢未掌握好。 

措施：一要加大市場價格競爭調查範圍和力度，確保部分敏感性商品價格優

勢，二要並與競爭對手進行價格迂迴戰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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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競爭對手主動挑起價格打壓戰」的現象 

原因：主動挑起價格打壓戰 

競爭對手人氣不旺，銷售額不理想； 

競爭對手自認為價格還沒有優勢； 

競爭對手進一步排擠，以搶占市場份額。 

措施： 

一不要跟風把同樣的商品跟著殺價（但可以一步殺到位，對手沒轍）； 

二不要無動於衷，要擊其「軟肘」挑同類商品打價格戰方案。 

如何應對「競爭對手促銷活動比你多」的現象 

原因： 

說明競爭對手比你有規模採購優勢； 

其次說明競爭對手企劃策劃比你系統,計劃性強； 

說明供應商支持對手活動多； 

說明在促銷活動方面,我們已處於被動； 

說明競爭對手已將你列為對手。 

措施： 

分析對手促銷節目單產生背景和幕後支持並採對應方案； 

組織文化廣場活動； 

重視並讓供應商參與到促銷活動中來(一般供應商都有促銷費用預算)； 

策劃一場遠勝於對手的促銷活動並制定長期促銷計劃,從而化被動為主動； 

如何應對「形象敏感商品不如競爭對手的敏感」的現象 

原因： 

說明競爭對手比我們更了解顧客對商品的敏感度； 

說明採購對市場變化把握不准； 

說明採購離顧客很遠,輕視顧客市調； 

20 商品歸納不準確。 

措施： 

根據消費者需求，分析商品結構,重新精選形象敏感商品； 

檢查形象敏感商品是否放在第一重點/重點線/重點區； 

將促銷費用預算重點投資給形象敏感商品； 

形象敏感商品要周期性換新,並引導顧客消費。 

如何應對「找不到同業態競爭對手，無法進行價格競爭和質量比較」的現象 

原因： 

未對市場不同業態做分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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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目標顧客群體備選購物場所。 

措施： 

低價優先原則：用目標顧客（A 級顧客）的眼光來看商品，如果看不出兩者

之間的明顯差異，在保證商品基本質量的前提下，低價優先； 

價格帶處理法：在面對價格和質量的兩難選擇時，以價格帶管理法保證整

體價格形象及商品構成； 

如何針對「以主流消費群體」為目標策划下階段促銷活動 

原因： 

主流消費群體亦分很多階層； 

每個階層都有消費疲軟周期。 

措施：分析對手的主流消費群體結構並挑選某一種顧客制定相應的時令商品

促銷計劃。 

如何針對「特別消費群體」為目標策劃促銷活動 

原因： 

行業特殊群體； 

節日特殊群體； 

年齡特殊群體； 

社會弱勢群體。 

措施：一看他們的需求，二看他們的影響，三看活動時機，四看活動意義。 

如何針對「購物氣氛冷落」的現象 

原因： 

處在淡季； 

競爭對手活動多，搶了風頭； 

經營水平江河日下； 

無 CIS 系統，購物環境差。 

措施： 

大規模尋找超低價位商品； 

大規模尋找特販折扣商品； 

半價/買贈系列活動； 

加大現場促銷； 

加大娛樂銷售； 

改進店內 VI 標識系統； 

加大店外促銷活動； 

如何應對「商品結構不合理且差於競爭對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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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說明競爭對手商品結構跟我們不一樣； 

說明競爭對手市場調查比我們合理； 

說明競爭對手新商品/季節商品比我們開發及時； 

措施： 

要弄清商品結構與競爭對手比較差異在哪裡，從差異入手； 

做市場調查，分析調整商品結構，加大新商品的開發和宣傳力度。 

如何應對並改變「顧客認為我們商品品質差」的現象 

原因： 

採購環節可能出問題； 

供應商問題； 

收貨環節及控制點出問題； 

退還貨問題顧客傳播； 

英祥品牌價值出問題。 

措施： 

採購協議要包含品質和索賠協議； 

收貨人員憑供應商提供給採購的樣品收貨； 

啟動收貨控制環節/控制點； 

品牌形象/誠信調查與宣傳活動。 

如何應對處理「數多量大/數多量少的滯銷商品」現象 

原因： 

採購的索賠管理出問題； 

門店的索賠管理； 

門店樓面過期/破損/陳舊商品管理不到位。 

措施： 

明確採購對滯銷商品管理責任； 

明確門店索賠員/樓面責任人對滯銷商品管理。 

如何應對「庫存量過大不能索賠的現象」進行促銷 

原因： 

說明是因為不能索賠而造成庫存量過大如何處理的問題； 

說明預估銷售不准； 

說明是因為節日訂貨多； 

說明是因為天象原因。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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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促銷宣傳手段； 

賣場現場促銷； 

堆頭誇張陳列； 

清倉折價銷售。 

如何「掌握年度流行時尚並正面引導顧客」 

原因： 

引導流行方能引導顧客，今年流行商品是什麼； 

流行商品/時髦商品並不一定是暢銷商品； 

措施： 

在交易會上/同行商場/各種信息窗口渠道搜索信息； 

供應商提供新信息； 

各種促銷展。 

如何做到「淡季不淡」 

原因： 

一般是季節原因造成商業淡季清淡 

措施： 

加強休閒購物的樂趣； 

擴大商圈環圍； 

舉辦主題活動。 

如何應對「銷售額大幅度下降」 

營業額 = 來客數 x 客單價對於一個餐廳來說，如果營業額起不來，要不就是來

客數出了問題，要不就是客單價出了問題，或則兩者都出了問題； 

原因： 

未及時換季原因可能造成銷售額直線下降； 

競爭對手促銷活動加頻可能造成銷售額直線下降； 

商品結構未及時調整。 

措施： 

採購應加強 369 計劃以提前調整商品結構計劃； 

驚爆價商品吸客計劃； 

推出中高價位商品優惠活動； 

調整商品布局。 

如何針對「商品特色」進行促銷活動以吸引客流 

原因： 

商場特色主要體現在「商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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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特色」主要體現在地方特色； 

「商品特色」不僅包括地方特色，還包括「流行色」。 

措施： 

舉行「地方特色購物節」 如：冬至吃鍋趣； 

特色商品製作介紹，試吃活動； 

特色商品展銷。 

如何針對「新商品」進行促銷活動 

原因： 

剛上市的商品乃「新商品」； 

換季商品乃「新商品」。 

措施： 

媒體宣傳； 員工促銷； POP 牌/買贈。 

如何針對」快過期的商品」進行的促銷活動 

原因： 

說明此商品不能索賠退還貨； 

說明此商品處理不好公司就會造成損失。 

措施： 

降價/折價/清倉； 

堆頭/端架陳列/試吃/賣贈/搭贈。 

如何針對「一次性消費群體」進行的促銷活動 

原因： 

消費心裡與需求； 

來源； 

銷費水平。 

措施： 

開發針對一次性消費者需求的商品如憑當日旅用餐 9 折； 

如何抓住「顧客心理需求」做促銷活動 

原因： 

不知顧客需求點，就無法找到促銷點； 

不同的顧客群體，不同的時期，其需求意向不同。 

措施： 

分析那些商品好銷，銷給了誰； 

分析那些顧客沒有買到想買的商品； 

建立與顧客的溝通機制，如定期舉辦顧客茶話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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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並防止「顧客市調未起到指導餐廳經營的作用」的現象 

原因： 

市調過於膚淺/形式； 

忽視經營決策分析報告； 

未仔細觀察顧客實際購買行為； 

餐廳顧客消費行為調查分析的主要在餐廳內，而不僅在餐廳外。 

措施： 

市調報告要有很強的針對性要把場內經營決策分析報告與場外市調報告有機

結合分析； 

調查顧客賣場消費行為的 5W1H； 

如品類 ABC 客層構成、品類顧客支持率、客流動線問題、賣場動態跟蹤法、

出入口問卷調查法、影像跟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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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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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擬推動雞蛋全面洗蛋的政策，雞蛋業者卻說「雞蛋不能洗，洗了更容易壞」

針對這兩種近乎矛盾的說法，請詳細說明其矛盾之所在、正確洗蛋流程的關鍵技

術步驟及採取這些步驟的理由。（25分） 

【擬答】 

農委會表示，推動全面洗選蛋雖然是正確的方向，但檢討後發現，配套措施還沒

做好因此暫緩。養雞團體和蛋商業者則認為，目前消費大眾和雞農、業者都還沒接受

全面洗選蛋的政策，認同暫緩實施。 

農委會坦言，洗選蛋在配送及上架販售時，最好能冷藏保鮮，但傳統市場未必具

有這些設備。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蛋雞課也表示，雞蛋洗選可在養雞場中洗，也能到集

貨場統一洗選，但畜牧場人力已不足，若要全面洗選，需添購洗選機，也需要人員作；

至於集貨場統一洗選需要添購大型洗選機器，一台則要價上千萬。 

雞蛋為什麼要洗選？ 

由於雞蛋是在雞的輸卵管中慢慢形成蛋殼，再從雞的泄殖腔產出到體外，而泄殖

腔是生殖道、腸道、尿道的共用出口，因此雞蛋在生產時，可能會受到雞糞與細

菌的污染，細菌中的沙門氏菌更可使人致病。 

而蛋在經過洗選過程之後，能夠降低蛋殼上的雞糞等污染源殘留，根據衛福部生

鮮蛋品洗選作業指引，清洗流程相當繁瑣，包含檢蛋、消毒、清洗、烘乾等，就

連水溫、烘乾溫度都有一定要求，能降低雞蛋受污染的風險。 

該買洗選蛋嗎？ 

雞蛋是否應洗選，業界仍然各執一詞，有人認為洗選可滅除表殼髒污細菌，食物

安全較有保障，但也有業者反應，洗選後的雞蛋失去保護膜，反而容易腐壞。 

學者指出，「我們最怕洗選設備不完整、『洗半套』的那種，」坦言，有些蛋農

或規模較小的廠商，買不起全套洗選設備，只取其中幾個步驟來做，甚至自製洗

選機，一旦溫度沒控管好或殺菌劑濃度沒算準，雞蛋可能愈洗愈髒。 

雞蛋洗選有利食物安全，其中又以 CAS 認證蛋品的控管較嚴、洗選流程有保障；

一般洗選蛋則儘量找知名蛋廠的商品，並冷藏貯存。另外，洗選蛋及非洗選蛋之

間，營養成分並沒有差異，只是清洗包裝流程不同。 

新鮮雞蛋怎麼挑，愈大顆愈好嗎？ 

許多人挑選雞蛋時，總覺得愈大顆愈經濟實惠，事實上，母雞每天下蛋，隨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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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增長，產道也變寬，產下雞蛋的體型便相對較大，雖然大蛋和小蛋所含養分相

差無幾，但是年邁母雞常有其他問題。 

台灣優良蛋品協會提醒，明顯過大的雞蛋通常伴隨蛋殼較薄的問題，代表母雞的

健康情況不佳，甚至可能染病，因此他建議，選擇中、小型的雞蛋比較安全。至

於蛋品是否新鮮，購買時可用手感測試，新鮮的蛋拿起來沉甸甸、蛋殼也較厚。

雞蛋打開後，蛋黃膜很有彈性，蛋黃完整、挺實，不會稀糊散開；如果發現一小

坨白稠狀不明物，那是用以固定蛋黃不受碰撞的「卵繫帶」，更表示這顆蛋很新

鮮。 

除此之外，選蛋時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是確定蛋殼無裂痕、破損。只要蛋殼有裂

損，病菌就會入侵，這時無論雞蛋本身再怎麼新鮮、乾淨都於事無補。 

雞蛋怎麼保存，買回來應先清洗嗎？ 

買蛋回家，洗選蛋直接放進冰箱蛋盒即可；至於散裝蛋，她會先用擰得很乾的布

擦拭蛋殼後再放進蛋盒，切記不可先洗蛋，以免破壞蛋殼表面保護層，反而容易

壞。 

放進冰箱時，應以直立排列，將圓的一端朝上、尖的朝下擺放，可避免氣室中的

空氣影響新鮮度，且最好不要放在門邊，減少因為冰箱門經常開關產生的溫度變

化。 

洗選步驟詳細說明 

選別：以外觀檢查方式，將髒汙、破損、畸形的蛋挑出，留下完好清潔的蛋送至

洗選 

洗淨：洗淨包含了 3 個步驟，分別是噴水、刷洗、沖洗。水溫必須高於蛋的溫度

5～10 度 C，但不得超過 50 度 C，溫水能夠將髒污清洗得更乾淨；噴水

與刷洗所使用的水可以加入洗潔劑（次氯酸鈉 200ppm 或四級銨化合物

200ppm）來減少蛋殼表面微生物量。在這個過程中蛋要連續的清洗，不

能停在槽體內泡澡，廢水也得直接排出，不能重複利用。 

噴水：用水噴灑在蛋殼上，將蛋殼濕潤，同時能將部分髒污沖去 

刷洗：步驟則把蛋殼上面的髒污刷掉。 

沖洗：將殘餘的髒污沖洗乾淨，這個步驟不能添加洗潔劑。 

風乾：把洗好的蛋吹乾，準備包裝。 

油蠟處理：蛋在清洗的過程也會讓表面的天然保護膜受損，如果要讓蛋的密閉性

與保存性提升，可以對表面噴可食用石蠟處理。 

照蛋：用強光照蛋，以看到蛋的裡面是否有血絲或者細微破裂等異常，蛋內如果

有血絲，可能是母雞在生產的過程中遭受到驚嚇等，這個步驟可以把內部

有問題的蛋捨棄。 

包裝：檢查完畢的蛋，就會被生產線自動送進包裝盒中囉！ 

儲藏：洗選完的蛋應存放在室溫 25 度 C 以下，或是冷藏 7 度 C 以下～凍結點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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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度 C 以上。 

經過洗選的雞蛋，將蛋殼表面的污染源洗淨，送到消費者的手上時，更加安全有

保障，大家在選購雞蛋的時候，可以確認你手上的蛋是否有經過洗選。如果是

CAS 認證的雞蛋，就一定是有經過洗選的蛋喔！ 

 

二、下表是由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執行瓶裝產品 

 

何謂「熱穿透測試」？ 

何謂「升溫時間（min）=10」？ 

何謂「最小滅菌值 F0（min）＝5.5」？ 

可以從那些數據得知該產品滿足低酸性罐頭食品 12D商業滅菌要求？ 

使用玻璃瓶與馬口鐵罐頭兩種不同容器進行商業滅菌時，在殺菌釜的操作上

的差異性為何？ 

【擬答】 

係利用""噴灑式殺菌釜""在 121℃高溫下，將病原菌、毒素產生菌及在食品上造

成食品腐敗的微生物殺死。仍可能殘存有耐熱性孢子，但在常溫無冷藏狀況之商

業儲運過程中，不會有微生物再繁殖，並且無有害人體健康之活性微生物或孢子

存在。 

指罐頭食品中心溫度由原來的 25 度Ｃ升溫到中心溫度 121℃，所需要的時間 10

分鐘。 

0值（殺菌值）：係指罐頭最冷點食品溫度達 121℃（250℉），經加熱 1 分鐘

之殺菌條件，其殺菌值訂為 1，因此 5.5 表示在溫度達 121℃（250℉）持續進行

5.5 分鐘。 

應用在高 pH 值食品（Ph＞4.6，即低酸性食品）罐頭加熱殺菌。針對肉毒桿菌的

殺滅為主，為高度安全考量的殺菌方法，專稱為 l2D 或肉毒烹調。因使用的殺菌

溫度為 l21℃，故可得知可滿足低酸性食品的商業滅菌需求。 

可以從材質本身的優缺點看差異性，玻璃容器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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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玻璃不與食品發生作用，合乎衛生。 

其不透性及無孔性。 

具透視性，可清楚察覺產品的內容。 

開啟容易，其再蓋性，使用方便。 

可任意成形及看色，新穎美觀。 

缺點： 

具透光性，易受光照破壞的食品不宜使用。 

質脆易破，熱導性差，常因衝擊、熱振、內壓造成破裂。 

笨重，包裝貯運費用較高。 

相對來說馬口鐵罐，其傳熱性佳，所以升溫速度會比玻璃瓶快，同時，降溫速度

也快。但是容易在殺菌過程中可能有脫錫，穿孔，變色，生鏽，氫澎罐等狀況發

生，因此內部塗漆就相當重要。 

 

三、在產品研發階段，為確認產品安全性，研究人員常會採用「微生物挑戰試驗

（microbial challenge test）」，請詳述下列問題： 

何謂「微生物挑戰試驗（microbial challenge test）」？（5分） 

若試驗時不允許使用高致病風險的病原菌（例如肉毒桿菌或李斯特菌），此挑

戰試驗將如何進行？（5分） 

以殺菌（sterilization）與抑菌（growth inhibition）為目的的挑戰試驗，

它們在實驗設計上有何不同？（5分） 

當挑戰試驗的目的是要證明該產品保存期限是否可以達 2 年時，這個試驗將

如何合理地進行？（10分） 

【擬答】 

微生物挑戰實驗：提出的微生物挑戰確效試驗必須能證明產品在最難滅菌的條

件下(如在最難滅菌的裝載產品及位置)，能得到最佳的無菌保證。所稱最難滅菌

的產品或位置係經由實驗得到的。 

「防腐效能測試」又稱「微生物挑戰性實驗」，是評比食品的防腐效果最常用的

方法之一，基本原理是將一定數量的微生物加入食品中，但因為高風險病原菌將

有致死疑慮，因此只要將食品每隔一定時間檢測微生物的是否存在即可，藉此判

斷食品殺菌方法與條件對抑制微生物的生長的效能。通過該實驗既可以評價食

品的殺菌效果。 

殺菌是指殺死微生物，而抑箘是阻礙或抑制特定微生物的繁殖。抗菌防黴可經由

微生物試驗得知其效果，試驗可分為定性及定量試驗，測試菌種一般常使用金黃

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綠膿桿菌、巴西麴菌（黑麴菌）以及白色念珠菌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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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試驗係指檢測試驗物質本身抑制或殺死微生物之能力，試驗之材料會依據不

同適用之方法而有所調整，抗菌試驗流程主要包含了五個部分： 

檢體前處理：檢體清潔及消毒。 

試驗菌液製備：菌株活化及試驗菌株懸浮液調製。 

試驗菌液接種：依試驗文獻接種菌液體積及符合培養條件。 

檢測步驟：檢測試驗組及對照組所殘留之菌量。 

抗菌效能評估：經由殘留菌量推演出抗菌效能及是否符合文獻之標準。 

例如：一般來說，食品中大腸桿菌是不得檢出，但是大腸桿菌群依照規範可以有

其標準，因此在實驗設計上就以目的性進行設計。 

 

四、「Beyond Meat」這個品牌的「人造漢堡」屬於重組植物蛋白質類型的產品，請說

明並比較其與「重組牛排（restructured steak）」、「魚糕（kamaboko）、「試管

肉（lab meat或 cultured meat）」及「加工起司（processed cheese）」在加工

原理、組成分、關鍵加工步驟、品質指標及食品安全等特性之差異。（25分） 

【擬答】 

此部分將結合加速裂變試驗與微生物挑戰試驗，食品官能品評進行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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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志聖‧食品技師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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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3 月間，某直轄市教育局接獲轄區內某國小通報，多名師生食用營養午餐

後陸續出現噁心、腹痛及嘔吐等不適症狀，教育局隨即向衛生局通報並會同調查

案情，最後衛生局確認其為一食品中毒案件。請詳述我國衛生機關認定屬於食品

中毒案件 的情況有那幾種？（20 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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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據蔬果農藥殘留檢驗案件的統計資料顯示，通常其違規的主要原因是農民使

用合法但屬未登記使用的藥劑，請說明為何會有此現象以及政府主管機關已採

取的改進 措施。（20 分） 

【擬答】 

我國農藥管理採特定農藥只能用在特定作物，主要是用來防治特定的病菌與

蟲害。而在農民用藥管理方面，農政單位乃採取「安全用藥宣導」及「農藥殘

留監測與管制」雙管齊下的政策，透過經常性的講習，教育農民依政府推薦的

藥劑、使用方法及範圍、正確用藥，且建立農藥殘留監測體系 

依據「農藥田間試驗準則」之作物分群及藥劑延伸使用原則，評估開放部分合

理之農藥使用範圍。農民使用藥劑應先取得正確資訊，詳細查看農藥標示，標

示上未登記之作物與害物範圍則不可使用。 

農藥核准登記之使用範圍分為下列二類： 

一、單項使用範圍：指登記使用於單一作物及有害生物種類者。 

二、延伸使用範圍：指登記使用於群組化作物及有害生物種類者，分為下列二

類： 

代表性使用範圍：指群組中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代表作物及代表有

害生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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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伸使用範圍：指群組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代表作物及代表

有害生物者。 

前項所定延伸使用範圍，應以代表性使用範圍進行田間試驗，其群組化

作物或有害生物種類、代表性使用範圍及其實施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並刊登於政府公報。 

 

三、108 年 6 月 12 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針對散播有關食品安全的謠言或不實訊息

而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增訂處罰條文，請說明如何認定是「散播謠言或不實

訊息」以及違反時將受到何種處分？（20 分） 

【擬答】 

第四十六條之一 散播有關食品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播係指散布、傳播於眾之意,而所謂「謠言」或「不實訊息」，係指該「捏造之

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而言,倘有合理之懷疑,致誤認有此事

實而為傳播或散布時,即欠缺違法之故意(參照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

七二七號刑事判決)。因此，關於「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係以散布、傳播「捏

造或虛構事實」為其構成要件(參照最高法院一○六年度台上字第九六號刑事判

決)，行為人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的

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

內容)，故意甚至是惡意地藉由媒體、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口語、

文字或影音之形式傳播或散布於眾，引人陷入錯誤，甚至因而造成公眾或損害個

人，即具有法律問責之必要性。 

食品安全與否乃涉及民生議題之重要資訊，其正確性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若有

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散播，除將影響交易價格及業者營業信譽外，亦將引起民眾恐

慌，進而危害公眾安全，爰增訂本條刑事處罰規定。 

 

四、106 年 4 月間彰化地區蛋雞場的雞蛋被檢驗出戴奧辛含量超標，引起民眾關

切。請說明戴奧辛依化學結構的差異可分為那三大類化合物？並分析說明食物

中為何做不到戴奧辛零檢出？（20 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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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當含氯物質燃燒時或製造含氯物質時所產生之有毒

產物。 

當燃燒含氯塑膠之廢棄物 (如：聚氯乙烯 PVC) 時，即可能釋出戴奧辛，並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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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爐之煙囪排出，在空氣中可以遠距離飄移，沉降至土壤或水體底泥中，被植

物或水生動物間接吸收或食入，再透過食物鏈轉移，最後蓄積在生物體。人類有

90%的戴奧辛暴露來自我們的日常飲食、乳製品、蛋還有魚。 

 

五、請說明世界食品安全日（world food safety day）的由來、決議以及我國主管機關

響應配合的做法。（20 分） 

【擬答】 

聯合國大會宣布自西元 2019 年起，每年 6 月 7 日定為「世界食品安全日」，其訴

求為 Food safety, everyone’s business，認為在這全球化的世界，食品安全應是每

個人的議題。 

由來：根據估計全世界每年死於食物和水傳播的疾病的人達約有 300 萬人，且還

有數百萬人因此患病。而食物是我們能量、健康和幸福的起點。隨著全球化的過

程，食品供應鏈複雜度不斷增加，保障我們的安全方面的標準和法規在就顯得更

加重要。確保食品安全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從食品原料之栽種、生產、收穫、運

輸、貯藏、製造、包裝、販賣，直到消費者吃進肚子裡，都要考慮整個食物鏈的

所有環節。然而，保障食品的安全並不僅僅局限於購買。在家裡，消費者們也有

責任確保他們自己吃的東西是安全的。 

決議：食品安全是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因素，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與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呼籲各國提高對於食品安全議題的政治關

注，持續且強力地投入法規、實驗研究、監督與監測各層面，而推動世界食品安

全日，其主要內涵包含糧食安全、公共衛生、醫療健康、國際貿易、減貧、環境

永續等。藉由世界食品安全日的推動，有助於食品安全受到關注、協助預防、發

現和管理食源性風險，進一步促進經濟繁榮、促進農業、市場開放、旅遊業和永

續發展。隨著科技、數位化、新型的食品與加工方法的進展，刺激了食品安全、

營養、生活與貿易的進行，也使民眾暴露於更多、更高、更複雜的食品安全風險

中，食品供應鏈各個環節之安全衛生控管日益彰顯其重要性。政府需要跨部門的

協調與一致的國際行動，以解決這些潛在的問題，完善的食品安全不能只有政府

的作為，還需業者及消費者的共同努力，食品安全需要你我一起來。 

為響應世界食品安全日創立元年，衛生福利部邀集經濟部、教育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及環境保護署共同辦理跨部會，強調從農場到餐桌守護食品安全的決心。

消費者日常必需之食品，其生產過程，從環境永續、糧食安全、產製加工、國際

貿易到末端之消費者教育，各個食物鏈環節均有其重要性。 

為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政府於 2016 年 6 月推動「食安五環」政策，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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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為食安努力，例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成立「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從源

頭管控具食安風險疑慮毒性化學物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植物醫師制

度，客製化輔導農友病蟲害管理，提供農民精準的用藥建議，輔導吉園圃升

級為產銷履歷，強化溯源管理。 

衛生福利部亦推動食品業者登錄機制，掌握全台 45 萬家次業者之基本資料

及分布動態，並全面強化稽查量能，提高查驗強度，逐年提升市售進口及國

產食品之抽驗合格率；經濟部協助食品製造業者導入食品防護計畫，建立

可減少蓄意汙染及非蓄意汙染風險之防護機制，並協助國內業者接軌國際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教育部鼓勵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之生鮮農漁畜產

品標章(簡稱「四章一 Q」)食材，目前全國 22 個縣市全面推動，受益學生

約 16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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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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