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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芬蘭Valio極光奶油上市 食物旅行學
北緯60º極光奶香麵包
台法交融台南晶英人氣暢銷

香豬油王用『炸物』
帶你一起去旅行

2020 EUROPAIN
歐洲烘焙展趨勢觀察
綠時尚、隨經濟、鹹零嘴

　本公司通過ISO 9001及FSSC 22000驗證。　本公司香豬油廠符合空氣污染防治法設置許可證(南市府環設
　證字第D0290-00號)及操作許可證(南市府環操證字第D1313-00號）。
　本公司取得台灣食品供應鏈首張RSPO證書。　友善地球環境，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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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不可不知的現今烘焙流行顏色『紫色』。您最近有發現不少『紫色』烘焙產品正

　　　　　悄悄的在流行嗎？『紫色』色彩密碼是正面有情調、藝術氣息、高雅、高貴。現

　　　　　在已掀起紫色食潮，本次講習會運用紫薯、紫米、山藥、紫地瓜，快來跟上這股

紫色烘焙風潮吧！同時鼠年到來，統清烘焙油脂の專家將抓住此『紫色』、『鼠年』商機。

獨家烘焙技術都即將紫『鼠』於你。（2019.12月提案分享）

圖、文：統清行銷課

紫爆提案力
數錢數不盡

統清烘焙油脂推薦

　香豬油王純豬油（15kg/桶）
　 採三重工法：直火熬煮、水煮、精製工藝 
　 採用豬肉最上等的（中油 板油 里肌油）三部位用心熬製
　 省去自榨豬油工時、品質穩定。
　 多項檢驗合格，使用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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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清卡多利亞（25kg/箱）
　 含豐富無水奶油
　 奶香濃郁
　 烤焙後奶香濃郁
　 價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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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極光奶油

　統清Valio蔚優發酵奶油
　 來自芬蘭北緯60度，極光純淨環境
　 LH瑞士乳酸菌發酵
　 文世成師傅推薦
　 3種規格多樣選擇（25kg/5kg/5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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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烘焙誌》由統清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版權所有，非經同意，請勿翻印或取材。※

烘焙職人誌 NO.38

統清公司的創立起源

1991年元月一日，由統一企業公司和國際知名的日清奧利

友集團（NISSHIN OilliO）為主體共同投資，在台灣成立「統清

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目標

經與日清奧利友集團策略聯盟，進行人才培訓、強化研發及

生產技術並引進最新製油設備，製作多種高品質油脂產品，並以

傾聽客戶解決問題為宗旨，不斷改良品質、提供所需，與客戶同

成長並一步步邁向全球化企業遠景。

產品種類及特質

因應近年來多元化產品訴求，在不斷地積極研究開發之下，

陸續推出能縮短操作工時、簡化生產手續、增加烘焙體積、延緩

產品老化、改善麵糰組織、增進原有風味、強化產品特色、提供

多樣風味及功能選擇的酥油、西點琳、瑪珈琳、油炸油、香豬油

等系列產品，滿足客戶求新求變，以及能創造最佳利潤的產品，

為烘焙及油脂業貢獻一份心力。

統清烘焙油脂
官網

香豬油王 職人烘焙誌 香豬油王
料理台灣雜誌刊載

About President Nisshin  關於統清公司

烘焙總監的話

出版日：2020年 03月
本期發刊數：1,600本
刊物發行：統清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林政叡

企劃編輯：何航順、林明學

視覺設計：解構創意      
創刊日期：2010年6月

　　　　020年1月5日，很榮幸擔任統一

　　　　烘焙盃校際烘焙大賽裁判，歷

　　　　時4小時，最終由慈惠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的謝宇涵、江若寧與弘光科技

大學的王繼祥同學與郭莉婷同學，奪得

「評審團大獎」。這次參賽作品中，處

處可見學生們展現絕妙創意，有許多超

乎想像的鹹口味創意麵包，且多數運用

在地食材，巧妙搭配將新穎概念一同帶

入麵包內，烘焙出兼具傳統與創新的不

同風味，令人驚豔。讓學生實現夢想，

有機會實現7-11超商上架銷售，成為烘

焙市場上耀眼的明星商品。

　　烘焙比賽的關鍵，不二法門就是多

練習，才能熟能生巧，越作越好。麵包

發酵過程就像對待一個小嬰兒一樣，要

時時注意他、處處仔細呵護他，同時注

意麵糰的溫度。掌握麵糰的訴求，要具

有口感、彈牙、鬆軟的基本水準。掌握

攪拌的溫度、程度，同時內餡調製，關

鍵是必須要與麵包體搭配。諸多的關鍵

掌握住了，就可以製作出屬於自己的美

味的麵包。希望剛投入烘焙的學子，可

以持續保持此份對麵包的熱情，未來一

定可以在烘焙業展有一席之地。只要消

費者肯定我們做出來的麵包，這就是鼓

勵我們向前邁進的動力。

烘焙油脂の專家

在台灣的MOF大師
統一麵粉、統清油脂烘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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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長崎紅蛋糕

　　延續以經典長期蛋糕工法，

加入紅薯粉、紅麴粉元素，顏色討喜適合祝賀送禮。

姆紫薯燒

　　使用統清Valio蔚優發酵奶油，油而不膩，奶香濃   

郁，加入蘭姆酒提香，紫色小巧精緻，適合當伴手禮。

橙紫蔓越莓蛋糕

　　圓型外型非常討喜，加入橙絲、蔓越莓、橙酒、深

受女性朋友喜愛。使用統清卡多利亞為奶油香基底，All 

in one 作法簡便又不易失敗，推薦給乎焙業者。

紫瓜杏仁派

　　紫薯芋泥與統清卡多利亞，主餡以5:1黃金比例混

搭，搭配船行餅乾殼，得到最佳酥脆又帶濃郁芋香層次

口感。

紫屬芋你

　　麵糰採直接法，類似丹麥手法3折一次整形，此配

方吐司口感較濕潤，立體造型有別於一般吐司，每一口

可以吃到極光奶油的幸福滋味。

西
點
職
人

麵
包
職
人

極光奶油

極光奶油

極光奶油

封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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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酒紫米烤培根起司

　　麵糰採歐包作法，加入紅酒提香，同時加入南瓜子

葵瓜子，以純豬油取代奶油一起攪拌橙麵糰。內餡搭配

高含量核桃，再加一些黑胡椒粒，襯托出烤培根風味。

高達起司山藥牛乳麵包

　　法式老麵工法製作，每一口彈牙又有麥香。麵糰

裡的統清卡多利亞與高達起司，可充分吃到溫潤奶香

味，及如同奶油般的乳香味，最後加入山藥奶油餡。

烤焙前表層灑上高溶點起司，是起司控不可錯過的一

款麵包。

紫米紅茶

　　老麵工法製作，麵包體扎實彈牙含麥香，麵糰加

入紅茶葉引香；內餡加入紫米餡，適合推薦給喜歡紅

茶香及養生族群。

1 煎、煮、炒、炸，皆適用。
2 香豬油王，通過食品檢驗項目合格，食品安全有保障。  
3 嚴選豬脂、中油、板油、里肌油三部位。
4 獨家專業冷捏設備，油性Q彈好操作；懷念古早味再現。
5 食品級鐵桶，通過合格檢驗。

6 不添加：防腐劑、香料、乳化劑。
7 香豬油工廠取得驗證：
  ．ISO9001、ISO22000驗證
  ．臺南市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南市府環操證字第D1313-00號）
  ．臺南市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南市府環設證字第D0290-00號)

製造流程影片 檢 驗 報 告

　　　　   
植物油(棕櫚油)、豬脂(熬製)、抗氧化

內 容 物   劑－維生素Ｅ(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

　　　　   油)

重量/狀態   15kg固態

香氣強度

保存期限   8個月

特      性
   1.適合油炸及一般料理  

　　　　   2.需較高硬度操作性產品

訂購代號   4710947081289

耐炸、穩定

經典風味再現

　　　　   
植物油(軟棕油、大豆油)、豬脂(熬製)

內 容 物   、抗氧化劑－維生素Ｅ(混合濃縮生育

　　　　   醇、芥花油)

重量/狀態   15kg、10kg液態

香氣強度

保存期限   8個月

特      性
   1.適合油炸及一般料理 

　　　　   2.液態操作性產品

訂購代號
   4710947081296/15kg

　　　　   
4710947081302/10kg

保存期限   8個月

特      性   產品塑性佳具良好操作性

訂購代號   4710947081272

　　　　   
豬脂(精製、熬製)、植物油(棕櫚油)、

內 容 物   抗氧化劑－維生素Ｅ(混合濃縮生育醇

　　　　   、芥花油)

重量/狀態   15kg固態

香氣強度

三重工法
（水煮、火熬、精製）

懷念的古早味

內 容 物
   豬脂(精製、熬製)、抗氧化劑－維生素

　　　　   Ｅ(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

重量/狀態   15kg固態

香氣強度

保存期限   8個月

特      性   1.純豬油產品 2.古早味豬油香氣

訂購代號   4710947081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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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
加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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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劑(

維
生
素
E)

，
增
加
產
品
保
存

系列

R

統清產品不含『不完全氫化（部分氫化）油』，符合政府食品法規，請安心使用。

　本公司通過ISO 9001及FSSC 22000驗證。　本公司香豬油廠符合空氣污染防治法設置許可證(南市府環設
　證字第D0290-00號)及操作許可證(南市府環操證字第D1313-00號）。
　本公司取得台灣食品供應鏈首張RSPO證書。　友善地球環境，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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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有機吐司（Pain de mie）等，以平實不浮誇的價

格，成了法國，特別是巴黎民眾的上選。每項有機產

品，我們都能在包裝找到這個亮綠色的有機LOGO，

是當前法國人點綴家裡廚房最時尚的味覺元素。身體

吃下有機的東西，是不是能夠立刻有甚麼不一樣的感

覺，我們不能明確知道；然而，在挑選這個時尚綠圖

騰LOGO的同時，這個消費行為已經被塑造成一種對

現代生活的態度。

　　．剩餘麵包的美味再生

　　在這個環保意識濃厚的時代，法國的

烘焙產業也開始思考，如何為環保獻出一

己之力。商家因此開始流行使用再生材料

製成的外帶紙盒、紙盤或杯子。每天，如

果有沒賣完的麵包，如今也可將它們放置

於一個新開發的機器內，將麵包攪碎，轉

製成香酥可口又美味的餅乾，讓昨天的浪

費，成為當下的好吃新商品。

2.隨經濟商機：社群媒體不可少
　　要在競爭激烈的烘焙產業裡生存下

去，商家就無法不去正視社交軟體的重要

性，畢竟在這個時代，誰掌握了社交軟體

的脈動，誰就掌握了大部份的消費客群。

這樣子的觀念，當然也影響商家販賣麵包的方式。在

法國，Instagram比Facebook受歡迎，而Instagram比

Facebook更為注重視覺圖片的呈現；最近新推出的

Story功能，更是促進了影片形式的宣傳手法。這讓麵

包師傅即使在閒暇時間，也得進一步學習如何將他做

的麵包拍成好看的成品：準確標籤（Hashtag / #），

讓想吃某種特定麵包的顧客能無意間找到你的店；呼

應健康潮流，用最天然、自然的方式為麵包或糕點增

添鮮艷的視覺顏色，讓顧客起先被網路吸引，前來購

買回家，品嚐過後也不會失望，順利成為回頭客！

3.鹹零嘴風潮：東方飲食文化的影響
　　鹹零嘴（Snacking），指的是會在麵包店裡販賣

的比薩、三明治、鹹派等產品，法國消費者對這類產

品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讓麵包師傅們意識到，如果只

是專心把基本的傳統麵包例如法棍做好是不夠的，他

們勢必得多花點心思，在鹹零嘴的開發上頭。

　　正因為網路的興起，西方消費者更能簡易地得到

關於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飲食資訊，造成東方的飲食文

化在法國烘焙產業掀起了一股潮流。舉例：抹茶運用

在抹茶千層蛋糕、抹茶麵包、抹茶拿鐵等相關產品，

成了巴黎布波族爭相照相上傳IG的主角。這個趨勢，

更是反應在法國鹹零嘴的風潮當中。

　　因為東方文化的影響，讓他們傾向於將鹹零嘴越

做越軟、越小，並提供多種口味的選擇。法國MOF麵

包師傅Joël Defives和Thierry Marx合作，遠赴日本，

開發Bread-Maki，用手卷的概念重新發明三明治：先

將薄片吐司煎熟，內包炒牛肉、炒蔬菜（熱食版

本），或內塗一層白奶酪，鋪上沙

拉和煙醺鮭魚（冷食版本），然後

將吐司往內捲，捲成圓筒狀。這樣

對三明治的新式吃法，帶回法國，

便立刻掀起廣大消費者的注目。

特別花絮：國家的烘焙大軍

　　法國海軍今年在Europain設攤，為的是招募法國

十六歲至三十歲的青年，接受專業麵包訓練，成為長

駐法國海上艦隊的麵包師傅。試想看看，在做麵包的

同時，還能追隨國軍航海、環遊世界！國軍也因為你

的付出，吃到健康又好吃的麵包，不僅是在提供軍隊

戰力的根本，也是最美味的愛國行為啊！

1.綠食尚兩區塊：健康有品味、再生又好吃
　　．選擇健康＝時髦品味 

　　走在巴黎街頭，時不時就會經過有機超市；就算

是普通超市，各式陳列架上，有機產品的市佔率，也

明顯地越來越提升。在這個把健康當作時尚的年代，

法國肉類、乳製品、蔬菜、零食、咖啡與茶等產品的

經典大牌，紛紛推出有機的選擇，麵包也不例外。標

榜使用有機麵粉、有機原物料作成的麵包如有機法

 

2020 EUROPAIN

撰文：編輯部 巴黎特派Alice HUNG

綠時尚、隨經濟、鹹零嘴等三大商機

2020 EUROPAIN
歐洲烘焙展趨勢觀察

極光奶油Valio母公司在今年歐洲烘焙展，來自芬蘭北緯60度的新鮮乳源，空氣清新、土地無污染的自然環境。由統清獨家代理

巴黎網紅店的IG，把烘焙打造成攝影藝術（翻攝自Instagram）

圖、文：編輯部 巴黎特派Alice HUNG

Bread-Maki
參考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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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清Valio蔚優發酵奶油

與最低人口密度的芬蘭產區，生乳原料檢測也是最少

抗生素含量。Laurent Delcourt主廚突破法國吐司不包

餡的常規，與文世成師傅合作的「香蔥乳酪吐司」，

麵糰帶有明顯歐式麵包的Q彈嚼勁感，特別包進台灣

人喜愛的蔥花起司內餡，更將純牛奶取代水混入麵

糰，並利用「統清Valio蔚優發酵奶油」的豐富奶香

味，提升整款香蔥乳酪吐司的後韻奶香。

入口奶味與殘香 有別於市售產品
　　文世成師傅說：「當麵包配方需要使用比例高的

奶油時，更需要好品質的奶油。」Laurent Delcourt主

廚利用布里歐修的麵糰，製作奶油比例高達47%的

「柚香布里歐」，高比例的奶油可以讓麵包口感更為

鬆軟，並擁有濃郁奶香後韻。Laurent Delcourt主廚將

法國人最愛的馬卡龍脆殼，設計在柚香布里歐外層，

並鋪滿杏仁片與撒上糖霜，一口咬下，酥脆表皮與帶

有層次鬆軟的麵包體，撲鼻而來的是濃郁柚子香記

憶，文世成師傅直說：「此款高奶油比例的麵包最能

展現『Valio蔚優發酵奶油』的北歐香氣層次」，世界

冠軍奶油能讓麵包前味記憶點與後韻殘香性更有別於

市售產品。在研發烘焙過程中，Laurent Delcourt主廚

也發現：「在製作高油脂產品，這款奶油讓麵糰穩定

性較高，烤焙之後也不容易縮腰塌陷」。

　　原來好的奶油帶來的不只是絕佳風味與質感，也

有助於烘焙操作的進行。

獨特北歐發酵風味

　　平時文世成師傅是如何判別好的奶油呢？文世成

師傅分享判斷好奶油時的祕訣：「要感受奶油入口的

喉韻是否舒服自然而且不油膩，因為真正的好奶油會

自然釋出天然奶香味」。特別使用瑞士乳酸桿菌

（Lactobacillus helveticus）發酵的「Valio蔚優發酵

奶油」，有別於一般奶油，因為其經過一段時間發酵

熟成，在發酵奶香風味上會更加豐富，口感也更柔軟

細緻，文世成師傅分享：「Valio蔚優發酵奶油在冷藏

環境下拿出來塗抹餐包或吐司，更能體現這款北歐奶

油不油膩又輕盈柔和的發酵味道。」「Valio蔚優發酵

奶油」奶油脂肪含量超過82%，高油脂的特性用在起

圖、文：統清/行銷課

全世界每人飲用最多牛奶的國家就在芬蘭，從芬蘭人

愛喝牛奶的日常習慣，可窺見芬蘭人對於乳品的重視

程度。因應消費者對於高品質食材的需求，統清公司

特別引進芬蘭「Valio蔚優發酵奶油」，Valio是芬蘭家
喻戶曉的百年歷史乳品企業，在2018年世界大賽中無
鹽奶油組，Valio蔚優發酵奶油更擊敗30幾種競爭品牌
奶油，成為眾所皆知的世界冠軍奶油。

酥類的烘焙產品更是錦上添花。在更重視生活質感的

市場即有使用這款「Valio蔚優發酵奶油」在需要裹油

摺疊的可頌麵包上，其入口清爽但後勁濃厚的乳香味

深受法國當地消費者喜愛。

看極光的奶油讓麵包更與眾不同

　　最後一款「紫米桂圓麵包」的麵糰使用文師傅所

提供的配方，內餡由Laurent Delcourt主廚與台南晶英

中餐團隊一起討論研發，過程中分別嘗試熬煮五種不

同的內餡，最後找出紅豆、龍眼、紫米與糖的完美比

例，以法式圓潤外型搭配經典中式甜品內餡，成為這

次中西合璧的紫米桂圓麵包。首先入口奶油不會搶內

餡風味，尾韻又可感受到細膩濃郁奶香氣息，充分呈

現五餡的美好氣息。

台法主廚攜手聯名即刻上市

　　這次統一集團UniBread團隊與台南晶英酒店烘焙

坊的業界交流合作，特別利用來自北歐芬蘭最純淨的

極光環境，擁有專屬農場與嚴格控管的「Valio蔚優發

酵奶油」，共同研發出以上三款散發極光奶香味的麵

包，讓麵包以更與眾不同的風味呈現，並於2020年一

月在台南晶英酒店外賣中心搶先上市，讓消費者搶先

嘗到極光奶油的美味。交流合作，創造出有別於一般的法國麵包。發酵奶油

對於法國人來說是最不可或缺的食材，無論是麵包或

料理都會使用大量的奶油，法國人更將奶油發揮的淋

漓盡致。Laurent Delcourt主廚在得知Valio蔚優發酵

奶油的產地後說：「當知道Valio蔚優發酵奶油是在北

歐製造的，第一印象就是品質值得信賴」。「Valio蔚

優發酵奶油」乳牛生長在看「極光」的環境，以純淨

的牛乳製成高品質的奶油，產品特點來自於最少汙染

北緯60º 極光的純淨牛乳世界冠軍極光奶油
　　統一集團UniBread團隊由文世成師傅領軍，與台

南晶英酒店的法籍西點行政主廚Laurent Delcourt合

作，使用世界冠軍「Valio蔚優發酵奶油」攜手製作三

款麵包，希望透過台法口味的交融，共同創造出濃郁

冠軍奶香的麵包。在飯店擁有數十年經驗的法籍主廚

Laurent Delcourt，發現台灣人口味隨著時代改變，歐

式麵包與台式麵包受歡迎的程度不相上下，這次業界

極光麵包、極光吐司 台南晶英暢銷

看著極光長大的奶油

新永安新聞－
飯店．麵包跨界合作
力推極光麵包搶先亮相

花露露の花花世界 ELLE TAIWAN

統清Valio上市記者會（2020年1月20日）於台南晶英酒店

紫米桂圓麵包(左)／柚香布里歐(中)／香蔥乳酪吐司(右)

台南晶英酒店法籍西點行政主廚羅倫（左
），攜手文世成師傅領軍的統一集團世界
級烘焙團隊，共同研發「極光麵包」。

各大知名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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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用油首選「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

香豬油王

液態酥炸油

炸物首推用
油

　　卜肉手藝傳承至第二代，已是民國初年，第二代接

班人是位總舖師，卜肉因此成為宜蘭辦桌菜餚之一。辦

桌前，總舖師會開菜單，當時使用日文是很敏感的事

情，卜肉是用油炸的肉，自然而然以台語「爆肉」稱

之，爆肉填上菜單筆劃多，所以寫上音譯的「卜肉」

沿用至今。現任經營者第四代黃先生分享他接班後的

故事，三星鄉在以前不是熱鬧的地方，天送埤味珍香

通常是做太平山林場伐木工人下班後的生意，太平山

林場事業關閉後，客源減少，黃先生面臨到是否繼續

經營店面的課題。隨著媒體開始報導太平山、清水地

熱等景點，天送埤味珍香因此水漲船高，順勢繼續經

營，卜肉成為宜蘭三星在地美食的代名詞。

卜肉 清爽不油膩的秘訣

　　卜肉是選用豬大里肌肉，經過去筋、去肥肉的處

理，才細切成易入口的條狀，醃製後再沾上麵糊，經

過二次油炸而成。以統清香豬油王調合油和液態酥炸

油做為油炸用油，第一次定型，第二次則是高溫油

炸，煮熟食材的同時逼出油脂，使卜肉吃起來清爽不

油膩。

　　現在菜單上的卜肉，還有混合高麗菜、紅蘿蔔和

九層菜一起油炸的炸蔬菜，金黃炸物有著酥脆口感，

還保留了蔬菜的原汁原味。炸蔬菜的料理關鍵在用

油，若油品不耐高溫，容易將蔬菜炸黑，影響食物美

觀；要呈現引人食慾的色澤，則容易炸軟，讓炸蔬菜

的口感略遜一籌。黃先生透露，以統清液態酥炸油做

為卜肉油炸的主要用油，油品穩定性高、發煙點也較

高，飽和脂肪酸含量高，不易被氧化分解，適合長時

間進行高溫油炸。統清液態酥炸油精選三部位（中

油、板油、里肌油）豬脂熬製豬油，其特殊脂肪酸組

成，提供多層次豐富香味與極佳酥脆性。讓炸物在高

溫油炸時，兼顧外觀和口感。除此之外，經液態酥炸

油油炸後，炸物附著古早味豬油香氣，這也是黃先生

一試成主顧的原因。

減少客人等待時間 提升營業額

　　先前劣質油品事件連環爆發，以炸物為招牌的店

就得更小心挑選用油，黃先生回憶當時，因為找不到

可以信任的油品而自煉豬油，經過三個月的努力，他

發現自煉豬油的量遠遠不及所需的用量，不只費工耗

時增加經營負擔，購買豬肉來提煉豬油，常常不知道

使用的豬肉部位，影響豬油和卜肉的品質。

　　統清公司是有商譽的大公司，香豬油工廠取得多

項檢驗合格證明，更重要的是，嚴選豬脂，再以「三

重工法」提煉豬油，透過直火熬煮、水煮熬製和精製

工藝，煉出傳統豬油香氣的高品質好油，使黃先生能

安心選用。天送埤味珍香高頻率的大量油炸作業，假

日一天就需要換六至八次油。首先，換油要等油鍋的

油溫降低才能倒出，在新油入鍋前，還要先將鍋子表

面清理一番，才會倒入新油，等一段時間新油加熱到

足夠溫度時，才能進行卜肉的料理。

　　黃先生表示，店裡為了維持炸品品質，堅持使用

新鮮的油炸油，每次換油會暫停卜肉油炸作業十分鐘

至十五分鐘，在用餐黃金時段，等待換油時間加上前

面點單的製作，一盤卜肉要等上一小時都是常見的事

情。客人飢腸轆轆，為了卜肉遠道而來，卻要等待一

個多小時，常常因此作罷。黃先生強調，自從使用統

清香豬油王系列油品，品質好的油脂能減緩油品衰

敗，減少換油次數，省油之餘，也能縮短客人等待卜

肉的時間，而帶來更多的銷量。

　　天送埤味珍香的卜肉，沿襲曾祖父輩的美味，輕

盈酥香外皮下，肉質纖細的嚼勁和甜味，下回經過宜

蘭三星可別錯過。

圖、文：統清行銷課

宜蘭三星鄉天送埤味珍香人聲鼎沸、座無

虛席，與一路寧靜景色成了反差，不少人

慕名而來，就為了桌上那盤「卜肉」。

代代相傳 宜蘭三星在地美食

　　代表宜蘭三星美食的「卜肉」源於日治時期，天

送埤味珍香第一代老闆吳秀在日本料理店工作，因緣

際會認識一位日本師傅，教授他製作天婦羅，而以豬

里肌肉為食材製作卜肉，開啟天送埤味珍香八十餘年

的好滋味，那時候卜肉是以「天婦羅」的日文名稱為

名。

三星卜肉 用油心法

天送埤味珍香

三星卜肉 用油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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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感，例如：炸排骨酥、炸鹹酥雞、炸雞排之類。拜

訪觀光景點、或是夜市，人們除了拍了很多紀念性照

片以外，旅遊的當下就是要品嚐這些美味的炸物，讓

心情留下愉悅好心情。統清烘焙油脂の專家，在旅展

現場就是以此為主軸提案『油炸油』示範分享予業者

參考，同時現炸『雞米花』、『薯條』、『雞塊』 與

進場的民眾分享炸物美味。同時只要參與體驗試吃炸

物活動，統清與統一渡假村結盟合作，現場舉行有獎

徵答活動，抽出泡湯券與民眾互動，場場體驗人潮熱

絡不間斷。

炸物的香酥脆 關鍵在用油
　　統清展區中，現場展演炸物與進場民眾分享，同

時分享炸物之『油炸油』選用關鍵。透過現場主持人

與民眾互動，以及統清公司專業研究人員分享炸物香

氣。很多人會認為老油炸的鹽酥雞會比較香，但是隨

著長時間在高溫狀態的油，總極性化合物增加、過氧

化價提高，導致油質逐漸劣

變，品質愈來愈不好，而且

會讓炸物容易吃油，最後吃

進肚的是更多劣質油品。統清已有眾多客戶，有別於

大部份傳統小吃店僅使用單一油種進行油炸，除了使

用植物油，同時還使用「統清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

」，因為其帶有傳統豬油古早香氣，讓炸物更酥脆，

也更能有足夠香氣。不易吃油，油品不易變質，降低

吃炸物的負擔，更能享用炸物的美味。

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獲itf最佳展館獎
　　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榮獲itf本屆旅展「最佳

展館獎」。本次知更鳥蛋淡藍綠的統一集團烘焙生活

美學館，不僅設計具有藝術美學價值、木作硬體可重

複使用的友善環境、各展攤活動豐富多元也讓參訪民

眾非常喜愛。經參訪民眾票選與評審，獲得本屆旅展

「最佳展館獎」。這次特別出動現烤、現作等專業硬

體機具與上百人團隊，透過五感體驗帶給37萬逛展來

客獨具品味的烘焙生 活美學。

統清油脂展現油炸油提案力，讓民眾體驗油脂與炸物的美味關係。

首度進駐全台最大規模旅展首度進駐全台最大規模旅展

台灣食物旅行學台灣食物旅行學

香豬油王用『炸物』

帶你一起去旅行

以吃食帶你

當個在地人

品味在地好心情

圖、文：統清行銷課

　　　　　台最大烘焙銷售通路的統一

　　　　　集團串連10個品牌。首次參加

　　　　　2019年11月8日（五）∼11日(一）

ITF台北國際旅展，於南港展覽館4樓，佔地405平方

公尺，為4樓最大參展單位。參展單位為10個品牌：

統一渡假村、左岸咖啡館、昂舒巴黎、統一麵粉、統

清油脂、Cophi、CITY CAFE現萃茶與珍珠飲品、統

一麵包、統一蛋糕屋、Semeur聖娜。佐以小提琴音樂

現場演奏，從視覺、味覺到聽覺，讓民眾盡情感受烘

焙咖啡饗宴，讓消費者到「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

」能吃喝玩樂一次滿足，成為最暖心的旅展好去處。

香豬油王用『炸物』

讓旅遊每一刻更美味

　　談到旅遊觀光景點、或是夜市，炸物一定是最受

歡迎的小吃，也肯定是大排長龍的美食攤位之一，炸

物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現點現作、香氣、酥脆

全

統清2019旅展
統一集團烘培生活美學館

2019 ITF台北國際旅展
統一旅展紀錄片

「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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