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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農產品驗證制度推動成效
推廣組 / 陳慶僖整理

農委會推動CAS標章至今已累積25年的良

好信譽，一個制度的建立既不是偶然也得來不

易，今天一個認驗證制度必須隨著時代的演

進，不時的回顧審視，透過與各方的溝通及改

變，才能更趨完善並作好監督管理的功能。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簡稱(Certif ied 
Agricultural Standards)農產品認驗證的制度，

藉由標章的推行有效提升農、水、畜、林產品

及其加工產品的價值，並且有效的區隔進口農

產品，保障生產者及消費者的權益。然，回顧

CAS標章於民國78年推行至今，CAS雖然成效

卓越初期並沒有實質法源依據，93年才訂定優

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法，並於

民國98年納入民國96年所頒訂之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管理，其參考國際ISO證驗證制

度，逐步與國際接軌。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規範CAS有機農

產品、CAS台灣優良農產品及產銷履歷農產

品，3種標章認證及驗證的體系，認證機關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各有

不同之管理機制，其中對於CAS台灣優良農

產品而言，驗證機構包含：台灣優良農產品發

展協會、中央畜產會、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工業技術研究院等的4家，由驗證機構去驗證

業者所生產的產品是否符合CAS所規範的標

準，而CAS驗證基準包含評審規定須合符合 
〔GHP(生產管理)+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

點系統)〕、品質規格及標示規定、檢驗項目、

方法及標準等，經由這些標準審查及檢驗(除符

合衛生主管機關要求標準外，還依產品特性執

行多項檢驗項目)後，CAS產品應符合衛生並

達到一定的品質水準，所以當產品價格不合理

的、或是品質有所異常，應該不是CAS產品會

發生的情形，這也間接突顯出CAS的價值。

業者提出CAS產品驗證申請，並經層層的檢

核獲得驗證後，最困難卻是持續維持標準，因

為業者得隨時自我要求以配合驗證機構不定期

且不事先通知的生產廠追蹤查驗，所以就CAS

依所追蹤之缺點數或缺失，分優級、良級、加

嚴級，甚至終止驗證加以管理，近年來驗證機

構每年查廠都在900多場次，產品抽驗也都達

3,000件以上，平均每家業者都被查廠三次以

上，抽驗合格率都在98％以上且合格率也逐年

爬升，不合格樣態中違反衛生的標準案件也逐

漸減少，若扣除品質規格及錯誤宣稱(非CAS產
品，在產品包裝上標示採用CAS豬肉等)等案件

後，以一般衛生安全角度而言CAS產品的合格

率已達99％以上。

民國100年發生供應學校團膳產品有CAS肉
品發生藥物殘留事件，最後發現一部份原因係

提供證書影本誤導採購者的作法；經過最近嚴

格的管理精進之後，CAS生產業者由100年最

高350家，至今少於300家，對CAS制度而言，

退場就是要維持CAS的品質。綜觀台灣食品安

全管理上，要求證驗證制度一次修法，即達完

美無缺，或是檢驗完全合格，幾乎不近事實，

也沒有任何制度可以做到，以CAS制度而言上

應只有不斷的精進，強化不足之處，落實執行

方面的監督持續為民眾把關而堅持下去。

▲落實三級品管制度的CAS

▲驗證機構執行追蹤查驗與產品抽驗

▲驗證機構抽驗產品不合格樣態分析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專業人員進行鑑定原物料攙
假測試試驗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稽核生產廠追蹤追溯系統執
行情形

制度而言，早已執行政府所提三級品管的制度

(業者自主管理、驗證機構的查驗、政府依法監

督)，認證機關(農委會)也會針對驗證機構進行

評鑑、追查，以確認驗證機構是否落實管理。

凡新加入CAS的驗證的業者都先以普級追

蹤管理(一年至少3次至生產廠追蹤查驗)，最後
採購者及食材驗收者因不了解CAS產品是只認

產品不認工廠，導致引發的誤解，所以自100
年起加強了包含原料來源追查與產品生產追溯

等多項管制，來防止以往管理的缺口，檢視近2
年來推動成果，除加強”不得以CAS證書影本

作為產品證明”及”只有CAS產品沒有CAS工
廠”之宣導外，對於驗證基準也持續檢討並加

強原料來源及食品添加物查核，並與衛生主管

機關合作及強化生產業者管理，藉由公開驗證

資訊的傳遞讓民眾了解更多，主動邀約消費者

及相關消費團體辦理各項溝通等，102年起更

改由驗證機構提供CAS產品證明，以防止業者

▲CAS驗證基準

完整簡報資料已載於協會網站(http://www.
cas.org.tw/最新訊息/優良農產品之推動與管理

簡報資料)，歡迎下載參閱。本文內容節錄自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程科長俊龍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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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屆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

臺灣展區在青島
推廣組 / 沈世然

第12屆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於10月25日

起為期4日，於山東省青島市「青島國際會展中

心」舉行，大陸農業部特別邀請本協會組團參

展宣導臺灣優良農產及加工品，CAS協會在楊

世沛董事長帶領之下，共計12家優良業者，近

百項產品參加展出，呈現出臺灣優良農產品及

加工品之優良品質，讓中國大陸消費者瞭解臺

灣在推動安全農業上所做的努力，並深化大陸

消費者正面印象，以有效拓展大陸市場，提升

臺灣農產食品出口量、值，創造加工產業價值

鏈之價值。

臺灣展區特別介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

之3大驗證標章產品，分別為：1.「CAS臺灣

優良農產品標章」：CAS產品均以臺灣生產之

農林漁畜產品為主原料，其品質規格、標準及

標示均訂有明確規範，並定期查驗生產及加工

業者，及建立不定期產品抽驗、業者追蹤及輔

導管理制度，把關嚴格。因此，CAS產品不僅

深受臺灣消費者信賴，更是臺灣農產品進軍大

陸市場，提供給大陸消費者選購的首選品牌。

2.「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標示吉園圃標章

蔬果，代表生產過程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

並且農藥使用上符合安全規範，本屆臺灣展區

展售之吉園圃產品，都是當季最新鮮、最頂

級、最安全的臺灣特色水果。3.「臺灣農漁會

百大精品」：秉持「嚴選製造、臺灣生產」之

特色，在現今社會多元化、精緻化的轉變中，

不斷掀起視覺及味覺的革新，使得臺灣農特產

品持續精進與創新，一躍而成時尚、健康、自

用送禮皆相宜的精緻農產品，臺灣展區同時展

出包含眾所皆知的阿里山高山烏龍茶、池上知

名的稻米等相關產品。另外開幕以精心安排源

自台灣原住民阿美族傳統的舞蹈-迎賓曲，歡迎

與會嘉賓蒞臨現場，並安排與會兩岸貴賓共同

啟動電腦球，在雙方代表見證下介紹臺灣展區

「台灣農業 精緻卓越」活動主題，也替展區活

動正式拉開序幕。

本屆展會總面積計有6萬多平方米，其中

室內展區5.6萬平方米，室外農機展區4,000多

平方米，包括「國際」、「省級」、「農業資

訊化」、「獸醫用品及獸藥」、「農業文化遺

▲協會楊世沛董事長接待來訪大陸農業部韓長賦部長

▲開幕舞蹈：阿美族傳統的舞蹈-迎賓曲

▲兩岸貴賓見證下，拉開臺灣展區展出序幕

產」、「水產」、「農機」和「茶葉」等，

計有40個專業展團參展。展覽會後統計開展4

日，有29萬人次觀眾購票進場，冀望藉由展

會的人氣，宣傳臺灣農產品的優質形象並加以

宣傳及推廣，讓大陸消費者瞭解農委會所推動

安全、健康、樂活臺灣農業上所做的努力與成

果，此外也藉此契機深化大陸消費者對於臺灣

農產品之正面印象，使臺灣農產品能有效拓展

大陸市場，提升其出口量與值，讓更多大陸民

眾也能品嚐到臺灣優良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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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欣食品公司-冷藏便當

▲便利性鮮食產品開發評選會議

吃的新鮮  吃的美味  便利性鮮食  
食在好方便

企劃組 / 丘前錦

現代人工作忙碌、生活步調緊湊，三餐的用

餐時間也相對被壓縮，因此如何用最有效率的

方式享用兼顧新鮮、美味又營養的一餐，是生

活中的一大課題。

鮮食產品的概念是從何時何地開始的

呢?1946年美國有一家南方公司（Southland 
Corporation）設立了7-11連鎖便利商店，除

了一般商品外，門市還販售冷藏三明治或甜

點，發展到日本之後產品則是演變為家庭取代

餐(Home Meal Replacement，HMR)的型態，

且除了便利商店，還透過超巿、量販店及百貨

公司等通路販售，方便消費者購買食用。到了

1980年臺灣出現了第一家便利商店，並開始販

售熟食及微波食品，從此打開了便利性鮮食產

品歷史的新頁。隨著社會結構、生活型態的改

變，國人用餐的方式及內容也隨著改變，而便

利性鮮食產品「方便」的特性也符合國的人生

活飲食方式，因此產品的需求逐漸成長，鮮食

產業也開始蓬勃發展。

便利商店是便利性鮮食產品的主要販售通

路，一直以來便利商店店數的數量代表著便利

性鮮食產品供應通路的密度，截至2013年台

灣前三大便利商店門市數約9,159家，統一超

商(7-ELEVEn)4,966家、全家便利商店(Family 
Mart)2,903家及萊爾富(Hi-Life)1,290家。但自

從便利性鮮食產品營業額在達到一定巿場規模

並進入產品成熟階段後，成長速度便開始趨於

緩和。因此便利商店業者在面對經濟環境的變

化、消費習性的改變及產業競爭的壓力下，希

望從創新產品、原料來源追溯、巿場定位及產品

差異化等產品特色，再引起消費者消費的意願。

據經濟部統計，2013年臺灣外食消費市場

規模超過新臺幣4,000億、2013年便利商店鮮

食產品營業額已突破新臺幣400億元，面對如

此龐大的商機，便利商店業者更將便利性鮮食

產品列為發展重點，並持續擴大產能以因應消

費需求，而除了便利商店通路外，超市業者也

逐漸開始販售便利性鮮食相關產品，但不同於

便利商店的是，至超市選購便利性鮮食產品的

消費者，其消費習性與至便利商店的消費者不

同，大多為小家庭型態之消費方式，對於產品

在份量、菜色種類及營養攝取之需求皆高於便

利商店的便利性鮮食產品，因此超市販售的便

利性鮮食產品型態也與便利超商不同。目前便

利商店及超市通路販售的便利性鮮食產品可用

以下方式分類：

一、以販售溫層可分為： - 1 8℃ (冷凍 )、
0℃~7℃(冷藏)、18℃（常溫）。

二、以食用方式可分為：

(一)簡單烹調即可食用(Ready to Cook)：
經拌炒或蒸煮等簡單烹調後即可食用之

產品，如方便炒菜包、生鮮組合菜(配
菜)便利包等，由生產廠商設計主題菜

餚，並將已完成清洗截切等前處理且適

當份量之生鮮主副食材、配料等裝盤包

裝，消費者買回家後直接下鍋拌炒或蒸

煮等方式烹調後即可食用，消費者可省

下選購及處理不同食材的時間，適合雙

薪小家庭的消費者。

(二)簡單加熱即可食用(Ready to Heat)：經

微波、蒸、烤或隔水加熱等方式簡單加

熱後即可食用之產品，如米食加工類產

品(飯、粥)、便當、調理菜餚(家常菜、

年菜、地方特色菜)、調理食品(炒飯

(麵)、燴飯(麵)、米漢堡、高麗菜捲)、
湯品等，生產廠商以適當技術製程，於

工廠完成調理加工作業，消費者只須直

接加熱即可食用的產品，對於忙碌上班

族節省許多用餐時間。

(三)即食食用(Ready to Eat)：拆開包裝後

即可立即食用之產品，如生菜沙拉、截

切水果、熟蔬菜、三角飯糰、三明治

及開胃小菜(涼拌、淺漬蔬菜、滷菜等)
等，以生菜沙拉為例，生產廠商以適當

技術製程，將數種蔬菜清洗截切組合，

消費者拆封後即可食用，由於現今國人

具有重視蔬果攝取量的健康營養觀念，

此類產品不但節省消費者篩選、採購及

處理蔬果的時間，也將大量的農業廢棄

物留在產地再利用，減少環保問題。

三、以消費對象可分為：學生、上班族、職業

婦女、銀髮族等，不同年齡、職業、生活

作息或身體機能的消費族群，影響產品選

購的因素也不同，如價格、營養、便利

性、軟硬度等。

綜合以上三種分類方法，若以不同條件互

相搭配可變化出許多型態的產品，可見便利性

鮮食產品十分具有開發潛力。此外，便利性鮮

食產品具有快速、新鮮、多樣化及食用方便等

特色，其中能夠掌控「快速」及「新鮮」的方

法，就是使用國產在地的農產原料，減少食物

里程，維持食物本身的新鮮度、風味與營養價

值，亦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而「多樣化」及

「食用方便」則端賴生產業者的巧思創意及開

發技術。有鑑於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

委會)為發展更優質、健康、安全之便利性鮮食

產銷體系，提倡在地生產、在地消費觀念，並

提昇國產農產品使用率及附加價值，自2010年
起每年辦理輔導CAS產品生產廠商開發便利性

鮮食產品之工作，輔導業者開發便利性鮮食產

品及鼓勵使用國產農產原料，推動至今(2014)
年已將屆滿第5年，開發產品件數計有320項。

許多產品已於零售通路或業務用通路販售，比

較知名的產品像是便利商店販售的生菜沙拉(保
證責任雲林縣新湖合作農場)、截切水果(福和

生鮮農產有限公司)、18℃、4℃便當、飯糰及

即食特色小菜(晉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聯華食

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東煮(如記食品有限

公司)等；超市通路常見的則是生鮮組合菜(中
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方便炒菜包(保證

責任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調理肉品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農畜產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

產合作社)等；此外還有在各類通路都常見到

的冷凍調理食品，如炒飯(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米漢堡(喜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常溫湯(粥)品調理包(禎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農委會與業者皆預見便利性鮮食產品的市場

趨勢，多年來大膽地調整經營理念並創新開發

產品，不但創造了商機也為便利性鮮食產業打

下了基礎，在這裡也與大家分享一些業者的成

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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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年菜闔家共饗宴
美食專家 / 蔡季芳

民以食為天，而一年中大大小小的餐食聚會

料理，都是表現料理者對於全家大小的愛心，

除了平日正常的三餐伙食外，關於節慶的特別

飲食就更受重視了，特別是過年除夕團圓夜這

一餐，代表著歡樂年假的開始，還有一家人團

圓的幸福感，因此主掌一家伙食的媽媽總是費

盡心思，再加上年假休市的因素，對精於廚

藝、想大顯身手的媽媽，光是前置採買、整理

保存食材，已是一大工程，更何況是因忙碌工

作而對廚藝生疏的職業婦女，實在是高難度的

任務，這時現成方便的調理食品，便成了年菜

不可或缺最好幫手。

「方便年菜」是調理加工食品於過年期間

最貼切叫法，這些調理食品有什麼優點呢?以

家庭主婦的觀點，免除烹調前置最辛苦的買菜

大戰；商品口味大眾化及規格穩定的特質，對

於廚藝不精者也能輕鬆享受美食，加上年節因

垃圾停止清運，少了做菜過程大量廢棄物，更

是調理食品很重要的一個優點，但有沒有缺點

呢?其實是有的，很多人覺得，這樣規格化的食

物，少了一份媽媽味，這也許是因為在顧及商

品品質時，或冷凍儲存的保存條件下，所以少

了那現煮現吃的吸引力。

因此懂得選擇可以令人安心的調理食品，將

原始由頭做起且費時費工的麻煩省去，再搭配

巧手甚至是手法上的改變，輕鬆將調理年菜上

桌，瞬間讓職業婦女在年節時化身成一個個餐

廳主廚。

今年，在一連食安議題後，消費者最正面

的意義，應該是對於食物的挑選，更在意溯源

及把關，不管是生鮮的食材，或是簡單方便的

調理食品，安心衛生的重要性，已經遠勝美味

了，以下是由幾項CAS台灣優良農產品驗證適

合年節應景的產品，也加入稍具變化及符合年

菜的料理手法，用最輕鬆的方式，為家人料理

一桌安心的吸引人的幸福團圓年菜，就是信手

捻來了！

▲新湖合作農場-生菜沙拉

▲蔡季芳老師使用CAS產品料理美食

▲中原食品公司-生鮮組合菜便利包

一、保證責任雲林縣新湖合作農場 (下稱新

湖)：新湖於1987年創立，從早期的農產

品批發，到後來供應國軍蔬菜並與麥當勞

合作，在2002年更與統一超商合作，供

應光合沙拉系列產品，新湖不但了解自已

的優劣條件，並且敏地銳嗅到了消費市場

趨勢變化，更把握住了機會，新湖的生菜

沙拉杯產品2012年於超商通路販售量超過

500萬杯，2013年更超過到600萬杯。

二、中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原)：
中原成立於1987年，早期經營業務以提

供學校營養午餐、團膳及餐飲業者食材為

主，多年來累積各類食材採購經驗，並導

入從「產地到餐桌」系統化工廠管理的概

念，與農民契作並逐步設立肉品切割加

工、蔬菜處理廠、中央廚房、營養部門、

檢驗中心、包裝及物流中心等部門，有鑑

於都會地區家庭備餐食材需求，供應全聯

福利中心生鮮組合菜便利包，設計各式

家常菜餚如螞蟻上樹、枸杞高麗、鹹蛋苦

瓜、宮保雞丁等多樣化的產品，免切、免

洗、免搭配，只要按照輕輕鬆鬆的加點、

鹽、油和水等下鍋快炒，就可煮出一道道

美味佳餚。

三、晉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晉欣)：晉欣

為華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與全家便利商店

斥資3.7億元合資成立之專屬鮮食工廠，生

產品項眾多，包含便當、飯糰、三明治、

涼麵等。影響即食性鮮食供應和品質的重

要因素不外乎時間和溫度，如何在短暫的

保存期限內維持新鮮度是基本考量，因此

廠區管控以正負氣壓的空氣流向防止污染

及有效降低生菌數，溫度管制更從廠房環

境、配送車溫，乃至賣場販售皆配合產品

溫層（18℃或4℃），全程維持恆溫，以

維持食品衛生安全，達到真正的鮮度管

理。晉欣鮮食產品每日產能高達10萬個

（份），另台中、高雄各設置有物流中心

（DC）可配合多溫帶配送，不論是18℃
或4℃產品，皆以適當低溫保存條件下恆

溫配送，生產配送零時差，讓美味快速抵

達消費者口中。

農委會期望藉由辦理便利性鮮食產品開發輔

導工作，推動便利性鮮食產業鏈整合，並發揮

整合綜效，擴大農商合作之契機，開拓農產品

通路，增進農民收益，以統一超商(7-ELEVEn)
為例，2012年其鮮食產品所使用農產品達5.21
萬噸、採購金額達新臺幣35億元。此外也建立

農場到餐桌間的安心產品概念，讓消費者有更

多吃得新鮮、吃得健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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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第一號營養師開講 (七 )
CAS竹炭從無到有，未來商機無限

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顧問 / 蔡弘聰營養師、食品技師

前言

被日本人喻為「神奇黑鑽石」的竹炭，近

年來在台灣產、官、學、研的努力下，研發、

產銷、成果已相當豐碩，從無到有、從有到開

花結果，閃亮程度不輸日本。台灣寶島上這顆

「黑鑽石」目前到底黑亮到什麼程度，讓我們

來瞧瞧！

竹炭產業發展

台灣的竹林占總森林面積7.2%，台灣的竹

炭產業在921大地震後開始發展。1999年台灣

中部發生大地震，破壞當地產業，2002年，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向行政院農委會提出

「竹產業轉型及振興計畫」，並邀請日本竹炭

專家訪台指導，開始台灣竹炭產業，最初的生

產商只有四家。2003年建立CAS竹炭產品驗

證，是全球第一個有竹炭及竹醋液驗證標準，

符合CAS驗證的竹炭產品，基本條件是原料來

自生長在台灣無汙染山區，三年生以上且未經

防腐劑、防蟻劑、膠合劑、塗料或其他藥劑處

理過的成熟竹材為材料，不但衛生安全且品質

也達到一定之規範並包裝標示完全，至2014

年經CAS驗證廠商已增至7家，產品項目為66

項。

製作過程及品管

燒製竹炭的窯有機械窯和土窯兩種，和土

窯相較之下，機械窯能精密控制溫度、空氣交

換，減少土窯在燒製過程中所會產生的氧化問

題，收炭率較高，但限於容積，機械窯的產量

較低，且製造成本高。竹炭窯的結構可分為燃

燒室、炭化室、排煙室三部分。竹炭的炭化耗

時2-3週，每個階段所需的溫度不同，大至可

分為成煙燻預乾燥期(60~100℃)、升溫乾燥期

(100~150℃)、炭化初期(150~270℃)、炭化旺

盛期(270~550℃)、精鍊期(550~900℃)、自然

冷卻期等數個階段。CAS標準的竹炭燒製過程

溫度約500~900℃，炭化過程為缺氧炭化。

竹炭之結構及特性

竹炭的炭質結構非常緻密、孔隙多，因此具

有很強的吸附能力，及調節溼度和消除臭味等

功能。另外竹炭還能釋放適合人體吸收的遠紅

外線，促進血液循環，改善人體內環境。目前

開發系列新興民生用品，如洗劑類、煮飯類、

活性碳類、枕頭、床墊及竹炭紗等。 

竹炭的效用與功能

（一）吸著效能 

竹炭為一多孔質天然有機材料，含有非常

菜心貢丸湯

材 料：CAS貢丸1包、大菜心1根、水6-8碗

調味料：鹽、白胡椒粉、香油適量

作 法：

1. 菜心切皮切大塊，加水一起並加蓋煮沸，熄

火略燜。

2. 食用前加入貢丸一起煮滾，略調味即可。

紹興雪菜蒸石斑

材 料：CAS石斑魚1條、CAS方便煮雪菜1/2
包、蒜末2大匙、紹興酒1/2杯

調味料：鹽1/2小匙、白胡椒粉適量、香油1大
匙

作 法：

1. 石斑魚由背部厚肉部位畫刀至中骨，以鹽、

胡椒在魚身上抓抹。

2. 在大籃上舖上CAS方便煮雪菜，放上石斑

魚、撒上蒜末，淋上紹興酒。

3. 移入沸騰蒸鍋，旺火蒸約8-10分鐘，出鍋前

上香油即可。

蔥烤筍絲扣蹄膀

材 料：CAS 筍絲蹄膀1包、CAS截切青蔥包

1包、太白粉及水少許。

作 法：

1. 將筍絲蹄膀連袋依包裝指示泡入熱水中加

熱。

2. 青蔥切段，以油爆香至焦黃香氣十足。

3. 將袋子剪一小口，倒出湯汁與香蔥一起煮滾

蹄膀及筍絲放在籃中。

4. 煮出蔥香醬汁，並以太白粉水勾薄芡淋上即

成。

▲竹炭產品琳琅滿目

只有CAS產品

沒有CAS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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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孔隙，這些微小的孔洞具有很強的吸附能

力；竹炭並可應用作為生物擔體，進行水質之

淨化處理達到淨水的效果。 

另外竹炭對空氣中的硫化物、氮化物、甲

醇、苯、酚或三氯甲烷等有機污染物或有害化

學物質等，均能發揮極為優異的吸收和消臭的

功能。

（二）遠紅外線效能 

竹炭能產生適合人體吸收的遠紅外線效能，

可改善人體血液中因紅血球聚集所產生的自由

基病變，促進血液循環。

竹炭在家庭生活上的應用 
 （一）烹飪上的應用 （例如煮開水、泡茶、油

炸、煮飯等） 

竹炭具有眾多的微小孔洞，在煮開水過程

中，藉由能量吸收以產生多數氣泡，將自來水

中之氯氣與空氣接觸，達到除氯效果。 

（二）食品添加物 

活性竹炭粉末應用於食品類，必須以高溫碳

化、活化及殺菌處理後才可使用。目前衛生署

已將竹炭粉正式列為天然食用色素，作為食品

添加物使用，不得作為食品原料且不可宣稱任

何保健功效。

使用方法很簡單，將活性竹炭粉末均勻攙

和在麵粉或任何食物內，例如可應用於製作糖

果、餅乾、泡芙、芝麻酥、麵包、蛋糕、湯

圓、麻糬、爆米香、豆腐、甚至冰淇淋等任何

甜點裡。 

（三）調質觸媒 

高溫製程的竹炭為弱鹼性，將竹炭作為茶

杯、保溫杯、調酒棒、攪拌器，或打成顆粒狀

後做為於各類酒品、茶葉或咖啡中調質用，不

論淡化飲料中之辛辣味，或保持熱飲的溫度，

均有極佳效果。 

（四）天然除臭劑 

竹炭的微結構組織非常地緻密，主要的原因

在於多孔質特性，對於空氣中水氣與菸味、魚

肉腐臭、病院臭、揮發性有機溶劑的消除能力

非常良好，因此可廣泛應用於居家生活上。 

（五）奈米健康竹炭紗 

以CAS優良竹炭經過活化精煉，另運用關鍵

技術研磨成奈米級竹炭粉末，滲入原漿後再以

特殊抽紗、撚紡、混紡等技術，紡製成運動保

健等具機能性的紡織品。目前已成功地開發出

各類織帶、成衣布料、運動織物、保溫襪、圍

巾，將讓竹子走進人類最親密的生活領域中。

竹醋液

講了這麼多竹炭的好處，不能漏了竹子在炭

化過程中形成的附加產物－竹醋液。

竹材在炭化過程中會進行氫氧聚合反應，

將特定溫度下（炭化窯排煙口溫度攝氏80到

140）所產生的煙霧和水氣，經過熱交換原理

的冷卻後，所得的液體就是竹醋液。竹醋液可

是個好東西，因具有抑菌的效果，可應用作為

抑菌保鮮劑、燻蒸劑、食品防蟲劑和土壤消毒

劑等。目前竹醋液多運用於有機農業及民生用

途上。

未來的發展

竹炭如此優異的功能和價值，使其在眾多

傳統農業產品的創新發展中，成為相當熱門的

商品之一。保守估計，國內竹炭產業目前的市

值達15億元以上，未來還會呈現倍數的成長。

而其使用竹炭、竹醋液所開發之新興產品與設

備，可歸類為飲用水、紡織品、建材、樂器、

環境改良、食品、保健及未來有待發展的有機

農業產業等八大領域，期望能藉由政府及民間

之力量將CAS林產品產業推向另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