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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的永續解方：泛有機農業與未來餐桌

2022-2023

氣候變遷下的永續解方：
泛有機農業與未來餐桌
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郭華仁教授

年，我國
2020

氣候變遷的威脅
在

年來首次沒有颱風登

農業停止耕灌的補助約 億元；美國則約有 ％

陸，造成的乾旱嚴重威脅農、工業與民生用水，

56

40

的地區，光是美西部便約有 ％的地區也處於乾

70

流行，而且沒有疫苗可以治癒」 。

然而乾旱只是氣候災難的一環，

1

人類所剩下的時間不多，從

年開
1995

始聯合國每年都要召開氣候變遷會議，討論對

年通過後，淨排放量、排放權交
1997

策，要求各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京都議定
書》在

年的《巴黎協定》要求各國須
2015

易、綠色開發機制、碳關稅等理念與作法就逐

漸出爐；而

致力於在本世紀後半葉開始邁向排碳量負成

長，已開發國家則要提供氣候基金，支應減碳

相關計劃。

淨零碳排放的要求會帶動產業與貿易

全球農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約佔人

所造成的氣候變遷反過來又嚴重衝擊農業。

農業是溫室氣體釋放的重要來源，而其

農業與溫室氣體釋放

切性。

室」，在在顯示氣候變遷對農業的重要性與迫

成立了「氣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

年九月，農委會率先各部會，
2021

的改變，將來「碳邊境稅」的實施將嚴重衝擊

以上只是氣候變遷造成災害的一年縮
影，實際上專家早已告訴我們，災害發生的機
率只會越來越頻繁，而其肇因乃是人類排放過
多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而帶來極端氣候。

最嚴厲的警語不外是：現今的溫室氣體
年大氣二氧化碳濃度
2050
，而造成地球不可逆的破壞。
450ppm

排放速度若不減緩，
會衝破

刻不容緩。

萬人的生活甚至於生命。我國今年
960

百萬農損，八月豪大雨的損失更逾

出口導向的我國經濟。政策如何邁向低碳，已
千

到全球約
（

造成

年）五月旱季一結束，大雨隨之而來，
2021

年世界各地也頻傳大雨造成巨大的損失，影響

2020

旱之中；聯合國更警告：「乾旱將成為下一個大

88

億，不用說這些影響如何及於消費者了。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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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的永續解方：泛有機農業與未來餐桌

類總排放的
中，畜牧業佔

％、其餘耗能約

％左右，在這約四分之一的排放
％、農作物

年提出
2013

六大策略中，「發展健康永續的有機

產業」與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在

的概念前後呼應：我們要由目前盛行的工業化

％躍昇到

％。不過若把整個食農體系納入計算，佔比

就由

餘來自自然生態系轉為農業用地 。

生產、製造、運輸、加工、與廢棄物處理，其

33

農業產銷措施的溫室氣體釋放，而調適則是企

適及淨零排放的六大策略，淨零排放就是減少

正視氣候變遷與農業的問題，提出氣候變遷調

水太過嚴重，對全球農業生產都不利。農委會

增產。但是溫度突然的太高或太低、浸水或缺

減產，溫帶地區反而因適合生長期的拉長而會

暖化與極端氣候。氣溫升高下熱帶地區糧食會

農業受到氣候變遷的威脅，主要是氣溫

釋放等。

化碳、氮肥的化為氧化亞氮、以及牛隻的甲烷

貿易長途運輸等，以及土壤耕犁後的釋放二氧

化肥農藥的製造、大型農機的使用、糧食國際

近代食農體系高度仰賴化石燃料，包括

2

不用農藥化肥。「泛有機」就是這些農法的通

），也用「有機」來涵蓋各類相關
IFOAM

採用這些農法的農家若接受有機驗證，

農業的定義之內。

機，但依照《有機農業促進法》，還是在有機

章；若並未接受有機驗證，其產品不得稱有

其產品可以用有機的名義出售，並張貼有機標

農法。

聯盟（

稱，就好像成立於

年的國際有機農業運動
1972

念就是強調順應生態原則，而最低的要求則是

法、樸門農法等，雖然各有其特點，但基本理

生物動力農法、有機農法、自然農法、生態農

起步。目前各種環境友善的農法還不少，包括

不用化學農藥肥料，就是友善環境的

了解何謂「泛有機農業」

法、小農與地產地消的在地糧食體系。

農法與全球化糧食體系典範轉移到生態有機農

30

25
％，其中四分之三來自農業

55

圖消弭氣候變遷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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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迫切的。

法」，就是要擺脫仰賴化石燃料的操作，這是

泛有機農法背離「目前盛行的工業化農

質，形塑出適合植物生長的土壤理化性質。土

的健康。健康的土壤含有較多的有機質、腐植

泛有機農法的精髓就是恢復、維持土壤

免費長工」，可以幫忙農作物製造肥料、吸收

中又有種類與數量繁多的生物，當作「農民的
年九月，《自然》期刊發表論文，
2021

不用農藥化肥可以永續生產的秘訣。

肥料、甚至於抵抗病蟲害，這就是泛有機農法

％的煤和

％的石油與天然

％的機會將全球暖化控制在

度以下，

就指出若想要有
攝氏
氣不應開採 。

有機質能夠提高農業韌性，除了讓農作
物長得更健康，還有蓄水的功能，在旱季時，
農作物生長較不會受到影響。

農民的「免費長工」們

土壤的生物如環節動物的蚯蚓、節肢動
物的鼠婦與各類昆蟲等的作用是分解地面的各
種生物殘骸，透過微生物的作用，逐漸形成有

釋放的重要手段，而其帶來好處則是提高農業

也就是說，泛有機農法是降低溫室氣體

作物生長健壯，耐逆境的能力自然提高。

進駐，有利農作物根系的生長。根長得好，農

土壤中活動，所創造的空間讓水分與氧氣得以

機質等植物可以利用的養分。這些動物在健康

的韌性，減少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損失，在氣候

泛有機農業與溫室氣體釋放

抗氣候逆境的不二法門。

營。而健康的土壤，更是提高農作物韌性，對

漸恢復環境土壤健康，讓農業生產得以永續經

嚴重打擊，除非現在就開始採泛有機農法，逐

民無法負擔昂貴的農藥化肥，農業生產會受到

將來在石油燃料很短缺的情況下，農

60

50
90

變遷的年代，能夠讓大家愜意地繼續在餐桌享
各種具有固氮能力的細菌、藻類等可
以製造氮肥，溶磷菌等可以將土礦中農作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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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美食；不但是美食，而且讓家人更健康。這
該如何辦到？

▲有機與慣行蘋果菌種豐歧度的比較

1.5

氣候變遷下的永續解方：泛有機農業與未來餐桌

那麼，免費長工如何協助抵抗病蟲害呢？

好的農場，土中佈滿了菌根菌，由個別
作物根系向外延伸，互相交錯，可以互通訊息，
就好像網際網路一樣。當田邊作物受到蟲害侵
襲，作物會分泌化學物質企圖抵抗，但傷害已經
形成；可是當害蟲飛到裡面的作物想要大吃一頓
時，卻啃不下去，因為其他作物早就透過菌根菌
網絡得知訊息而提早製造禦敵物質 。

有機農家共同的經驗就是，開始轉型的
前幾年，產量差又多病蟲害，但若堅持下去，

了農藥，土壤生物受到影響，土壤當然不健康

，種出來的農作物就更加脆弱。地面也是一

期。

人
4,300

的前身；美國玉米田
PM2.5

微粒，每年讓
PM2.5

億美元 。過多的
140-640

近海漁類資源的枯竭 。

肥料最後流入近海，造成海水優養化，而導致

提早過世，金錢損失

施化肥，所造成的

可能放出氨氣，那是

化肥的使用，除了會釋放溫室氣體，也

用，若不想再用，就要經歷幾年艱難的轉型時

噴農藥就好像吃嗎啡會上癮，得經常施

死光光，田間的害蟲卻越來越嚴重。

有害蟲，更有害蟲的天敵。用了殺蟲劑，益蟲

樣，一直沒用農藥的農田，生物多樣性豐富，

7

法利用的礦物元素溶解開來，讓根部來吸收。
農作物的吸收養分靠根系，根系無法達到之處
就由真菌類的菌根菌代勞。根系只要提供些微
的養分，附著在作物根部的菌根菌就能夠生長
到一公尺外的地方，幫忙吸收土壤養分送回根
部。

近來學者也發現細菌也可以供給養分，
學術名詞叫做「根噬循環 」，細菌由根冠鑽
入根部而往上游走，釋放出菌體內的養分，然
後由根毛回到土壤，等到蓄積出養分，又回頭
進去根部，如此一再重複進出，不斷貢獻養分

情況會越發好轉，這就是「免費長工」逐漸回
到土壤的效果。

8

6

不用花薪水給長工，總該提供吃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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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農作物。怪不得研究指出，相對於慣行的，
有機蘋果的好菌種類多太多了 ，這當然有助
5

於維持人類腸道好菌叢，有如《好農業是最好
的醫生》一書中所描述的。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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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有機標章。右／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的「綠色保育」標章

能力者會被降低，與作物具共生的菌

地改變土中微生物相，特別是具固氮

此外，化學氮肥施到土壤大大

而若干有益成分，如具抗氧化能力的酚類物

食物的農藥、抗生素等有害物質含量非常低；

康，但從多數的研究而言，可以確定的是有機

雖然偶爾會有報告說有機食物沒有更健

質、若干維生素等則可能較高 。

根菌族群受到抑制 ；但是其他菌種

分解土壤有機質以利生長，造成土壤

則因為氮肥的提供而迅速繁殖，因而

10

不要小看農藥對健康的威脅。各國政府

放、提升農業韌性，除了不用農藥化

當然，要降低溫室氣體排

式無法涵蓋「環境賀爾蒙」與「雞尾酒」兩種

安全。不過近年來的科學研究顯示這種管理方

容許量，認為食物中的農藥低於容許值就表示

雖然有管控農藥的使用，設定各種農藥的殘留

肥，還包括作物多樣性、輪作、免耕

效應。
覆蓋作物，吸收空氣二氧化碳來將碳
「種」於土壤，這些農法都常見於泛
有機理論的倡議中。

農業轉型中的重要角色：消費者
不過，農業轉型不能只靠農家
的努力與政府的補助，更重要的是消
費者的覺醒，願意用本土泛有機農家
所生產的食物，來改善家庭餐桌的內
涵。

管道。首先，若是在賣場購買，不論是標榜賣

要買到可靠的泛有機農產品，有好幾個

該如何安心選購有機友善農產品？

健康，還可以替全人類福祉貢獻一點心力。

持、購買泛有機農產品，不但是照顧全家人的

還是消費者遭殃。從這個角度來看，消費者支

貸，畢竟，極端氣候透過影響農業生產，最後

最後，對抗氣候變遷，消費者也責無旁

犁等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多種

有機質的大量消失 。

12

有機的專賣店、超市大商場、或傳統市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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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認明「第三方驗證」，即有政府管控的有機

源是合作社農務人員的把關。

「環保級」、「友善級」產品，會員的信心來

此外，日漸流行的社區（群）支持型

標誌，通常是農委會的有機標章再加上有機驗

證公司的標章。這些賣場通常也會有其他農產

品，但其品質沒有官方的保證。

內之鄰）或者社群（某扶輪社社員、某學校教

也是。這是某社區（如特定國宅、里
CSA

除了驗證有機外，消費者也可由其他管

師等）內有心者開始遊說周遭的人，等到家庭

農業

道買到所謂「友善環境」的產品，這又可分三

／人數到一個程度，物色社區／社群內懂農業

者，或者外聘懂農業者，代為尋找附近泛有機

農場，透過雙方面對面的溝通，訂出產銷計

畫，依契約進行。

除了支持本土有機農業，消費者還有若

干方向可以減碳救健康，例如少吃進口農產品

與加工品來減少碳足跡、減少吃肉類改以豆類

來補充蛋白質、適量節約避免浪費食物等，都

綠媒體。欲進一步瞭解，請
Green Media

值得成為我們永續餐桌的菜單！

本文轉載自

至： greenmedia.today

種方式。

首先是「第三方查證」，例如慈心有機

農業發展基金會推出的「綠色保育」標章、台

南市農會推出的「社區菜市長」，其產品中有

些並沒有有機驗證，但消費者若信得過慈心基

金會、台南市農會，那麼也可以採購。

再者是「第一方心證」，憑藉有機生

產者的自己人格保證。消費者通常透過農夫市

集、親友媒體的介紹、或親身接觸農夫、農

場，取得信心而願意購買。

另外則是「第二方查證」，消費者代

表或者消費者親自認定生產者的農法乃是環境

友善。最有名的例子是主婦聯盟生活合作社的

◎

參考資料來源：
[1]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n-drought-report-trfn-idUSKCN2DT1U6
[2]https://www.forbes.com/sites/jeffmcmahon/2019/12/02/5-reasons-agricultures-greenhouse-gas-emissions-are   usually-underestimated/
[3]https://e-info.org.tw/node/232275
[4]https://www.facebook.com/warren.kuo.5/posts/10155471559226008
[5]https://www.facebook.com/warren.kuo.5/posts/10156278198346008
[6]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13324
[7]https://weedmanagementadvisory.files.wordpress.com/2020/02/friends-of-the-earth-pesticides-and-soil-health.
   pdf
[8]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893-019-0261-y
[9]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20144596.pdf
[10]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749461311000042
[11]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9875786/
[12]https://www.facebook.com/warren.kuo.5/posts/1015225496429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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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運動關鍵營養成分
台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  郭家驊院長

耐力體能好，存活機率高
國 際 著 名 的 醫 學 期 刊《 美
國 醫 學 會 雜 誌 》 (The Journal of the
早期的大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
樣本研究結果顯示，人體運動耐力的好壞可以預
測未來的存活機率。此研究設計為每五年測量一
次試者的耐力體能，發現未來死亡率由低到高的
群體依序為：維持好耐力者、耐力退化後恢復
者、兩次檢測耐力皆較差者，無論是二十至四十
歲、四十至五十歲、五十至六十歲到六十歲以上
等不同年齡的群體均呈現一致的結果，死亡風險

十歲 。
) 而決定耐力體能的兩大營養因素為：水

的差距可由 四倍 六(十歲以上 到)十倍 二(十至四

分與肌肉肝醣，本文僅討論後者。

ATP

adenosine
）」為主。支撐
ATP

快速生產的能源主要來自於肌肉內儲存的肝醣

以下簡稱
triphosphate,

肌肉則以大量消耗「三磷酸腺苷（

脂肪組織的「脂肪」為主，而在運動過程中

人體肌肉在安靜狀態下主要以消耗

「肌肉肝醣」決定耐力體能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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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血糖也會在肌肉快速收縮時加
(glycogen)
速滲入肌肉內，但細胞膜轉運過程較慢，仍緩不
濟急。

肝醣的優勢在於它已儲存在細胞內部，
當氧氣還來不及進入肌肉時，肝醣便可迅速分解

濃度恆定，使肌肉在高速挑戰下仍可
ATP

為葡萄糖，透過無氧代謝快速釋放能量，以維持
肌肉內

正常運作。相對的，脂肪無法在缺乏氧氣時分
解，因此只能作為人體安靜狀態下的主要能源。
在進行超過 分鐘的最大負荷高強度運動時，肌
肉肝醣決定了耐力體能的好壞。

「高強度運動」促進肌肉儲存肝醣的能力

運動挑戰會使肌肉產生適應能力，即消

耗肝醣能提高肌肉肝醣的儲存能力，對某些人而

言，運動二 三
- 天後的肌肉可增加二倍的肝醣儲

存量。在飯後胰島素正常分泌的狀態下，人體內

％的葡萄糖會儲存到肌肉組織。因此，肌肉儲

存醣的能力愈好，血糖控制的能力也愈佳。

一般休息、做家事，以及走路等相對靜

態的活動對於肌肉肝醣的消耗可說是微乎其微。

這些微量活動的過程，由於氧氣供應充足，肌肉

主要消耗血液中來自脂肪組織的脂肪酸。因此，

若要增加人體飯後的葡萄糖儲存空間以降低血

似，都是由葡萄糖所構成。因此，要使運動後迅

人體肝醣的結構與植物中的澱粉 註
( 類
)

到「增加控制血糖能力」與「避免腹腰部肥胖」

肌肉以外的位置，如：脂肪組織與肝臟等，可達

多、強度愈高，將愈能避免飯後碳資源被儲存到

糖，須要仰賴高強度運動，當挑戰的肌肉群愈

速恢復肌肉肝醣的最佳方法就是攝取澱粉。運動

雙重目的。

「醣類

好。由於肌肉對果糖的吸收運轉機制較弱，飲食
攝取的果糖大部分被肝臟吸收，果糖對肌肉肝醣

壽命？

/蛋 白 質 的 攝 取 比 例 」 會 影 響

後要迅速恢復肌肉肝醣，澱粉比果糖的效果更

「澱粉」為補充肌肉肝醣的最佳來源

85

儲存的貢獻極小，故大多數市面上買到的果糖飲
料並非補充肌肉肝醣的最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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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類攝取的多寡是否會影響壽命？較有
名的研究來自於百年人瑞比例極高的日本沖繩，
當地人大多採取高澱粉、低蛋白的飲食模式。有
趣的是，如果沖繩人移居日本本島生活，其原先
心臟病與代謝症候群的保護效果便消失。在知名
的動物隨機介入研究 (Geometric Framework for
也發現類似的證據，即獲得「高澱
Nutrition)
粉、低蛋白」飲食介入的動物壽命最長。

(Randomized control

人體研究目前的主要限制在於，完全
沒有隨機分組研究報告
能證明醣類（即澱粉類）攝取的比例是
trial)
否會影響壽命，現有的人體研究證據多是以做
完飲食問卷後進行分組，觀察各組在一段時間

庭等具有高度相關，故不是最完美的科學證

影響死亡率的行為，如：教育水準、吸菸、家

六十五歲後體重開始下降的高齡者，若蛋白質

升的年輕人與中年人是較好的選擇；至於過了

高澱粉、低蛋白的飲食可能對處於體重慢速上

後的死亡率。由於飲食攝取偏好也與許多其他

據。此外，追蹤時間不夠長的研究 小
( 於十五年

攝取比例較高，未來死亡率則較低。但需注意

易產生肥胖。

動，如果每天採取高澱粉飲食卻不運動，則容

的是，高澱粉飲食須搭配足夠強度的規律運

，
) 預測死亡率有效度將大打折扣，無法產生因
果關係，不適合當成好的飲食建議依據。

目前只能說在觀察時間較長的研究中，

運動後盡快用餐，享肝醣儲存、改善身

材雙重效果！

耐力體能為預測未來死亡機率的重要指

標，而肌肉肝醣儲存的多寡會直接影響高強度

耐力運動能持續多久（即耐力體能的好壞）。

運動後迅速回補肌肉肝醣主要的食物來源為澱

粉，是人類的重要主食，也是最能誘發胰島素

分泌的營養源。養成運動習慣，可使得這個合

成機制移向受挑戰的肌肉組織，使肌肉組織能

儲存較多的肝醣與蛋白質，同時使得其他組

織，如：脂肪組織與肝臟的能源儲存相對減

行消耗肌肉肝醣的高強度運動，運動完後及早

少，達到身材改變的效果。建議主餐前可先進

用餐，儘量不拖延，若拖延用餐時間，增加肝

糧」。

本文轉載自社團法人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

）。欲進一步瞭解，請至： www.ilsitaiwan.org
Taiwan

ILSI

︻註︼澱粉：為食物成分，最佳食物來源是「全穀雜

醣儲存、改善身材的兩大效果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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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世界廚房地位 泰國提供更健康、更美味的未來食品

鞏固世界廚房地位

泰國提供更健康、更美味的未來食品
DITP 泰國國際貿易促進局

作為長期領先的食品生產國和淨出口
國，泰國正準備以可持續的方式，為世界提供
大量且具有營養價值的食品，滿足全球消費者
獨特的口味需求。

泰國不僅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還持續

大食品出口

世
"界

投資食品創新並致力於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打

億美元。
305

年，泰國位列世界第
2021

造了強大的食品行業，因此該國自詡為
廚房 。
"

國，出口額達

植物蛋白和植物肉等更加健康的食品和未來食

就，而是在繼續前進，希望滿足全球消費者對

億美元的未來食品，同比增長
12.1

。主要
26%

年第一季度出口了價
2022

25
食品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品質上都有所提升。

食品科技初創企業進入這一領域，泰國的未來

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集團、中小企業和

市場包括美國、中國和越南。

值

大替代蛋白出口國，

品日益增長的需求。目前，泰國是世界上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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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競爭力，生產商不僅旨在還原傳統肉類產品的味道和質地，還在探索使

用新的主要原料，如鷹嘴豆、蘑菇和大麥，以此代替大豆、玉米和小麥。泰國通

過將來自水果、香料和草藥的異域調料加入食品中 ，使其未來食品脫穎而出。

亞洲
CNBC

植物肉生產商 Let's Plant Meat
首席執行官 Smith Taweelerdniti
表示，

成功的關鍵在於，要在味道、健康和環境效益之間找到平衡。他在接受

台的採訪時稱：我認為，不管是誰，只要能將消費者的需求向更可持續和更健康

的方向引導，都會讓地球受益。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創造味道和香氣。

泰國政府計畫促進食品行業的發展，使其成為主要的經濟推動力，其中

包括擴大行業創新規模。作為亞洲最大的食品飲料展，泰國曼谷食品飲料展覽會

年東盟食品創新大賽，該產
2021

不斷為食品創新者提供展示創意的機會。來自曼谷朱拉隆功大學的食
(Thaifex)

"The Marble Booster 贏"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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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技術團隊憑藉

品是一種加入了免疫增強劑、薑黃和黑胡椒提取物的植物性雪花和牛替代品，很
快將在便利店銷售。

泰國的其他替代蛋白，即食用昆蟲（當地著名的美食，源自昆蟲的蛋白

質），也早已進入美國、英國、德國和韓國等市場。蟋蟀和蚱蜢等熱門昆蟲被用

作罐頭食品、糕點和糖果等預製食品的原料。 人們對食品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

日益關注，提高了全球市場對這類食品的需求，泰國的目標是加大食用昆蟲和昆

蟲蛋白粉的銷售力度，該國目前是世界第 大活體昆蟲出口國。

17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悄悄接近的健康危機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悄悄接近的健康危機
臺大醫學院生化暨分生所  呂紹俊副教授

去比較瞭解的是過量飲酒所引起的酒精性脂肪

肝炎病毒、藥物或是肥胖及代謝異常引起。過

是三酸甘油酯）存積，主要是因為大量飲酒、

脂肪肝是肝細胞中有過多的脂肪（主要

或是乙醯輔酶

能量；在肝臟則是合成肝醣儲存、氧化成能量

組織和骨骼肌細胞轉化為脂肪儲存或是氧化成

糖高時胰島素跟著提高，促使葡萄糖進入脂肪

是一個熟知的作用。胰島素控制血糖平衡，血

才發現。在超音波檢查普及、檢查的人口數多

肝沒有症狀，不會有知覺，通常是超音波檢查

因為飲酒、病毒或藥物所引起。非酒精性脂肪

肝。非酒精性脂肪肝主要是由肥胖引起，並非

過多熱量，加上胰島素促使合成反應的效應，

理，經常攝食甜食或含糖飲料者，因為攝取到

醣類的熱量往往轉變成脂肪儲存。依據這個道

脂肪的熱量密度高且儲存量大，因此攝取過多

及三酸甘油酯。因為體內肝醣的儲存量少，而

再合成為脂肪酸
(Acetyl-CoA)

肝，而現在比較引起注意的則是非酒精性脂肪

了之後，發現在成年人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比

進而促進肝臟合成脂肪而有脂肪肝的現象。另

日本有研究發現一些正常體重的人，卻有明顯

例大約在二到三成左右。雖然在不同地區會有

的脂肪肝。學者分析這些人的飲食，發現他們

一個造成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原因是膽固醇，在

肥胖、高膽固醇飲食 拉近你與脂肪肝

的膽固醇攝取量偏高 。

些差異，但都是相當大的人口數。

的距離

31

，這在生化學上
(Anabolism)

，胰島素升高會促使
(Insulin Resistance)
肝臟脂肪合成作用

抗

或其他的組織。另一可能是肥胖引起胰島素阻

織存積太多脂肪，一部份脂肪便會存積到肝臟

高於正常體重者。簡單的說，肥胖者的脂肪組

不當有關，肥胖者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機率遠

非酒精性脂肪肝通常與代謝異常或飲食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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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Of Cirrhosis Or

，但與血清膽固醇濃度卻沒有關聯性
(P=0.007)

與膽固醇攝取量有顯著正相關
Liver Cancer)

硬化及肝癌的風險

發現，肝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 I)

(The First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美國第一次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研究

1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悄悄接近的健康危機

2022-2023

。動物實驗也顯示，攝取高膽固醇飼料的動
物（包括小鼠、大鼠、倉鼠與兔子）都有明顯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左右 的
) 非酒精性脂肪肝會發展成為非酒精性
脂肪肝炎

，嚴重的會演變成肝纖維化甚至肝硬化，
NASH)

持續惡化也可能發展成肝癌。問題是，從單純

3-5

的脂肪肝 。從生化學的角度來看，當肝臟中有
過多的膽固醇時通常會以膽固醇酯的形式儲存

清楚。有些動物實驗顯示，腸道菌滲漏及氧化

脂肪存積演變成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原因並不

(Very Low Density

於細胞的油滴中，同時也會促進三酸甘油酯等
的合成以利超低密度脂蛋白

成，將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分泌到血液，則造

無法有效組
VLDL

強烈的關連性；但機制並不清楚，推測可能與

因為可能發展成為肝炎外，它與心血管疾病有

危險因子。非酒精性脂肪肝需要去防範，除了

可能是引起肝臟發炎的
(oxLDL)

成脂質存積於肝細胞中。因此，攝取過多的膽

引起發炎的危險因子有關。上述的腸道菌滲漏

低密度脂蛋白

固醇會增加脂肪肝發生的機會是合理的，這也

及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形成，將多餘的三酸甘油
Lipoprotein, VLDL)

可以解釋為何有些體重正常的人也會有非酒精

粥狀硬化的危險因子。這些因子可以引起巨噬

酯與膽固醇分泌至血液中。若

性脂肪肝的問題。另外，如果非酒精性脂肪肝

細胞產生促發炎細胞激素

(Pro-inflammatory

，故推測也會引起肝臟庫佛氏細胞
Cytokines)

(Kupffer Cells)的發炎反應，而導致脂肪性肝
炎。

型及

優良食品˙設備暨烘焙展特刊

32

，是熟知的動脈
(oxLDL)

患者又經常飲酒過量，可能會加速肝炎的發
生，提高肝病惡化的機會。

輕視脂肪肝， 當心肝炎、心血管疾病
找上門！

遠離脂肪肝該從何做起？

台灣過去是肝病大國，主要是

型肝炎有疫苗防治，

C

型肝炎也有藥物可以治療，兩種病毒性肝炎

型病毒肝炎，不過現在

B

一般而言，單純是因三酸甘油酯存積

-％
25

B

的脂肪肝，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只要減輕體

(

C

重，將多餘的熱量消耗掉，就會減少肝臟脂肪
存積。不過要注意的是，有相當比例

20

2022~2023

2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悄悄接近的健康危機

參考文獻  
1.Yasutake K, Nakamuta M, Shima Y, Ohyama A, Masuda K, Haruta N, et al. Nutritional investigation of nonobese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he significance of dietary cholesterol. Scan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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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iaw YW, Lin CY, Lai YS, Yang TC, Wang CJ, Whang-Peng J, Liu LF, Lin CP, Nieh S, Lu SC, Hwang J. A vaccine
targeted at CETP alleviates high fat and high cholesterol diet-induced atherosclerosis and non-alcoh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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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控制到相當的程度。近年因飲食習慣的改

變，肥胖人口增加，反而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較為常見。由於非酒精性脂肪肝轉變成肝炎、

認證的藥物可以治療非酒精性脂肪
FDA

肝纖維化甚至肝硬化的機制並不清楚，而且到

目前沒有

肝炎。因此，預防脂肪肝的發生重於治療。

要預防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首先要維持適

當體重，減少過多體脂肪存積；避免經常攝食

甜食或含糖飲料；也要控制膽固醇的攝取量。

已經有脂肪肝者，且體重及體脂肪過高，更是

ILSI

要注意上述的飲食建議、避免飲酒過量，以及

多運動以降低體脂肪。

本文轉載自社團法人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

）。欲進一步瞭解，請至： www.ilsitaiwan.org
Taiwan

◎

臺灣特色茶風味輪簡介

2022-2023

臺灣特色茶風味輪簡介
茶業改良場  黃宣翰助理研究員、楊美珠課長、蘇宗振場長

目的
風味輪像是一種索引工具，藉由圖形化
和既定詞彙的協助，讓品飲者方便聯想，去描
述品嚐到的風味，而不是憑空去想像。透過風
味輪的協助，消費者可以清楚明瞭不同茶葉風
味的差別。如此一來減少了業者與消費者間對
產品風味溝通上的落差，有助於茶葉的行銷推
廣。

臺灣特色茶風味輪種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簡
( 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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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場 依
) 照茶葉形狀、製造方式之不同，將臺灣
茶重新歸納成六大類並建立風味輪，分別為臺
灣綠茶、清香型條形包種茶、清香型球形烏龍
茶、焙香型球形烏龍茶、東方美人茶及臺灣紅
茶風味輪 下
(圖 ，
) 並設有中文、英文及日文三
種版本。

如何使用風味輪
風味輪的最外圈為該特色茶常見的茶

▲臺灣特色茶分類

臺灣特色茶風味輪簡介

淺與茶葉品質並無絕對相關，僅為該特色茶類

色記錄其編號，再由淺至深排列，此外水色深

色卡比對茶湯顏
PANTONE

湯水色，係依據各特色茶類之沖泡標準進行茶

要為青心柑仔、臺茶 號及青心烏龍，主產於新

菜香，滋味甜和甘醇，富新鮮活性。茶樹品種主

成螺，色澤鮮綠帶白毫，水色翠綠顯黃，略帶蔬

時，以改善茶葉的風味。茶葉外觀條索緊細捲曲

綠茶，但農友在生產時常會攤放靜置茶菁數小

氣，滋味分為「口味」與「口感」。風味輪的

像是玉米筍般的蔬菜香氣或是綠豆般的豆香皆是

北市三峽區。而臺灣綠茶的香氣以青香為主體，

葉沖泡，於開湯後，以

可能出現的水色區間。而風味則分為滋味及香

使用建議由中心開始由內向外發展，基礎的風

臺灣綠茶常見的香氣類型。

12

味集中在內圈，再向外圈延伸更細緻的香氣與
滋味。如品茗時可先停於一個位置再慢慢向外
延伸，可得到更精準、更具體的描述。例如
喝清香型條形包種茶時有感受到花香，可由花
香區塊向外延伸，找出更多描述的方向，譬如
是桂花香或是梔子花香。而同一杯茶樣可能存
在多樣風味，可多次重複步驟測試，確認能完
整說明形容茶葉風味，便可掌握茶葉風味輪的
使用方式。

臺灣綠茶風味輪
代表茶類 碧-螺春綠茶
碧螺春綠茶為不發酵茶，在臺茶風味輪
的歸納中隸屬於臺灣綠茶，製造過程不經過攪拌
工序，直接進行炒菁，然而碧螺春綠茶雖為炒菁

清香型條形包種茶風味輪

代表茶類 文-山包種茶

文山包種茶為輕度發酵的部分發酵茶

類，在臺茶風味輪的歸納中隸屬於清香型條形

包種茶，茶葉外觀呈條索狀，自然彎曲，色澤

墨綠，水色蜜綠顯黃，香氣高雅似花香，滋味

號，

甘醇鮮活，以香清味潤聞名。茶樹品種主要為

青心烏龍及臺茶

產區分布於新北市坪林

區、石碇區、深坑區、

平溪區、汐止區及新店

區，臺北市南港區及木

柵地區等。而清香型條

形包種茶的香氣以花香

為主體，其中茉莉花、

蘭花或梔子花等花香皆

是常見的花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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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風味輪專屬網頁

:

臺灣特色茶風味輪簡介

2022-2023

清香型球形烏龍茶風味輪
代表茶類 高-山烏龍茶

為輕度發酵的部分發酵茶，在臺茶風味

輪的歸納中屬清香型球形烏龍茶。茶菁經日光萎

凋、室內萎凋及攪拌、炒菁、初乾、團揉、乾燥

等過程，使外觀緊結成球形，茶葉色澤翠綠鮮

活，水色蜜綠或蜜黄，滋味甘醇滑軟富活性，香

氣淡雅且耐沖泡，是香氣與滋味並重的臺灣特色
茶。

高山烏龍茶主產於南投縣竹山鎮、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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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及信義鄉，臺中市和平區以及嘉義縣梅山鄉、

阿里山鄉，番路鄉及竹崎鄉等地。清香型球形烏

龍茶所呈現的的風味受茶樹品種、氣候環境、製

作過程及烘焙時間等因素影響。一般而言，品質

號 金
(萱 獨
) 特的品種香氣或花果香、

越佳之茶葉呈現的特殊風味將會更加清楚明顯，
猶如臺茶

味輪，花香及甜香為首要著重之香氣分類。

梔子花等花香，故在編製清香型球形烏龍茶的風

水蜜桃香等，青心烏龍則會呈現茉莉花、蘭花或

12

臺灣特色茶風味輪簡介

焙香型球形烏龍茶
代表茶類：
一、凍頂烏龍茶：
凍頂烏龍茶為中度發酵中度烘焙之部分
發酵茶類，因具有烘焙製程，故在臺茶風味輪
的歸納中隸屬於焙香型球形烏龍茶。茶葉外觀

麵包、炒麥香、鳳梨、芒果及水蜜桃等焙香或

其他茶區。而凍頂烏龍茶的香氣除了常見的烤

技術已經擴展到南投縣竹山鎮、名間鄉及臺灣

回韻無窮，原產於南投縣鹿谷鄕，現今其產製

香氣濃郁具焙火香，滋味醇厚、喉韻佳，飲後

緊結成球形，色澤墨綠油潤，水色金黃明亮，

鐵觀音製作會產生濃郁的品種香和韻味外，也

外，也具奶油或蜜餞等香氣。目前除了以正欉

炒麥香、鳳梨及水蜜桃等似果酸或烘焙之香氣

硬
( 枝紅心品種 。
) 鐵觀音茶除了常見的烏梅、

音 ，
) 主要生產於臺北市木柵區及新北市石門區

佳。尤以鐵觀音品種製造為上品 俗
( 稱正欉鐵觀

弱果酸味，經多次沖泡仍芬香甘醇有回韻者為

紅烏龍茶係結合烏龍茶與紅茶之加工特

三、紅烏龍茶：

品種香。

會選用金萱品種製成鐵觀音茶，使其具獨特的

果香之香氣外，甜香也是常見的香氣表現。

二、鐵觀音茶：
鐵觀音茶為中
度發酵重度烘焙之
部分發酵茶類。目

點與品質特色所新創製出來的特色茶，發酵程

隸屬於焙香型球形烏龍茶。其外觀形狀為半球

前鐵觀音製法與球

加深焙火程度，茶

形色澤暗紅帶有光澤，茶湯水色橙紅，明亮澄

度是目前烏龍茶類中最高的。紅烏龍茶為著重

中成分藉火溫轉化

清有如紅茶的茶湯色澤，茶質厚重具熟果香，

型烏龍茶相類似，

成特有的香與味。

滋味醇厚圓滑、富有活性、耐泡、甘醇，為冷

烘焙的烏龍茶類，因此在臺茶風味輪的歸納中

因此，沖泡後水色

熱泡皆宜的新興特色茶，主產於臺東縣鹿野

並再經反覆烘焙，

琥珀略紅，味濃而

鄉。
潤，並有純和的

醇厚，微澀中帶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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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美人茶風味輪
東方美人茶為重度發酵的部分發酵茶，
具有許多別稱，如「白毫烏龍茶、膨 椪
( 風
)
茶、五色茶、香檳烏龍、番庄烏龍」等，其起
源可能源於日治時期的客家庄。其品種以青心

大冇為主，特別地是茶菁需採自受茶小綠葉蟬

刺吸 著
(蜒 的
) 幼嫩茶芽，經重萎凋、重攪拌，

在炒菁後需用濕布巾悶置回潤，才能揉捻成

型，成茶外觀白綠黃紅褐相間，猶如花朵，高

級者更帶白毫，茶湯水色呈橙紅色，具天然的

蜜香或熟果香，滋味圓柔醇厚。主要生產於新

北市石碇區、桃

園市龍潭區、新

竹縣北埔、峨眉

及苗栗縣頭份、

銅鑼一帶茶區。

因受製程及茶菁

原料影響，使東

方美人茶帶有豐

富的水果香氣，

常見有水蜜桃、

柑橘、鳳梨、芒

果及荔枝等香

氣，此外受小綠

葉蟬刺吸產生的

蜂蜜甜香也是十

分重要的香氣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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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紅茶風味輪
代表茶類為大葉種紅茶、小葉種紅茶及
蜜香紅茶，為全發酵茶。大葉種紅茶主要產區

號 紅
(韻 及
) 臺灣山茶等。

為南投縣魚池茶區，常見品種為阿薩姆、臺茶
號 紅
(玉 、
) 臺茶

近年來其他茶區亦利用夏秋季小葉種茶菁原料
產製小葉種紅茶，亦極具特色。或是使用受茶

小綠葉蟬刺吸 著
(蜒 的
) 幼嫩茶芽，製成蜜香紅
茶，皆受到許多消費者喜愛。
    

號除

紅茶外觀色澤宜烏黑油潤泛紫光，條
索緊結勻齊，具金黃白毫者為佳 臺
(茶

外 ；
) 湯色紅豔、澄清明亮泛油光；不同品種所
產製的紅茶香氣各具特色，但皆以清純濃郁者
為佳；滋味醇和、濃強鮮爽；葉底肥軟鮮活且
紅勻明亮。而果香
則為不同類別紅茶
的共通香氣特性。
像是柑橘、鳳梨、
水蜜桃、百香果、

期，
1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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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眼乾，皆是常見
的香氣類型。其中
若是大葉種臺茶

種香氣。

荷與肉桂之特殊品

號則具有明顯的薄

18

21

18

本文轉載自：茶業
專訊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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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脂肪組織
也能燃燒卡路里？
中國醫藥大學營養系  趙蓓敏教授

最近疫情升溫，待在家裡、多吃少運
動，「肥油」上身，不少人的疫後計畫又是展
開減肥大作戰。脂肪組織就這麼不受歡迎嗎？
近年科學研究揭示許多脂肪組織不為人知的一

年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一口氣刊載了
2009

篇

面，或許我們過去都輕忽了「它」的潛力！尤
其

證實成人體內存有棕色脂肪的文章，更是帶來
不少希望。眾所周知，白色脂肪庫存能量，棕
色脂肪執掌生熱維持體溫。因過去以為棕色脂
肪只存在於小動物、冬眠動物與嬰兒，成人體
內已不復存在，因此棕色脂肪研究冷門多年，
如今忽然熱鍋熱灶起來！

除了「正宗」的棕色脂肪細胞，在白色
脂肪組織內也發現一群類似棕色脂肪的細胞，
功能型態遊走於棕與白之間，稱為米色脂肪細
胞。與白色脂肪細胞迥異的是棕色或米色脂肪
細胞能夠促進葡萄糖與脂肪酸的異化分解，具
有潛力用於改善肥胖、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
以下就讓我們來認識這種能夠燃燒卡路里的脂
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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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脂肪組織 也能燃燒卡路里？

與脂肪酸氧化十分活躍。這也歸功於前述的交

應，棕色脂肪細胞內脂解（三酸甘油酯水解）

所需的氫離子梯度，導致卡路里燃燒後產生的

感神經傳訊同時啟動細胞內脂解酶，如此解釋

(ATP)

而是「熱」。此生熱機器需要交感神經
ATP

了棕色脂肪與白色脂肪細胞形態學分辨最大的

），在能量工廠運作時破壞了產生能量
-1

的啟動，外界冷刺激或攝食行為皆會活化交感

差異：棕色脂肪細胞內油滴小而分散（稱為多

棕色米色白色，不是所有體脂肪天生平等

白色脂肪以備不時之需，必要時 例
( 如熱量攝

神經，透過腎上腺促進劑的傳訊，啟動細胞內

房），而白色脂肪為單一大油滴（單房）。棕

不是

取不足或無法利用葡萄糖 可
) 釋出脂肪酸供其

生熱機制。棕色脂肪組織的顏色便是來自粒線

多餘的熱量以三酸甘油酯型式堆積在

他組織利用 產
-能 包
( 括酮體 或
) 熱，因此白色

色脂肪細胞也有十分活躍的葡萄糖擷取能力，

擷取的葡萄糖用於合成脂解原料

體酵素的細胞色素以及組織內密布的血管

想這塊脂肪產生的熱必須及時帶走，自然有勞

酯。

發現，暴露於低溫的老鼠其皮下脂肪（白色脂

米色脂肪細胞當初即是從細胞形態學上

微血管。此外，棕色脂肪組織還密布著交感神
經。

相對於白色脂肪內傾向脂質生合成反

三酸甘油
─

想
─

脂肪被視為熱量倉庫。相對於白色脂肪，為何
棕色脂肪卻能直接燃燒卡路里生熱呢？關鍵之
一是棕色脂肪細胞內有豐富的粒線體（俗稱能
量工廠），不似白色脂肪細胞內充滿大油滴，

（去偶合蛋白
UCP-1

粒線體數量少且功能不彰；之二是棕色脂肪粒
線體上有一特殊蛋白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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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於顯微鏡下可見散布的多房油滴結構，並證實也會表現棕色脂肪特有的

。米
UCP-1

色脂肪特殊之處是可在白色與棕色之間表型互換，處於溫暖、高脂飲食環境下與白色脂

，因此只要
(heat)

肪無異，只有刺激下才會顯出生熱本性。目前科學界看法為棕、米、白脂肪細胞起緣不

同，因此米色與棕色雖皆能生熱，但標記身份的基因表現不同。

的同時也伴隨產熱
(ATP)

肥油不只是肥油，每個人的體脂肪生熱能力不同
當我們體內燃燒三大營養素，產能

）還有其它生熱方式。與肌肉顫抖生熱
UCP-1

能夠產能的組織皆能產熱，體溫由此產生。而低溫威脅是生命攸關之事，因此演化過程
棕色脂肪被保留，並且除了棕色脂肪（或

（打哆嗦）不同的是，棕色脂肪的生熱是「非顫抖型」：冬眠動物不發抖，嬰兒穿得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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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少發抖，甚至台灣俗諺：小孩屁股三把火，或許歸功棕色脂肪「發功」。現代人室

之賜，成
(18F-FDG PET/CT scan)

有
1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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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空調，外出會添衣，棕色脂肪似無用武之地，逐漸被白色脂肪替代。

拜放射氟標定去氧葡萄糖 正
- 子電腦斷層造影

陸續被證實。此儀器利用癌細胞代謝活躍快速消耗葡
2007-2009

CT定位，原用於追蹤癌細胞。醫師與科學家注意到一些癌病友檢測於特

人體內殘存棕色脂肪於
萄糖特點結合

定部位（頸部鎖骨、肩胛、延脊椎兩側或橫膈附近）有大量葡萄糖攝入，且組織密度類

似脂肪。研究進一步證實：使用交感促進劑相對於不使用或使用交感拮抗劑、冬季相對

％成人可測得，

果然女人愛美不怕流鼻水是有根據的。
─

10

於夏季、年輕人相對於老人、血糖正常相對於高血糖者、體重正常相對於肥胖者，有較

倍

高機率偵測到棕色脂肪。在同樣衣著單薄條件下，室溫約
年輕人可測得，測得機率女性是男性

2

你的脂肪組織 也能燃燒卡路里？

胞。其實要刺激活化（激活）體內殘存的棕或

科研與藥廠投入開發如何增加棕或米色脂肪細

抗高脂飲食誘發的肥胖並改善代謝，吸引大量

以增加老鼠米色脂肪（稱為白脂褐化）有助對

脂肪。此外，大量動物實驗證實轉殖某些基因

成人偵測到的棕色脂肪也可能是米色

較趨健康。

的胖子比起無棕色脂肪的胖子，各項代謝指標

。尤其近年一項大型研究證實保有棕色脂肪
HDL

除、高血清三酸甘油酯清除並提高好膽固醇

力的，不僅幫忙燃燒卡路里、也有利高血糖清

活躍（較高生熱能力）的體脂肪還是很有吸引

上人人都有的肌肉。但一個人若能配備有代謝

(<400

食，不妨多走出戶外讓身體活動暖和才是。

本文轉載自社團法人台灣國際生命科學會（

）。欲進一步瞭解，請至： www.ilsitaiwan.org
Taiwan

ILSI

次寒流來襲，可別再裹著毯子坐擁暖氣吃零

激素促進白脂褐化的研究尚待臨床證實，但下

調控自有其複雜性。雖然運動有助骨骼肌分泌

也促使他們補充高熱量食物，人體熱量恆定的

肪，但卻不見得瘦。這是因為低溫消耗的熱量

的方法。確實寒帶戶外工作者有較高的棕色脂

常處低溫是誘發棕或米色脂肪最自然

米色細胞並不難，不論直接或間接，活化腎上
腺傳訊即可達目的。問題是如何增加人體棕或
米色脂肪的量才是科學挑戰，畢竟這涉及細胞
分化初始且基因命定，距離應用仍有段長路。

打造有益健康的體脂肪

％

值似乎比不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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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目前還沒有核可藥物可增
加棕或米色脂肪量，現有藥物或飲食成分（例
如：辣椒素、白藜蘆醇、兒茶素、麻黃鹼與咖

克
10-15

◎

啡因）極可能只是激活現有殘存的棕或米色脂
肪。

克棕色脂肪可增加
40-50

那麼激活棕或米色脂肪是否是減肥良
策呢？雖說

在可測得人群大多只有

肪量差異極大。老人與肥胖者幾無殘存，即便

的能量支出，但每個人殘存棕或米色脂
kca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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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飯及燉飯米品種介紹
花蓮農改場  黃佳興助理研究員

前言
水稻是我國栽培面積最大的作物，其相

人說的 al dente
。相較義大利燉飯，國人在國內

常吃到的燉 燴( 飯)，則是先把米煮熟，再將準備

好的湯汁淋上或是將煮好的米飯與湯汁放入鍋

主要糧食，就算是以麵包為主食的歐洲國家，

除了臺灣，亞洲各國亦有許多國家是以稻米為

歡食用白飯的人，卻能接受的一道米食料理。但

可快速的提供顧客美食，另一方面更是部份不喜

飯、牛肉燉飯、豬肉燉飯等，對餐廳言，一方面

內拌炒，並且可依不同的湯汁及配料形成海鮮燉

仍有部份國家會利用稻米製作傳統美食。義大

國內的燉飯相較傳統義大利燉飯，口感上較軟

關的米食文化更是我國重要的飲食文化，但是

就
(paella)

及西班牙海鮮燉飯
(risotto)

爛，如果有外帶燴飯經驗的人，相信更能了解燉

利燉飯

是其中較為知名的，而最為國人熟知的就是義

飯放了一段時間之後黏在一起感覺。

燉飯米特色

大利燉飯，但在國內僅只有少數餐廳能夠提供
傳統的義大利燉飯，且大部份是類似義大利燉
飯的臺式燉 燴
( 飯
) 。就讓我們來了解兩者有何

、
Carnaroli

及
gange

，其他
Vialone Nano

較為國人知道的燉大利燉飯米品種有

、
Arborio

、
baldo

吸收後，再重複加入高湯，使米粒在加熱煮熟

有粒粒分明的口感，因此，所需的米飯特性也

生米需在這些時間內，逐漸吸收高湯，且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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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以及燉飯米和臺灣米有何不同。

燉飯

、
aliace

。義大利燉飯米與國內燉飯或一般
thaibonnet

義大利米品種還有
的製作方
(risotto)

食用的白飯烹煮方式不一樣，義大利燉飯依使

傳統義大利燉飯

法是先將生米和洋蔥放入鍋中，加入少許白酒

分鐘之間，

用米的品種不同烹煮時間在

的過程中逐漸吸附高湯，直至最後米飯表面黏

不同。米粒吸收高湯受到米粒本身物理和化學

至
拌炒，之後開始加入預熱的高湯，待高湯被米

稠，但還是能夠粒粒分明，甚至許多米的米芯

吸水性及糊化時間等的影響。國外的研究中義

特性的影響，包含直鏈澱粉含量、粒型大小、

19
仍未完全熟透，而這種特殊的口感就是義大利

12

燉飯及燉飯米品種介紹

大利燉飯米品種的直鏈澱粉含量在百分之

至

之間，並未偏重直鏈澱粉的高或低，義大利
是高直鏈澱粉，但
Carnaroli

則是中低直鏈澱粉。國內
Arborio

知名的燉飯米品種
最廣為使用的

之間的一些
bomba

我們分析國內栽培品種和義大利

稉稻品種白米百粒重則大多在 2.5g
以下，表示現

以 Arborio
及 Carnaroli
較大，達 克以上，國內

及西班牙
Arborio

有的國內品種在外觀上無法完全適合料理燉飯使

、
Carnaroli

為較大，白米粒長可達
Arborio

特性，粒型上

用，有選育的空間，花蓮農改場目前已選育一大

品系在高級世代，白米百粒重可
228

以上，粒寬可達 3.2mm
，相較國內一般稉稻品
7mm

粒米花稉育

(右下)進口義大利米(Carnaroli)

，少部份粒長較長的也是
6mm

達 3.07
，相較國內一般栽培品種，更接近國外優

(左下)進口義大利米(Arborio)

種，粒長一般低於

以秈稻的品種為主，但粒寬則較小。白米百粒重

(中)白米中心尚未完全熟透的義大利燉飯米

15

一般食用的稉稻品種，皆為低直鏈澱粉，但秈
稻品種則為高直鏈澱粉。

質燉飯米品種的粒型大

小。

此外，我們以

Carnaroli

電鍋烹煮後，用粘硬度

儀分析，以

的硬度較大，
bomba

、Carnaroli、花稉育228、台稉16號、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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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介於台灣

(上)義大利米和台灣米 (由左至右Arb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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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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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arnaroli

的稉稻和加工用秈稻之間，粘度的分析結果臺
灣的稉稻黏度較這三個品種高，
的粘度僅較加工用秈稻米種高一點，可說
bomba
口感上完全和國內食用習慣不同。因此使用國
產稻米在烹煮時建議適當縮短時間，一方面避
免米粒變得過度軟爛，另一方面也能達到適合
國人的口感。但當然最終就是希望能透過育種

的硬度，但仍較
bomba

在硬度
228

的方式，育成適合國人飲食習慣及口感的燉飯

和
Carnaroli

國內的一般稉稻品種偏硬，加上粒型較大，未

燉飯米品系，為國內的稻米產業增添生力軍。

年統計義大利稻米生產面積超
2018

依

在國際的美食領域搶佔一席之地。

希望能將國產的燉飯米出口到歐洲國家，為台灣

積，代表燉飯在全球有一定的市場。最終目標也

過 22.9
萬公頃，幾乎接近台灣全年稻作的生產面

資料，
FAO

來或可作為一優良的燉飯米品種。

結語
有感於國內飲食西化，燉飯米也成為外
食的選擇之一，但國人對於燉飯米的口感需求與
西方不同，本場針對國人喜好的燉飯米口感進行
育種工作，透過引進的義大利燉飯米品種與國內
栽培品種雜交，已育出一些成適合國人口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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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專用品種，本場目前選育的花稉育
上雖不未達

▲
(上)傳統義大利燉飯
(下)花稉育228田間植株照片

魚油與肌少症

魚油與肌少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  劉興華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江孟燦教授

我會罹患肌少症嗎？
肌少症，是指在老化過程中骨骼肌質
量、力量，以及功能逐漸減少，進而影響老年
人的健康，例如：容易跌倒、殘疾、失能，甚
至死亡 。而骨骼肌在身體除了是個主司運動

如運動神經元減

與肌肉生理代謝相關之荷爾蒙濃度和敏感度

3

的改變 如生長激素（ Growth Hormone
）、類胰

）與雌性激素（
Testosterone

）的
Estrogen

）、睪固酮
Androgen

島素生長因子 （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

改變，以及胰島素阻抗（ Insulin Resistance
）
皆會影響蛋白質合成代謝 。

3

優良食品˙設備暨烘焙展特刊

的器官之外，也與身體的代謝調節有關，在能
量營養素的代謝上扮演重要角色。不只是老化
原因，運動力降低導致的肌肉流失也可能增加
我們罹患代謝症候群的風險，例如肥胖、糖尿
病 。

老化造成的神經肌肉變化

變少，以致肌纖維數目減少 。

少、周邊神經髓鞘受損、神經肌肉交接處突觸

:

造成肌少症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包括：

2

）、雄性激素（
1, IGF-1

1

4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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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的維生素

（

-α

25-OH Vitamin ）
D 不足導

如腫瘤壞死因子

反
- 應蛋白

）、介白素
Interleukin-6, IL-6

）、
Interleukin-1, IL-1

（

）、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α

發炎因子增加

致肌肉合成下降 。

（
介白素
（

蛋白質和能量攝取不足或吸收不良 。

）增加。
C-Reactive Protein, CRP

C

生成和降解 。

體生合成、融合與分裂等，皆會影響骨骼肌的

粒線體失能

粒線體功能是否健全，如粒線

活動量減少或長期臥床不活動造成肌肉流失 。

6

（

4

的情形呈正相關。這些脂肪主要堆積在肌肉和
臟器上，導致肌肉組織減少、肌肉的品質下降
（如肌纖維大小和數量減少、肌蛋白的合成下
降，以及粒線體功能的退化），整體的效應造
成瘦肉質量（ Lean Body Mass
）減少，進而使體
- 、介白素

增加，也會引起

重增加 。另外，肥胖會激活發炎因子訊號，
如腫瘤壞死因子

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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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此外，肌肉退化也與身體中脂肪沉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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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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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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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肌肉質量與肌肉力量減少 。

魚油可以減緩肌少症的發生？
人體試驗研究結果顯示，多運動和營養
的補充，可預防肌肉質量、肌肉力量或身體功

體重 ，且選
g/kg

能的喪失 。一般而言，建議健康老年人每日
–

16,17

。因此，魚油來源的

Omega-3

肪魚，能使老年人的肌肉質量、肌肉力量及身

體功能獲得改善

補充劑具預防肌少症的潛在能力 ，可作
PUFA

為一個可改善老年人失能的方式之一。

吃魚油能改善肥胖造成的肌肉消瘦？

現代飲食西化與運動量的減少，不但造

成體重增加，脂肪堆積在骨骼肌、腹部內臟層

蛋白質攝取量保持在
擇含優質蛋白質來源的食物，例如豆魚蛋肉類

及器官也逐漸增加。肥胖、糖尿病、癌症，以及

衰老等會導致骨骼肌質量的損失，高脂飲食的習

O m e g a -不
3 飽和脂肪酸

島素敏感性，並促進脂質氧化以減少脂肪酸的累

是，有研究指出，攝取魚油可以增加骨骼肌的胰

慣也會減少骨骼肌線粒體的含量和功能。慶幸的

），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PUFA

魚油中富含

緩肌少症的臨床試驗之研究 。

（

之飲
DHA

積 。在動物試驗中，以高脂飲食餵養會引起骨

骼肌萎縮 ；相反的，當餵食含有

飲食替代方式可以
Omega-3 PUFA

食可以預防動物之肥胖和改善脂肪在肌肉的堆積

及
EPA

）和二十碳五烯酸
DHA

的攝取與骨
Omega-3 PUFA

），兩者具有抗發炎特性，對心血管健康
EPA

例如二十二碳六烯酸（
（
具有有益的作用 。

。此外，透過

平衡肌肉中能量代謝、減少脂肪酸的累積、改善

Omega-3

可以增強老年人合成肌肉蛋白的比率；在
PUFA

線粒體功能，並提供肌肉細胞膜上磷脂結構的完

處，透過補充

克
1.86

和
EPA

克
1.5

或食用高脂
DHA

潛力。

因攝取高脂飲食所誘發之肥胖症的骨骼肌消瘦的

19,22

。這些結果皆顯示，魚油具可能可改善

一項力量訓練試驗中，魚油的補充和非補充對

骼肌健康之間也有正向關係 。補充

20

19

整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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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等。此外，近年來國際上也有許多關於魚油減

11

外，也有一些證據支持魚油中 Omega-3 PUFA
的益

15

49

1.5
12

照組相比，肌肉力量與功能上得到改善 。此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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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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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顯示，攝取魚油來源的 Omega-3 PUFA
可能有助於減緩健康老

是具有預防老年人肌少症的潛力，也可以作
Omega-3 PUFA

年人因年齡導致肌肉質量和身體功能喪失的速度，以及肥胖症引起的肌肉消瘦，
也就是說，魚油來源的

為預防老年人肌少症的飲食建議之一。

營養小常識：如何判定肌少症？

時，再加以肌肉質量測試，
16kg

歲以上的長者，先進行肌肉力量評估，以

項判定肌少症的指標，包括肌肉力量減弱、肌

European working Group on Sarcopenia in Older
年更新
2018

歐洲老年醫學聯盟（
）於
People, EWGSOP

肉質量減少以及身體功能降低。建議

、
27kg

，即可判定為肌少症 。肌
5.5kg/m2

）需利用人體
ASM

Appendicular Skeletal

）
Appendicular Skeletal Muscle Mass Index

、
7.0kg/m2

握力器檢測，若男性與女性握力分別小於
當男性和女性的肌肉量分別小於
肉質量是以四肢骨骼肌質量指數（

來評估，算法為四肢骨骼肌的肌肉量除以身高的平方（

），其中四肢骨骼肌的肌肉量（
Muscle Mass/height2, ASM/ht2

）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

，則為重度肌少症。
0.8 m/sec

）進行測量。最後
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BIA

組成分析儀，如雙能量Ｘ光吸收儀（
或以生物電阻抗法（

以走路的速度評估肌肉功能，若行走速度低於

）。欲進一步瞭解，請至： www.
ILS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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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告與食品法規有關之新規，以便讀者與廠商參

食品整理出近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

也對多種食品相關法規做出修正與公告，亞洲

有鑑於近日的食安問題，政府相關部門

等防腐劑；為了增加口感，可能添加卡德蘭

存，可能合法添加「己二烯酸」及「苯甲酸」

煉製品火鍋料為了能延長保存期限及容易儲

準使用，尚無危害健康風險之虞。例如，魚肉

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只要正確且合法依該標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及「
5-

5-

膠；火鍋湯底為了提升風味，可能添加「胺基

乙酸」、「

揮別炎炎夏日，迎向秋冬季節，在寒冷

與口感等作用，讓消費者可享用到安全、品質

的使用食品添加物可幫助食品抑菌、提升風味

秋冬火鍋季，安心打牙祭

的時候揪上三五好友共同享用美味的火鍋，不

好且多樣化的美食。

次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等調味劑。謹慎合法

只暖胃還可以暖心。但近年來大家逐漸開始關

食藥署為了維護國人健康及食用安全，

注加工食品中食品添加物之使用，使消費者對
於火鍋料的製作或是使用湯粉及湯塊沖泡的火

並重視消費者「知」的權利，訂有「直接供飲

食場所火鍋類品之湯底標示規定」，規範飲食

鍋湯底產生疑慮，害怕因食用了食品添加物會
對身體產生不良的影響，對吃火鍋這件事是既

場所之火鍋湯底所有成分需詳實展開，且清楚

者謊稱是高等食材花時間熬煮，也避免以商業

標示主要食材或風味調味料之內容，避免被業

期待卻又怕受傷害。

天然火鍋食材如新鮮的蔬菜、肉類及

標示林林總總之食品添加物成分，毋須過度擔

食品火鍋料食用，在挑選火鍋料時，看到包裝

對包含加工食品及調味料中食品添加物，及火

關不定期針對火鍋餐飲業者進行專案稽查，針

為保障民眾享用火鍋衛生安全，衛生機

機密為理由含混帶過。

心，食品藥物管理署 下
( 稱食藥署 參
) 考國際標

鍋湯底標示等項目，以保障食品安全。

海鮮類當然最為健康，但往往會搭配一些加工

準並經嚴謹評估，訂有「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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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此外，火鍋食材務必煮熟，生鮮食材

沒有清楚標示食品成分、保存期限及製造廠商

示完整清楚之產品，少購買散裝、來路不明或

食藥署提醒消費者，選購商譽良好且標

品」所准許標示或廣告之保健功效及其宣稱敘

與結果判定之規範及保健功效宣稱。「健康食

安全性監測項目；三、修訂數據統計分析方法

物實驗；二、修訂受試對象條件、受試人數及

本次預告草案修正重點：一、刪除動

增修訂白克列

動物產品殘留微量農藥，基於風險預先管理，

經餵食合法施用農藥之飼料作物後，可能導致

類項下十字花科包葉菜類之規定；並考量動物

殘留容許量標準，以及抱子芥菜列屬於包葉菜

種農藥於動物產品之殘留容許

與熟食的夾取餐具勿混用，避免交叉污染造成

述，取決於個別產品依據衛福部公告之保健功

形，故刪除其於動物產品之殘留容許量。本草

量，以及考量亞環錫等

種農藥應已無殘留情

食品中毒。另外，無論是滿漢全席或是清粥小

效評估方法，提出之科學實驗驗證結果。

案將進行為期
意見。

天之預告評論期，以蒐集各界

委員會，經專家委員審核通過，期在保護國內

消費者飲食安全之前提下，讓農藥之使用及管

優良食品˙設備暨烘焙展特刊

菜，掌握均衡飲食原則，不暴飲暴食，才是維
持健康的不二法門！

衛福部強調，健康食品本質仍屬食品，

我國對於農藥之核准登記及訂定殘留容

   

用，若身體有任何不良狀況仍應循正常醫療管

許量，分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

並沒有等同藥品的效果，亦無治療疾病的作

道診治，切勿自行食用誇大功效或宣稱療效的

依權責辦理。針對進口農產品，因其農作物生

長環境、病蟲害防治及用藥方法與國內情形不

產品，以免花錢又傷身。
預告修正「健康食品之輔助調節血壓功能評估

物管理署參酌先進國家作法，受理增修訂進口

農產品殘留農藥容許量之申請。農藥殘留容許

留量消退試驗資料、核准登記使用方法等科學

量之訂定，經審核農藥之毒性資料、農作物殘
預告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加強食品殘留

性資料，參酌國際間標準，評估國人對各類農

項

作物取食總量之累積風險，並會商行政院農業

農藥管理

種藥劑

62

53

6

同，為國民飲食需求，係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日預告修正「健康食品之輔助調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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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0

方法」草案，名稱並修正為「健康食品之輔助
調節血壓保健功效評估方法」

為使健康食品保健功效評估試驗之實
驗方法與實驗執行相關規範更臻明確與周全，

月

並考量動物保護及福址，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
部 於
)

準」，修正內容為修正亞醌蟎等

衛生福利部預告修正「農藥殘留容許

日，蒐集各界意見。

血壓功能評估方法」草案，名稱並修正為「健

草案之預告評論期

30

量標準」及「動物產品中農藥殘留容許量標

18

康食品之輔助調節血壓保健功效評估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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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更加合理化。
    

第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下
( 稱食安法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

月

日公告修正「食品業者投

之食品業者，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爰衛生福
年

利部業於

項第

產品之農藥殘留持續進行監測，如發現有違反

條第
款處新臺幣

登記、公司登記、工廠登記、稅籍登記或農產

保產品責任保險」，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食

項第

全衛生管理法第
條第

製造業者，自

年

月

日起須為其產品投保

物製造業，及具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之食品

部擴大強制要求具稅籍登記之食品或食品添加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爰衛生福利

風險與財務負擔及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分散食品業者理賠

食品製造業投保產品責任險，風險分攤有保障

民眾食的安心。

條，處新臺幣

47

萬元以上
3

百萬元以
3

障。

保內容，分攤責任風險，以為消費者的實質保

之責任，在發生食品衛生安全事件時，可依投

食安法及其相關規範，且應完全承擔自主管理

食藥署表示，將持續督促食品業者落實

下罰鍰。

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者；違反本規定者，可依食

萬元以上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規定者，依違反食品安

28

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業者，其規模為具有商業

9

款規定，依同

110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市售農

13

億元以下罰鍰，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農業

法第

5

安法第

2

15

機關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依法處辦，讓

6

1
1

)

春節送禮送健康 選購要訣報你知

農曆春節將至，又到了購買伴手禮走春

訪親的時刻，近年因為疫情影響，健康養生觀

念崛起，健康食品也成為年節贈送親友受歡迎

的禮品。因此如何聰明選購健康食品，也相對

變得更重要，為了讓大家過年送禮不踩雷，食

品藥物管理署 以
( 下稱食藥署 為
) 民眾整理出選

購健康食品之要訣，讓您送禮送健康，做個聰

明選購的消費者。
    

對於購買「健康食品」，最重要是應考

量食用者需求，選擇適合收禮人的健康食品。

食藥署提醒民眾選購健康食品應掌握「停」、

閱讀包裝上之「標章及核准
—

冷靜思考是否確實有需要及對
—

「看」、「聽」三要訣：

一、『停』下

健康是否有幫助；

二、仔細『看』

字號」、「警語」、「注意事項」、「建議攝

請教「醫師或營養
—

取量」及該產品「保健功效」之實質意涵；

三、食用前請務必『聽』

師等專業人員」之建議，正確選購真正對食用

者狀況有助益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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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後所產生，由於

經人體消化道分解後，將
GEs

產生可能具有人體健康危害之縮水甘油 環
/ 氧丙

在新春期間，能與親友長輩齊聚一堂歡
度佳節，把象徵滿滿祝福之意的伴手禮，送到

月

日起優

年起即已就此等

醇
年

1

預告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增訂海樂奎喏及

泰地羅新之殘留容許量

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部 預
) 告修正「動物

用藥殘留標準」，本次增修訂之海樂奎諾及泰

量，期在保護國內消費者飲食安全之前提下，

地羅新，均為配合國內用藥需求訂定殘留容許

料油脂中即含有，考量原料油脂之期貨貿易時

    

我國對於動物用藥之核准登記及訂定

年

殘留容許量，分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
( 稱農

定經評估，將提供合理之緩衝期，自民國
月

之污染應自源頭管理
GEs

始應符合本次增訂之標準。

衛福部強調，

防堵，故管制原料端相關污染物質之濃度，即
可有效減少後端加工產品之污染風險；衛福部

修正有關規定，以維護食品衛生安全。

六條及第五條附表三修正草案 下
( 稱本草

GEs)

日之評論期，並預
日起實施。

    

義務，並依行政程序法及世界貿易組織「食品

議會」審查，並會商農委會。另為履行透明化

酌國際規範後，送請「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

行國人飲食所攝取殘留藥物之安全性評估及參

料、殘留試驗資料及國人飲食調查等資料，進

使用需求及規範，並根據藥品的動物毒理性資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之訂定，係依據前端

慣而訂定規範，以確保國人食用安全。

外，另考量國內農牧漁業之需，依國人飲食習

委會 及
) 衛福部依權責辦理，除參酌國際規範之

日起，凡於市場流通販售之食用油脂，

加工製品原料配方調整等需時因應，本修正規

讓國內動物用藥之使用及管理更加合理化。

之來源，可能於輸入之原
GEs

之含量。
GEs

7

程、產業界為油脂二次精煉所需增加之設置或

鑒於食用油脂中

先針對嬰幼兒食品，正式實施限制

，我國自民國
(Glycidol)

親友手中，祈願親友來年健康幸福，是疫情之
物質之管理進行評估，並於

)

下的小確幸，遵守健康食品選購三要訣，健康
食品聰明選，健康愉快過春節。

以
( 下簡稱衛福部

預告增訂食用油脂中縮水甘油脂肪酸酯之限量
標準

衛生福利部

1

仍將持續參考國內外最新科學研究資訊，滾動

預告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第

110 107

113

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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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 ，
) 將增訂食用油脂中縮水甘油脂肪酸酯
(Glycidyl fatty acid esters,以下簡稱

之限量規定，另針對供為生產嬰幼兒穀物類輔

月

60

助食品及嬰幼兒副食品之食用油及脂肪，加嚴

年

1

限量管理。本草案將提供
計將自民國

1

污染物質主要是來自油脂經高溫精
GEs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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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廣徵各界意見後，訂定各類產品之殘留
容許量。
    
另，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持續監測市

萬元以上

億元

款規定，依同法第

日，再次蒐集各界意見。

本次預告與第一次預告內容，主要修正
重點說明如下：
修正營養宣稱定義。

公克 或
(毫

與礦物質標示方式、復水產品之標示方式。

修正胺基酸單位為公克或毫克標示、維生素

如顆、粒、錠。

增加錠狀與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之單位，例

售畜禽水產品之動物用藥殘留，如發現有違反

項第

款處新台幣

條第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規定者，屬違反食品安全衛

項第

生管理法第
條第

以下罰鍰，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農業機關

新增營養標示以每一份量及「每

升 」)之單位標示一致性規定。
修正熱量及營養素得以「０」之標示規定。

月

日起實施。預告公告可
(www.fda.

轉傳訊息表關心，真假訊息要辨明

現今社會越來越強調健康生活，有些民

眾因關心親友身體健康，看到網路流傳的「健

康訊息」就會轉傳分享。時逢春節期間，無法

返家團圓的親友，也會選擇使用通訊軟體傳遞

祝福與想念，無論訊息內容是甚麼，背後透露

出的是對家人無盡的愛。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
(下

簡稱食藥署 提
) 醒，轉傳或收到親友有關食藥醫

粧類的「健康訊息」時，民眾可至食藥署官網

的「食藥闢謠專區」查詢真偽，並將正確訊息

年

月

日起，在官網

回傳給親友，以感謝親友的關心，並避免以訛

食藥署自

、社群網路 如
Line)
(

-

FB)

）成立「食藥闢謠專區」，
www.fda.gov.tw

傳訛。

（

蒐集各種通訊軟體 如
(

及網路論壇上有關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及化

則謠言。

粧品安全等的不實謠言，迄今已逐一破解並發
布超過

食藥署提醒，生活中有許多未經實證的

偏方，可能會對民眾身體造成傷害。因此，食

藥署告訴大家「停看聽」三步驟，第一：「停

優良食品˙設備暨烘焙展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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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錠狀、膠囊狀食品之每份數值標示方
式，以及修正熱量或營養素標示值之方式。

此外，考量本應遵行事項之更新，特
定疾病配方食品之因應尚需時間配合調整，故

年

本應遵行事項，將實施日期由原公布後即日生
效，延長至

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24

100

gov.tw)「 公 告 資 訊 」 「
> 本署公告」網頁查

4

3
詢。

104

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依法處辦，讓民眾

日預告修正

1

食的安心。

月

日辦理第二次預告，評論期為

1

第二次預告修正「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

年

案於預告期間蒐集各界評論意見，經邀集相關

月

500

項」部分規定草案

衛生福利部於

25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草案，該草

5

公協會及專家學者討論，酌予調整內容後，於
年

60

113

2

5

1

6

1

2

110

4

2

15
26

5

1
1

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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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前，務必要停止轉載行為，讓謠言沒有機

停止轉載謠言」，也就是在尚未確認訊息正確
邊境輻射檢測量能充足，且嚴格實施輸入食品

求所有從日本輸入的食品都要檢附產地證明，

驗」草案。前述草案將進行為期

定食品應檢附輻射檢測證明向查驗機關申請查

禁止進口之規定 草
) 案，及預告「輸入日本特

天的預告期

邊境查驗與輻射檢測機制，積極建立完整的食

都要檢附產地證明，本次預告係參考各國對日

衛生福利部強調，所有從日本輸台產品

間，以蒐集各界意見。

會再繼續傳遞；第二：「看 看
- 正解長知識」，

日日本發生福島核電廠事

安管理，並進行風險管理與溝通，以維護民眾

月

趕快上食藥署闢謠專區，看看類似謠言的正確

年

飲食安全，調整管制措施如附件。

從

解答，讓自己增長知識、釐清謠言真相；第
三：「聽 聽
- 專家破迷思」，當民眾看到謠言與
自身疾病、健康相關之處，應先尋求正規醫療

本食品管制措施，並檢視日本國內監測，以及

件後，全球原有

個國家 地
(區 對
) 日本食品採

協助，讓醫生來協助破除謠言，並應遵守醫囑

一
(

)日本國內限制流通的產品，為當然停止受

)野生鳥獸肉︰福島縣、茨城縣、櫪木縣、

)菇 類 ︰ 福 島 縣 、 茨 城 縣 、 櫪 木 縣 、 群 馬

)漉油菜︰福島縣、茨城縣、櫪木縣、群馬

)福島縣、茨城縣、櫪木縣、群馬縣、千葉

雙證 ︰)

二、 應檢附輻射檢測證明及產地證明 即
( 檢附

縣、千葉縣。

四
(

縣、千葉縣。

三
(

群馬縣、千葉縣。

二
(

理輸入查驗。

一
(

一、 停止輸入查驗 即(禁止進口 ︰)

區管制，改為風險產品管制，包括︰

我國對日本輸入食品邊境抽驗結果，由現行地

取管制措施，到目前，已有

件，
年底前檢出，近

日預告「停止輸入

縣開放品項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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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國家 地
(區 完
)

接受治療，避免誤信網路偏方而耽誤最佳治療

全解除管制措施，

個國家 地
(區 對
) 風險產品

時機。

停止輸入或要求提供輻射或 及
( 產
) 地證明，僅

月
多年來針對日本

年

台灣與中國全面禁止福島等特定地區的所有食
品。

日止，

3

春節期間民眾應該保持均衡飲食，養成
健康的生活作息習慣及適當運動。如有身體不

月

月

8

適，應適時就醫並遵從醫囑治療，切勿聽信偏

年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從
日起到

％ 都
(91.9
) 是在

合日本標準及我國標準，其中微量檢出
件

衛生福利部在

年檢出批數則已大幅降低。

包括有

100

萬餘件，輻射值檢測結果均符

10

105

236

輸臺食品檢測

31

57

41

100
110

查驗之日本食品品項別及其生產製造地區」 即
(

2

方而延誤就醫時機。

衛生福利部預告調整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

衛生福利部強調，我國秉持科學實證、
保障國人健康及食品安全與安心原則，持續要

217

2022~2023

11

12

55

3
12

18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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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宮城縣、岩手縣、山梨縣、靜岡縣生產製

依權責辦理。針對進口農產品，因其農作物生

我國食品輻射污染容許標準並非較俄羅斯等國

同，為國民飲食需求，係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

與銫

之總和，俄羅斯等國

類、肉類及魚類等，詳如附表。

國規範，例如 茶
: 、牛乳、 乳製品、漿果、菇

經查，該些國家其他產品之限值，大多高於我

一、外界僅擷取部分數據，有誤導民眾之虞

以下澄清

際標準嚴格等開放原則乙事，衛生福利部提出

較俄羅斯等國寬鬆，質疑行政院所提出之比國

有關外界指我國食品輻射污染容許標準

寬鬆

)宮城縣、岩手縣生產製造之水產品。

物管理署參酌先進國家作法，受理增修訂進口

長環境、病蟲害防治及用藥方法與國內情形不

三(
)靜岡縣生產製造之茶類產品。

農產品殘留農藥容許量之申請。農藥殘留容許

造之菇類。

四(
)宮城縣、埼玉縣、東京都生產製造之乳製

量之修訂，經審核農藥之毒性資料、農作物殘

五
(
品、嬰幼兒食品。

留量消退試驗資料、核准登記使用方法等科學
性資料，參酌國際間標準，評估國人對各類農
作物取食總量之累積風險，並會商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經專家委員審核通過，期在保護國內
消費者飲食安全之前提下，讓農藥之使用及管

二、我國規範銫
僅有銫

之標準，無法逕與我國規範銫

之總合足以相比較。

訂銫

與銫

我國規範較俄羅斯等國完善，俄羅斯等國只有

137

三、我國對其他食品之管制範圍更廣

137

理更加合理化。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市售農
產品之農藥殘留持續進行監測，如發現有違反

134

攝食量，確保終身攝食情況下不致危害人體健

標準值之訂定，必須實際考量污染物質濃度及

綜合各項規定，我國確已較國際標準嚴格。而

四、標準值訂定須考量合理性及科學性

品均有標準管制。

品、飲料及包裝水、其他食品等品項，所有食

我國標準訂定範圍包括乳及乳製品、嬰兒食

134

預告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加強食品殘留

日預告修正「農藥
(9)

機關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依法處辦，讓
民眾食的安心。

137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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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管理

衛生福利部於本

款規定，依同
5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規定者，依違反食品安
項第

萬元以上

2

1

款處新臺幣

6

條第
15
項第

2

殘留容許量標準」，修正內容為配合行政院農

條第

全衛生管理法第
法第

1

億元以下罰鍰，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農業

44

業委員會公告刪除陶斯松於包葉菜類等使用方

項殘留容許量，

法及其範圍，以及因應先進國家禁限用陶斯松
之趨勢，本階段刪除陶斯松

我國對於農藥之核准登記及修訂殘留容

天之預告評論期，以蒐集各界意見。

以降低國人飲食暴露風險。本草案將進行為期

32

許量，分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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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且應考量兼顧糧食供給、檢驗及管理上之
可行性，並且須在國際貿易間取得合理之平
衡。俄羅斯地處發生核子事故災害區域，且飲
食習慣亦與我國大不相同，故所評估之攝食量
及允許劑量高低互異，是否得逕予比較，尚有
爭議。
五、我國標準之訂定係依據國際評估原則

之評估
(CODEX)

我國現行「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容許量
標準」之限值，係依據國際組織
原則及估算公式，以攝食 體
( 內暴露 模
) 式為基
礎，所採用之劑量轉換因數，亦是引用我國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體外及體內劑量評估方法所

公告訂定「以基因改造畢赤酵母菌 (Pichia
菌株發酵生產之食品原料小孢子
pastoris) Ey72
靈芝類球蛋白濃縮液 (Ganoderma micro-sporum
之使用限
globulin-like protein concentrate)
制及標示規定」

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部 為
) 有效管

年

日公告訂定「以基因改造
菌株發
(Pichia pastoris) Ey72

月

理非傳統性食品原料並確保消費者的食用安
全，於
畢赤酵母菌

(Ganoderma microsporum globulin-

酵生產之食品原料小孢子靈芝類球蛋白濃
縮液

之使用限制及標示
like protein concentrate)
菌
Ey72

小孢子靈芝類球蛋白濃縮液，可供食品原料使

毫克，且小孢子靈芝類球蛋白濃縮液原料

用，其每日食用限量以小孢子靈芝類球蛋白計
為

條及第

之「公
(http://www.fda.gov.tw)

條規定，處新臺幣

萬元以上

萬元

合相關規定者，得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定正式施行後，經查獲食品所使用的原料不符

衛福部將持續把關並落實管理規範，規

告資訊」項下之「本署公告」查詢。

物管理署網站

用」之警語字樣。詳細訊息可至衛福部食品藥

歲者、孕婦、授乳者及過敏體質者應避免食

濃縮液作為原料的食品，也應標示「未滿十二

訊。另外，使用本規定之小孢子靈芝類球蛋白

或調配製成的終產品，得免標示其生產來源資

須標示生產來源資訊，但對於再經製造、加工

6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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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規範「以基因改造畢赤酵母菌

株發酵生產的小孢子靈芝類球蛋白濃縮液」作
為食品原料使用時應符合之相關規定，包括加
工製程、規格、每日食用限量以及相關標示規
定。

本規定規範的小孢子靈芝類球蛋白濃
菌株發
Ey72

47

求得嚥入之約定有效劑量轉換因數，再依年攝
食量及食品污染係數 比
(率 等
) 綜合估算，故我

、美
(Codex)

國之標準，已充分考量因攝食所導致體內暴露
之風險。我國現行標準與國際組織

國、歐盟、加拿大、紐澳、及與我國飲食文化
及環境條件較為接近之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
家比較，均較嚴格。

縮液，是利用基因改造畢赤酵母菌

酵生產，再經濾膜移除菌體、濃縮、調配混合

300

16

製得，且最終成品不含基改微生物與其轉殖基

3

2

因片段。符合本規定所訂定加工製程及規格的

4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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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調整日本食品輸入管制及檢附
輻射檢測證明措施

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部 以
) 科學實證、
年

日公告「停止輸入查驗之日本食品品項

保障國人健康及食品安全與安心原則，於
月

別及其生產製造地區」 即
( 禁止進口之規定 ，
)
及發布「輸入日本特定食品應檢附輻射檢測證
明向查驗機關申請查驗」，並自即日生效。

衛福部指出，政府以「回歸科學檢驗、
比國際標準更嚴格、為食安把關」三原則，及
「『禁止特定地區進口』改為『禁止特定品項
進口』、針對具風險品項，要求提供雙證 輻
(射

)菇 類 ︰ 福 島 縣 、 茨 城 縣 、 櫪 木 縣 、 群 馬

群馬縣、千葉縣。
三
(

)漉油菜︰福島縣、茨城縣、櫪木縣、群馬

縣、千葉縣。
四
(
縣、千葉縣。
二、 應檢附輻射檢測證明及產地證明 即
( 檢附

)福島縣、茨城縣、櫪木縣、群馬縣、千葉

雙證 ︰)
一
(

)宮城縣、岩手縣、山梨縣、靜岡縣生產製

縣開放品項之產品。
二
(

三(

)靜岡縣生產製造之茶類產品。

)宮城縣、岩手縣生產製造之水產品。

造之菇類。

四(

日預告徵

)宮城縣、埼玉縣、東京都生產製造之乳製

月

衛福部強調，將持續把關並依據產品風

險及「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相關規

定，於邊境查驗符合規定者，始得輸入；查驗

不符合規定者，一律退運或銷毀，不會流入國

內市場，確保輸入食品安全。

修正「健康食品之輔助調節血壓保健功效評估
方法」

為使健康食品保健功效評估試驗之實

驗方法與實驗執行相關規範更臻明確與周全，

月

日公告修正「健康食品之輔助調

並考量動物保護及福址，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
部 於
)

年內，申請健康食品

優良食品˙設備暨烘焙展特刊

60

2022~2023

五
(

品、嬰幼兒食品。

年

法。

前已開始執行，亦得適用本次修正前之公告方

查驗登記之案件，其試驗如係於本公告生效日

面，自本公告生效日起

自即日生效；另為利各界因應及考量實務執行

食品之輔助調節血壓保健功效評估方法」，並

節血壓功能評估方法」，名稱並修正為「健康

23

證明及產地證明 、
) 福島等五縣食品於邊境逐批

前述調整措施，於

詢各界意見，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

則

則意見，其中

參與平臺 眾
( 開講 及
) 首長信箱 含
( 總統、院長、

則

％ 反
(11.1
) 對及

部長、署長信箱 ，
) 總共接獲
則

％ 支
(47.2
) 持、

2

檢驗」三配套，積極建立完整食安管理，維護
民眾飲食安全。

本次公告係調整對日本食品管制措施，

8

％ 提
(41.7
) 出建議或詢問草案內容，支持者遠

15

由現行地區管制，改為風險產品管制，包括︰

)日本國內限制流通的產品，為當然停止受

一、 停止輸入查驗 即(禁止進口 ︰)
一
(

2

36

多於反對者，衛福部均予以回應及說明。

2

111

111

)野生鳥獸肉︰福島縣、茨城縣、櫪木縣、

4

21

理輸入查驗。
二
(

17

2

食品法規相關公告

本次修正重點：一、刪除動物實驗；
二、修訂受試對象條件、受試人數及安全性監

安全、醫材的正確使用及探索化粧品與保養知

網路上充斥著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章，民眾一定

食藥署提醒，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

篇文章，總瀏覽數達

萬
1想
.讓

(http://article-consumer.fda.gov.

臺灣與日本關係密切，飲食文化及生活

年

月

日簽署「關於臺日間食品安全合作及促進食

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於

促進食品進出口順利進行，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習慣接近，為推動臺日間食品安全相關合作及

品進出口備忘錄」，共同推動食品安全合作

臺日簽署「關於臺日間食品安全合作及促進食

友，提升自我防護能力

文網」閱讀文章，並將正確資訊轉傳給親朋好

要謹慎閱讀，不然可上具有公信力的「食藥好

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
( 下簡稱食藥署 告
)訴

識嗎

(http://

，讓您可輕鬆
article-consumer.fda.gov.tw/)

您一個網站，請鎖定「食藥好文網」

定之規範及保健功效宣稱。「健康食品」所准

吸取食藥新知，另外也可以分享給親朋好友，

測項目；三、修訂數據統計分析方法與結果判

許標示或廣告之保健功效及其宣稱敘述，取決
傳遞正確健康訊息。

對了！

香港腳澈底滾出你的人生，跟著這張圖做就

人次，點閱數前三名的文章分別是：

充，目前已收納逾

識大百科，網站內容隨著時事不斷地更新擴

「食藥好文網」就像是食藥醫粧知

於個別產品依據衛福部公告之保健功效評估方

(http://www.fda.

法，提出之科學實驗驗證結果。詳細訊息可至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之「公告資訊」下之「本署公告」網
gov.tw/)
頁查詢。

為推動我國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管
理電子化，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建置線上

；
tw/subject.aspx?subjectid=2&id=3434)

，提
http://oap.fda.gov.tw/)

申辦平台 網
(址

(http://

安眠藥這樣吃，有效又不傷身！
2.

常常用眼
3.

article-consumer.fda.gov.tw/subject.
aspx?subjectid=2&id=3454)；

(http://article-consumer.fda.gov.tw/

藥水來「保養」眼睛？母湯哦〜正確用法底
家！

。每篇文
subject.aspx?subjectid=2&id=3426)

3

514

章都有社群分享按鈕，方便民眾即時轉發給親
朋好友。
   

111

400

供便利且快速之服務，歡迎食品業者多加利用
線上申辦方式辦理食品查驗登記相關業務。

食藥好文轉分享 充實身心保健康

想要在一個網站同時掌握食品與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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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將在有關機關同意下，交換法規資訊、進出

係進一步深化，促進臺日雙方相互瞭解。兩協

內，加強食品安全合作，將有助於臺日經貿關

雙方認為在臺灣及日本之相關法規範圍

品進出口備忘錄」。

4

?

食品法規相關公告

2022-2023
食品安全瞭解之活動。

及檢查等情形之資訊，並合作舉辦為促進有關

口食品資訊、食品標示規定、進出口通關程序

門縣及新竹縣共

縣市，就各該食安自治條例

江縣、澎湖縣、彰化縣、花蓮縣、宜蘭縣、金

日發函嘉義縣、雲林縣、基隆市、屏東縣、連

標準為依據，並由中央行使風險評估之權限，

施、標準或限制之訂定，應以科學證據等客觀

生直接影響，而涉國際貿易政策，爰就各該措

臺灣與日本間為確保食品進出口
通關順利及食品安全，未來將各自設置聯

條文有牴觸憲法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下
( 稱食

為全國一致性之事項，依憲法及食安法規定屬

日依食安
款規定，公告訂定「停止

月

條第

中央權限，非屬地方自治事項，故地方政府自

項第

日函請其表示意見。

年

月

日起無效。

甲基四氫葉酸鈣」，修正營養添加
L-5-

酸酯」之規格標準，其中食品添加物氮氣之規

準，及乳化劑「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

劑「乳鐵蛋白」之使用範圍、限量及規格標

加劑「

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氮氣」、營養添

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增列品質改良

衛生福利部於發布修正「食品添加物

酒石酸酯」標準，強化食品添加物管理

增 列 「 氮 氣 」 及 「 L-5甲基四氫葉酸鈣」並修
正「乳鐵蛋白」與「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

法規，爰予函告自

市食安自治條例相關規定顯已牴觸憲法及食安

不得以自治法規任為相異之管制規定。上開縣

項與第

安法 之
) 部分，依地方制度法第

條第

衛生福利部已於本年

項予以函告無效。

法第

公告規範之食品不得輸入查驗外，其他食品倘

區」，並自同日生效，爰自生效日起，除前開
衛生福利部表示，在本備忘錄簽署後，

縣市，定有

無違反「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容許量標

月

縣食品或相關規定者有

經檢視衛生福利部主管之

縣市，已於

禁止販售日本福島等
上述

經蒐集意見並研析後，認為有關對特
定產品採取之管理措施，及各種產品之安全衛

21

1

生標準或使用限制之訂定，除係為建立全國公

2

30

2

平價值之生活條件外，亦對產品之進口管制發

111

繫窗口，且原則上每六個月定期召開一
次會議，確保雙方採取與世界貿易組織
相關規則一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1

16

雙方在既有食品安全基礎上能進一步交流，將

縣產品所定相關禁

縣產品所定相關禁制規定，已於今

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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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查驗之日本食品品項別及其生產製造地

5

準」，即不得逕予禁止輸入或販賣。

致且符合科學根據之食品安全相關措施。

1

2

62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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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創造互利雙贏合作關係。

縣市食安自治條例對日本

制規定 牴觸憲法及中央法規無效

5

衛生福利部表示，有關縣市食安自治條
例對日本

5

食品法規相關公告

年

月

日起實施，其餘

範、乳鐵蛋白與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
酸酯之規格標準自
則自發布日實施。
  
食品添加物標準之訂定，均參閱國際間
相關法規標準與准用情形、各種食品添加物品

蘆薈相關產品在國內已普遍使用與流通

公告訂定「食品原料蘆薈之使用限制及標示規定」

注脂肉食品係指以畜肉為原料，經油脂

販售，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部 為
) 維護國人健

公告新增注脂肉食品標示規定

或以油脂混加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注入、調

康及食用安全，並參考國際規範與產業需求，

項規定，業於

日公告訂定「食品原料蘆薈之使

理過程製造之產品，其外觀易造成消費者誤解

條第

列載之品項，而蘆薈葉主要含有的活性

( 2」
)
業者販售散裝注脂肉食品，以及販售注脂肉食

國際間已有相關科學研究報告指出，長期食用

含羥基蒽類衍生物的食品或膳食補充品具有安

全上之疑慮，所以衛福部重新訂定蘆薈葉使用

品
(A. ferox)

食藥署表示，業者未依上述規定標示，

及好望角蘆薈
(Aloe vera)

規定，未來蘆薈要當作食品原料，必須是費拉
萬元罰

萬元至
萬元至

將依違反食安法規定，處新台幣
元罰鍰；標示不實者，處

10 ppm

種的葉子，且須確實完全去皮後，才能加工使

的含量不可以超過
(aloin)

鍰。另，呼籲消費者選用時，應確認是否為注

食品，蘆薈素

用；此外，進一步規範使用蘆薈葉作為原料之
食，以確保衛生安全。

脂肉食品，食用時應注意或要求充分烹調至熟

蘆薈

萬

供熟食」、「熟食供應」或等同字義之醒語。

成分為蘆薈素，是屬於羥基蒽類衍生物

彙整一覽表」中「草、木本植物類

管理署 下
( 稱食藥署 「
) 可供食品使用原料

「蘆薈」目前是衛福部食品藥物

薈素含量及相關標示規定。

使用時之相關規定，包括品種、使用部位、蘆

用限制及標示規定」，規範蘆薈作為食品原料

月

於

款及第

日公告增列注脂肉食品標示規定，並
日生效。

年

為油脂天然均勻分布（天然油花）之原形肉產
品。為加強注脂肉食品標示管理，衛生福利部

月

項第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
條第
年

月

年

17

品之直接供應飲食場所，皆應以中文於品名顯

包裝注脂肉食品、具稅籍登記食品販賣

3

的一種，
(hydroxyanthracene deri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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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著標示「注脂」或等同字義說明，並加註「僅

自

111 22

項之理化特性、加工用途及其使用之必要性、

項規定，依

25

使用食品之種類、範圍、加工製程及添加量等
具體文獻資料，並考量國人飲食習慣及健康風
險等情況，審慎評估後據以訂定，業者產製食
品時應審慎評估使用之時機，並依使用限量規
定添加。
  
衛生機關對於市售食品中之食品添加物
持續進行監測，如發現有違反「食品添加物使

條第

17

1

萬元罰鍰，以維護民
3~300

7

1

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者，將依違

條處新臺幣

3

112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同法第
眾飲食健康安全。

10

1

1

111

63

300

1

2022~2023

400

3

18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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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檢具經檢驗機構檢驗所含「蘆薈素」含量低

外，還必須標示「孕婦忌食」警語字樣，但產
外出遊玩時，記得保持良好衛生習慣，注意食

的行程；食藥署提醒民眾，在準備祭祀供品與

人防護措施，安全又安心地享受假期。食藥署

餐實聯制、量體溫、手部消毒、公筷母匙等個

用不明的動植物」。到餐廳用餐時，應落實用

日生效，但國產產品之製造

之分析證明者，得免標前述之警語。本
1 ppm
月

http://www.fda.gov.tw/TC/site.

種藥劑

項殘

餵食合法施用農藥之飼料作物後，可能導致動

項下十字花科包葉菜類之規定；並考量動物經

留容許量標準，以及抱子芥菜列屬於包葉菜類

準」，修正內容為修正亞蟎等

量標準」及「動物產品中農藥殘留容許量標

衛生福利部發布修正「農藥殘留容許

農藥管理

發布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加強食品殘留

），歡迎民眾多加下載運用。
aspx?sid=1816

專區」（

單張，放置於食藥署網站的「防治食品中毒

已製作預防食品中毒宣導海報，以及各式宣導

品衛生，樂活防疫、安心飲食。

於
年

在掃墓祭祀時，要避免把供品長時間

規定自
日期或進口產品之輸入日期於規定生效前者，

染，因此自行烹煮的供品，應以鍋蓋或保鮮膜

餚，容易被空氣中飄散的灰塵及蟲蠅等病媒污

帶冰桶冷藏保存。飯菜、湯料及牲品等熟食菜

放置於高溫環境或日曬，在戶外則建議可以攜

(http://www.

可繼續販賣至其有效日期屆至為止。詳細訊息
可至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之「公告資訊」項下之「本署公
fda.gov.tw)
告」查詢。

保護的水果作為供品；祭拜完後，要依食品的

覆蓋，或改用有包裝的食品，如罐頭或有外皮
衛福部將持續把關並落實管理規範，規

免交叉污染；餐點要澈底加熱，並要注意保存

鮮，並適量購買；生、熟食的器具要分開，避

食品前後，要澈底洗淨雙手；注意食材要新

毒五要原則」，也就是「飯前、如廁後及處理

除了祭祖的供品要落實「預防食品中

該避免食用。

畢，如果食品有色澤改變或酸臭的情形，就應

特性儘速保存於冰箱或陰暗處，食用前以肥皂

萬元以上

定正式生效後，經查獲食品所使用之原料不符

條規定，處新臺幣

洗淨雙手，並將食品充分復熱，儘速食用完

條及第

300

合前述相關規定者，得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
萬元以下罰鍰。

3

清明祭祀安心沒煩惱

種農藥應已無殘留情

種農藥於動物產品之殘留容許

物產品殘留微量農藥，基於風險預先管理，增

修訂白克列

量，以及考量亞環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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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防食品中毒有五要

溫度」，在野外露營、登山或郊遊時，更要額
外留意二不重點：「不要飲用山泉水、不要食

62

1
48

清明節是我國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連

30

112

假期間除了祭拜掃墓之外，也少不了踏青遠足

6

6

47

食品法規相關公告

形，故刪除其於動物產品之殘留容許量。
   
我國對於農藥之核准登記及訂定殘留容
許量，分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
依權責辦理。針對進口農產品，因其農作物生

民眾食的安心。

機關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依法處辦，讓

料，並考量國人飲食習慣及健康風險等情況，

種類、範圍、加工製程及添加量等具體文獻資

審慎評估後據以訂定，業者產製食品時應審慎

評估使用之時機，並依使用限量規定添加。

另，衛生機關對於市售食品中之食品

日，以蒐集各界意見。

胱胺酸之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該草案預
L-

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草案，修正營養添加
劑

告評論期為

胱胺酸之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除
L-

此次為綜合參考國際上先進國家之標
準，修正

原有可於特殊營養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胱胺酸總含量不得
L-

外，新增「可用於標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
品，在每日食用量中，其

」。食品添加物標準之訂定，均參
500mg

條處新臺幣

條第

項規

萬元罰鍰，以
3~300

將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定，依同法第

維護民眾飲食健康安全。

公告訂定「包裝蜂蜜及其糖漿類產品標示規
定」

年

月

日

衛生福利部為強化包裝蜂蜜及其糖漿類

產品之品名及標示管理規範，於

日正式施行 以
( 產製日期為

公告「包裝蜂蜜及其糖漿類產品標示規定」，

月

閱動物安全性試驗資料、國際間相關法規標準

高於

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者，

長環境、病蟲害防治及用藥方法與國內情形不

胱胺酸標準，強化食品
L-

添加物持續進行監測，如發現有違反「食品添
預告修正營養添加劑

同，為國民飲食需求，係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參酌先進國家作法，受理增修訂進口
添加物管理

款規定，依同

衛生福利部預告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

農產品殘留農藥容許量之申請。農藥殘留容許
量之訂定，經審核農藥之毒性資料、農作物殘
留量消退試驗資料、核准登記使用方法等科學
性資料，參酌國際間標準，評估國人對各類農
產品取食總量之累積風險，並會商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經專家委員審核通過，期在保護國內
消費者飲食安全之前提下，讓農藥之使用及管
理更加合理化。
    

項第

萬元以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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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於

1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市售農

條第

款處新臺幣

5

18

與准用情形、各種食品添加物品項之理化特

5

產品之農藥殘留持續進行監測，如發現有違反

項第

2

1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規定者，依違反食品安

條第

全衛生管理法第
法第

15

億元以下罰鍰，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農業

6

111

準 ，)以透明消費資訊，保障消費者權益。

7

2

60

性、加工用途及其使用之必要性、使用食品之

112

1

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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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告規定，是依包裝蜂蜜及其糖漿類
處新臺幣

萬元以上
條規定，最重可

萬元以下罰鍰；另倘涉

料、殘留試驗資料及國人飲食調查等資料，進

使用需求及規範，並根據藥品的動物毒理性資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之訂定，係依據前端

    

項第

食的安心。

條第

項第

款處新台幣

億元

款規定，依同法第

萬元以上

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依法處辦，讓民眾

以下罰鍰，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農業機關

條第

生管理法第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規定者，屬違反食品安全衛

售畜禽水產品之動物用藥殘留，如發現有違反

另，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持續監測市

容許量。

預告，廣徵各界意見後，訂定各類產品之殘留

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辦理

義務，並依行政程序法及世界貿易組織「食品

議會」審查，並會商農委會。另為履行透明化

酌國際規範後，送請「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

行國人飲食所攝取殘留藥物之安全性評估及參

條限期

萬元罰鍰，產品依同法第

及標示不實，涉違反同法第

回收改正。

產品所含蜂蜜含量，規範產品品名標示，以及

)

處新臺幣

％以上者，有添加糖 糖
(漿

蜂蜜原料原產地標示。

一、蜂蜜含量達
者，品名應標示如「加糖蜂蜜」；添加糖 糖
(
漿 以
) 外之其他原料，而未添加糖 糖
(漿 者
) ，品
名應標示如「調製蜂蜜」或「含〇〇蜂蜜」。
％，且品名含「蜂蜜

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增訂海樂奎喏及泰地

二、蜂蜜含量未達
蜜
( 」
) 字樣者，則品名應完整標示如「蜂蜜

羅新之殘留容許量

諾及泰地羅新，均為配合國內用藥需求訂定殘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本次增修訂之海樂奎

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部 發
) 布修正

蜜( 口)味」或「蜂蜜 蜜( 風)味」。
三、前述產品均應依蜂蜜含量多寡依序標示蜂
蜜原料原產地。

％蜂蜜 蜜
( 」
) 、「純蜂蜜 蜜
( 」
) ，應為僅

留容許量，期在保護國內消費者飲食安全之前
提下，讓國內動物用藥之使用及管理更加合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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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裝蜂蜜產品，倘標示「蜂蜜 蜜
( 」
)、
「

含蜂蜜成分之產品。未添加蜂蜜之包裝糖漿產
品，品名不得標示「蜂蜜 蜜( 」)字樣。
    
食品藥物管理署提醒，食品品名應與食

我國對於動物用藥之核准登記及訂定
殘留容許量，分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
( 稱農

品本質相符，食品業者應依所用之原料如實標
示，提供清楚明確資訊，以供消費者選購之參

5

28

委會 及
) 衛福部依權責辦理，除參酌國際規範之

2

1

300

外，另考量國內農牧漁業之需，依國人飲食習

6

15

60

考。市售包裝蜂蜜及其糖漿類產品，如有標示
條規定，可

2

52

3
400

慣而訂定規範，以確保國人食用安全。

1

60

不完整之情節，涉違反食安法第

22

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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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加強食品殘留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市售農

販售之相關產品，皆須符合新訂之管制標準。

污染物質主要是來自油脂經高溫精
GEs

產品之農藥殘留持續進行監測，如發現有違反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規定者，依違反食品安
項第

易、產業界精煉設備及配方調整等相關因應配

煉後所產生，本案考量相關輸入油脂之期貨貿

條第
款處新臺幣

萬元以上

款規定，依同

全衛生管理法第
項第

套，故提供合理之實施緩衝期。衛福部強調，

安全。

條

之管理原則，確認作為食品
(GHP)

究資訊，滾動修正有關規定，以維護食品衛生

衛福部仍將持續參考國內外最新科學研

行後續加工。

加工原料之食用油脂符合標準後，始得用以進

衛生規範準則

可能含有之污染物質含量，並且應依食品良好

善盡自主管理之責任，以儘可能的降低食品中

主，食品業者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之污染風險；本次管制對象亦係以原料油脂為

污染物質之濃度，即可有效減少後端加工產品

億元以下罰鍰，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農業

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第六條及第五

標準

量之修訂，經審核農藥之毒性資料、農作物殘

GEs)
之限量規定，另針對供為生產嬰幼兒穀物類輔

(Glycidyl fatty acid esters,以下簡稱

作物取食總量之累積風險，並會商行政院農業

月

助食品及嬰幼兒副食品之食用油及脂肪，加嚴
年

委員會，經專家委員審核通過，期在保護國內

性資料，參酌國際間標準，評估國人對各類農

條附表三，增訂食用油脂中縮水甘油脂肪酸酯

衛生福利部 以
( 下簡稱衛福部 公
) 告修正

公告增訂食用油脂中縮水甘油脂肪酸酯之限量

民眾食的安心。

之污染應自源頭管理防堵，管制原料端相關
GEs

條第

5

機關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依法處辦，讓

法第

1

農藥管理

衛生福利部發布修正「農藥殘留容許
量標準」，修正內容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公告刪除陶斯松於包葉菜類等使用方法及其範

項殘留容許量，以降低國

圍，以及因應先進國家禁限用陶斯松之趨勢，
本階段刪除陶斯松

6

15

限量管理，本次修正內容將自民國

7

人飲食暴露風險。
    
我國對於農藥之核准登記及修訂殘留容
許量，分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
依權責辦理。針對進口農產品，因其農作物生
長環境、病蟲害防治及用藥方法與國內情形不
同，為國民飲食需求，係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參酌先進國家作法，受理增修訂進口

2

留量消退試驗資料、核准登記使用方法等科學

農產品殘留農藥容許量之申請。農藥殘留容許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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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生效實施，自該生效日起，凡於市場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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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消費者飲食安全之前提下，讓農藥之使用及管
理更加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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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對好物流 安心慶端陽

端午節為中國傳統的三大節日之一，許
多人趁著佳節購買各式各樣粽類產品，或送給
親友表達感謝及祝福，但近年受疫情影響，民
眾從親自出門選購或致送，漸漸改為利用宅配
幫忙運送，而端午適逢高溫多雨的季節，這樣
的環境及溫度，很適合微生物快速生長，容易
造成食品腐敗變質，因此便凸顯出食品供應鏈

示的儲存溫度，儘速將產品置於冰箱冷藏或冷

溫層，且收到低溫產品時，應注意產品包裝標

收貨時，應注意物流業者是否將產品放在適當

調製飲料」，應標示該杯飲料之總咖啡因含

「咖啡飲料」修正為「含有咖啡因成分之現場

一、擴大應標示總咖啡因含量之產品範圍，由

如下：

，短
Quick Response Code

凍櫃；切記冷凍產品勿反覆解凍、冷凍，避免

（
QR Code

量。

之一。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表示，

陣圖碼）或其他電子化方式，作為可標示方法

二、新增

產品因溫度劇烈變動而容易變質。

歡慶端午佳節之餘，建議民眾在挑選物
流業者時，除了確認業者是否提供符合運送產
品溫度的服務外，也要特別留意廠商年節運輸
公告的注意事項，以利提前安排運送事宜，讓

萬元罰鍰；標示不實

業者未依上述規定標示，將依違反食安法規

萬元至

萬元罰鍰。

用咖啡因飲料或其他等同字義之醒語，隨時提

你「選對好物流 安心慶端陽」。

定，處新台幣

萬元至

公告修正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擴大應標示

醒消費者選購飲料時之參考。

醒語，如避免過量攝取咖啡因飲料、請適量飲

者，處

300

全程低溫控管的重要性。

食品的衛生安全及品質好壞，深受貯存
的時間長短及溫度影響，將食品保存在適當溫

3

400

同時，食藥署鼓勵業者主動標示相關之

4
總咖啡因含量之產品範圍

月

年

日生效。修正重點說明

優良食品˙設備暨烘焙展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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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迅速有效地送到消費者手中，便是確保食
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的重要關鍵之一。食藥署提
醒食品業者應特別注意低溫食品的保存溫度，
冷凍食品的品溫應保持在攝氏負十八度以下，
冷藏食品的品溫應保持在攝氏七度以下、凍結

項規定，業於

111

點以上，並同時避免劇烈之溫度變動。
為加強揭露市面上現場調製飲料之標

條第

示訊息，衛生福利部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下稱食安法）第

2

日公告擴大應標示總咖啡因含量之產品

25

此外，提醒民眾在寄送低溫宅配前應確
認業者是否提供低溫運送服務，並事先將要寄

月

年

1

7

範圍，並自

1

送的食品預冷至適當溫度 冷
( 藏或冷凍 ，
) 並妥
善包裝確認產品是否密封，避免內容物溢出；

1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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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18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

日定為「世界食品安全日」，以「食

月

讓我們一起響應世界食品安全日，讓食品更安

月

全，身體更健康

將
品安全，人人有責」為主軸，邀請每一個人共
同參與，一起維護食安，今年特別以「食品更
安全，身體更健康」為推動主題，強調唯有安
全的食物，才可以讓我們獲取食物的營養價

的統計，全球每年有十分之一
WHO

值，維持身體健康。

根據
的人罹患食源性疾病，幸運的是，多數食源性
疾病是可以預防的，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們多
注意，就可以為自己維護食安：

注意食品保存溫度，不要直接飲用山泉水、千
萬不要食用不明的動植物！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響應世界
食品安全日，為讓食品安全受到大家的關注，
由吳署長親自錄製「世界食品安全日 食品更安
全 身體更健康」，鼓勵大家從自身做起，一起

粉絲團」觀看影片，參與「看影片後
FB

守護食安，守護健康，並邀請大家一起到「食
用玩家

粉絲團。
FB

答題」有獎徵答活動，詳情請持續關注食藥署
與食用玩家
LINE@

每個人都能為食品安全做出貢獻，讓我
們一起為食品安全盡一份心力，留意生活中的
小細節，讓食品更安全，身體更健康。大家一

「食」在安「新」
制上路

! 年

月食品

項管理新

5
年

月

日起，就食品添加物管理、原

為維護並保障消費者食在安心健康，我

7

項新措施上路，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

年

月

關華豆膠、刺槐豆膠等品項，由一般食品原料

圍、限量、使用限制及規格標準；從

移列為食品添加物管理，並規範使用的食品範

物專家委員會所定標準，將二氧化碳、果膠、

衛福部參考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及食品添加

列以食品添加物管理

一、二氧化碳、果膠、關華豆膠、刺槐豆膠移

下：

福部 食
) 品藥物管理署 下
( 稱食藥署 重
) 點說明如

部分，有

料使用限制、標示規定及食品業者自主管理等

國從

111

日起，這些品項應符合食品添加物管理相關

7

20

一、防疫期間，外出用餐進入店家，一定要記

1

12

二、選擇使用外送平台，拿到餐點可先檢查外

護措施。

立追溯追蹤資料等規範，並配合廢止「食品加

規定，包括應辦理查驗登記、登錄、標示、建

二、阿勃勒

工用二氧化碳衛生標準」。

敗異味。

食品原料使用

111

7

果實不得作為
(Cassia fistula L.)

三、選擇在家烹飪，要遵守預防食品中毒五要

為維護國人健康及長期食用安全，衛福部限制

日起，不得繼續作為

二不原則，要記得洗手、要使用新鮮的食材、

月

阿勃勒果實從

年

生熟食要記得分開處理、食品要澈底加熱、要

包裝有沒有破損或滲漏、也要聞聞看有沒有腐

起守護食安，享受更健康的樂活人生！

111

7

得量體溫、手部消毒、使用公筷母匙等個人防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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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料使用。國產產品的製造日期或進口產

食藥署為食品衛生安全主管機關，一定

月

持續為民眾之飲食衛生安全把關。同時，也再

年

日前者，可以繼續

品的輸入日期在

公克 或
(毫

與礦物質標示方式、復水產品之標示方式。

新增營養標示以每一份量及「每

升 」)之單位標示一致性規定。

次重申，食品業者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下
(

月

萬元

日生效。未依規定標示者，將依違反

尚需時間配合調整，本應遵行事項實施日期

此外，考量需經查驗登記產品之因應

式，以及修正熱量或營養素標示值之方式。

增加錠狀、膠囊狀食品之每份數值標示方

修正熱量及營養素得以「０」標示之規定。

販賣到有效日期屆至為止。

下查詢。

首頁 公
www.fda.gov.tw/)
/ 告資訊 本
/ 署公告項

(http://

稱食安法 善
) 盡自主管理責任，切勿觸法。如有

食品查驗登記並取得許可，不得以「健康」字
樣做為品名的一部分，避免消費者誤解。

年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處

萬元至

為加強注脂肉食品標示管理，包裝注脂肉食

增加錠狀與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之單位，例
如顆、粒、錠。
修正胺基酸單位為公克或毫克標示、維生素

為精進我國對於輸入肉品的境外源頭管

精進輸入肉品境外源頭管理，輸入時應檢附輸

公告」查詢。

之「公告資訊」項下之「本署
www.fda.gov.tw)

(http://

萬元罰鍰。

罰鍰；標示不實者，處

況，期業者更能落實營養標示制度，衛生福利
部公告修正「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
部分規定，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萬元至

品、具稅籍登記食品販賣業者販售散裝注脂肉

公告修正「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部

公告可至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所，都應以中文在品名顯著標示「注脂」或等

分規定

應」或等同字義的醒語。
五、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內容項目
為使食品業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更臻明
確，明定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及輸入業
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的內容項目，包含

為使規定文義更臻明確，並符合實務狀

同字義說明，並加註「僅供熟食」、「熟食供

食品，以及販售注脂肉食品的直接供應飲食場

四、注脂肉品名標示「注脂」並加註醒語

食安法處辦。詳細內容可至本署網站

三、食品品名不得標示「健康」字樣

月

查獲食品業者或產品違反前述相關規定，將依

年

為避免消費者因食品品名標有「健康」字樣，
對該食品產生有較為健康之想像，從
7

日起產製的食品，如果未向衛福部申請健康

111

100

400

出國官方證明文件

修正營養宣稱定義。

113

1

流程及危害分析、作業標準程序、內部稽核、
供應商管理與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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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發布訂定「輸入禽畜動物肉類產品應

理，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下
( 稱食藥署
月

)
經雙邊議定之輸出國官方證明文件，經食藥署

核准輸入國家的禽畜動物肉類產品，必須檢附

材符合性查核、可追溯性確認及生鮮食材 含
(水

學年至少一次。由農政單位負責三章一 生
Q 鮮食

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每

、
0504

1601
日 簽(發日 施)行；

月已稽查

    

家，其中
1,269

年截

家初查有不符食

之規定，經命限期改
(GHP)

件午餐成品 午
1,320
( 餐菜餚 及
) 半成品 豆
(

次，針對現場作業環境衛生

月已稽查

家次，初查不符合食品

者經命限期改正後均複
(GHP)

件午餐成品及半成品，檢驗

菜單一事，食藥署將於

年下半年執行供應校

結果均符合規定。另有關石斑魚納入學校午餐

查合格，並抽驗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年截至

進行查核並抽驗午餐成品及半成品進行檢驗。

會執行稽查至少

另供應校園午餐之團膳業者，每學期皆

物等項目，結果均符合規定。

製品等 檢
) 驗食品中微生物衛生標準或食品添加

抽驗

正後均複查合格。另有關抽驗部分，衛生單位

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至

之環境衛生及抽驗午餐成品、半成品。

產品 之
) 抽驗，衛生單位負責查核現場作業場所

查驗合格，始得輸入我國。

月

、
(HS Code 02

一
( 第
) 一階段：生鮮、冷藏、冷凍、調製及保

年

藏禽畜動物肉類產品
項下 ，)自
1602

日 簽
(發

111

檢附輸出國官方證明文件」。

條
及

月

85

食藥署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年起已實施輸入肉類產品系統性查

年

二
( 第
) 二階段：禽畜動物肉類罐頭產品
項下 ，
(HS Code 1602
)自
日 施)行。

為維護校園午餐衛生安全，食藥署持續強化學
校自設廚房與團膳業者稽查

為強化校園午餐之衛生安全，食品藥物
管理署 以
( 下稱食藥署 歷
) 年針對供應校園午餐
之學校自設廚房及團膳業者，皆有規劃專案進

6

園午餐之團膳業者稽查專案時進行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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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自

後，與各國
WTO SPS

1

核，經評估輸出國對肉品的安全衛生管理體系
與我國具等效性，才據以開放。

食藥署參酌歐盟、美國、加拿大、日
本、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多數先進國家作法，
依據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訂定實施
「輸入禽畜動物肉類產品應檢附輸出國官方證
明文件」，由輸出國官方在出口肉品前，進行
全面性肉品安全衛生檢查與監督，並簽發官方

年起展開與各國雙邊諮商，

月正式通報

7

行稽查與抽驗，以確保學童食用衛生安全。
    

316

112

條規定由農業或衛生

6

10

針對全國國中、小學之校園午餐自設廚
房，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111

71

2022~2023

1

317

證明文件，向我國保證產品安全。

食藥署自

年

者及我國業者預先準備。本項新措施給予充份
緩衝期，依產品類型分兩階段施行，屆時我國

111

108

以及與國內業界溝通及徵詢意見，充分風險溝
通，並於

1

111

11

議定肉品輸臺證明文件，以利輸出國、出口業

111

1

22

10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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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營養添加劑
物管理

胱胺酸標準，強化食品添加
L-

L-

衛生福利部發布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
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修正營養添加劑
胱胺酸之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並自發布日實
施。

胱胺酸之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除
L-

此次為綜合參考國際上先進國家之標
準，修正

條處新臺幣

條第

項規定，依同

萬元罰鍰，以維護民眾
3~3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法第

胱胺酸總含量不得
L-

外，新增「可用於標示有每日食用限量之食

金屬材質食品容器具之管理，增訂金屬合金類

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修正草案，除為精進對

與准用情形、各種食品添加物品項之理化特

閱動物安全性試驗資料、國際間相關法規標準

日之評論期，自公告發布日實施，屆時於市面

現行標準第二條之文字敘述。本草案將提供

種類、範圍、加工製程及添加量等具體文獻資

續進行監測，如發現有違反「食品添加物使用

另，衛生機關對於市售食品中之食品添加物持

評估使用之時機，並依使用限量規定添加。

審慎評估後據以訂定，業者產製食品時應審慎

並加嚴相關管理規定，包括強化金屬材質之材

「金屬罐」擴及至所有「金屬合金類」材質，

國際間較為嚴格之規定，擴大管理對象，從

途，為加強該類材質產品之管理，衛福部參考

腐蝕、易導熱等特性，廣泛作為食品容器具用

料，並考量國人飲食習慣及健康風險等情況，

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者，將依違反

金屬合金類材質因普遍具有耐熱、耐

流通之產品，即應符合所訂標準。

高於

品，在每日食用量中，其

食品容器具之材質及溶出試驗標準外，並酌修

衛生福利部 以
( 下簡稱衛福部預告食品

預告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飲食健康安全。

1

」。食品添加物標準之訂定，均參
500 mg

原有可於特殊營養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18

性、加工用途及其使用之必要性、使用食品之

60

質試驗規定，增訂金屬合金類之重金屬溶出試

驗規定等。為使標準之內容呈現更為簡潔易

讀，本次另重新調整標準之附表格式及部分文
字敘述。

另外，現行標準第二條針對塑膠製食品

容器具不得回收使用之規定，所指不得「回收

使用」，係因塑膠材質不如玻璃材質，除了易

產生使用後之痕跡外，也無法透過高溫清洗消

毒以回復至新品狀態，故規定不得以回收清洗

後之容器具作為新包材再包裝食品販售。目前

因應材料科技之發展所引進之塑膠再製技術，

或一般食品製造、販賣及餐飲業者，使用可重

複清洗之塑膠材質容器作為盛裝載具之行為，

皆非前述第二條所轄範疇，食品業者應確認在

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前提下，重複使

用塑膠材質之容器具。為使標準之適用範圍更

為明確，本次亦同步酌修第二條之文字敘述。

由於材料科學之演進，食品容器具之材質種類

已較過去更加多元化，應用層面也更為複雜，

衛福部已著手針對本標準全面重新檢視及評

估，未來將逐步修正相關規定，使管理政策與

時俱進、更符合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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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肉不烤焦，健康過中秋

中秋佳節即將到來，食品藥物管理署
下
( 稱食藥署 曾
) 以鋁盤、烤肉墊、烤肉網及烤
肉盤等多種市售烤肉器具來烤肉實測，發現食
材於各式烤肉器具上燒烤後，並不會有重金屬

材，觀察不同燒烤程度處理後之多環芳香族碳
氫化合物含量變化。結果顯示，相較於正常燒
烤，食材烤焦後所含之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含量顯著增加，與相關科學文獻論點一致。
    
食藥署呼籲民眾，烤肉時要留意避免烤
焦，一旦烤焦就不要再食用，太厚或太大片之

部 於
)
桿菌

年

月

日預告修正「以基因改造大腸

發酵生產之食品原料
(Escherichia coli)

岩藻糖基乳糖」相關規定之使用範圍，擬
2′-

月

日及

年

日，以蒐集各

增訂納入「特殊醫療用途嬰兒配方食品」，預

年

告評論期自預告日之次日起共
界意見。

衛福部前於

6

日分別公告訂定「以基因改造大腸桿

110

60

16

遷移至食材的狀況；而食材中多環芳香族碳氫

(Escherichia

(Esche

2 ′岩
- 藻糖基乳糖

歲以下兒童之乳

則規定，特殊營養食品中「嬰兒與較大嬰兒配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施行細

配方食品」。

粉或類似產品，並未包含「特殊醫療用途嬰兒

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及專供

定」，其使用範圍皆限用於嬰兒配方食品、較

之使用限制及標示規
(2′-fucosyllactose)

株發酵生產之食品原料

菌
richia coli) K-12 DH1 MDO MAP1001d

示規定」及「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

( 2 ′ - f u c o s y l l a c t o s e之
) 使用限制及標

2 ′岩
- 藻糖基乳

(Escherichia coli) BL21(DE3) #1540

菌

預告修正「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

以縮短燒烤時間，除了可減少有害物質之產

月

109

菌株發酵生產之食品原料

食材建議可先切成小片後再烤，或針對較難烤

20

生，也可多點時間與親友相聚，過個健康又快

化合物 食
( 品經不完全燃燒或熱裂解所產生的污

9
糖

之食材先以蒸、煮或微波等方式烹煮後再烤，

111

樂的中秋節。

染物 的
) 含量，則是隨著燒焦程度增加而上升。
食藥署提醒民眾，可以放心選用市售烤肉器
材，惟食材應避免過度烤焦，更能安心健康過
中秋。
    
重金屬之遷移測試部分，食藥署選擇
豬里肌肉片為食材，以各式市售烤肉網及烤肉
盤進行燒烤。結果發現，肉片均未檢出重金屬
鉻、鎳、鎘、鉛及鋁，僅檢出極微量之鋅，其
含量小於「台灣地區食品營養成份資料庫」中

發酵生產之食品原料 2′岩藻糖基乳糖」
coli)
相關規定之使用範圍，增訂納入「特殊醫療用

所載之豬里肌肉中鋅含量，顯示檢出之鋅應為
肉片本身即含有，而非從烤肉器具遷移至肉片

途嬰兒配方食品」

並考量特殊營養需求，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

為有效合理管理非傳統性食品原料，

上。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之測試部分，食
藥署挑選甜不辣、吐司、肉片及香腸等熱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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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食品及特殊醫療用途嬰兒配方食品，故衛福

方食品」包括嬰兒配方食品、較大嬰兒配方輔

日）

生安全及消費權益把關，衛生福利部（衛生福

查驗登記管理制度更臻完善，以為民眾飲食衛

食品及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查驗登記實務作業情

法」，且該辦法同時配合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

「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文件管理辦

預告訂定「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文

況，擬增修相關條文內容等，期使該查驗登記

月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承辦）於今（

歲以下兒

部依相關安全性程序評估，擬修正使用範圍為
「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專供

預告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加強食品殘留

依循。

之申辦相關作業及規定能更臻明確，以利業者

項草案將進行為期

條規定，公告包括食品添加物

查驗登記有關許可之廢止、許可文件之發給、

農藥管理
更等管理事項，並依同法條之授權規定，訂有
「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文件管理辦
法」。
    

項法規之重點，係廢止原「食品添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表示，本
次所預告

加物查驗登記相關規定」，將該規定有關須辦
理查驗登記之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之新案、展

    

等
Afidopyropen

項殘留容許量。本草案將進行為期

依權責辦理。針對進口農產品，因其農作物生

許量，分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

我國對於農藥之核准登記及修訂殘留容

天之預告評論期，以蒐集各界意見。

種農藥

標準」，修正內容為增修訂

衛生福利部預告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

換發、補發、展延、移轉、註銷及登記事項變

等，於上市前應完成辦理查驗登記，且為規範

稱食安法）第

    

天之預告評論期，以蒐集各界意見。

驗登記相關規定」。該

件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及廢止「食品添加物查

22

衛生福利部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

60

童之乳粉或類似產品」，以兼顧食用安全性及

日，以蒐集各界意見，並預定於自正式公

本修正草案之評論期自預告之日次日起

特殊營養需求。

共
告日起生效。詳細訊息可至衛福部食品藥物管
之「公告資
(http://www.fda.gov.tw)

9

延、變更、移轉、補換發申請所須檢附之相關

長環境、病蟲害防治及用藥方法與國內情形不

同，為國民飲食需求，係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優良食品˙設備暨烘焙展特刊

2

文件資料、作業方式及注意事項等，納入於

19

60

理署網站
訊」項下之「本署公告」查詢。

修正「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文件管
理辦法」及廢止「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相關規
定」進行草案預告

為使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之各項申
辦作業、許可文件之管理及食品添加物查驗登

10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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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7

記之相關規定，符合於實務上之需求，讓食品

2

60

食品法規相關公告

食藥署與地方政府衛生局持續強化市售豬肉抽
月檢驗結果

物管理署參酌先進國家作法，受理增修訂進口
月至

驗，並公布

為增進對輸出國內製造、加工、調配食

預告「食品輸出業者」應辦理登錄

)於

年

月

日預告「應申請登錄始得營

品為營業之業者的管理，衛生福利部 下
( 稱衛福
部

業之食品業者類別、規模及實施日期」第一點

食品藥物管理署 下
( 稱食藥署 與
) 地方政府衛生

為維護國人食用豬肉產品之衛生安全，

年

農產品殘留農藥容許量之申請。農藥殘留容許
量之修正，經審核農藥之毒性資料、農作物殘
留量消退試驗資料、核准登記使用方法等科學
性資料，參酌國際間標準，評估國人對各類農

局持續強化後市場進口與國產豬肉產品之抽
月

修正草案，納入食品之「輸出業」應申請登錄

年

食品輸出業者應對所輸出的食品，負起

之規模及實施日期等相關規定。

日公告修正之

樣，並依衛生福利部

項乙型受體素 含
( 萊克

多巴胺 檢
) 驗，以確保市售豬肉產品符合我國
月至

確保符合擬輸銷國的相關規定之管理責任，爰

年

月，於各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自

新增具工廠登記、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稅籍
件 ，)均檢驗合格。

販售通路及製造端共計抽驗
件、進口
2,324

起實施。

品「輸出業」應申請登錄，並自

年

月

日

登記業者或取得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之食

件 包
2,990
( 括國產

類多重殘留分析」進行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乙
- 型受體素

27

作物取食總量之累積風險，並會商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經專家委員審核通過，期在保護國內
消費者飲食安全之前提下，讓農藥之使用及管

5

食藥署將持續與地方政府衛生局執行

9

理更加合理化。

款規定，依同

9
110

21

111

市售豬肉產品乙型受體素之抽驗，確保食品安

萬元以上

條處新臺

未依規定辦理登錄且經要求限期改正而屆期未

食品輸出業者如屬上述公告規範對象，

1

    

項第

萬元以上

111

全，讓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

7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市售農

條第
款處新臺幣

機關追查供應來源及殘留原因，依法處辦，讓
民眾食的安心。

112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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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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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1
666

產品之農藥殘留持續進行監測，如發現有違反

項第

2

5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規定者，依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
條第
6

1

億元以下罰鍰，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聯合農業

法第

15

10

改正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幣

48

2

111

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

300

1

1

3

44

食品法規相關公告

2022-2023

期
署

新開發的
TFDA LINE@

日成立「食藥闢

年成立的

月開發「食藥闢謠機器人」功能，提供民

」連結「食藥闢謠專區」，於
TFDA LINE@

以手機接收及搜尋資訊，食藥署將
「

108

」好友，並在下方服務選單點選
TFDA LINE@

」「食藥闢謠機器人」功能查
TFDA LINE@

訊轉傳給親朋好友，杜絕不實謠言散播。

詢，或到「食藥闢謠專區」查詢，並將正確資

用「

親朋好友又轉發真假難辨的網路訊息時，可運

求正規醫療協助，並遵守醫囑接受治療。下次

看類似傳言的正確解答；感覺身體不適應先尋

正確性之前勿轉載；快上「食藥闢謠專區」看

長知識」、「聽 聽
- 專家破迷思」：未確實訊息

言時，要「停 停
- 止轉載謠言」、「看 看
- 正解

食藥署提醒，收到親朋好友轉載的傳

作步驟亦可參考附件 。)

字，簡單兩步驟，便可開始查詢相關資訊囉 操
(

「食藥闢謠機器人」，輸入想要查證的關鍵

「

眾另一種查詢謠言正解的便捷管道。只要加入

年

111

為蒐集各界意見，本預告草案評論為
天，相關訊息可至「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

首頁」 「
(http://www.fda.gov.tw)
> 公告資

訊」 「>本署公告」網頁查詢。

上收到親朋好友轉傳的食
Line

簡單兩步驟，「食藥闢謠機器人」助您查詢食
藥網路訊息真假！

您常常在

月

路或網路論壇上有關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及

則闢謠文章。有鑑於消費者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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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網路訊息，很好奇究竟是真是假嗎？食品藥
物管理署 下
( 稱食藥署 在
)

「食藥闢謠機器人」，可以提供您查詢功能，

年

快來瞧瞧如何查詢網路訊息正解！

食藥署於

24

(http://www.fda.gov.tw/TC/news.

4

，蒐集各種通訊軟體、社群網
aspx?cid=5049)

謠專區」

104

化粧品安全等傳言或迷思，並逐一破解，目前
已發布超過

500

8

60

焦點產品

連續式真空充氣封口機

全自動化開箱、裝箱、封箱設備、
堆疊系統產線規劃、設計、製造

˙真空→充氣→封口→印字一
次完成
˙可單獨真空動作進行，也可
真空、充氣可交互作動進行
˙充氮氣，由氣嘴直接袋內充
氣，不浪費氮氣
˙封口壓花牢固美觀、確保封
口不漏氣
˙人機介面操作，簡單方便
˙20組產品記憶模組
˙每分鐘最大產能：∼16(視產品大小及內容物)
˙適用：肉製品、農產品、茶葉、中藥行、五金、電子零件等

搭配各式開箱及封
箱機等，完成包裝
產線自動化、省力
化的目的，每分鐘
速度可達4-8箱，
依照客戶產品包裝
需求，針對不同產
品提供多項性的包裝選擇。搭配各品牌機械手臂在產線上做堆疊，
進行重複性及重物搬運作業。

維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原宏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5-2654765
http://weidersealers.com

FAX: 886-5-2658175
E-mail: info@weidersealers.com

TEL: 886-2-82926518
http://www.prowei.com.tw

各式食品機械設備

FAX: 886-2-82925217
E-mail: proweigh@ms31.hinet.net

三次元高效震動篩粉漿過濾機

東富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位於台灣省台中市，創

本產品適用於食品、化

立於1985年。從事食品

工、醫藥、磨料陶瓷、冶

加工廠整廠設備、肉品

金工業的任何粉、粒、黏

加工設備規劃等，營業

液類的快速分離、篩選過

項目包括肉品加工整廠

濾；可連續分離、分級，

設備、各種水產魚、肉

原料通過篩分作業後，可
使產品規格一致。

類食品加工機械、素食加工設備、各種蔬菜切削加工設備、肉
鬆、肉乾、牛肉乾、香腸、貢丸整廠設備規劃。

東富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冠宇機械廠有限公司

TEL: 886-4-23582737
FAX: 886-4-23585166
http://www.tung-fu.com.tw Ｅ-mail: tungfu.machinery@gmail.com

TEL: 886-4-4 8965198
http://www.guan-yu.net

自動計量充填茶包 帶線兼標籤包裝機

食品添加物

˙專業獨立運作設計，操作過程中任何
一組包裝產品發生異常，即能從顯示
表中得知且不影響其他組運作，數位
化控制系統、人性化操作設計，簡單
易學。
˙重量目標可隨時更改，計算精準，節
省包裝時間，提升工作效率。
˙本機使用電力極為節省，符合最高經
濟效益。數十年設計製造經驗可依照
客戶需求設計製造，從單連、雙連、
四連至八連，且依各種包裝速度設
計、量身訂做符合您的使用空間。
˙本機適用之包裝形式為三面封口。
˙可加裝印字日期裝設。

忠山機械廠有限公司
TEL: 886-5-2688619
http://www.chung-shan.com

FAX: 886-4-8963598
E-mail: info@guan-yu.net

專業生產
水果、牛奶、飲料、茶香精
糖果、餅乾、夾心、麵包、蛋
糕、酥油香精
糖類、核果、蔬菜雜糧、香藥草
香精
鹹味、肉類、酒類、中藥材、花
香精
進口項目
辣椒粉、薑黃粉、洋蔥粉
天然色素、辣椒紅
天然香辛料油樹脂
食品原料

廣福林有限公司
FAX: 886-5-2688729
E-mail: info@chung-s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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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點用水果果餡

綠材質收縮包裝機材專家
獨家代理法國Bollore’食品

上好佳果餡採用新鮮優質的台
灣水果製成，香甜不膩的口感

及無毒環保軟性收縮膜。

及豐厚的餡料，能帶給糕點更

依據客戶之需求我們可以製造

實在美味的滿足感，為烘焙成

／銷售／進口／出口多元化多

果超質加分。五種水果果餡，

種類之包裝材料及機器。

不論是烘焙暢銷款糕點，或是
創新變化新款糕點，都是最好
的美味配方。

五惠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恩和股份有限公司

TEL:886-4-4792357#201， 202， 203
http://www.wuhui.com.tw

TEL: 886-2-27943558
http://www.centralpack.com.tw

PET、PP、PS、OPS材質食品容器

FAX:886-2-27918766
E-mail: cppack@ms46.hinet.net

瞬熱式手壓封口機

今仁公司創始於1984
● 台灣業界第一間通過美國

年，秉持誠信、實在、

ETL認證。

用心、創新的經營理

● 重量輕巧。

念，提供精緻多元且符

● 易於操作。

合衛生食品的包裝容

● 體積小。

器。

● 瞬熱式不需預熱，插電即可

各種食品容器的選擇讓您更能呈現食品的多樣化，產品包

使用。

括：冰品包裝系列、PP飲料杯系列、果凍包裝系列、食品包

● 鋁合金外殼堅固耐用。

裝系列，歡迎全球各地貿易採購商、進口商、代理商、批發

● 5秒內完美封合。

商來函洽購。

今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盛嘉封口機有限公司

TEL: 886-4-8526850
http://www.moderncups.com.tw

FAX: 886-4-8522855
E-mail: cup@moderncups.com.tw

炊煮攪拌機

TEL: 886-2-85214316
http://www.singarco.com.tw

FAX: 886-2-85222043
E-mail: singarco@ms49.hinet.net

單取袋全自動計量包裝機

適用於餡類、醬料、奶製品、
甜點、粉製品、米製品、食品

適用於流動性良好之粉粒狀原料

類，亦適合製藥及化工業使

(如:白米、飼料、貓砂、豆類、

用。

麵粉等……)。

本機攪拌時可同步加熱。加水

包裝流程採用PLC自動控制系

時可當煮鍋，加油時則當油炸

統，有效提升包裝效率級包裝品

鍋。攪拌軸傾斜攪拌，效果

質。自動化包裝，有效節省人力

佳，鍋底不會燒焦。操作方

成本，操作簡單易懂。

便，靈活、可靠、功能強。

七堡企業有限公司

瑨宸工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2839985‧22898676‧28113141 FAX: 886-2-22853804
http://www.seven-castle.com
E-mail: info@seven-castle.com

TEL: 886-4-8230692
https://www.jinch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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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產品

多層式－2S振動篩選機

全自動小包式煮麵機

適用於粉體、液體、粒狀之藥
品、食品、化工原料、橡膠、
塑膠、礦砂類、油漆塗料、陶
土窯業、樹脂類、粉末冶金、
電子業、飼料、造紙廢水等。
特性：1.束環方面採用強力快

壓麵、分條、煮熟、冷卻、分量、脫水、拌油，到自動化包裝一

速扣環 2.機械內外結構講究

貫作業。

美觀、耐用、實用 3.可快速

˙每網槽可煮150g（4台兩）-250g（0.5台斤）。

更換網層，保養容易 4.任何粉體、液體、粒狀均可使用。
˙產量2400包／小時。

勤剛工業有限公司

維晟自動化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108282
http://www.chinkang.com

FAX: 886-2-26107272
E-mail: chinkang@ms12.hinet.net

TEL: 886-4-8725907
http://www.vancam.com.tw

專業包裝材料及代客包裝

FAX: 886-4-8720966
E-mail: vacam001@ms24.hinet.net

貫流式蒸汽鍋爐

貫流式蒸汽鍋爐為志豪主打的

台灣良品包裝企業有

產品之一，我們將其分為四大

限公司專營包裝材

類，包括了柴油蒸汽鍋爐、重

料、代客包裝、包裝

油蒸汽鍋爐、瓦斯蒸汽鍋爐及

機械、封口機等。

電熱蒸汽鍋爐。每種鍋爐的性

服務第一、品質保

能、接管口徑、尺寸皆依型號

證，歡迎來電洽詢。

不同，若有特殊需求，我們可
為您訂做您要的鍋爐規格。

台灣良品包裝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7-3835887
http://www.c-pak.com.tw

志豪工業有限公司
FAX: 886-7-3835882
E-mail: Chung.tair@msa.hinet.net

蒸箱機械

TEL: 886-5-6223611
https://www.zuhow.com.tw

FAX: 886-5-6223077
E-mail: zuhow@ms32.hinet.net

YK-118-250系列微電腦真空冷凍乾燥機

適用範圍寬廣，凡舉蒸蘢能蒸

某些乾燥產品，除了要求

之食物，本產品皆可取代之。

保持原有養分與成分外，

例：包子、饅頭、壽桃、麻

當特別要求外觀色澤與形

糬、鹽粿、叉燒包、甜粿、米

狀的不變，及活性菌體之

糕、火腿、肉丸、魚卷、發

再生率或高價值之濃縮萃

糕、燒賣、碗粿、紅龜粿、粽

取液需要乾燥時，以微電

子、黑糖糕、蘿蔔糕、芋頭、

腦真空冷凍乾燥機的昇華

素食產品等。

乾燥方式，其微電腦程式控制及附設之電腦記錄追蹤乃是乾燥
產品，最具科學化與現在化的選擇，而本公司可依客戶需求設
計不同產量的機型。

居宏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7-6967959
http://www.geihuan.com.tw

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FAX: 886-7-6969110
E-mail: gei.huan@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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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膜衣機

YT-100 束帶機

此束帶機可廣泛應用於多種產品束
帶包裝，超商、賣場、家
庭 及加工

◎西藥、中藥、食品、生技、

廠之食品及禮品包裝、上下盒裝商

錠片膜衣上色。
◎丸劑、小丸粒、膜衣上色。

品…等。另可將
數 件產品束成一組

◎腸溶膜衣。

做為促銷組合及禮盒盒蓋上下盒固

◎錠片外表包覆糖衣。

定，另
外 束帶膠膜可印刷公司形象
廣告及產品內容成份說明。

鴻道工業有限公司

益芳企業集團

TEL: 886-4-25253926
http://www.hongdau.com.tw

FAX: 886-4-25239533
E-mail: hong.dau@msa.hinet.net

TEL: 886-7-6197599
https://www.yifunggroup.com

重榮機械工廠有限公司

FAX: 886-7-6197806
E-mail: yf024@yf-ss.com.tw

廣口瓶全自動灌裝封口機

魚漿製造整廠機械設備、魚丸製

採用自動快速封口技術，具

造整廠機械設備、肉丸製造整廠

有全自動、半自動兩種操作

機械設備（牛肉丸、雞肉丸）、

功能，生產高效，是針對中

花枝丸製造整廠機械設備、蝦丸

小型食品工業對食品進行封

製造整廠機械設備、香腸製造整
廠機械設備、春捲製造整廠機械

瓶包裝、餐飲門市對外帶食

設備、水餃製造整廠機械設備、

品進行包裝，封口模具更換

絞肉機、絞肉濾雜兩用機、切削

方便等多項考慮而設計。本

攪拌機、擂潰機、魚肉魚刺分離
機、切菜機、刨肉機、混合機、肉羹／魚羹兩用機、自動包餡魚丸
機、快速混漿機、魚漿條機（甜不辣機）、洗魚機、蔬菜整廠設備
輸出、自動蔬果清洗機

重榮機械工廠有限公司

機提供了全自動封口機所必
備之功能，適用於多品種產品生產的需要。本機已獲多國專
利。提供PP、PE、PET等廣口無杯唇的容器封口解決方案。

鎧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9955856
E-mail: czmach@gcn.net.tw

FAX: 886-2-29955659

TEL: 886-2-22607800
https://www.kaiwill.com.tw

FAX: 886-2-22603692
E-mail: kai02@kaiwill.com.tw

高溫液體/黏稠液體自動製袋-充填-封口包裝機

色帶印字機

各類液體及醬料，如：水、蕃茄醬、
色帶印字機TA-2M適用於杯子封

牛肉湯、豆漿、醬油、滷汁等。各類

口機。

黏稠液體及膏狀物，如：豆餡、味
噌、美乃滋、果醬、起士、肉醬、液

使用色帶，字跡清晰，體積小，

蛋、麻糬等。各類工業用產品，如：

安裝容易，操作簡單。

白膠、保冷劑等。可提升包裝產能，
最高速度可達60次/分鐘

業務用大包裝，符合連鎖店之產品配
送衛生需求，保護產品降低因其環境
因素而受潮或氧化。

簡隆企業有限公司

俞昇企業有限公司
TEL:886-2-29937070
http://www.nlcoding.com

FAX:886-2-29917070
E-mail: newleaf.chou@msa.hinet.net

2022~2023

80

TEL: 886-2-26932997
http://www.zaylon.com.tw

優良食品˙設備暨烘焙展特刊

FAX: 886-2-26934778
E-mail: zay.lon@msa.hinet.net

焦點產品

AX系列小字體印字機

八頭自動充填機

本機充填量正確，最高平均達
AX系列小字體印字機可自動

到每小時120,000顆，效率最

噴印：製造日期、有效期

高。操作容易，保養簡單。本

限、流水號、批號、換班

機之台座面板皆由不鏽鋼組裝

號、條碼圖形、各國文字及

而成，清潔、美觀、實用，符

隱形追蹤暗號。

合cGMP之要求。電控系統符合
UL、CE認證。

唐亞股份有限公司

晉鎰機械有限公司

TEL:886-4-23580808
http://www.dominotw.com.tw

FAX:886-4-23581567
E-mail:taichung@dominotw.com.tw

TEL: 886-2-22053988
http://www.chinyi.com

熱風旋轉爐

FAX: 886-2-22059696
E-mail: chinyi@ms33.hinet.net

泡殼成形自動包裝機

材質:機體外殼採用高級不鏽
應用最新的科技設

鋼，內殼採用耐高溫高級食品
鍍鋁鋼板。

計，價格、耗材

溫度控制：TC溫控; LED液晶

與運轉成本低

數字型溫度顯示器。

廉，但成本效率

時間控制：指撥式設定，定時

卻最高。精準的

響鈴，LED液晶數字顯示以運

錠劑／膠囊自動

作時間。
保溫設計：100K耐高溫，高斷
熱係數之高密度進口高級岩綿，以達保溫、蓄熱。

下料系統及自動檢測系統，全天候運轉只需一人即可。可適用
於錠劑、糖衣／膜衣錠、硬膠囊、軟膠囊的PTP包裝。

適用範圍：麵包類、吐司、餅乾、肉類、乾燥食品。

勤發機電有限公司

金耘有限公司

TEL: 886-2-22823749
http://www.cfmfood.com.tw

FAX:886-2-22826024
E-mail: info@cfmfood.com.tw

TEL: 886-2-89829968-9
https://www.king-win.com.tw

自動螺旋式攪拌機(重型)

細切乳化機

此機種之設計主要是用於攪拌

適用於各種肉漿、魚漿、火腿

較乾(硬)之粉糰，油酥及含水

腸，斬拌混合調料。用於大豆

份75%以下物品，機器有快慢

蛋白附水、附油等結著劑高速

兩種速度，攪拌桶可左右轉動

乳化。用於肉品、蔬菜細切調

產生揉、搓、捏、和、絞、扭
等動作，能輕易將各種粉糰在

料。可更換鈍刀，用於大豆、

短時間內攪拌完成。

小麥等組織化纖維蛋白，由塊

馬力足，攪拌量大，最適合

狀、片狀拆成細絲狀。

粉糰筋度高含水份較少之物

特性：1.人機介面操作方式

品。安全性高，外型美觀，雙計時
器，自動控制操作簡單，不銹鋼攪拌桶、安
全網與攪拌器，皆符合衛生標準適用於大工廠。

科仁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4-25282114
E-mail: keljen@keljen.com.tw

FAX: 886-2-29878685
E-mail: kingwin@king-win.com.tw

2.馬達安全斷電煞車裝置 3.刀
軸、轉鼎均為無段變速 4.配備油壓入料及出料機構 5.配備油壓掀蓋。

大普企業有限公司
FAX: 886-4-25282143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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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類生產及肉品加工整廠設備規劃製造

燃油/燃瓦斯蒸氣鍋爐
岱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立案於

江鐵機械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1年，正式獨家代理日本IHI

1968年，專營各式食品加工

石川島汎用鍋爐株式會社貫流式

機械，主要銷售的產品為,

鍋爐。敝公司對於貫流式鍋爐銷

冷凍肉刨肉機、高速碎肉

售及售後服務，擁有27年 以上

機、各式成型機最經濟之動

的實務經驗，目前使用敝公司所

力、產生最高效果、廣省能

銷售之鍋爐及週邊 產品廠商約

源，且拆卸及清洗方便容易

有700家以上，敝公司客戶分布
於台灣、中國、美國、澳州、泰

之食品加工機械。

國、德國、越南、菲律賓等14個
國家地區 。

江鐵機械有限公司

岱洋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4874006
http://www.jiangtie.com.tw

FAX: 886-4-24866367
E-mail: sales@chiangiron.com

TEL: 886-4-22357420
http://www.dayyoang.com.tw

調理包專用機

組合式塑膠鏈型輸送帶
怡旭鋼創立於1994年，並自行研發組合式塑
膠鏈型輸送帶，擁有多項專利，成為亞洲第
一家成功生產的公司，並自創品牌--怡旭鋼/
EASECON做為產品行銷商標。
承蒙各生產單位使用，並創下故障率與維修
都小於0.5%的優良記錄，我們的產品不讓國
外品牌專美於前，我們的目標是想使所有國
人以最經濟便宜的成本享有最高的品質，能
對國產輸送帶建立起品牌的信心，也能愛用
國人自己生產，真正屬於國人自己的產品。
現在我們早已經過市場嚴格的考驗，怡旭鋼
產品除了已在亞洲地區創下消售佳績及優良的口碑，也早已外銷
到歐、美、日、韓等工業先進國家。

●適合包裝有肉塊的醬料，例如宮
保雞丁、咖哩雞、紅燒牛腩、海
南雞丁。
●糖、鹽、咖啡、茶葉、乾燥劑等
自動計量填充顆粒包裝。
●沐浴乳、醬油、液狀調味醬等無
雜質之液狀物品。
●珍珠粉圓、果醬、辣椒醬、番茄
醬等濃稠有雜質之濃稠物品。

丞徽有限公司

怡旭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4-26202881
http://www.easecon.com.tw

FAX: 886-4-22928908
E-mail: day.yoang@msa.hinet.net

FAX: 886-4-26202880
E-mail: service@easecon.com.tw

TEL: 886-2-8512-2026
FAX: 886-2-8512-2029
https://www.chenghui.com.tw E-mail:cheng.hui1686@msa.hinet.net

迴轉分離脫水機

多功能平面貼標機
震美機械營業項目

各類平面式貼標，是用尺

包括︰脫水機、脫

寸廣泛，平面產品貼標例

油機、豆漿機、蔬

如 : 食品、化學、醫療、
化妝品、電子類、五金、

菜、果汁機、脫粿

汽車零件、文具、電池、

機、食品．化工業

錄音(影)帶、CD、平片貼

機械製造。

標紙箱、各類油品，及其

迴轉分離脫水機可開源節流、提高效率，電力馬達、大小分開使

他各種不同規格之平面包

用，配合最先進油壓邏輯系列。尺寸︰406mm∼1600mm

裝物。

震美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TEL: 886-4-23119269
http://www.zhenmei-machinery.com

冠均國際機械有限公司
FAX: 886-4-2311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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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筒膜包裝機

高速精密間歇分割器
英特士成立，早期從事
PE筒膜包裝機適用於食

凸輪研發、設計與製

品及食品配料、化工原

造。之後自主研發自動

料、飼料類、醃漬類等

換刀機構及刀塔行銷臺

食品包裝。

灣及大陸地區，受到各

可節省原料成本與更換

界的肯定與認可，並開

薄膜時間。

始致力於分割器的研發
與生產，迄今為止公司已擁有最先進的生產設備，最
專業的售前售後團隊。

友昌包裝機械有限公司
TEL: 886-4-7228321
http://www.yu-chang.com.tw

英特士凸輪科技有限公司
FAX: 886-4-7228320
E-mail: yc197@ms56.hinet.net

平底、平底夾鍊袋

TEL: 886-2-26860870
http://www.vancam.com.tw

FAX: 886-2-26860879
E-mail: service@entrustdex.com

MH-2000-10SMZK 多功能精密微調研磨機

有別於一般的夾鏈站立袋，底部為四

多功能精密微調研磨機

方平底，不管是在攤位上或是貨架上

0.01mm間隙調整，可磨薑蒜辣椒等醬料。

都能呈現更美的包裝外表。拉鍊開口

賢沅公司秉持『傳承』、『創新』、『誠

設計在側邊的優點是在填裝內容物

信』三大經營理念，亦即「傳承」累積數

時，開口大填裝方便，平底袋廣泛使

十年的技術經驗，不斷「創新」滿足市場
需求的新產品，並堅持高品質、不偷工減

用在包裝咖啡豆與茶葉包裝上，都有

料的「誠信」原則，為公司永續經營同時

絕佳的外觀呈現。

維持企業競爭力奠定良好基礎。

喜美包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光華鋁箔有限公司

賢沅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3-3215688
http://www.allpack.com.tw

TEL: 886-3-5237555
http://www.shanyen.com

FAX: 886-3-3215689
E-mail:allpack@ms61.hinet.net

脫氧劑兼用金屬異物檢出機

FAX: 886-3-5262861
E-mail: shanyen@ms48.hinet.net

微電腦自動控制炒食機

●可通過含有脫氧劑的商品與金
屬異物檢出可同時檢查。

微電腦自動控制炒食機

●脫氧劑有無的檢查與金屬異物

用途：二次加熱炒熟

檢出是同時檢查。

適用於炒肉鬆、牛肉、肉絲、

●不受袋子中脫氧劑的位置而影

花生、麵粉、麵等。

響檢查。
●在有脫氧劑的狀態下，不受溫
度而影響檢查內含脫氧劑的產
品檢查，可檢測敏感度。

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886-2-26486812
http://www.tidtech.com.tw

俐巃實業有限公司
FAX: 886-2-26486819
E-mail: tid.tech@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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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縮膜的專家，銷售遍及全球

CHY-101 定時不滴水蒸廚

營業項目：P.P.熱收縮膜、
多層共擠環保熱收縮膜、
POF 多層共擠壓收縮膜、
POF 收縮袋、印刷收縮膜

季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蒸發器特殊結構，密封噴汽式，加熱超
快，蒸汽特大，分佈均勻，完全汽化，不生
水滴，自常溫加熱至100 ° C，約8分鐘。
2.專利排水裝置，將含水性高之食品，從特
製斜面排水凹槽排出，不沾滴食品。
3.專利台車水滴收集盤，從蒸廚取出之蒸盤
架，將水滴收集，不滴濺地面。
4.本蒸廚裝有定時兩段式加熱，可自由選擇
食品所蒸重的時間，保持食品良好的品質。
5.本蒸廚設有玻璃窺視窗，能窺視食品變化，及自動給水系統與
排油汙水結構，使油污水不回鍋，保持蒸汽之品質。
6.本蒸廚採SU304權不鏽鋼製造，衛生易清洗，壽命特長，亦可
配合鍋爐使用。

振福源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4575358
http://www.pof.com.tw

FAX: 886-2-24575359
E-mail: ctpak@ms17.hinet.net

TEL: 886-4-23158383
http://www.chyfood.com.tw

藥品食品包裝材料專業製造廠

FAX: 886-4-23158345
E-mail: chyfood@yahoo.com.tw

賀冠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賀冠食品機械有限公司在食品攪拌

營業項目：德國PTP鋁箔、

機的製造領域中，累積了三十多年

德國PVC/PVDC膜、南亞藥

深厚的專業技術與實力經驗歷史，

用PVC膜、PVC栓劑膜、

以製造專業頂級桌上型攪拌機、立

FORMPACK(Alu-Alu)、藥品

地式攪拌機及炊煮式攪拌機等設備

食品鋁箔捲、鋁箔袋。醫療

為宗旨，商品擁有CE安全認證，同

器材消毒袋、滅菌袋。保麗

時也有許多的專利認證，並提供高

膜、袋 麥拉及麥拉鋁箔、真

品質、高效能的設備給客戶，不斷

空包裝膜袋、視窗鋁箔袋、

地配合市場的需求及快速變化，著

面膜袋等等。

重於研發多元化創新需求機種，以
提升食品業製造水準。

優美彩藝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TEL:886-3-4723939
http://www.umgravure.com.tw

賀冠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FAX:886-3-4723838
E-mail: h8627622@ms24.hinet.net

原祥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TEL: 886-4-25620013
http://www.hoqurt.com.tw

站立袋(附鴨嘴)自動充填鎖蓋機

原祥塑膠工業有限公司主要生產各種透
明包裝容器PET（美國FDA認定）環保
塑膠瓶罐，如：食品罐、廣口瓶、寶特
瓶、密封罐、易開罐、蜂蜜瓶、醬菜
瓶、糖果罐、休閒食品（如：開心果、
花生糖）之塑膠桶、蓄尿瓶、水瓶／水
罐－礦泉水、甘蔗汁、柳橙汁、椰子汁
等之瓶罐及其他產品需透明瓶，如：裝
bb彈等。原祥塑膠也銷售寶特瓶之瓶
胚、瓶蓋、吹瓶機械、吹瓶模、塑膠模
具開發和週邊等之及進出口買賣。

原祥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TEL: 886-3-3979788
https://www.youngshang.com.tw

FAX: 886-4-25626500
E-mail: hoqurt.hoqurt@msa.hinet.net

適用於食品、化工、清潔劑等液
態流體產品。
送袋→充填→入蓋→鎖蓋 →排
出。無袋不充填，可獨立各別操
作進行，主機包覆白鐵，充填及
鎖蓋的速度可調整，可大、小袋
更換。

永懋精機工業有限公司
FAX: 886-3-3979799
E-mail: youngsha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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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充餡成型機

桌上型全自動送料印字機

1.一機多用途：更換模具，即可製造
不同種類的食品。
2.麵皮的厚度與餡量皆可調整。
3.麵皮成分多樣化：麵皮含水量可從
35%至55%，而酥油的含量也可高達
30%，做出的產品柔軟有韌性，油炸後
酥脆可口。
4.獨特的冷卻系統，內建壓縮機，供
冰水系統使用，長時間操作可保持麵
糰的品質。
5.食品級不鏽鋼材料製造，容易拆裝
清洗。
6.產量高，容易操作，節省人工且耐久，投資回收快。

桌上型全自動送料印字機，適用於各式軟式包裝材料之自動送
料印字，具備上吸式自動進料裝置及90度印字位置轉向功能。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如振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2-26733798
http://www.anko.com.tw

TEL: 886-2-82850177
http://www.rzm.com.tw

FAX: 886-2-26733697
E-mail: anko@anko.com.tw

P型扣

FAX: 886-2-82851967
E-mail: easy@rzm.com.tw

全自動包餡成型機(高速大型款)
HM-268係HM-168的升級版，擁有

P型扣的優點

多國專利，台灣製造，專門用於

◎擁有塑料的清涼感和安心感

生產烘焙餅類、餅乾點心類及肉
類魚漿加工調理類等日常生活中

◎5種顏色可供選擇，提高商品的價值

大家所熟悉食品的包餡成型機。
此機器係一款高速、機型輕巧、

◎適用塑膠袋及網袋

單機多功能、操作簡單、清潔方

◎產品包裝後可用過金屬檢出機

便的食品包餡機。不論是產品大

◎產品包裝後可達密封效果

小、皮餡比例、產品長度皆能通過電腦控制面板來調整。使用者可
以加裝配備包雙重餡產品，也可以加裝二次整型器使產品多樣化。
百城不斷的精益求進，HM-268最新技術所研發出的四色產品，讓你
的產品獨樹一格，亦是目前詢問度最高的機型。

偉利鋼有限公司
TEL: 886-2-22365029
http://www.wellico.com

百城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FAX: 886-2-22365039

TEL: 886-6-2683899
http://www.hmfood.com

高油/高糖/高鹽/高溫/滿包充填/完全封口

FAX: 886-6-2681807
E-mail: hmfood@hmfood.com

色帶熱轉印字機

黏稠液體自動計量包裝機

1.徹底實現以最完美的可靠度及
效率，將自動計算型可變資料、
高解析影像、標識、圖形及訊

● 印刷電眼調整設定簡易快速不浪

息，以高速、大量的方式，自動

費包裝材，無印刷電眼時只需輸
入包裝長度即可。

列印於軟性材質包裝袋及標籤
上。2.以電腦尖端科技分析方法設計而成，及經實機證明為工業界最

● 本機充填系統採用螺旋泵浦或衛
生級泵浦。

穩定、深得客戶信賴的可靠度，完全解決工業界長期因色帶問相關問
題引起的停機困擾。3.達到將操作成本降至最低的理想境界，使客戶

● 傳動系統採用伺服馬達準確穩定

投資發揮至極致的效應，減少停機時間。4.大螢幕直接觸控式、人性
化操作介面，操作人員輕鬆上手，毋需擔心學習困難，或經常發生操

性高。

作出錯問題，避免人工錯誤的風險。5.精實、彈性變化的設計，符合
客戶各種階段不同及未來的產品線變化需求。

金濃機械有限公司
TEL: 886-2-29923134
http://www.acepump.com.tw

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AX: 886-2-29902946
E-mail: info@acepump.com.tw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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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886-2-26486819
E-mail: tid.tech@msa.hinet.net

焦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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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包攪拌機

背面封口螺旋計量充填包裝機

針對黏稠流動性較差之粉粒（顆
食品機械專業的製造銷

粒規格較一致）之計量與包裝。

售，提供多種規格攪拌

易流動原料：糖、鹽、米、豆、

機、桿酥機、油炸機、貝

化學品等。不易流動原料：咖

果機，歡迎選購。

啡粉、奶粉、調味粉、藥粉、豆
粉、化學品等。

名揚精密有限公司

岳世家企業有限公司

TEL: 886-4-25203969
E-mail: min.young@msa.hinet.net

FAX: 886-4-25202169

TEL: 886-5-5517449
http://www.goldjob.com.tw

FAB 臥式粉末攪拌機

FAX: 886-5-5511742
E-mail: sales@goldjob.com.tw

積層軟性包裝材料專業製造
專業項目:真

1.採用單軸雙螺旋葉片設

空袋/高溫殺

計。

菌軟袋、自動

(依材料不同每桶材料混合

包裝機用各種

均勻約3-5分鐘)

積層材料、真

2.創新傳動軸心設計，傳動

空電鍍膠膜捲

軸不會滲粉。

/袋、積層鋁

3.內桶採用全焊接處理，桶
壁無接縫。

箔捲/袋、直立袋、拉鍊袋、食品盛托封蓋膜、醫療器材包
裝、依實際需求客製。

鈞龍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TEL: 886-4-25570738
http://www.junlong.com.tw

華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AX: 886-4-25578869
E-mail: service@junlong.com.tw

器具清洗最佳方案

TEL: 886-49-2255811
http://www.wapo.com.tw

FAX: 886-49-2255812
E-mail: wapo@wapo.com.tw

食品機械專業設計、製造

佑聯食品機械有限公司提供
您器具清洗的最佳方案，與
最多樣的選擇，讓您達到節
能、省時、環保、乾淨、衛

食品調理加工機械專門設計製造 。紅蘿蔔、高麗菜、青蔥、牛

生的目標。

蒡、竹筍、魚肉、蒟蒻、椰果肉切片、切絲、切角加工設備。熱風
乾燥、冷凍乾燥、真空油炸整套設備規劃製造。速食麵、罐頭、果
汁流程製造規劃。玉米粒、玉米筍、香菇、洋菇、竹筍、毛豆（豆
類取仁）、整套設備製作。

佑聯食品機械有限公司
TEL: 886-2-22451198
http://www.ulife-tw.com.tw

木筆機械有限公司
FAX: 886-2-22451192
E-mail: ulife@ulife-tw.com.tw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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