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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已於96年1月5日獲立法院三讀通過。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研提本法，旨在提升農產品與其加工品之品質及安全，維

護國民健康及消費者權益。本法公布實施後，將建立法制化的「農產品安

全閥」，保障消費者權益。

本法自農林漁畜產品上市前之生產過程開始進行管理，並就農產品標

章認（驗）證、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標示等進行規範。其

中有機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管理，考量農產品經營業者籌劃及申請案審查所

需時程，以有機名義販賣之農產品及其加工品，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有2年

過渡期。另外，農產品之產銷履歷管理，農委會目前正委由全國認證基金

會，加速認證合乎條件之機構成為驗證機構，以推動農產品之產銷履歷管

理工作，預定於本（96）年6月將有經驗證並標示產銷履歷農產品上市，

至97年底可望擴大至全國超市及量販店。

至於農產品標章認（驗）證，農委會自78年起已經推動ＣＡＳ優良農

產品標章，並於93年12月15日發布「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

辦法」，自此，包括各類優良農林漁畜產品及其加工品，統一使用「ＣＡ

Ｓ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財團法人Ｃ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以下簡

稱本協會），被認證為ＣＡＳ標章驗證行政機構，負責辦理ＣＡＳ標章之

驗證行政及標章推廣業務。本協會會同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中央畜產會

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驗證機構，依據前項作業辦法，辦理農產品標章驗證

工作，在主管機關監督及驗證機構與CAS廠商的合作之下，ＣＡＳ台灣優

良農產品已獲得社會大眾的肯定。

如今「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已完成立法程序，本法除明定各種

產品、機構、認證、驗證體系等定義之外，同時明定農產品標章認（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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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賦與之任務

陳幸浩



證、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標示等規範。尤其重要者，條文

中更明定稽查規範及相關違規罰則。實行本法之後，使用ＣＡＳ標章之廠

商，雖將受到更加嚴格的約束，但也獲得依法有據的保護，因為冒用及濫

用標章的不法行為，將依法受罰，如此更能有效保障合法廠商及消費者的

權益。

眾所皆知，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已在歐日等地區積極推展，也將成為

國際農產品貿易的規範，為開拓台灣農產品之外銷市場，實施此項制度至

為必要，然而執行產銷履歷驗證制度，有相當的複雜度，但如能與ＣＡＳ

標章的驗證制度接軌，亦即在生產面建立履歷驗證資訊，末端配合現行Ｃ

ＡＳ標章的驗證制度，經此整合，產銷履歷驗證制度應可加速落實。

本法所涵蓋的農產品標章認（驗）證、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等要

項，既可獨立運作，亦可互相整合。有鑑於此，本協會基於ＣＡＳ標章驗

證行政機構之立場，自當遵照本法所賦與之任務，確實依法執行農產品標

章認（驗）證業務，另外，並已於1月底向全國認證基金會申請，成為產銷

履歷驗證機構，執行產銷履歷驗證業務，如此，本協會今後當更能為台灣

優良農產品做好把關的工作，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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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是海洋首都，早在民國50年初，前鎮漁港就發展魷釣、鰹鮪圍

網、秋刀魚棒受網、拖網等遠洋漁業，成為東南亞最大的遠洋漁業基地。

為讓一般民眾了解高雄獨特的海、河、港等天然風貌，並積極推廣農、漁

業轉型升級，高雄市在該漁港成立結合觀光、消費及休閒功能的前鎮觀光

魚市。

新和興海洋企業公司就位於觀光魚市附近，一般人對其公司名稱可能

感到陌生，但若提起「珍珍魷魚絲」，恐怕大多數人都會驚呼，「原來是

那家公司！」。

珍珍魷魚絲．暢銷國內外

民國55年，吳尊賢董事長為響應政府提倡海洋資源開發政策，創立新

和興海洋企業，經營遠洋漁船，當時正是鮪魚圍網、魷釣起步時期，新和

興企業的漁獲也

以該兩大宗為

主。由於擁有大

量新鮮漁獲，新

和興企業開始跨

足食品業，民國

68年興建國內第

一座現代化的魷

魚絲加工廠，並

以「珍珍」為註

冊商標，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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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興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ＣＡＳ產業報導

豐年社 蔡佩娟

■珍珍系列產品



「珍珍」魷魚絲等系

列產品並獲頒衛生優

良獎，成為暢銷國內

外的領導品牌。

珍珍魷魚絲受歡

迎的程度，從年產量

4、5000噸的驚人數

據即可看出端倪，由

於「珍珍魷魚絲」的

品牌知名度太高，反

而讓人忽略了新和興

企業其他產品。 總經理何宗保指出，「新和興是重視創新的公司，社會瞬

息萬變，為了掌握多變的消費者，產品研發是持續不輟的工作」，新和興企

業不斷研發新產品並增設生產線，陸續推出「珍珍」乾燥食品、冷凍調理

食品、冷凍水產品及進口特殊水產原料，這也是新和興在競爭激烈的食品

市場仍能屹立不搖的關鍵。

品管師把關．國內外認證

何總經理認為，嚴格的品管也是攸關食品業生存的重要環節，尤其在

重視健康安全飲食的今日，更不容忽略。他說，「品質是產品的第一生

命」，為獲得消費者的信任，該公司的產品均經過政府主管機關與美 、

日、歐等國食品衛生機構的認證，除工廠符合ISO 9002認證，內銷的水產

乾製品類產品都經過GMP認證，蟹肉棒、魚板等水產煉製品、火鍋料、丸

類等水產冷凍食品則通過CAS優良冷凍食品認證，外銷日本的產品通過

JAS、輸歐則通過EEC認證，輸入美國則通過HACCP認證。

新和興企業的品管室之檢驗設備俱全，品管師忙碌地在微生物檢驗室

的「無菌操作台」檢驗產品生菌數，根據CAS優良冷凍食品對微生物檢驗

的品質規定，除生菌數的量不能超過規定之外，另外還得檢查大腸桿菌、

沙門氏桿菌、金黃色葡萄菌、腸炎狐菌等，何總經理指出，透過該公司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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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魚燒」包裝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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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優良、經驗豐富

的品管師為消費者

把關，無疑在消費

者吃進食物前預先

設了一道防線，讓

消費者安心品嚐冷

凍水產食品。

材料最新鮮．產

品多樣化

品管室內，還有許多難得一見的儀器，如「物性測定儀」可以測量火

鍋料、魚漿類等煉製品的彈性，彈性高表示魚漿比例較高，不僅口感佳、

且比較營養，何總經理強調，新和興絕不吝惜使用好材料來以維持產品的

最佳品質，而該部儀器在該公司開發產品與品質控管方面助益極大，還有

「分析天平」，係微量物質的重量測量儀器，舉凡鹽度、酸度、口味別測試

等化學分析，都得仰賴該部精密的儀器。

廠長黃德福強調，通過CAS優良冷凍食品的水產品有多重品質保障，

如冷凍火鍋料理若含有肉餡，須佔製品總重30%以上，魚肉餡則須佔製品

總重50%以上；裹麵製品則需標示裹麵率，且只能標示3種規格，30%(指

低於30%)、40%(30-40%之間)、50%(40-50%之間)，讓消費者可依據標示規

格選擇產品，此外，添加物的規定尤其嚴格，根據衛生法規規定可添加0.1

％的防腐劑，但CAS則規定冷凍食品完全不可添加防腐劑。

新和興企業與海洋共存共榮超過40年時光，消費者品嚐該公司的產品

時，腦海裡即聯想「珍珍」品牌是名副其實的山「珍」海味，卻不知這家

企業在成立之初即對海洋與大地懷抱深厚的情感。

何總經理感性地說，「這是一家充滿感恩的公司，我們以惜福的心情

讓員工發揮智慧與合作精神，讓產品盡善盡美，『珍』惜大地生機，也

『珍』惜海洋資源。」

ＣＡＳ產業報導

■魚餃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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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台灣養殖漁業被視為夕陽產業

之際，雲林縣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卻異

軍突起，不僅以全台第一家養殖水產獲

CAS認證之姿在國內生鮮巿場找到一片

天地，同時頂著HACCP的光環將台灣鯛

魚片賣到世界各地，廣受歐美老饕喜

愛。

成立合作社．共同運銷

每天一大清早，成排卡車滿載現撈

的台灣鯛駛入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加工

廠，一條條肥美的大魚由車斗滑入廠區水池，合作社生產線便開始運轉，

很難想像眼前這一系列自動化設備竟是一群傳統養魚業者共同努力的成

果。

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於民國85年正式掛牌運作。該社總經理王益豐表

示，初期會員不過十餘人，都是口湖鄉當地業者，大夥兒僅單純地希望透

過共同運銷將所生產的台灣鯛直接送到巿場賺取合理價格，免除中間商剝

削。

加工出口．進軍全世界

過了2、3年，合作社決定自行加工生產冷凍魚片，對社員而言，這是

一項「只能成功，不准失敗」的艱鉅挑戰。社員集資採購機械，不但沒有

剩餘費用作為宣傳經費，上巿後，又面臨消費者仍習慣到傳統巿場購買活

ＣＡＳ產業報導

雲林縣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

豐年社 陳曦

■台灣鯛現已成為歐美人士的桌上佳餚

力挽傳統老產業，開創生鮮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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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對冷凍魚片心存疑慮

的困境，經營景況十分慘

淡。

沒想到，隨後竟奇蹟

似地時來運轉，都會區外

食人口增加，火鍋店、日

本料理店林立，冷凍魚片

因易於保存、處理，成為

搶手貨，王益豐看準未來

冷凍生鮮食品的商機，力

促合作社竭盡所能取得歐

美的HACCP認證，並率先引進急速冷凍設備，所有魚片全程低溫處理，

再以氮氣在零下196度冷凍保存。

自主管理．生產全記錄

王益豐坦言，HACCP認證的規定十分嚴苛，台灣鯛魚從養殖到打

撈、切片、包裝，整個過程均需符合衛生、沒有藥物殘留，合作社透過不

斷上課教育灌輸社員新觀念，並嚴格落實魚塭自主管理，舉凡魚苗放養、

餵食飼料、藥劑使用等，所有時間點、數量均需詳細記錄。

民國90年，該合作

社成為台灣第一家水產

HACCP認證廠商，此時

冷凍台灣鯛也因肉質色

澤鮮紅、口感有彈性，

逐漸在巿場打開口碑，

外銷巿場由原先的日

本、美國增至韓國、歐

盟各國，其中韓國現在

已成為該社生魚片主要

巿場之一。■魚片清洗過程

■撈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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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認證．全台第一家

王益豐指出，為了

爭取國內消費者認同，

隔年合作社向漁業署提

出「海宴」認證，不久

該項認證業務納入CAS，

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又

成為全台第一家養殖水

產取得這項認證的廠

商，當然對冷凍魚片行

銷助益不小。

合作社目前社員由最早的十餘名擴展至上百名，遍佈在雲、嘉、南等

地，台灣鯛魚每天處理量從5000台斤穩定成長到3萬台斤，不僅成為農政單

位指定水產生產履歷輔導對象，也吸引索羅門、宏都拉斯、以色列、墨西

哥等國家前來取經，了解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如何能將瘦小的台灣鯛變成

可以切取肉片的大魚。

儘管冷凍魚片銷售已趨於穩定，但王益豐並不自滿於現狀，積極在台

灣鯛身上尋找新的商機，在視察員工切取魚排作業時，發現剩餘的魚頭、

魚皮、鱗片、骨頭全部丟進塑膠桶，等待輾壓成粉末作為飼料，頗覺得浪

費，認為這些剩餘的部位應該有更好的用途。

產學合作．開發新產品

王益豐立即著手尋求產學合作，開發新產品，經與南榮技術學院、屏

東科技大學、成功大學歷經1年嘗試，順利研發出從魚廢料中萃取膠原蛋白

的技術運用於化妝品生產，預定今年進入量產階段。

王益豐指出，進入量產階段亦即必須添購機械，雖然政府訂有相關條

例補助產業團體發展經費，但巿場競爭卻是一刻不得閒，為提升產業競爭

力，非得走在潮流前端不可，唯有如此，台灣漁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站

穩腳步。

■魚片採液態氮氣冷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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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於95年8月18日及11月28日假林務局會議室分別召開二次「ＣＡ

Ｓ台灣優良林產品標章技術小組委員會議」，會議主要針對已公告之「Ｃ

ＡＳ優良林產品標誌一般用途竹炭認定評審標準、品質規格標準及標示規

定」、「ＣＡＳ優良林產品標誌一般用途竹醋液認定評審標準、品質規格

標準及標示規定」、「ＣＡＳ優良林產物標誌一般用途竹炭認定廠（場）

追蹤管理辦法」、「ＣＡＳ優良林產物標誌一般用途竹醋液認定廠（場）

追蹤管理辦法」及新增之「ＣＡＳ台灣優良林產品標章一般用途木炭認定

評審標準、品質規格標準及標示規定」、「ＣＡＳ台灣優良林產品標章一

般用途木醋液認定評審標準、品質規格標準及標示規定」、「ＣＡＳ台灣

優良林產品標章一般用途木炭生產廠（場）追蹤查驗作業要點」、「ＣＡ

Ｓ台灣優良林產品標章一般用途木醋液生產廠（場）追蹤查驗作業要點」

共八件標準規範，邀集相關單位代表與專家學者共同進行全盤性的檢討與

修訂，茲就會議決議摘要如下：

共通性的修訂項目，如下表所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林素玉副研究員

ＣＡＳ林產品規範修訂及
品項分類辦法介裾

修正項目

條次蕹新編排

文字修正

修 正 後

CAS標章台灣優良林產品

蠲放、蠲運及蠲存桶

排水系統應保持暢通

保持通風良好及光線充足

影響衛生

避風

竹炭之原料以台灣所生產4-

6年生之竹材為華

修 正 前

CAS優良林產品標誌

儲放、儲運及儲存桶

排水系統應保持良好不積水

有完善之換氣及採光設計

危害衛生

衝風少

「CAS竹炭之原料竹材華為台灣所生產

者」，與「竹材應採用4-6年生竹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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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標章驗證單元

95年度「ＣＡＳ標章台灣優良林產品一般用途竹炭」之品項分類準

則，以形狀區別，大致可分為片炭、粒炭、粉炭及筒炭等，其中「ＣＡＳ

標章台灣優良林產品一般用途竹醋液」之品項只有一般用途竹醋液一種。

有鑑於各ＣＡＳ標章台灣優良林產品生產廠所開發應用之相關產品樣式推

陳出新，日新月異，為有效管理市售林產品之包裝及品質。同時，參考現

行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當中有關食品類及水產品類之品項分類準則，自

96年度起「ＣＡＳ標章台灣優良林產品一般用途竹炭」及「ＣＡＳ標章台

灣優良林產品一般用途竹醋液」之品項分類標準將改以產品名稱及規格明

確表示，例如一般用途竹炭之品項：竹炭片（60g、200g、1kg）、竹炭

枕、竹炭布偶、除臭包（100g、300g）等；一般用途竹醋液之品項：竹醋

液（100ml）、蒸餾竹醋液（150g、500g）等。

若ＣＡＳ標章台灣優良林產品生產廠推出新的一般用途竹炭或一般用

法 規 名 稱

「CAS標章台灣優良林

產品一般用途竹炭認定

評審標準、品質規格標

準及標示規定」

「CAS標章台灣優良林

產品一般用途竹醋液認

定評審標準、品質規格

標準及標示規定」

「CAS標章台灣優良林

產品一般用途木炭認定

評審標準、品質規格標

準及標示規定」

「CAS標章台灣優良林

產品一般用途木醋液認

定評審標準、品質規格

標準及標示規定」

「CAS標章台灣優良林

產品追蹤管理作業要

點」

修 正 後

一般用途竹炭產品（依產品

形狀區分）之定義範圍

元素分析碳

木炭硬度測定法

竹醋液儲存桶增列塑膠材質

pH值及比蕹之檢驗方法量測

條件：室溫下

增列「且不可食用」之警語

酸度定義：竹醋液之酸度乃

定量總有機酸含量而以醋酸

之含量（%）表示之

元素分析碳

增列「且不可食用」之警語

酸度定義：木醋液之酸度乃

定量總有機酸含量而以醋酸

之含量（%）表示之

合併一般用途竹炭、竹醋

液、木炭、木醋液之追蹤管

理辦法

修 正 前

固定碳

莫式硬度測定法

pH值及比蕹之檢驗方法量測條

件：液溫20℃

酸度定義：竹醋液酸性視為來

自其中所含之醋酸，定量其醋

酸之含量(%)，而以酸度表示之

固定碳

酸度定義：木醋液酸性視為來

自其中所含之醋酸，定量其醋

酸之含量(%)，而以酸度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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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標章驗證單元

本協會驗證業務

本協會95年12月18日召開之95年度ＣＡＳ標章第3次工作檢討會會議重

要決議事項，摘錄如下：

有關ＣＡＳ廠商於非ＣＡＳ產品包裝上標示ＣＡＳ相關文字及「ＣＡ

Ｓ工廠」名稱濫用問題一案，決議為：1.各驗證機構於追蹤查驗時發現Ｃ

ＡＳ廠商於非ＣＡＳ產品上標示「ＣＡＳ工廠」等類似文字用詞時，將該

廠商列入加嚴級追蹤。2.另於本年度預計辦理之ＣＡＳ廠商標示宣導會議

中，大力宣導ＣＡＳ標示規定。

使用ＣＡＳ標章廠商及產品項數等資料，臚列如下：

96年1月使用ＣＡＳ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班數統計表

編 號 類 別 產 銷 班 數

14 吉園圃生鮮蔬果 1,330

96年1月使用ＣＡＳ有機農產品標章統計表

註：使用ＣＡＳ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班數統計表及使用ＣＡＳ有機農產品標章統計

表資料由農糧署提供。

編 號 類 別 農 戶 面積（公頃）

15 有機農產品 468                       775.87

途竹醋液相關產品，必須先依據「報備產

品申請使用ＣＡＳ標章台灣優良林產品作

業程序」向ＣＡＳ驗證技術機構（工業技

術研究院）提出申請。ＣＡＳ驗證技術機

構每月召開產審會備查報備產品，ＣＡＳ

標章使用者報備產品於產審會備查後，由

ＣＡＳ驗證技術機構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

者及ＣＡＳ驗證行政機構（財團法人ＣＡ

Ｓ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完成報備產品之相關手續。希望經由規範的修訂

及更明確品項分類讓ＣＡＳ標章台灣優良林產品之推動更順暢，同時提供

國人更安心、更安全的ＣＡＳ台灣優良林產品。

驗證組 丁銘音

■ＣＡＳ竹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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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標章驗證單元

ＣＡＳ廠家與產品細項數統計表

製表：96.1.30

編 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6       

合計

廠商家數

65

44

8

15

7

23

11

3

5

13

23

19

27

7

270

產品細項數

3,750  

622

20

23

64

573

65

10

100

117

58

167

120

54

5,743

類 別

肉品

冷凍食品

果蔬汁

食米

醃漬蔬果

即食餐食

冷藏調理食品

生鮮食用菇

釀造食品

點心食品

蛋品

生鮮截切蔬果

水產品

林產品

95年12月至96年1月ＣＡＳ新簽約廠商

製表：96.1.30

類 別

生鮮截切

蔬果

產品項目

生鮮截切大漿果類 (木瓜、鳳梨、奇異果、

百香果、番荔枝、香蕉等)。

生鮮截切小漿果類 (楊桃、蓮霧、番石榴、

葡萄、草莓、楊桃、小蕃茄等)。

生鮮截切梨果類 (蘋果、柿子、梨子、櫻

桃、李、桃、棗子等)。

生鮮截切瓜果類 (美濃瓜、哈密瓜、西瓜

等)。

生鮮截切柑桔類 (柳丁、柑桔、柚子等)。

生鮮截切組裝水果類 (大漿果類、小漿果

類、梨果類、瓜果類、柑桔類)。

產品編號

121901

121902

121903

121904

121906

121907

廠商名稱

保證責任高雄

縣溪州果菜運

銷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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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標章推廣單元

現代人工作忙碌，生活

步調緊湊，要維持正常且良好

的飲食習慣實在不易。有鑑於

此，為了吃的健康及營養均

衡，有愈來愈多的人響應「輕食

主義」之倡導，以清淡、低熱量

的蔬果餐為一天主要的食材。

因此，為了讓消費者可以更快

速方便食用品質優良、衛生安全的

新鮮蔬果，行政院農委會近年來大力

輔導工廠與蔬菜產地合作，使用來自於通過ＣＡＳ吉園圃生鮮蔬果驗證或

是契作農地之經農藥檢驗合格之蔬果為原料，經預冷處理，選別去除蟲害

及不良品，截切成適當大小，並使用4℃以下的冰水清洗，保有蔬菜原有

的高度新鮮及營養，並經瀝乾、包裝，最後以低溫運至量販店、超市及便

利商店等通路販售，提供消費者最佳選擇。

ＣＡＳ生鮮截切蔬果產品類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提供烹調時使用

之小包裝生鮮截切蔬果，如雲林

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的方便煮

系列產品及雲林縣新湖合作農場

的「鮮食事」即煮系列產品；另

一類則是隨時可提供一般消費者

即時食用的生鮮截切蔬果，如雲

林縣新湖合作農場的7-11光合沙

拉、光合鮮果園系列產品。

一般消費大眾可到鄰近的松

推廣組 丘前錦

ＣＡＳ生鮮截切蔬果
輕鬆料理、「輕食主義」最佳選擇

■漢光「方便煮」系列產品

■新湖「鮮食事」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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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標章推廣單元

青超市、頂好超市、興農超

市、大潤發、愛買、家樂福

甚至7-11便利商店等連鎖通

路，買得到最新鮮、最安

全、最便利的ＣＡＳ生鮮截

切蔬果！除此之外，ＣＡＳ

生鮮截切蔬果亦供應國軍、

學校機關團體團膳單位或餐

盒工廠使用，不但可以節省

人力、成本、時間，還可以

提昇菜餚品質。

推廣組 吳佩珊

年關應景食材好選擇∼ＣＡＳ優良農產品

農曆春節將近，對於現今大多數繁忙的職業婦女而言，要如何在最短

的時間內採購並準備過年所需之食物，同時又不用花上冗長的時間清洗、

準備及烹調，就可以提供一桌美味的年菜呢？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將會

是您最聰明的選擇，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的品類涵蓋了您所需要的大部

份食材，包括水產品、禽畜產品、冷凍食品、冷藏調理食品、蔬菜水果、

食米、蛋品、釀造食品及休閒零嘴以及竹炭製品等，均是經過農委會及驗

證機構層層把關，衛生安全有保障，絕對可以讓您吃的安心，用的放心。

民眾要到那裡才能購買得到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呢？本協會推薦您

到全省獲得衛生署「低溫及常溫食品物流業者衛生評鑑」合格的量販店或

超市選購您所需要的食品，在那裡整齊商品的陳售及擺放、舒適的賣場及

明亮的空間，多樣化的ＣＡＳ產品，滿足您所有的需求。

當您買到了各式各樣的ＣＡＳ食材後，在烹調年節菜餚菜色上也需要

花一些巧思，在此本協會也應景提供下列幾道由ＣＡＳ廠商（台畜、桂冠

及凱馨公司），所設計利用ＣＡＳ食材組合，準備起來簡單又具年味的食譜

給您參考。

■新湖「光合沙拉」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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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標章推廣單元

歡樂年華(西式冷盤)

材料

台畜德式冷肉200克、立大ＣＡ磛火腿200克、富統ＣＡ磛黑胡椒腿肉200

克、台畜ＣＡ磛醬肘子200克、統一ＣＡ磛三明治火腿200克、台畜肌背火

腿、乳酪、西生菜

做法

（1）將德式冷肉、火腿、黑胡椒牛肉、醬肘子、三明治火腿、背肌火腿等

材料切薄片備用。

（2）取出已切薄片之乳酪備用。

（3）西生菜洗淨剝片後鋪於盤底作為裝飾。

（4）將材料分別置於盤中，呈現出色香味具全的西式冷盤。

泡菜餃火鍋
材料

愛之味韓國泡菜200克、桂冠韓國

泡菜餃1盒、凍豆腐2大塊、萬生金

針菇1包、台艱 ＣＡ磛肉片1盒、

桂冠火鍋餃1~2盒、新湖農場ＣＡ

磛生鮮截切艟菜2-3種、高湯5杯

做法

（1）凍豆腐切塊，金針菇洗淨備

用。

（2）韓國泡菜餃請先微波備用。

（3）將高湯加入少許鹽，放入泡菜、凍豆腐、金針菇一起煮。

（4）煮開後依個人喜好加入泡菜餃、火鍋料、牛肉片、青菜煮熟即可。

人蔘雞
材料

ＣＡ磛土雞1隻

翵料

人蔘鬚6克、枸杞4克、鹽適量

做法

（1）將ＣＡ磛土雞清洗乾淨，放入滾水中川燙備用。

（2）把人蔘鬚、枸杞等中藥材洗淨備用。

（3）將川燙好的雞與中藥材一起放入鍋內，以小火燉煮1小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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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天地

均衡飲食，是維護吾人健康的重要條件。台灣孕育著眾多美味的蔬

果，但飲食精緻化再加上速食及外食人口的增加，蔬果攝取量不足便成為

現代人常見之問題。然蔬果中所含多種的特殊成分，已經證實具有多重的

保健、防癌效果。在流行病學的調查上也指出，攝取足量的蔬菜水果，可

以降低罹患各種癌症的機會，因此身在台灣這座富含各式新鮮可口蔬果的

寶島上，不管是外食族或是負責家中餐飲的家庭主婦，如不多採用豈不浪

費這寶貴的資源?

「蔬果579，健康人人有」是台灣癌症基金會自2004年起推動的健康改

造運動。蔬果579的概念是將原先倡導之「天天五蔬果」的觀念再予以強化

和提升，依照不同的性別、年齡族群所需要的蔬果量加以明確定義和分類

各族群所需之蔬果攝取份數建議如下表，2至6歲的學齡前兒童，每天應攝

取5份的新鮮蔬果，其中應包含3份蔬菜2份水果；6歲以上的學童、少女、

成年女性，應該天天攝取7份蔬果，其中應包含4份蔬菜及3份水果；青少年

以及所有成年男性，則應每天攝取9份蔬菜水果，其中應包含5份蔬菜及4份

水果。

國人於消費蔬果時，除了量的

考量上可參考前述「蔬果579」的

概念，在質的方面亦應兼顧品質與

衛生安全。這時，ＣＡＳ標章則是

很好的選擇。經ＣＡＳ台灣優良農

產品標章驗證的農產品中包括國產

生鮮食用菇類、生鮮截切蔬果類、

吉園圃生鮮蔬果及有機農產品等均

可讓消費者安心、放心的選購。

「蔬果579，健康人人有」
選購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

驗證組 蔡美奇

不同年齡、性別，每日攝取蔬果份數建議表
蔬菜份數

3

4

5

水果份數

2

3

4

總份數

5

7

9

備註：以蔬菜類而言，一份約為重100公克
（約為一碗，煮熟約半碗），以水果類
一份約為3-4兩（切好後約為半碗量、
一杯約為 240C.C普通碗量）。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提供

學齡前兒童

6歲以上學童、少女、

成年女性

青少年、成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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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天地

認識ＣＡＳ液蛋類產品
台灣大學 蘇和平教授

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中的蛋品係國產洗選分級新鮮雞蛋、鴨蛋，或

以其為原料，經適當加工處理製得之各式優良產品，目前經驗證的產品包

括生鮮蛋品、殺菌液蛋及加工蛋(皮蛋)為主。一般消費者較常看到或買到

的主要是以生鮮蛋及加工蛋(皮蛋)，可能對殺菌液蛋較為陌生，殺菌液蛋

是以新鮮的雞蛋，經外觀檢查、洗淨、風乾、打蛋去殼後經低溫殺菌所生

產而來的，分為蛋白液、蛋黃液及全蛋液，主要供應團膳及糕餅業者大量使

用。

雖然ＣＡＳ液蛋類產品可以提供團膳業者品質優良、安全性高、方便

性佳及經濟性大的功能，但時常有學校營養師來電詢問ＣＡＳ液蛋類產品

應如何使用或烹調，烹調出來的口感才能與生鮮蛋品貼近，本協會透過中

央畜產會邀請台灣大學蘇和平老師協助，將ＣＡＳ液蛋類產品相關使用與

烹調特性分述如下，提供團膳業者參考使用。

Q：如何利用殺菌全蛋液煮蛋花湯？

A：蛋具有起泡性、乳化性及凝結性等特性，在煮蛋花湯的過程中主要是

應用到蛋的凝結性。加熱溫度和時間會影響蛋液的凝結速度和凝結後

的硬度，蛋白及蛋黃的凝結溫度分別為62℃及65℃，當加熱溫度達62

℃時蛋白部份會開始凝固，至65℃時蛋黃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則開始凝

結和變硬，因此，溫度愈高蛋液的凝結量愈多也愈硬，隨著溫度而增

加。殺菌全蛋液因為已經過加熱殺菌，且以冷藏儲存，所以若直接使

用殺菌全蛋無法製作出與鮮蛋相同品質之蛋花湯，建議冷藏狀態下之

殺菌全蛋液應先經過回溫再使用，回溫後之殺菌全蛋液應慢慢倒入鍋內，

且加熱溫度不宜太高。

Q：殺菌全蛋液做出來的蒸蛋為何有QQ的口感？

A：由於殺菌過之全蛋液分散性較好，若發現蒸蛋有QQ的感覺，建議可增

加水量或減少粉量。

Q納如何讓殺菌全蛋液做出來的炒蛋不會太硬？

A：可將殺菌全蛋液回溫，將炒鍋溫度提高，避免延長炒蛋時間，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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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詢問事項

友松製作公司於12月19日起在TVBS-G電視台，

預計開立一個新型態的帶狀舲目，此舲目屬於家

庭式的估價舲目，希望協會能提供CAS驗證產品

於該舲目使用。

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1.如記豬血糕是否經Ｃ

Ａ磛標章驗證問題，2.ＣＡ磛驗證產品有業務

包裝或量販包裝嗎碥

消費者來電詢問1.哪裡可以買得到台灣黃金

雞碥2.為何無販售全雞碥3.是否有貼黃金雞標

籤的才是真正的黃金雞碥

消費者以電子郵件詢問有關如何檢舉仿冒ＣＡ磛

產品事宜。

消費者來電詢問，參觀工廠活動時間、活動訊

息公告於何處碥

解答及處理結果

經確認該舲目型態和屬性，以及使用ＣＡ磛

驗證產品目的後，已於12月14日提供相關產

品。

1.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之CAS產品品名為冷藏

米血糕編號071301。
2. 另有關CAS產品包裝依廠商業務需求分為

零售包裝及業務大宗包裝，其包裝須符合

「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使用須知」規定，即

業務用之大宗產品係指整箱〈大袋或桶〉

僅含一種品項之包裝型態，並供應直接用

戶〈團體膳食或下游廠商等〉；產品若有

密封之內包裝袋，其印刷方式仍應符合

CAS標章之單位零售包裝印刷規定；業務

用及團體膳食使用之大宗產品，應於每一

外包裝明顯處印刷CAS標章乙個。

已於12月22日回覆該消費者：台灣黃金雞即

國產雞，全雞、分切者均有，在松青、頂好

和量販店瘨可買到。

已於12月27日提供消費者ＣＡ磛標章之檢舉

方法以及表格。

已於1月10日電話回覆，今年仍擬持續辦理參

觀ＣＡ磛工廠活動，俟計劃通過後，相關訊

息將公告於本協會網站推廣專區。

推廣組 吳佩珊95年11月∼96年1月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民眾紀錄

消費者服務

日　期

951208

951211

951222

951226

960109

交流天地

炒蛋口感。

Q納殺菌全蛋液打蛋時為何不起泡？

A：蛋液的起泡要依靠特定蛋白質化合物界面的活性和形成薄膜特

性，只要少量就可以有良好的效果。當攪打蛋白時，氣泡進入液

態的白蛋白，泡沬就形成了。在攪打蛋白的過程中氣泡會變

小且數量變多，同時半透明的白蛋白也會變成不透明且濕潤

狀，一般而言，在室溫下的起泡速度會比冷藏下的情況快。

由於殺菌全蛋液經過加熱殺菌，所以本身起泡性會較鮮蛋

差，建議使用殺菌全蛋液時應儘量回溫後使用，避免使用冷

凍的殺菌全蛋液，另，若有需要可酌加一些起泡劑。

Q納殺菌全蛋液產品為何有沈澱的現象？

A：可能原因為殺菌溫度操作不當，或冷凍、解凍不良。
■ＣＡＳ全蛋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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