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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活力泉源  來自早餐店食品生產王國 

奇巧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組/莊佳燕 

    奇巧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位於

彰化縣北斗鎮，創辦人兼董事長陳義

在先生小時候家境清寒，深知要靠自

身努力及毅力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因

此各行各業都多有涉獵。直至當完兵

後，陳董事長轉作木工，有次因公接觸到客人自創研發的水餃生產機器，

本身對麵食文化一直抱有濃厚興趣的陳董事長，被這台自動化的機器水

▲奇巧調理食品陳義在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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餃設備引起莫大的興趣，毅然決然決定將機器收購下來，從此轉換跑道

改作麵食產業。 

機器水餃現今看來無奇，但當年創業起步一年多，生意卻是乏人問

津。民國 50、60年代並無超市或大賣場，陳董事長從最貼近日常生活的

柑仔店切入，然而不論消費者或是店

家，每個看到冷凍機器水餃都嗤之以

鼻不以為意，認定水餃只有現包現煮

才有好味道，冷凍水餃看看則矣，根

本不願入口，但陳董事長絲毫不願放
▲奇巧冷凍水餃機器生產線 



 3

棄，處處跟各柑仔店老闆開口借水、借鍋子要現煮讓他們試吃，希望能

夠替冷凍水餃平反，但許多人連嘗試看看都不願意。縱使在這種環境之

下，陳董事長熱情依然絲毫不減，終於有一天，有位老闆願意嘗試，本

來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沒想到一吃之後驚為天人：「吃起來跟現包一

樣好吃，而且高麗菜餡香甜不減」，於是終於願意讓冷凍水餃放在店內試

賣，這才打出了第一條通路。 

    除了在柑仔店內販售，陳董事長遍尋當時彰化地區各種銷售管道，

早期彰化沿街可見叫賣蘿蔔糕、醬菜等小販，或是冷凍芋仔冰城等有冷

凍庫的商家，陳董事長如法炮製，商家試吃之後都能接受產品且一致認

同，因此漸漸打出名號，但礙於這些商家冷凍倉儲空間都很有限，冷凍

水餃銷量難以突破，陳董事長找上傳統市場，第一天大膽鋪貨 4,500包，

沒想到不出一個上午光景全數售完，商機出現，陳董事長隨後在米店、

平價中心或超市等親手開創出通路，堪稱冷凍水餃界翹楚。 

    民國 67年，陳董事長創立了奇津食品公司，從事生產機器水餃，也

就是現在奇巧的前身。膝下二男

二女決心繼承父業，就讀相關科

系，陳董事長笑稱：「交給兒女接

管後，我就失業了」。第二代對於

父親一手打下的江山兢兢業業，

▲奇巧調理食品陳瑩昇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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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兒子陳瑩昇總經理深知好品質才能創造好口碑，好口碑要經得起驗證

才有保證，自民國 85年起，便著手規劃設立 CAS工廠，民國 89年購置

北斗工業區新廠，並規劃產品全程機械化生產，91年申請後於 93年通

過 CAS驗證，96年還取得 HACCP認證，各項成績顯示奇巧調理食品

產品符合國家食品安全規範及衛生管理等，三不五時工廠就得接受各單

位到廠稽查及追蹤管理，但陳董事長不嫌煩不覺繁瑣，對於專家學者們

不定期到廠輔導，替產品品質上緊螺絲十分歡迎，對 CAS驗證抱有相當

大的信心。 

  奇巧調理食品承襲了傳統麵食點心的製作技術，以經營製造冷凍調理

麵食點心為主，以全套的自動化機械生產，保障產品品質均一，更進一

步研發新產品，自民國 82年研發出手工鍋貼後，成功開創早餐店業務市

場，歷時至今，國內大多數早餐店大部分的冷凍調理食品都出自奇巧之

手，說是早餐王國也不為過。民國 84至 90年間又陸續研發出手工小籠

湯包、早餐店專用的熱鍋貼、上海生煎包、湯包、一口餃、蒸餃、蔥肉

大煎餅及熟水餃等多樣化產品，熱賣商品如高麗菜熟水餃及紐澳良雞肉

堡等，陳瑩昇總經理表示：「紐澳良雞肉

堡為台灣第一也是唯一的商品，也是公

司明星商品」。雞肉堡炸至半熟定型成方

形，比土司略小一號的體積，配合早餐

▲奇巧明星商品紐澳良雞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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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易於搭配土司，獨到創新之處讓奇巧的金字招牌更加受到早餐業務市

場的愛用與肯定，連大賣場也找奇巧代工製造生產麵食類產品，行銷通

路更加寬廣。其通過 CAS驗證產品包括冷凍熟豬肉高麗菜水餃、冷凍豬

肉韭菜水餃、奇津冷凍熟鍋貼、巧美冷

凍豬肉水餃、阿在伯冷凍手工餃子(豬

肉)、冷凍熟一口珍珠餃等 20種之多，

目前還在持續研發兼顧營養及美味的

「奇津水餃王—多彩繽紛煎餃」，以烏龍麵皮搭配小麥、波菜、南瓜、牛

蕃茄及山藥等新鮮蔬菜汁製成，奇巧對於傳統麵食道地美味的堅持，提

供消費者更多獨特美味的選擇。 

奇巧冷凍調理食品抱持永續經營的理念，自創立以來採用全自動化

機器設備，嚴格要求產品品質穩定，通過 CAS驗證保障消費者飲食最基

本的衛生安全，陳董事長及陳

總經理秉持求新求變的精神不

斷延發新產品，讓廣大消費大

眾享受到更多新鮮美食的幸

福，此外也積極拓展國內便利

超商微波食品通路，打算將台

灣道地麵食風味引進海外外銷市場，要把台灣的特有美味帶給全世界。 

▲奇巧多彩繽紛煎餃(共 5色) 

▲奇巧陳總經理展示眾多新研發產品 



天天為您播種健康的城市果園 

百菓園水果企業有限公司 

企劃組/莊佳燕 

水果賦予台灣「水果王國」的美譽，賦予人體營養、健康與活力，

在台灣，一年四季能吃上的水果

說百餘樣也不嫌誇大，正月至十

二月總有新鮮當季的蔬果，不論

在傳統市場、量販店、超市甚或

便利商店等，尤其現在烈日當頭
▲百菓園夏季當令水果切盤(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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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夏天，各式溫帶、熱帶的水果如荔枝、芒果、西瓜、鳳梨等都繽紛上

市，一家子飯後切上一盤冰涼水果，是多麼心曠神怡，不過，要由誰花

上幾刻鐘，飯後還要在廚房洗洗切切呢？ 

百菓園水果企業有限公司就是在這樣的契機下誕生的，董事長陳天

育可以一天不吃飯，但就是無法一

天不吃水果，私下家中飯後水果也

都是他一手打理，洗切善後等等往

往都要花上半小時，也因此開啟他

想為台灣各家庭服務的心。百菓園

草創時期原是一家水果專賣店，早
▲百菓園新開發商品—優格綜合水果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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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 80年，就開始販售切盤水果，並提供幫客人切水果的貼心服務，

因緣際會下，民國 86年起百菓園有機會供應台北榮民總醫院營養部切盤

水果，這一做就是 6年，雖然只是一份訂單，卻讓陳天育董事長彷彿打

了一劑強心針，決心投資設置專業截切水果加工廠，並且以 CAS生鮮截

切蔬果規範作為廠房規劃藍圖，於 97年通過 CAS截切蔬果驗證，為了

就是讓消費者不需要到市場「買水果送皮」，實現水果真正方便即食的理

念，還可達到降低廚餘的功效。 

百菓園產品除了單果、禮盒、綜

合水果等，也販售現打果汁、水果冰

淇淋。20年前國人傳統觀，都認為好

水果才整顆拿來賣，壞的、賣相不佳

的水果才做成果汁，對於截切水果這樣的「後段初級加工品」接受度並

不高；加上習慣了上菜市場親手挑選水果，回家費力洗切的大有人在，

反而對於加工過的水果觀感不佳，貼心服務雖不獲得當時市場的青睞，

但陳董事長並沒有因此放棄，更堅定他加入 CAS驗證的決心，以 CAS

驗證標章來證明百菓園每一樣產品都

是以優質水果為原料，別人用賣相不

好的水果削皮處理打果汁，陳董事長

卻貫徹自己「只用新鮮、最好的水果

▲百菓園綜合水果盤色彩繽紛 

▲百菓園西瓜採人工切盤機械送出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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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果汁」的價值觀，對吃下肚裡的一滴一口，其品質及衛生絲毫不馬虎，

對消費者負責的心 20年來毫無動搖，就是以行動證明了百菓園產品獨到

之處。 

除了供應醫院營養滿分的水

果盒，百菓園目前銷售對象也包

括各大科技公司、金融機構及學

校等，多是以簽約方式合作生

產。但水果業靠天吃飯，有時風災水災價格波動，要幾個月價格才恢復

平穩，或是因應客戶經費並無餘裕，但陳董事長總是心念「把健康帶給

大家，自己獲得喜樂」，就算是賠錢生意卻也沒有怨言，也因此打造百菓

園的黃金好口碑。除了配送機關團體外，百菓園也在服務對象的公司內

設置實體店面，派員駐店販售，明亮的冰櫃總是擺滿五顏六色的果汁、

眾多種類的水果，親民的價格、新鮮、安全、健康的產品，讓白領粉領

族趨之若騖。 

為了確保產品品質的優異，

陳董事長每天都是天還沒亮，凌

晨 3、4點就到水果市場親自挑選

採貨，陳董事長表示「原料好、

加工適當就是精緻品，原料不

▲百菓園各式水果盤、果汁及綜合水果

▲黃裕仁先生、陳董事長及夫人(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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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加工不當就是人工品」，堅持「天然 A尚好」的他認為光是源頭管理

還不夠，水果進廠後，加工過程從清洗開始就與眾不同，百菓園強調完

全不使用、不浸泡任何化學藥劑，以大量清水沖洗；並且採人工削切裝

盤，過程絕不添加任何糖或人工香料等；器具如刀具、砧板等也都是清

水洗淨，不會使用漂白水等清潔劑；「這樣乾淨嗎？」總是會有人問，但

看到每一張檢驗報告都顯示，產品的生菌數等檢驗結果，證實了都符合

衛生安全標準。如此大費周章都是為了保障消

費者送入口中的每一口清甜，全都來自水果本

身，「做自己敢吃的東西」不只是句口號，也是

陳董事長一心想做好水果的心，費心做到最好

讓百菓園一路走來穩紮穩打，與大型企業合作

不斷，而看到更多客人健康快樂，就是陳董事

長最好的回饋。 

除了產品品質精益求精，百菓園銷售通路也越來越多元，現在還提

供消費者網路訂購及宅配的貼心服務，不管是午後水果、下午茶或會議

點心，前一天訂購隔天就可送達，可任選搭配幾種水果，價格實惠符合

現在最夯的硬幣經濟，有人說水果為什麼不在產地附近銷售，但交通發

達的今日，百菓園讓都會區的人們也如同置身產地，走進這座開在城市

中的新鮮果園，天天都能為自己播種健康、享受大自然。 

▲進入廠內需著完整服裝並確實消毒 



市售稽查結果及案例說明 

驗證組/呂月娥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農產品生產驗證管理法」規定，農產

品及其加工品經驗證機構驗證合格後業者方可於產品上標示農產品標

章。驗證機構依規定負有相關標章管理工作之責任，而為有效管理優良

農產品標章產品包裝之標示，強化CAS標章產品標示管理及杜絕仿冒。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協會）於97年3月份

開始擴大於全省各食品販售場所（包括便利商店、有機食品店、生鮮超

市、傳統市集及量販大賣場等）進行〝市售CAS標章使用、產品包裝標

示稽查〞。依CAS標章產品主要販售點為超級市場及量販大賣場等，本協

會稽查人員於98年亦以此種類型之通路為重點稽查，如表1.，而在去（98）

年截至12月底本協會於全省辦理的市售CAS標章產品標示稽查作業計有

255場次，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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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販售場所標章稽查通路類型統計 

賣場類型 場次 

生鮮超市 86

量販店 69

專賣店及門市 66

便利商店 17

傳統市場 10

農產品展售會 4

有機食品店 1

其他(國防部、雜誌) 2

總計 255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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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標章稽查區域統計 

序號 縣市 場次 序號 縣市 場次 

1 基隆市 4 12 雲林縣 5 

2 台北市 66 13 嘉義縣 5 

3 台北縣 60 14 台南縣 12 

4 桃園縣 7 15 台南市 6 

5 新竹縣 6 16 高雄縣 2 

6 新竹市 4 17 高雄市 12 

7 苗栗縣 1 18 屏東縣 9 

8 台中縣 5 19 宜蘭縣 10 

9 台中市 13 20 花蓮縣 3 

10 彰化縣 13 21 台東縣 4 

11 南投縣 8  總計255場次  

不符規定案例說明  

近來稽查發現不符規定產品有數十件，違規情形大致可分為：

擅自使用CAS標章；標示CAS驗證等文字；CAS標章產品標示錯誤

等。以下就不符規定之案例分類說明：  

類別一：標示 CAS圖案或 CAS標章 

不符規定情形 照片 可能涉嫌違反之條文 

未經驗證之雞肉產

品標示「CAS圖案」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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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驗證通過之肉品

未依規定正確標示

優良農產品標章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第 24條第 1項第 3

款之規定 

未經驗證之竹炭毛

巾產品包裝標示

CAS台灣優良農產

品標章，且宣稱「本

竹炭原料榮獲農委

會CAS優良林產品

認證」 

 

不宜視為「農產品生產及

驗證管理法」所規範之農

產加工品，應以商標法第

80條準用、第 62條第 2

款及第 61條第 1規定，

向業者請求排除其侵害 

類別二：標示 CAS工廠或 CAS字樣或採用 CAS原料 

不符規定情形 照片 可能違反之條文 

未經驗證之香蕉產

品包裝標示「CAS

工廠認證」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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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驗證之肉鬆產

品標示「HACCP 

&CAS品質雙重把

關..」字句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

款之規定 

未經驗證之高湯產

品標示「採用台灣

國產 CAS豬肉」字

句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

款之規定 

 

結論 

產品包裝標示違反相關規定之情形多種，希望藉由上述案例提供業者於

包裝產品標示時多加留意，以免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使用 CAS標章廠商及產品項數 
 

CAS廠家與產品細項數統計表 
編號 類別 廠商家數 產品細項數 

01 肉品 71 3955 
02 冷凍食品 48 711 
03 果蔬汁 5 15 
04 食米 21 63 
05 醃漬蔬果 8 74 
06 即食餐食 22 416 
07 冷藏調理食品 12 204 
08 生鮮食用菇 2 15 
09 釀造食品 5 123 
10 點心食品 15 142 
11 蛋品 26 76 
12 生鮮截切蔬果 26 110 
13 水產品 36 226 
16 林產品 9 86 

合計 306 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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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99.7.1 
99年 4月至 7月 CAS新簽約廠商 
類別 廠商名稱 產品項目 產品編號 

冷藏豬肉 011101 
肉品 永源肉品有限公司

冷凍豬肉 011102 

肉品 義達利農產股份有

限公司 冷凍豬肉 012802 

冷藏豬肉 011801 
肉品 誠昌實業有限公司

冷凍豬肉 011802 
冷凍蝦排 024301 

冷凍食品 匯永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冷凍花枝排 024302 

果蔬汁 保證責任雲林縣新

湖合作農場 
新湖 100％鮮榨柳丁
汁 032001 

冷凍玉米粒 122901 
冷凍紅蘿蔔丁 122902 
冷凍馬鈴薯丁 122903 

生鮮截切

蔬果 
保證責任雲林縣雜

糧加工運銷合作社

冷凍三色混合蔬菜 122904 
  製表： 99.7.1 



2010台北國際食品展台灣館--藝食之選 台灣盛宴 

推廣組/吳佩珊 

2010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自 6月 23日至 26日為期 4天盛大展出，

該展向來是各國買主採購亞

洲食品的最佳平台，而由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

農委會）籌組的台灣館依然

是今年食品展最受矚目的焦

點之一。 
▲台北國際食品展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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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台灣館共使用 186個攤位，為各國家館中規模最大者。展示產

品廣泛集合了全台知名的農、林、漁、牧等各產業廠商參與，並依產品

屬性特別規劃有 6大區，包括：主題區、農產區、林產區、漁產區、畜

產區以及調理食品區等。農委會長期以來一直全力支持這個食品業界的

年度盛會，每年均投入大筆人力、物力籌劃參與，以積極拓展台灣農產

品內外銷市場，並讓國內外買主

及消費者對台灣農產品有更深的

認知與瞭解。 

2010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覽

會台灣館在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南

▲台北國際食品展台灣館盛大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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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展覽館 4樓與全球專業採購人員及消費者見面，參展主題配合農委會

推動的精緻農業方案，以「健康、卓越、樂活」三大主題呈現，以台灣

優質、美味、安全、精緻之農漁畜林產品，展現台灣農業全方位的競爭

力。 

在全球對食品衛生安全的要求日益重視的今日，農委會特別於台灣

館宣示政府落實管理政策，建構完整的安全農業體系之用心，使國外買

主與國內消費者能增進對台灣農產品的認識，方便購買安全農產品，且

能安心享用安全、優質的台灣農產品。 

台灣館中「農產區」展示稻米、茶葉、蔬菜、水果及農產加工品等

多樣化且具外銷潛力之產品；「漁

產區」主力推廣品項包括鮪魚、

台灣鯛、虱目魚、海鱺、鰻魚、

石斑、鱸魚、文蛤、九孔、黃金

蜆及地方特產瑪瑙網鮑等多項優

質漁產品；「畜產區」則展出本土優質之雞肉、豬肉、鴨肉、鵝肉、雞

蛋、鴨蛋及其各式加工肉品及蛋品，讓國內外買家與參觀者體會台灣畜

禽產品的魅力；「調理食品區」則以冷凍食品、水產加工品及蜜餞類產

品，展現台灣優良農產品之多元化；另「林產區」以新登場的「森林香

料飲品」、「竹炭食品」及「生態材料民生用品」，為林產品跨入食品

▲台北國際食品展主持人與民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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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揭開新頁。除此之外，本年度台灣館現場有對產品充分了解，且具

備中、英、日文外語能力之專業人員，隨時提供諮詢服務，使國外專業

採購人員及消費者更清楚瞭解台灣農產品的最新動態。 



2010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參展紀實 

推廣組/吳佩珊 

2009 年台北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以下簡稱外貿協會）

首度於南京舉行「南京台灣名

品交易會」，該交易會在南京ㄧ

炮而紅，為期四天的展期共吸

引超過 12,000 名專業買主及
▲參觀台灣農業精品館人潮眾多 
 18

268,000參觀人次，創造約 7.7億美元商機之可觀成果，此次展出廣受各

界歡迎，讓大陸企業對台灣品牌創新能力印象深刻，確實達到推廣「台

灣名品」的目的，同時成功塑造台灣名品之優質形象。 

鑑於 2009年南京台灣名品交易會的成功，外貿協會 2010年起在中

國篩選數個具潛力之二線城市，推出一系列台灣名品展。其中 4月份即

在中國台商密度最高、家數最多的城市－東莞舉辦。據統計，東莞台商

企業協會會員達 3,100 多家，因此，在中國經濟高度成長、積極擴大內

需及兩岸經貿日趨密切下，外貿協會選定與東莞市政府合作，辦理華南

地區首屆的台灣名品博覽會。 

本次展覽規模超過 400家，使用 1,120個攤位，共規劃農產食品區、

文創產業區、綠能及科技產品區、服飾品鞋類區、居家樂活區、運動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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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及醫療生技區等七大專區，再輔以兩岸產業論壇、新產品發表會、貿

易洽談會等相關配合推廣活動及文化表演活動、流行時尚秀、記者會及

開幕典禮等公關造勢活動，全方位協助廠商有效行銷中國珠三角地區廣

大市場。 

同時外貿協會鑑於近年

中國黑心食品事件頻傳，中國

消費者對優良農產品之需求逐

年增加，特別邀請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組團參加「東莞台灣名

品博覽會」，希望將安全優質的台灣農產品推薦給中國民眾。因此，農委

會以其輔導之「農漁會百大精品」、「CAS台灣優良農產品」、「吉園圃台

灣安全蔬果」等為主題，由台北縣農會、南投縣農會、雲林縣農會、嘉

義縣農會及本協會共同組團，在會中設置「台灣農業精品館」，展售台灣

水果、各地農特產品以及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向

中國專業買主及消費者推

介優質安全之台灣農產

品。 

▲2010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展示區 

▲台灣農業精品館農會參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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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會此行接受農委會委託首次前往大陸地區推廣 CAS 台灣優良

農產品，因此特別篩選美元蜜餞食品

有限公司黑砂糖梅肉、順泰蜜餞食品

（股）公司綠茶蜜李、禎祥常溫料理

包、味一食品有限公司旗魚鬆、黑橋

牌企業（股）公司豬肉乾、陸協國寶

米禮盒、建榮旗魚脯、大安工研食品

工廠（股）公司梅子健康醋等 8家廠

商 30多項 CAS產品展出，展期當中利用精美的產品陳列搭配免費的品

嚐，並由專人向中國民眾解說介紹 CAS。此外，並有味一、台糖、特好、

美元、廣達香、東和、桂冠、黑橋牌、彥廷、順泰、台畜、新東陽等生

產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之廠商自行前往參與展出，希望透過交易會的模

式創造參展商、專業買家及大陸民眾消費者三方均贏，有效協助台灣名

品在大陸地區建立銷售通路及爭取銷售訂單之多重目標。 

此次展出效果算是成功，不過筆者還是要特別藉此提醒以後將參與

展出或有意拓展中國之業者，在大陸參展不比台灣，中國展場施工人員

工作習性與台灣略有差異，展場施工時間必須更充裕、與當地人員溝通

必須明確仔細。同時，中國參展會場所提供的服務也需事先瞭解及確認，

相關的事務都更需要加倍留心；與台灣參展經驗相比，需更注重周遭細

◣

C
A
S
廠

商

至

東

莞

參

展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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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協調。 

而由於本次會展是在東莞舉辦，該地區屬於台商較多之城市，台灣

產品在當地就已滿常見的，因此民眾對於台灣產品接受度頗高，但台灣

農產品與當地產品在價位上仍有所差異，難免影響一般大陸民眾購買的

意願。建議未來辦理其他地區之台灣名品博覽會時，應該先瞭解當地消

費習性為出發點，再行推介適當之產品於當此展覽展售，將可收到事半

功倍之成效。 



維他命 C最高水果—番石榴 

驗證組組長/蔡弘聰 

前言 

     番石榴又名芭樂、拔仔，多年生灌木植物，原產於熱帶美洲，後由

喜歡在海上航行的西班牙人傳至歐洲，才開始傳到世界各地，也傳到中

國大陸南方。因果實多籽，類似石榴而得名。1694年由大陸移民渡海帶

來番石榴，台灣先民稱之為拔仔，近年來美化其名稱為芭樂。一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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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收成，但以 9月至 11月為盛產期，是本省重要的熱帶水果之一，栽

培面積已達 6,000公頃，生產地集中在彰化、南投、嘉義、台南、高雄

及宜蘭。 

番石榴之營養 

    番石榴營養價值極高，為各種果品之冠，就維他命 C而言，比橘子

高 8倍，比西瓜、鳳梨多 30到 80倍，是人體攝取維他命 C最重要的來

源，又含有豐富的鐵、磷、鈣，種子鐵的含量為熱帶果實中最多的一種，

因此可配合纖維豐富的水果如蘋果一齊打汁馬上飲用，可促進腸胃之蠕

動，鞤助排泄。果實除鮮食外還可加工，如果乾、醋或釀酒，最富盛名

的是芭樂果汁。 

番石榴的功效 

      鮮綠爽脆的番石榴，是現代淑女口中的珍果，因為番石榴含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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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維生素 C，是養顏美容保健的聖品。 

芭樂的熱量低，很多人節食的時候拿它來增加飽足感，而它的維

生素 C含量又高居水果之冠，尤其是台灣土芭樂。維生素 C是維護牙齦

健康的重要營養素，嚴重缺乏的人牙齦會變得脆弱，容易罹患疾病，出

現牙齦腫脹、流血、牙齒鬆動或脫落等症狀。想讓自己的牙齦常保健康，

啃一顆芭樂是一個好方法。 

結語 

芭樂食用非常方便，食用時不用削皮，清洗後即可食用，論營養

而言，又是維他命 C最高之水果，而且又是國產農產品，對我國農村之

繁榮有極大之貢獻。目前之芭樂大都是套袋生長，可避免農藥之污染，

安全又衛生，今年水果價格普遍皆很貴，唯有芭樂便宜，好大的芭樂一

個才十元，很多人皆因水果貴而不吃或少吃，但為了健康，水果不能不

吃，而且水果一天要吃上五份，加上蔬菜四份，達到「蔬果五七九，健

康人人有」之原則，以達到「無毒一身輕，快活似神仙」之境界，芭樂

係最平凡的水果，因你的購買，不但健康我們的身體，爽了你腸胃，也

溫暖了辛苦力作的台灣果農，何樂而不為？ 



生鮮截切配菜系列—餐廳、家庭的好幫手 

企劃組/張惠萍 

有感於國人飲食習慣漸漸由

家庭移至外食人口之改變，「食的

問題」一直是國人所注重的，如

何解決食品的衛生安全更成為國

家施政中重要的一環。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為逐步提升國內食品工廠產製過程，訂定

CAS標章規範食品工廠生產之產品品質、加強食品工廠之生產技術，提

供國人健康安全有保障農產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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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2年起，農委會將生鮮截切蔬

菜類納入 CAS標章中，除了鼓勵農民

生產的產品品質升級及保障農民收益

外，亦提倡將廚餘留在產地變成堆

肥，縮短使用者餐點製備的時間，更

有著降低餐廳、家庭洗菜水的使用

量，有著「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的好處，同時也為我國農產品及

食品產業開創出新的發展契機。 

推廣至今，國人除了在知名速食連鎖店與 24小時不關門的超商中看

到的即食生菜沙拉是由國內多家頗具規模的 CAS級生鮮截切蔬菜廠合

作提供之外，近來還有一種產品類型也是推廣的主要目標，即生鮮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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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配菜。 

生鮮截切配菜，顧名思義即幫消費者洗好、切好以及配料完成的各

式蔬菜組合。由於時常外食的習

性，讓國人在蔬菜攝取的比例頗

低，而在超市的蔬菜區常會看到由

業者提供一盤一盤已經切好、配好

料的各式菜餚，主婦只要買回去就

可以下鍋烹調，方便快速就可完成

一桌子的好菜。立意雖好，但是往往消費者會質疑產品的品質是否使用

原料品質不佳的產品組合而成。現在消費者將可在連鎖零售通路上購買

到全新再進化的生鮮截切組合配菜，由 CAS截切工廠所生產的生鮮截切

組合配菜，蔬菜來源有保證，不定時抽驗產品農藥殘留。清洗截切皆符

合 CAS生鮮截切蔬菜之規範，經過多道清洗手續，所有操作員工需穿戴

整齊衣帽。 

生鮮截切配菜就連運送都是全程以低溫物流車配送到店，貼心的廠

商還提供多樣化 又低價的組合配菜，

供民眾選購。以 號稱實在便宜的連鎖

超市為例，該公 司推出 39元系列的

生鮮截切組合配 菜，產品種類多樣，

包括：鹹蛋苦 瓜、酸菜豬血湯、醬

爆雞丁、百燴杏 鮑菇等各式各樣的組

合配菜供民眾選購。 

「你今天呷菜了沒？！」假如還沒的話，生鮮截切配菜系列商品是

您最方便的選擇。 



2010冷凍食品及截切蔬果科技應用研討會 

活動報導 

推廣組/丘前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為提昇產業競爭力，多年來從

未間斷地進行農產品相關科技研發工作，並以研發成果導入產業界，提

昇業界產製水準，進而使業者了解相關研發成果與技術，應用於生產。 

近年來國內毛豆外銷及截切蔬果產業長成快速，為提供業者生產技

術資訊，特於 99年 5月 7日假高雄 E.C.C.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10冷

凍食品及截切蔬果科技應用研討會」，並邀請相關產業界、CAS驗證機

構及驗證廠商共同參與討論。農委會畜牧處食品加工科林子清科長於致

詞時表示，農委會長期委託技術研究機構針對各類農產品進行技術研究

工作，將研究成果提供產業界應用，而本次研討會即邀請 CAS台灣優農

產品機證機構：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食品所)及台灣優農產品

發展協會(以下簡稱 CAS協會)，針對冷凍毛豆、生鮮截切蔬果及日本冷

凍食品與 CAS冷凍食品相互認證等議題進行說明，希望對業者在產品研

發及外銷業務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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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中，食品所及 CAS協會分別針對毛豆產地鑑定技術、台灣

蔬果截切後酵素性褐變抑制技術及 CAS冷凍食品與日本 JAS、日本冷凍

食品認定証之相互認證，提出簡報，茲摘要說明如下： 

一、毛豆產地鑑定技術：國內毛豆屬於外銷型產業，產品分為冷凍加工

毛豆、生鮮冷藏毛豆及毛豆仁三種，其中以冷凍加工毛豆為主，且

90%以上外銷日本，透過無機元素之定量分析技術後，再將數據進行

統計分析，可明顯區分判別台灣、日本或中國大陸生產之毛豆。而該

產地鑑定技術未來更可運用於其他適宜農作物上，以有效杜絕農產品

產地冒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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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蔬果截切後酵素性褐變抑制技術：截切蔬果易產生酵素性褐變

反應，造成產品外觀不佳、經濟價值低落、影響產品銷售，而傳統保

存運送方式增加生產者成本且效果不彰。利用天然合法之酵素性褐變

抑制劑，可有效防止褐變，解決運輸及上架成本之損失，如加上具空

氣調節機能之包裝材料，效果更佳。 

三、CAS冷凍食品與日本 JAS、日本冷凍食品認定証之相互認證：日本

對於農產品進口及國民對冷凍食品消費皆為高度需求之國家，因此日

本對於產品之認證制度相當完善，包含「JAS認證」及「日本冷凍食

品認定証制度」。JAS(Japanese Agriculture Standard：日本農林規格)

認證體系主要是依據日本 JAS法，JAS規格認證屬於自願性認證，但

對有機食品是強制性認證，主要是由授權認證機構對符合 JAS規格標

準的生產工廠、加工工廠及其他相關廠商進行 JAS認證，獲得認證的

業者才可將 JAS標章印刷在產品上，目前 JAS規格大致分為飲料食

品(41類)、林產物(9類)及農產物(2類)，冷凍調理食品屬於飲料食品

類；而日本冷凍食品認定証制度主要針對冷凍食品製造業者、食品機

械業者及冷凍食品販售業者，認證工作由日本冷凍食品協會及日本冷

凍食品檢查協會共同執行，由日本冷凍食品協會負責文件審查、簽約

發證等工作，而日本冷凍食品檢查協會負責現場評核、產品抽驗、工

廠稽查、市售產品稽查等工作，獲得認證的產品才可以將「日本冷凍

食品認定証標章」印刷在產品包裝上，目前日本冷凍食品協會證品目

有 5大類，即水產、農產、畜產、調理及其他(蛋糕、麵包、果汁)冷

凍食品。 

    本次研討會除冷凍食品、截切蔬果業者參加外，另有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高雄農改場、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及台灣區冷凍蔬果同業

公會代表出席共同參與討論，提供與會人士及主辦單位許多寶貴意見，



 28

期望未成有更多相關研究成果能夠提供產業界及研究單位更多協助，為

提昇產業競爭力共同努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子清科長致詞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饒瑩華副研究員

--毛豆產地鑑定技術專題簡報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王憶鎧副研究員

--台灣蔬果截切後酵素性褐變抑制技
術專題簡報 

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沈永銘執行

長--CAS冷凍食品與日本 JAS、日本
冷凍食品認定証之相互認證專題簡報 
 

與會來賓提問討論情形  
 



99年 4~5月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民眾查詢處理紀錄 
推廣組/張雅婷 

 
項次 日期 消費者詢問事項 解答及處理結果 

1 990408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卓先生詢問有關申請 CAS

驗證（食米）相關事宜。 

己於電話中回覆，主要內容： 

食米驗證申請之相關資料包括： 

(1)工廠登記證。 

(2)每期作契作面積 50公頃以上。 

(3)糧商登記證。 

(4)機械設備規格。 

(5)製造與衛生標準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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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90419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本公司為餐飲服務業，欲採

購經 CAS驗證通過之 CAS

加工鰻魚產品，請問有哪些

廠商？ 

已於電話中回覆，主要內容： 

提供來電者 CAS加工鰻魚產品生產

廠商之資料，並說明 CAS網站

www.cas.org.tw亦有廠商資料查詢功

能等，請民眾可多加利用。 

3 990421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有關 CAS產品外包裝標章

尺寸大小之問題？ 

已於電話中回覆，主要內容： 

依據「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第 7條

規定「農產品標章得依農產品、農產

品加工品及其包裝或容器正面表面面

積之大小按比例調整尺寸，其直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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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小於一點七公分。但因包裝或容器

之限制，經驗證機構同意者，不受直

徑最小一點七公分之限制。」 

4 990503 

消費者來電詢問事項如下：

請問由香草所蒸餾出來的

純露(可用於保養品與食

品)，是否可申請 CAS認

證？應參考哪一類驗證基

準？ 

已於 5月 5日以電子郵件回覆，主要

內容： 

經查目前尚未訂定由植物中所萃取之

物質之 CAS產品驗證基準，爰無法驗

證該產品。 

5 990518 

消費者來信詢問事項如下：

您好我想請問 CAS認證品

項的類別中林產品編號是

16 ，但是林產品明明就比

水產品、生鮮蔬果、有機農

產品還早加入 CAS系統，

為什麼編號比較後面呢? 

謝謝 

已於 5月 19日以電子郵件回覆，主要

內容： 

經查 CAS驗證項目編號係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公告之，非關驗證項目加

入 CAS系統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