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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啟示

協會更名
本協會自96年3月29號起，正式更名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原財
團法人CAS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特此聲明。

刊物更名
本刊物自2007年4月號起，正式更名為「台灣優良農產品雙月報」，並更改
版面為B5，特此聲明，歡迎舊雨新知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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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以下簡稱ＣＡＳ標章）自民國 7� 年推行至 96 年 1 月底，

驗證的農產品種類計有肉品、冷凍食品等十六大類，廠商數 272 家，6,100 餘項產品，

年產量達 69 萬噸，總產值超過新台幣 400 億元。ＣＡＳ標章優良農產品不僅大幅

提昇農產品之品質及附加價值，以及國人之飲食生活品質，並已建立了相當的知名

度及公信力，使成為國人購買食品的重要指標之一。依據調查，一般消費者對ＣＡ

Ｓ的認知度超過 �0％以上，舉凡國軍副食品、校園食品、醫院及學校團膳食品業

務市場等多指定採購ＣＡＳ標章驗證的產品，零售通路如大型量販店、超市、便利

商店亦要求廠商供應ＣＡＳ驗證之產品，顯見ＣＡＳ標章在國人心中的地位。

惟，爾來時有消費者及團膳等大型用戶反映所採購之ＣＡＳ標章產品疑似被仿

冒，或者是學校午餐食材供應商未依雙方合約供應ＣＡＳ產品，或所提供之產品僅

是在外紙箱上印有ＣＡＳ標章之業務用包裝，但品質卻不甚理想等等情事。諸此，

將影響消費大眾對ＣＡＳ標章之信賴，同時也傷及ＣＡＳ標章之公信力和所有獲驗

證農民團體及廠商之權益。

為此，本（96）年度起，ＣＡＳ標章驗證機構將更積極地查察有關仿冒與濫用

ＣＡＳ標章情事，嚴格地把關和查處，以維護ＣＡＳ標章公信力，和消費大眾以及

所有獲ＣＡＳ標章驗證業者之權益。

防範ＣＡＳ標章被仿冒與濫用之規定

據瞭解，ＣＡＳ標章被冒用的情形，以冒用者資格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下列2

種：

1. 業者未經ＣＡＳ標章驗證程序，提出申請和取得ＣＡＳ標章使用證明，即於

其產品之包裝袋上使用ＣＡＳ標章。此類多為業者利用ＣＡＳ標章名義從事商業活

有關防範ＣＡＳ標章被仿冒
或濫用之作法

文 / 楊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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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其所提供商品之品質一般亦較ＣＡＳ產品差，不僅損及ＣＡＳ標章公信，亦

在商業活動上打擊正規經營之ＣＡＳ廠商，故屬惡意仿冒行為，一般歸類為“冒用

ＣＡＳ標章”。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法」

第十九條規定，可以依商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處理的。

2. 有產品獲ＣＡＳ標章驗證之業者，於其未經驗證之產品包裝袋上或外紙箱上

標示ＣＡＳ標章，此類大多是因業者對ＣＡＳ標章使用規定不甚清楚所致，故一般

歸類為“濫用ＣＡＳ標章”，其違反ＣＡＳ標章使用契約書中第五條“乙方保證除

本合約約定產品外，其他未經授權使用ＣＡＳ標章之產品不得使用或模仿ＣＡＳ標

章，且乙方之商業廣告如有引用ＣＡＳ標章或圖文時，應以本合約約定產品之產品

廣告為限，不得以取得ＣＡＳ標章作為其他未經授權使用ＣＡＳ標章產品宣傳廣告

及促銷之用”的規定。

可是，不論仿冒或濫用ＣＡＳ標章，都有假藉ＣＡＳ標章欺騙消費者，和對 

ＣＡＳ標章公信力造成傷害，均是ＣＡＳ標章驗證機構要大力查察防弊之對象。

加強ＣＡＳ標章使用之查察

ＣＡＳ標章驗證機構依據「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認證及驗證作業辦法」，並配

合宣導活動將於今（96）年度加強ＣＡＳ標章使用之查察的作法包括：

一、定期追蹤查驗ＣＡＳ廠商之產品和包裝使用情形。

二、對使用ＣＡＳ產品之團膳業者之宣導強調需驗收產品包裝上之ＣＡＳ標章及編

號，並於採購前要求供應商提供ＣＡＳ產品之『ＣＡＳ標章使用證明書』影本。

三、於網路上開放ＣＡＳ生產廠 ( 場 ) 及驗證產品消費者查詢系統，只要消費者對

ＣＡＳ產品有疑慮均可上 www.cas.org.tw 網站查詢到該ＣＡＳ產品的正確編

號和生產廠商資料。

四、提供 0�00-025��� 免費服務電話，供消費大眾垂詢ＣＡＳ產品和檢舉仿冒或濫

用者。

五、不定期前往包括市場、生鮮超市及量販店等賣場及團膳業使用者處抽樣檢查，

以確保ＣＡＳ標章使用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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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台北縣林口鄉宏昌街工業區巷道的華福食

品公司，擁有鮮食及麵包兩家工廠，在巷道兩旁相去

不遠。從外觀看來，鮮食工廠的淺綠色鐵皮建築與白

色壁磚外牆的麵包廠，顯得有些低調，反倒是不遠處

「FamilyMart林口鮮食工場」的醒目招牌，標記了這

裡是提供全家便利商店鮮食及麵包產品的場域。

五大品項．ＣＡＳ認證肯定

華福公司負責人謝朝鎮先生，早年以麵包店奠定

基業，因著眼於市場趨勢的改變，傳統雜貨店逐漸被連鎖便利超商店所取代，因而

看準這波商機，轉而研發微波食品，於民國 77 年成立華福食品公司，與有志一同

的舊識涂海木 ( 現為華福總經理 ) 等人一起打拼。很快地，燒賣、碗粿等微波食品

也建立了良好口碑，隨著消費潮流的改變，華福於 �3 年轉型研發鮮食食品，為擴

充產能所需，於民國 �� 年遷廠林口現址，成為全家便利商店專屬鮮食工廠，並在

民國 90 年起開始生產 1�℃恆溫便當，藉由高速公路配送之便，快速提供雲林以北

及台北縣市全家便利商店鮮食產品。

「華福」鮮食工廠在 92 年取得即食餐食ＣＡＳ驗證，品項有便當、飯糰、壽司、

手捲及三明治等 5 大類，商品多達 50 餘項，無論特選稻荷壽司、鮪魚手捲、鮮蔬

起司三明治、超值豬排便當、包鮮料理——蠔油牛肉及日式海苔雞等，都是叫好又

叫座的人氣產品。此外，在超商通路既有的三角飯糰外，華福於 93 年率先研發出

「大口飯糰」，其口味多樣、份量「澎湃」，如日式黑胡椒烤雞腿排、茄汁雞蛋包飯糰、

烤豬排飯糰等，備受市場好評。

首重衛生．多道消毒防護

新推出的陽光三明治——黃金豬排，炸得金黃酥脆的豬排以裹上蛋汁的吐司包

誠實、篤實、踏實—華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文圖 / 祝芸

■便當及三明治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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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佐以葱綠的鮮蔬及火腿、雞蛋沙拉等，

香味撲鼻，讓人捨不得狼吞虎嚥，只想細

細品嚐箇中美味。

重要的是，該公司每項鮮食產品包

裝均清楚標示製造、保存期限、內容成份

及熱量等資訊，仔細並負責地的告訴消費

者，當你在選購福華公司生產的ＣＡＳ產

品時，你可清楚看見成分中五榖根莖類、蛋豆魚肉類、水果類、奶類、蔬菜類、油

脂類的數量、成分及熱量，對時下講求輕食的愛美一族或

追求養生的健康族來說，方便不少。

單向管制．各區壁壘分明

華福公司將廠區概分為3大部分，原物料進貨、盤點及

貯放等，屬一般作業區；糖、鹽等配料斟酌及調理屬準清潔作業區；至於食物熟

成的準備、分切及包裝，則歸為清潔作業區。平日3大區的通道以單向門控管制通

行，員工只能單向的由清潔作業區進入準清潔作業區，再到一般作業區，反之，則

無法進入，藉此避免不慎夾帶不潔物質發生交叉污染。值得一提的是，除作業區實

施單向管制之外，連區內使用的設備也以顏色加以區隔，以方便員工辨識，例如在

清潔作業區中，藍色水桶只能用來拖地、擦拭牆壁；紅色水桶則為機械第一道清潔

專用、透明水桶則是第二道消毒專用，置物台車的台面及輪子同樣兼具辨識效果，

清潔區用紅色輪子、準清潔區則用綠色輪子，毫不馬虎，也降低了「越界」的危機。

恆溫控制．18℃產品保鮮

涂總經理強調，華福的即時餐食為 1�℃恆溫食品，意即從生產、理貨、配送、

販賣，都必須全程控溫，防止食物變質，此時真空急速冷卻機即發揮極大作用，該

冷卻機可在數分鐘內將攝氏 �0 幾度高溫的食物迅速降至 15℃左右。減少自然冷卻

時食物遭受污染機會，同時，亦可留存米飯之口感。此外，器具使用、員工裝備也

都有嚴格規範，不時看見品保人員攜帶測量儀器於現場檢測，主要目的即在為愛用

ＣＡＳ產品的消費者衛生與安全把關。

■陽光三明治產品

■三明治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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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79 年 7-ELEVEN 將傳統的「柑仔店」轉型為現代化的便利超商；1995

年御飯糰問世；2001 年國民便當推出，皆在國人的購買習性與飲食習慣掀起革命

性的波瀾，這ㄧ切都源於消費者對「便利」與「安全」的需求。

即時餐拉開市場區隔

7-ELEVEN 未推出即時餐前，便利超商間的競爭已接近肉搏戰。儘管體系不

同，所販賣的商品相似度極高，消費者不會刻意選擇去 7-ELEVEN 或 OK 買可樂，

只要方便就好。經過審慎評估，7-ELEVEN 於 2001 推出轟動一時的國民便當，與

其他便利商店的差異化就此拉開。鮮食支援 TEAM 經理梁文源指出：「即時餐是

7-ELEVEN 的自有品牌，消費者可能衝著 7-ELEVEN 的便當前來，面對便利商店

日趨激烈的競爭，必須透過差異化達到市場區隔。」

外食市場龐大的商機，是 7-ELEVEN 推出即時餐另一個重要因素。此外，未

推出即時餐前，午餐時段是超商的冷門時段，沒有人會想到上超商買午餐，但若超

商也賣便當，而且是有品牌、品質可靠的便當，應該會受到市場歡迎。綜合以上因

素，7-ELEVEN 首波推出低價國民便當，養成消費者到便利超商購買正餐的習慣。

POS 系統抓住消費者的胃

將鮮食引進超商，經過冷凍或冷藏、以及微波後，如何保持美味與新鮮度是致

勝關鍵。梁文源指出：「永遠做得不夠好！包括老闆和員工們永遠都覺得不夠美味。」

7-ELEVEN 參考日本經驗及其他競爭店，企圖做出兼具方便與美味的商品。梁文

源不斷從消費者不滿足的需求進行檢視：「我不敢說我做得很好，除非大部分的消

費者告訴我，我做得很好。」事實上，大部分消費者覺得 7-ELEVEN 的便當口味不

錯，安全而可靠，但還沒有非買不可、非吃不可的吸引力。

打造24小時鮮食王國
7-ELEVEN即時餐

文圖 / 王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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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就是這種不自滿的態度，

7-ELEVEN 的即時餐與行銷話題不斷

推陳出新，對於消費者的需求似乎瞭

若指掌，其中，總經理徐重仁耳提面

命的「融入顧客情境」的企業文化功

不可沒，梁文源笑說：「聽起來很簡單，

但做起來其實不容易，永遠無法做到

百分之百。」事實上，7-ELEVEN 的門

市店員為客戶結帳時，必須將所觀察

到的客戶性別、年齡層、購買商品等基本資料輸入 POS（Point of Sales，銷售時點

系統），而每天進出 7-ELEVEN 有 5、600 萬人次之多，日積月累，這些資料即成

為新商品開發的依據，同時 7-ELEVEN 兩個禮拜上ㄧ次新商品，上架後隔天宣佈

商品銷售數字，久而久之，內部人員對於消費者的喜好也培養出敏銳的嗅覺。

ＣＡＳ——共購系統的守門員

所謂鮮食供應鏈，包含了上游的原物料供應商、運輸物流、鮮食廠、物流

DC、配送車隊到最終的店頭門市，整個供應鏈緊密相扣，任何一個環節掌控發生

疏失，都會對最終的產品品質造成影響，而即時餐是頗具特殊性的商品，涵蓋的原

物料十分多樣，所扮演的角色也比其他休閒食品或工業產品吃重，如何將長長的生

產線串聯起來，並與產品開發緊密結合，7-ELEVEN 經由整合原物料供應商所組

成的共購機制，不但縮短採購原物料的時間、減少出問題的風險，並促成質量與價

格的雙贏。

7-ELEVEN 的共購機制目前有 100 多家廠商，該公司開發商品時，會先從這

些廠商的商品中尋找。要進入這樣的機制，必須經過審核。基本上，政府的規範與

認證扮演著守門員的角色，ＣＡＳ、GMP、ISO、HACCP 認證標章是基本而重要

的依據，因為品質良好的原物料，就決定了成品品質的一半了，尤其是鮮食產品。

而 7-ELEVEN 在採購時更視需要進行其他項目的標準評核。以鮮食產品中的便當

米飯原料 - 稻米為例，7-ELEVEN 除要求使用ＣＡＳ一等米外，還會針對米的白堊

質粒、含水率等因子，以及煮飯條件、設備等訂定其他標準。進入共購體系的廠商，

■1995年7-ELEVEN御飯糰，1天可以賣掉

300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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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至少接受一次 7-ELEVEN 總部評核，一旦不

符合標準則從名單中剔除。

目前 7-ELEVEN 1�℃鮮食產品共購廠商為

聯華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廠及彰化分公司）、統一

武藏野股份有限公司（土城廠及台南廠）、永潤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蘆竹廠）、高雄空廚股份有

限公司（苗竹廠及高雄廠）及華王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等 � 家，均為ＣＡＳ驗證廠，平均分佈於全

國北、中、南及東等地，以提供全國 4000 家以

上之 7-ELEVEN 門市，每一家鮮食廠約供應 500

家左右，為維持鮮食產品鮮度，每家鮮食廠內均附有撿貨 DC 廠，並由 7-ELEVEN

旗下的專業低溫配送商——統昶物流公司負責擔任物流配送工作，因此，物流公司

可將鮮食廠所生產出來的一日二配鮮食產品，在最短的時間內，撿貨、分貨、出貨

到各家門市。

此外，7-ELEVEN 的鮮食供應商還組成中華鮮食發展協會 TDF（Taiwan 

Delica Food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協會的概念來自日本，7-ELEVEN 所屬

� 家鮮食工廠猶如生命共同體，任何一家發生問題都會造成極大傷害，因此必須透

過該組織與平台作業，盡量求取標準化，也就是讓兩家不同領域的工廠透過協調機

制確保最終商品都能達到同樣的品質與水準。事實上，就供應商與食材而言，各

便利超商的差異可能並不大，不過一旦進入整個管理系統時，差異由此產生，不

論鮮食協會與共購系統，甚至更細膩的研發與管理、品保方面的 know how，都是

7-ELEVEN 的致勝關鍵。「2001 年，推出即時餐時，無法預先設想消費者的反應；

現在回頭看看，我們覺得應該可以做得更好。」始終保持適當的謙遜、騰出更大的

成長空間，或許是 7-ELEVEN 即時餐得以帶動飲食新風潮、創造新需求的能量，

並名符其實成為全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鄰居。

■各地特色小吃也陸續加入即時餐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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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報載斃死豬流入市面事件或豬肉被檢出藥物殘留等影響廣大民眾消費權益

的新聞時，總見人心惶惶談「豬」色變，對整體畜產產業亦造成相當大的衝擊，然

而另一方面亦發現國人消費意識的抬頭。國人在選購豬肉食材時，對於肉品是否安

全衛生更加仔細及謹慎，因此，經過政府層層把關的ＣＡＳ驗證產品必然成為消費

者之首選。據了解，在年初爆發斃死豬事件後，ＣＡＳ肉品廠商的業績並未因此

受到影響反而普遍成長，甚至有較去年同期成長 20％者，由此可見消費大眾對於    

ＣＡＳ標章的信賴程度。

然而在此次事件中，有關媒體報導ＣＡＳ證書成為不肖業者之護身符等情事，

不僅誤導消費資訊，更因此嚴重傷害到多年來農委會推行ＣＡＳ標章所建立的公信

力與努力，其殺傷力實不亞於事件本因。因此，本協會在獲知此一訊息時，便於同

一時間組成因應小組，即刻邀請ＣＡＳ標章之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會及相關

執行機構——中央畜產會及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召開緊急會議，以為因應並發佈新

聞稿，同時並於第一時間內分別函知大宗食材採購單位及相關權責單位，強調在

採購及驗收ＣＡＳ標章產品時，不能單以供應商持有之ＣＡＳ標章使用證書影本

為據，還應檢視產品包裝的標示和包裝之完整

性；  ＣＡＳ標章驗證產品之包裝上應有完整的     

ＣＡＳ標章，且詳載生產廠名稱及地址等，且

必須標示清楚。本協會建議採購單位在驗收  

ＣＡＳ產品過程中，必要時可向原製造廠商求

證或洽本協會協助確認。 

本協會在此再一次呼籲消費者，ㄧ般於超

市所販售ＣＡＳ肉品均由中央畜產會、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及本協會三個驗證機構進行嚴密

查核與追蹤工作，豬肉原料皆產自國內，所生

產之肉品品質皆符合ＣＡＳ優良農產品之品質

選購安全肉品  首推ＣＡＳ
驗證組 / 丁銘音

■ＣＡＳ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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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與衛生標準且包裝標示完整，消費者可安心

選用。消費者如欲查詢ＣＡＳ標章使用者之相關

資訊（包含已獲ＣＡＳ標章驗證之廠家名單、產

品名稱及編號等）可逕至本協會網站（http://www.

cas.org.tw）查詢或洽本協會消費者免費服務電話

（0�00-025���），本協會自當竭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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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3,611
02 冷凍食品 44 629
03 果蔬汁 8 20
04 食米 16 25
05 醃漬蔬果 7 65
06 即食餐食 24 578
07 冷藏調理食品 11 67
08 生鮮食用菇 3 10
09 釀造食品 5 100
10 點心食品 13 117
11 蛋品 23 58
12 生鮮截切蔬果 19 167
13 水產品 27 122
16 林產品 7 54

合計 272 5,631
製表：96.3.30

96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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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吉園圃生鮮蔬果 1,330

96年3月使用CAS有機農產品標章
統計表

編號 類別 農戶 面積（公頃）

15 有機農產品 468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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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提供。

96年2至3月新簽約廠商

類別 廠商名稱 產品項目 產品編號

食米 後壁鄉農會安溪碾米工廠 蘭麗米 041801

即食餐食 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竹苗廠

京都豆皮壽司

海陸雙手捲

嚴選鮪魚飯糰

奮起湖鐵道便當

茄汁薯餅法式三明治

063801
063802
063803
063804
063805

生鮮食用菇類 彥廷農場二場 鮮採黑木耳 080602
製表：96.3.30

■ＣＡＳ加工肉製品使用ＣＡＳ標章廠商及產品項數等資料，
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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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Ｃ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為了向國人宣導正確選購優

良農產品安全衛生的飲食觀念，自民國 7� 年起即著手推動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

證明標章，長久以來針對消費大眾規劃許多宣導ＣＡＳ標章之推廣活動，為達最佳

宣導效果，本協會對於活動的內容設計也不斷的追求創新與創意。

95（去）年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指導，本協會主辦之「2006年兒童劇團ＣＡＳ

標章校園巡迴宣導活動」，規劃之初，即思考如何向這一群認為「好吃」比「衛

生」更重要的國小學童，宣導「吃得健康、安全」比「好吃」更為重要的種種方

案。經眾多學

者專家研議，

最後將ＣＡＳ

標章概念及精

神與耳熟能詳

的「灰姑娘」

童話融合於演

出 的 劇 情 當

中。演出時，

現場絢麗奪目

的佈景道具、

加上生動逗趣

ＣＡＳ標章宣導之創新與未來

2006年兒童劇團ＣＡＳ標章
校園巡迴宣導

 推廣組 / 丘前錦

■2007兒童劇團ＣＡＳ標章校園巡迴宣導活動演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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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劇場表演方式，深

深地吸引著學童的目

光，而熟悉的故事情

節也使年紀尚幼之低

年級學童很快地融入

表演人員的肢體語言

中，進而從這自然情

境中獲得健康飲食與

食品衛生安全的正確

觀念。在演出後搭配

有獎問答，加強和現

場的小朋友互動，刻

劃學童對ＣＡＳ之印

象，也提昇了宣導與

學習的效果。

除了戲劇演出之

外，本協會也以搭配

——「ＣＡＳ驗證大

挑戰」學習單的方式

（如圖），讓小朋友與

爸爸、媽媽分享這份快樂，亦將學童的學習心得帶入家庭，讓本次的宣導完全融入

日常生活教育中，無形地擴大了宣導的廣度與深度。

雖然活動已於去年11月圓滿落幕，但引起的迴響卻從未結束。除了鼓勵與建

議，本協會亦收到許多學校表達希望96年度爭取到校演出的意願；未來，我們將

秉持這創新求變的精神，持續提供消費者更多、更創新的宣導活動，使大家更了解 

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

■ＣＡＳ家庭作業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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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大家「食」的安全，以及讓更多的學童認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推行的

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本協會特將ＣＡＳ宣導的觸角拉至學校，希望藉由校

園宣導活動，讓學子們將ＣＡＳ標章所彰顯的「安全農業」與「食的安全」觀念融

入日常生活中。

今（96）年初特別至忠義國小、福星國小及新和國小，舉辦ＣＡＳ台灣優良

農產品標章校園宣導活動。活動的宣導目的是讓全校師生對於ＣＡＳ標章有更深入

的認知，並教導大家分辨食品品質好壞的簡易方法，藉此幫助大家建立正確之消費

觀念，進而鼓勵大家多多選購ＣＡＳ產品。活動由本協會人員與現場的師生們分享

日常生活經驗開啟序幕，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下讓師生們了解ＣＡＳ標章之意義及重

要性，活動中並搭配有獎徵答的遊戲，讓台上台下的互動更為頻繁；在寓教於樂的

活動中藉著生活化的實例，使師生們更容易記住ＣＡＳ產品，也藉此機會為現場的

師生們宣導ＣＡＳ產品品項不再是舊有觀念中僅有的「肉品」及「冷凍食品」兩類

農產品而已，而是包括了生活中所需之食米，果蔬汁、醃漬、釀造、點心食品、蛋

品、即食餐食、冷藏食品、水產品、生鮮食用菇、截切蔬果、林產品等十餘類之

台灣優良農產品，此項校園宣導活

動，計約1,500位師生參與。

本協會期待藉著校園宣導方

式，讓老師及學童們都能更深入地

學習到ＣＡＳ標章所傳達的知識，

進而影響父母及週遭親友，從小養

成選購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的好

習慣。

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

校園宣導
 推廣組 / 李沛恆

■福星國小宣導ＣＡ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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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便利商店中林林總總的即時食品隨著消費市場的需要，不斷的推陳出新，

可是一定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樣的經驗和想法，在飢腸轆轆的肚皮催促下，站在便利

商店的陳列架旁，看著秀色美食圖片尋覓著果腹的餐點時，總覺得三明治和便當裡

的蔬菜太少，也很少看到炒飯，即使有，當你吃下粒粒晶瑩的炒飯（或許應稱為拌

飯）時總是缺少那種媽媽炒飯後香氣直透米心的味道。當下只覺得台灣的加工技術

或許還有提升的空間吧！ 

為協助國內團膳業者與鮮食業者大量製備菜餚及炒飯，並能展現現炒炒飯和菜

餚的風味口感與色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本協會透過農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場地、設備，辦理此次研討會，邀請日本伊藤工業株式會社專家來台演講，期待

將此技術及設備與國內業者切磋，共同提升國內食品加工技術與品質。

日本伊藤工機株式會社研發推出之「IH-030A 型調理機」，除了可以快速升溫

至 300℃，達到中式菜餚大火快炒之功能外，還可以解決目前團膳業者烹煮菜餚時

產生湯湯水水的問題，此調理機更榮獲日本 7-ELEVEN 之鮮食廠指定機型，並在

日本銷售達 120 餘台，以下就 IH-030A 型調理機之五大特色簡介提供給各位參考：

IH-030A 型調理機之五大特色

一、創新技術：

利用電磁誘導加熱原理（Induction 

Hearting IH）可使炒鍋迅速升溫至

300℃，此項技術亦曾應用於鋼鐵融合

加工及半導體製程。

二、節省能源：

（一）電力轉換效能高達 94％，較一般

農產品加工技術研討會記要
驗證組 / 沈世然

■農委會加工科林科長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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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火設備約 40％的轉換效能高

出許多。

（二）運用變頻控制溫度，避免電力耗

損。

（三）熱能集中於鍋面，不會造成廢熱

散佈於工作環境，故不需另外設

置空調設備，亦可維持工作環境

之空氣品質。

三、節約人力：

（一）100 人份炒飯（25 ㎏白飯＋ 5 ㎏炒料）僅需 5 分鐘。

（二）鍋面可以傾斜，方便起鍋及清洗工作。

四、電腦控制：

（一）溫度電腦可調式控制，最高溫可達 300℃，減少食材受熱時間，保留食材營養、

美味與香氣。

（二）觸控式螢幕介面，輕鬆掌握產品定量與控制品質。

五、安全方便：

（一）特殊中空攪拌滾軸免螺絲拆卸易清洗。

（二）滾軸扭力可調式安全設計避免工安問題。

（三）全機不銹鋼製作，符合食品工廠安全規格。

注意事項：

（一）每天製備菜餚時可以先行熱鍋後加入冷油，待油熱後倒出，以油保護特殊不

銹鋼鍋面，即可避免沾鍋之問題，而達連續作業之效果。

（二）作業結束後清洗鍋面時，應先降溫至 100℃以下，再以熱水清洗以避免鍋體

變形。

■現場拌炒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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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冷凍食品，相信大家的概念都很清楚，就是以急速凍結加工和冷凍貯運販售

的方式來保存食品原有的營養、組織、風味和口感等品質。因此消費者購買冷凍食品後，

無須再經過漫長的解凍程序，只要簡單復熱即可享受到食物原有的色、香、味，這對

於忙碌的現代人可以說是一項福音。

而「一次凍結」的加工概念，除了仍遵循冷凍食品的製造原則外，其中所強調就

是「新鮮」，在整個產品備製加工過程中，從選用新鮮原料到成品一貫作業完成，因

此縮短了作業時間，同時也保住了食材的風味，冷凍蔬菜即是很好的例子。

食品工廠在接受製造冷凍蔬菜的訂單時，通常都會依訂單安排製程，並通知其契

約農戶按製程排定採收時間，準備於製造當天採收最新鮮、品質最佳的原料後直接載

運至工廠加工，如此，從原料採收到加工製造成冷凍蔬菜通常不到 1 天即可完成，因

此可以保留住蔬菜最新鮮的品質，此即為「一次凍結」的加工概念。所以說，冷凍蔬

菜比起一般在傳統市場或超市買到，已經經過 1～ 2 天之儲運配送的生鮮蔬果一定還

要來的新鮮，因此也有「比生鮮還新鮮」的說法。

事實上，不單是蔬果有新鮮與否的問題，肉品亦然。無論是豬肉或雞肉，其屠宰

後屠體會經過一連串的化學反應，包括僵直、解僵等，解僵期肌肉中的腺嘌呤核苷三

磷酸（ATP）會轉化為甜美的黃金賞味，之後還會再因酵素和微生物的作用，最後肉

質將變得不新鮮，並喪失其風味，即使是將肉品以一般的方式冷凍儲存，其結果亦然。

去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廣『台灣黃金雞』時即提出「4�～72小時最佳賞味

期」的口號，鼓勵民眾多食國產雞肉，其訴求點即是進口的雞肉，因經過長時間凍藏

已失去其原有之風味和品質，沒有國產雞肉來得新鮮、好吃。試想，如果我們希望提

供給消費大眾更優質的精緻冷凍調理食品，是否更應該以新鮮的、冷藏的，仍在黃金

賞味期內的肉品原料來製造？

多年前日本知名的冷凍食品業者就以「一次凍結」的概念來行銷其商品，以符合

消費者對於美味與品質的要求，這樣的消費需求和我國頗為相似，而為了強調和顯示

出「一次凍結」的特色，勢必要在原料的取得，以及加工製

程上重新全盤規劃不可。ＣＡＳ協會期待，國內的冷凍食品

加工業者能夠以「一次凍結」的加工方式，採用國產的新

鮮、冷藏肉品為原料來加工製造冷凍調理食品，如此不僅可

以提供國人品質更優、食感更精緻的冷凍食品，對於整體的

農業發展也有所助益。

一次凍結加工，留住食品好滋味
編輯室

■冷凍毛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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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業社會走入

E 世代，隨著東西文

化彼此不斷衝擊融合，

就飲食習慣的改變來

說，國人對「吃」不

再只是滿足生理需求

或要求傳統的美食佳

餚，生活方式也從簡

約邁向了繁忙緊張的

生活步調，每天面對

大量的工作，空閒時

間不斷被壓縮，因此

「重點、簡單、方便」

便成為現代人的處世哲學，而這種生活習慣也反映在每天最重要的飲食上，除了高

度講究速食化外，吃的是否健康？是否方便？更成為現代人對吃的基本要求。因此，

相對於業者來說，如何從食材開始，就能提供給消費者足夠的營養及便利性，才能

佔有商機，博得消費者在選擇上的青睞。

以蔬果為例，根據衛生署國人營養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高達96％的民眾了

解健康飲食的概念，但實際上，仍有半數民眾無法達到每天3份蔬菜、2份水果的建

議攝取量，其中又以外食族的情況又特別嚴重；不過調查同時發現，台灣人攝取蔬

果不足的原因，竟是「懶」得吃水果。所以如果能夠提供消費者「方便」的誘因，

排除民眾「懶」得買、「懶」得動手處理的理由，相信一定能增加國人蔬果量的攝

取；因此，為了解決民眾購買不便的問題，並增加民眾的蔬果攝取比例及購買意

願，衛生署與農委會聯合提倡了「天天五蔬果」計畫，希望藉由連鎖量販店與相關

業者合作，設立販售專區，提供「蔬果組合包」給現代消費者一個方便的選擇。

新鮮蔬果的來源，除了傳統超市及ＣＡＳ吉園圃生鮮蔬果外，ＣＡＳ截切蔬果

也提供家庭主婦一個全新的優質選擇；ＣＡＳ截切蔬菜從冷藏庫取出後，便可直接

下鍋烹煮，不需經過清洗、切菜等繁複手續，實為忙碌的現代婦女省下不少時間。

一般家庭選擇方便的ＣＡＳ截切蔬果，經過一些巧思搭配，同樣也能夠讓家人每日

吃到健康的「天天五蔬果」，規劃全家人的健康。

吃飯好輕鬆  健康帶著走
企劃組 / 莊佳燕

■蔬果套餐組合包（雲林縣新湖合作農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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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天五蔬果」的訊息一傳播，提供了家庭

主婦（夫）如何選擇健康的食物方向，但一句「這

我早就知道」卻常常成為現代人沒有行動力的藉

口，現今推出了方便的新選擇，讓那些「我很忙、

我沒空」的「老外」也能享有健康；根據筆者電詢，

目前經過ＣＡＳ認證的生鮮截切蔬果合作農場、生產合

作社等，也有多家準備在近期內與通路業者合作。也許

不久之後，當您走進量販店、便利商店，只要用少許的金錢，即可方便地購得一天

的健康，屆時將會是上班族的一大福音。為了保障你、我的健康，從現在起，由自

己開始著手，讓「天天五蔬果」不再只是口號，而是國人健康飲食習慣的描述。

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推行至今，一直秉持「建構一條從農場到餐桌

健康優質的飲食供應鏈」的觀念，為ＣＡＳ標章產品嚴格把關，來達到對消費者的

保證與承諾。然而消費者在選擇、使用或保存農產品時仍不免產生一些疑慮。有鑑

於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92 年起委託ＣＡＳ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

協會）執行「推廣ＣＡＳ優良食品」計畫時，特別將ＣＡＳ網站經營與 0�00 消費

者服務專線列為重點工作項目，且由本協會擔任ＣＡＳ消費申訴受理窗口，並請中

央畜產會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等ＣＡＳ技術單位，提供相關專業之技術支援，本

文中特將 95 年度本協會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民眾紀錄，簡略統計與整理謹供讀者

參考。

95年度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消費者服務中心，民眾諮詢或申訴的案件計 30

餘件，受理方式包含電話、信件、傳真及電子郵件等4種，其中電話方式受理佔 62

％，電子郵件佔3�％，並未收到以傳真或信件方式的案件，由此可知 0�00 服務專

95年度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
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民眾紀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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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電子郵件是提供消費者諮詢的主要管道。深入分析後，民眾不採用信件與傳真

之方式，乃由於郵件往返曠日費時，而文件傳真又因消費者較不易取得傳真功能之

電話或設備為其主因。此外，將案件區分為驗證、推廣與企劃等3個類別，分別佔

47％、50％及3％，由此將案件問題可再細分為資訊提供、宣導活動、產品選購、

檢舉、標章申請、產品查詢、資訊技術及網站功能等問題，事實上有許多消費者

所提出之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並極具參考價值的，因此本刊自第4期（95年10月號）

起，開闢「消費者服務」專欄，將當期重要受理民眾紀錄及解答與處理結果登於刊

物中，讓讀者可藉此知悉消費問題動向，並瞭解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所蘊含之意

義，同時也讓ＣＡＳ業者能得知消費者在使用ＣＡＳ產品時之疑慮，進一步提供解

決方案，以滿足消費需求。

本協會再一次提醒消費者，如對所購買之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有疑慮，除可

逕向本協會ＣＡＳ消費者服務專線 0�00-025��� 申訴，或是以電子郵件向 service@

cas.org.tw 提出外，亦可於ＣＡＳ網站中進行產品查詢。如您需要可直接上網下載

ＣＡＳ標章申請、相關規範、品質標準等內容，ＣＡＳ網址為 http://www.cas.org.

tw。本協會及ＣＡＳ標章執行單位同仁，均樂意為消費者解說與服務，期待有更多

的消費者對ＣＡＳ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產品的認同與支持。

96年1月～3月消費者服務中心受理民眾查詢處理查詢處理紀錄
推廣組 / 吳佩珊

日期 消費者詢問事項 解答與處理結果

960110

學校營養師涂小姐來電詢問：

1.學校購買之ＣＡＳ廠商普惠公司之冷凍大排，產品

外紙箱編號013102有ＣＡＳ標章，內包裝沒有完

整密封，也沒有標示，請協會確認是否為ＣＡＳ

產品。

2.若為ＣＡＳ產品，為何內包裝沒有完整密封，衛生

上是否安全，請協會了解及回覆。

1.該營養師所詢問之產品確實為ＣＡＳ產品無誤， 
ＣＡＳ肉品之業務用包裝是容許廠商內包裝袋不

須封口的。

2.ＣＡＳ查驗工作執行時有包含抽驗業務用ＣＡＳ產

品，所以在衛生上是沒有問題的。

960110
960111
960112
960115

宏遠盒餐陳小姐、台北縣營養師公會陳小姐、台北市

營養師公會洪小姐、台北市劍潭國小營養師曾麗鳳，

以上4位來電詢問參觀工廠補助辦法？

已在電話中告知目前計畫仍在審核中，預計今年仍會

持續辦理參觀工廠相關活動，待確定執行計畫後，協

會會將相關活動訊息公告於協會網站，且已請來電者

留下聯絡方式，以便隨後通知活動訊息。

960115
960116
960117
960122
960125

台中成功國小等3所、新竹市建功國中等21所、台南

市東光國小等27所及高雄市獅甲國小等33所學校來

電索取2006年台灣優良農產品專刊。

已記錄並寄出專刊。

ＣＡＳ雙月報  2007年4月 第7期   21

 消費者服務



日期 消費者詢問事項 解答與處理結果

960117
ＣＡＳ廠商浤良公司歐芳榮先生來電詢問，若要參加

2007年香港國際食品展政府單位方面是否有費用補

助？

已於電話中回覆，經詢問農委會和中央畜產會，皆表

示未有相關費用之補助。

960118

關於消費者電子郵件詢問：

1.目前政府法規對於餐飲業的解凍處理方法有沒有明

確的規定？出自何處？

2.如何判定解凍完成？

3.流動水解凍時，有沒有冷凍品/流水量之適當比例

要求？

1.目前法規並未對解凍加以定義或要求，若需了解

有關解凍問題，可參考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出版

之「冷凍食品之原理與加工」鐘忠勇著，S79-9 
P218-228。

2.流水解凍之水比例亦無規定，因需確定水溫及待解

凍之體積、表面積等。

960118 關於消費者電子郵件來信告知在大陸有「台灣美食特

產展售會」活動，請協會推薦優良廠商參加。

以電子信箱回覆，緣於協會並無推薦廠商參加大陸展

覽之業務所以無法參與。

960123 消費者來電詢問，ＣＡＳ網站中查詢不到食米類的

「品質規格及標示規定」，請提供。

1.以電話回覆消費者，食米類之「品質規格及標示規

定」，因農糧署將其與ＣＡＳ食米驗證規範訂在

一起，故難將其抽出。

備註：相關規格及標示，可至本協會網站「ＣＡＳ  
驗證專區」中之「品質規格及標示規定」中查詢。

960130 詢問市售火鍋料有通過ＣＡＳ驗證的廠商？

ＣＡＳ驗證的產品共16大類，如肉品、冷凍食品、

生鮮截切蔬果、水產品、蛋品等皆可作為火鍋料，以

冷凍食品為例，例：貢丸、魚漿製品、餃類皆會有 
ＣＡＳ驗證，因產品種類及品項繁多，購買時請認明

有ＣＡＳ標章，以上產品可在超市、量販店中取得，

如需詳細資料可上本協會網站查詢。

960201
天恩公司詢問目前公司ＣＡＳ驗證產品，歸類於冷凍

食品類，請問ＣＡＳ是否有可能未來會有素食類？因

為，該公司覺得公司產品應屬素食類比較恰當，

1.依據ＣＡＳ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規格及標示規定，

該公司產品歸類為冷凍食品之冷凍素食類製品。

2.2月2日以電話回覆，依目前ＣＡＳ驗證品項之新

增辦法，尚無將素食類獨立為單一品項之規劃。

960212 消費者使用協會網站留言板功能詢問，ＣＡＳ之友會

所舉辦的ＣＡＳ新年有獎徵答 ，可以影印嗎？

以電子郵件回覆消費者，ＣＡＳ之友會會訊中的有獎

徵答可重複影印使用。

960303 消費者陳先生詢問，尚未能於ＣＡＳ網站查詢關於驗

證廠商~卜蜂企業的御品翅產品。

已回覆消費者，卜蜂公司的確有該項產品，並且也有

ＣＡＳ的驗證，經驗證組確認後已加註於協會網站。

960303
消費者蔡小姐詢問，想了解市面上ＣＡＳ驗證產品，

關於肉品類包裝袋上之製造日期與屠宰日期兩者差異

性為何？

選購ＣＡＳ產品時應認明廠商所標示之有效日期。

960306 桃園有機商店林先生詢問，有機青殼雞蛋技術問題。

提供消費者中央畜產會有機畜產品及蛋品負責承辦人

之電話及分機，請消費者直接向該承辦人連繫及詢

問。

960306 批發業者葉小姐使用協會網站留言板功能詢問，    
ＣＡＳ協會是否能請專人引導驗證程序？

以電子信箱回覆，有關ＣＡＳ申請驗證資料可上    
ＣＡＳ網站www.cas.org.tw 查詢 ，或電洽ＣＡＳ協

會驗證組02-2356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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