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稱         統　　編

姓　　名         電　　話

報名場次
□嘉義場11/12(四) □屏東場11/19(四) □台南場11/24(二) □高雄場11/26(四)
□台中場12/01(二) □台北場12/03(四) □台東場12/10(四)

報名方式：請直接洽各區聯絡人，或傳真06-2534698報名。
報 名 費：2000元/1位，或購買等值商品。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報名聯絡人/電話

謝昌叡 0918-165-884

高志昇 0934-330-085

林建發 0913-632-220 

黃炯中 0923-692-429

洪家祥 0911-068-882

楊震杰 0960-628-010

吳侑霖 0939-934-509

解鎖人氣烘焙暢銷商品

　時　　間

11/12(四) 
18:00→21:00
11/19(四) 
18:00→21:00
11/24(二) 
18:00→21:00
11/26(四) 
18:00→21:00
12/01(二) 
18:00→21:00
12/03(四) 
18:00→21:00
12/10(四) 
17:30→20:30

場　 次

嘉義場

屏東場

台南場

高雄場

台中場

台北場

台東場

　 地　　點

嘉義吳鳳科大

裕軒食品(潮州)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旺來興(本館店)

裕軒食品

東方聚利食品
工業有限公司

公東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地　　址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號花明樓 TA909室

屏東縣潮州鎮太平路473號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
烘焙示範教室LT207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151號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
20-2號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
392巷32號
台東市中興路一段560號
(餐飲科 實習工廠)

生乳酪蛋糕
香芋椰奶蛋糕
蜂蜜蕾夢瑪德蓮
白玉酥餅

布里可頌維也納
芬蘭極光果餡麵包
香蔥起司三重奏

沙茶燻雞麵包
第戎芥末培根麵包
炸菠蘿紅豆核桃

統
清
烘
焙
麵
包
首
席

賴 

彥 

良 

師
傅

統
清
烘
焙
麵
包
首
席

廖 

銘 

政 

師
傅

統
清
烘
焙
西
點
首
席

郭 

錦 

溪 

師
傅

＊（開場前30分報到）

　　由統清公司烘焙技術服務團隊，提案當今

流行烘焙名店暢銷商品，從原料到配方不藏私

公開。講師們解鎖分享，韓國知名炸菠蘿、台

灣風味乳酪糕點、排隊名店蔥花麵包、伴手禮

小酥餅⋯等人氣烘焙暢銷商品。

　　另外還會特別邀請業界知名師傅，加碼提

案令人驚艷的質感烘焙！統清公司以專業、傳

承的烘焙技術服務，每項產品皆可立即商品

化，歡迎各位烘焙業者蒞臨參加。

Vol.40 2020

天然奶油最佳對策
極光發酵風味烘焙新品

30永續、專業傳承
統清30週年-烘焙服務半甲子

Valio極光奶油DIY烘焙
一起手作幸福極光

舞蹈中的女孩（使用Valio極光奶油、統一麵粉）－王柏峰選手

10

準決賽-6強出爐
王柏峰、邱宏宇、徐銓蔚、黃佳政、黃鈺翔、賴昱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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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王準決賽6強出爐

未完待續

在挫折前堅持 要當愛女的英雄

邱宏宇 帕莎蒂娜

　　「想要讓我女兒知道說，爸爸很喜歡做麵包，很

愛做麵包，很會做麵包，想要表現給她看，成為她的

英雄。」今年四十一歲的邱宏宇，年輕時的理想本來

是成為一位體育老師。

　　「一開始覺得烘焙，就是做好吃的美食給大家

吃，可是等到親身踏入這行業之後，完全是兩回事，

一開始很有熱情，可是很快熱情就被澆滅了。」三言

兩語，邱宏宇向我們展現了烘焙產業的辛勞。

　　他是怎麼熬過最初的挫折的？「堅持啊！就是堅

持。就像比賽一樣，一定要有信心，沒有信心就不會

來參賽。」一晃眼，在烘焙界也堅持了16年。現在，

他已是高雄帕莎蒂娜餐飲的烘焙主廚。

　　為了成為女兒的英雄，接下來的比賽，他要全力

以赴。

柏峰、邱宏宇、徐銓蔚、黃佳政、黃鈺

翔、賴昱銓。在9/9號的 2020UniBread 烘

焙王麵包大賽準決賽裡，他們擊敗了其他

對手，取得了參與決賽的資格。這些選手裡有名店的

主廚，複合式餐飲的經營者、也有初次參賽就一鳴驚

人的選手。

　　有人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最初就是餐飲科的高材

生；也有人屢經波折，最終才踏進烘焙產業。他們最

初的心路歷程是什麼？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年輕的師傅

們決定參賽，追逐前往法國的夢想？對即

將到來的決賽，他們此刻的心情又是如

何？

　　我們在準決賽的現場快速突擊，訪問

了這六位選手，一起來看看他們

的經歷，以及對決賽，對身旁勁

敵的看法。

賽場上的初生之犢，神秘的獨行者

王柏鋒 茶天下 主廚

　　1991年出生的王柏鋒，到高中為止，都就讀餐飲

相關的科系。「那時候沒有繼續走（烘焙這條路），

等到退伍以後才回來。」重新踏入烘焙產業的柏峰，

現在任職於自家開設的茶天下工作室。在這次的參賽

選手裡，他自認是唯一一位沒有名店資歷，或大師傅

親授的選手：「因為烘焙王是我認知的，唯二以國手

身份去法國比賽的烘焙項目，所以就想來試試。」

　　我們問他，是否有在意的勁敵：「佳政，是這

次很強的敵人。」言簡意賅，柏峰給了我們這個答

案。初次參賽，順利入圍，在接下來的賽事，他會

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表現？

王

屢戰不輟，不放棄的挑戰者

黃佳政 莎士比亞烘焙坊 主廚

　　1992年出生的佳政，已經是第三次參與烘焙王的

比賽。在上一屆賽事，他最終取得了第二名的佳績，

離夢想只差一步。

　　因為對烘焙的喜愛，學習路上一路都是烘焙相關

科系，即使如此，在大學時他也一度猶豫過自己的生

涯選擇：「一開始我對烘焙是非常、非常有興趣的。

決賽選手介紹

勇敢的逐夢者們：

用烘焙傳播快樂，夢想的小飛俠

賴昱銓 彼得潘烘焙坊 主廚

　　「入圍與否，我覺得是其次，但是我更希望是參

加比賽，看看這段時間的練習，讓我獲得了什麼能

力。」在採訪開始時，這位年輕的主廚就給了我們一

個和其他選手截然不同的答案。

　　大學，他是汽修科的學生。「因為認識了烘焙的

朋友，看到他每天在做的時候，因為溫度、濕度不

同，一個產品會有不一樣的狀況發生，感覺很有趣，

就開始跟他一起研究。」最初只是興趣，接下來就成

為了職業。在賴昱銓的眼中，烘焙是一個非常迷人的

謎團：「更想要了解，麵包的世界到底是怎麼樣的狀

況，所以我就進來（這個產業）了。」

　　這是他第三次參加烘焙王麵包大賽，也是第一次

入圍決賽。但不管在哪，這位主廚似乎都下定了決

心，要用自己的作品，將快樂傳播出去。但是進入大學之後會發現說，其實學到的，跟我期望

的好像不太一樣。」

　　曾經迷惘的年輕

人，現在是高雄麵包名

店莎士比亞烘焙坊的

年輕主廚，第三次

參賽，他的目標

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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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參賽烘焙小將，入圍決賽

黃鈺翔 拾良麵包所 麵包組組長

　　「有信心入圍。」鏡頭前得黃鈺翔，似乎有些靦

腆。

　　曾是科技新貴，在機緣巧合下進入烘焙店，六年

左右的烘焙資歷，是這次參賽選手中最淺的，但他成

功脫穎而出，殺入決賽。「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比賽，

會希望說，透過比賽的驗證，給自己一些肯定吧。肯

定自己、磨練自己，挑戰自己的一個過程。」

　　他所任職的拾良麵包所，去年九月才剛開幕，這

間去年在三重開業的復古咖啡店，在當地似乎已累積

起了相當不錯的評價與客群。

　　決賽時，這位小將會為我們呈現什麼驚喜？

不僅是工作，經驗的收藏家

徐銓蔚 嘎嗶惦 Carpe Diem 主廚

　　這是徐銓蔚第二次入圍烘焙王麵包大賽的決賽。

與兩年前相比，他顯得更加穩重。

　　十八歲開始投入烘焙與餐飲業，從學徒一路累積

到主廚，他如何看待烘焙？「當你熱愛這個職業的時

候，不會只把它當成工作。你希望把產品每項都是細

節，都做到最好，然後我們才會想說，來這個舞台看

看，展現自己的實力。」

　　如何看待這次比賽？「希望說，每一次參加比賽

都有進步，那藉由每次參賽去觀察說，上一次我的缺

點在那邊，這次更精進一點。也可以在這個舞台上，

吸收到更多未知的元素。」踏實的累積經驗，學習他

人的長處，似乎是這位烘焙師傅保持熱情的訣竅。

　　在上一屆的決賽，他最終未能得名，與其他兩位

選手一起並列優勝。這一次參賽，也順利晉級決賽

圈，他能否比前一次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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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業者與國際趨勢接軌決心。

複合式人造奶油，完美結合 

　　極光發酵風味人造奶油是一種複合式人造奶油，

含有來自芬蘭“Valio”蔚優發酵奶油，這是一個著名

乳製品，於2018世界大賽中“無鹽奶油組”打敗其他

30個著名奶油，獲得冠軍頭銜。因此極光人造奶油有

著新鮮奶油香氣和牛奶風味，不僅建議用於烘焙產

品，可為您的麵包與甜點增添風味，還具有良好烘焙

操作性，與麵糰有絕佳融合度，打發製作內餡產品，

化口性極佳，可以全方位用於麵包揉捏、蛋糕與烹飪

上。此外它是一種低反式脂肪酸產品，但其含有水

分，不適合油炸使用。

精選瑞士乳酸菌（Lactobacillus helveticus）發酵，留

香持久，口感細膩綿密，是各國糕點師傅最愛。此產

品帶來醇厚香氣也使極光發酵風味人造奶油帶有天然

發酵奶油香氣。

無添加人工色素、人工香料

　　自2011年塑化劑事件，到後來2013的油品事件，

無添加產品銷售突然開始大好，近年來“無添加產

圖、文：統清/行銷課

北歐Valio蔚優發酵奶油天然香氣
　　　　　自北緯60度“芬蘭”，有著最少污染，最

　　　　　乾淨淨土，沒有抗生素殘留與過敏原污染，

　　　　　孕育出Valio蔚優最純淨牛奶，產出Valio蔚

優最佳奶油。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漫長而寒冷冬季

（低溫可達-30），而夏季生長季節短（105-175天）

但日照非常長（最長達19小時），造就牛隻獨特的乳

脂結構，成就Valio絕佳風味冬日奶油（Winter butter）。

品”已為食品發展趨勢，消費者在追求美味食物同

時，也開始注重食品成分，過多人工化學添加合成添

加物（Artificial）也開始被大眾所排斥。統清公司了解

消費者需求，在新品“極光發酵風味人造奶油”無添

加人工色素、人工香料或轉基因農產品衍生的成分。

RSPO MB 植物油使用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RSPO）

「棕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是在2004年成立的環保

團體，所在地位於瑞士，提倡綠色棕櫚油，對生產者

制定一系列標準，要求產品必須符合「永續發展」，

包括禁止砍伐處女林地種植新作物等，如此可以幫助

棕櫚油產區減少棕櫚油種植過程中對環境和社區帶來

的負面影響。「棕櫚油永續發展圓桌組織」目前已有

超過4000個會員，其中包括棕櫚油生產商、棕櫚油加

工商、消費品製造商、貿易商、零售商等。極光發酵

風味人造奶油特別使用 RSPO MB 等級之棕櫚油，共

同為地球環境永續盡一份心力，展現台灣食品業與烘

天然奶油最佳對策
北歐LH乳酸發酵香氣＋熱帶雨林RSPO植物油＝

來

統清新品“極光發酵風味人造奶油”
是國內第一個結合“歐洲進口天然發酵奶油”與“植物油脂”之人造奶油產品，
擁有發酵奶油香氣與植物油良好操作性。

研究專欄-極光發酵人造奶油

統一高筋麵粉NO.2  
細砂糖   
全蛋   
食鹽   
全脂奶粉   
乾酵母   
統清極光發酵風味奶油 
冰水   
法式老麵   
煉乳   

枝豆餡   
玉米粒   
比薩絲   
白胡椒粉   
黑胡椒粉   
紅辣椒   
毛豆仁   
食鹽  

1000克
120克
120克

12克
50克
12克

140克
560克
400克

50克

350克
460克
230克

6克
4克

96克
120克

3克

麵　　糰

枝豆鮮蔬餡

枝豆鮮蔬極光奶油吐司

圖、文：統清研究 陳微樺

(15kg/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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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清30週年回顧

6場，每年合計有12場。此時為提升深入服務客群，更

結合統一公司麵粉部聘請日本名氣大師(倉田博和老

師、山本老師、兒玉圭介老師、杉田英壽老師、片剛直

人老師)來台舉辦大型講習會，受到業界的熱烈迴響。

3. 近期：
　　為補強烘焙技術服務及提升層級。現今更名為

【統清業務部/烘焙服務課】。統清公司特地禮聘2008

年麵包大賽得主文世成大師擔任烘焙技術總監，於

2020年另聘青年才俊賴彥良師傅加入烘焙服務團隊，

成為烘焙專任技師。進而充實講習會技師群陣容。不

僅服務是B2B專業烘焙業者服務、B2C烘焙DIY市場，

烘焙服務課秉持『專業、傳承』精神，持續提案服務

及豐富講習會內容。

1. 初期： 
　　烘焙服務在統清公司成立時隸屬【技術部研究

課】。職責為油品開發、油品應用試驗、客戶技術服

務、烘焙講習會等業務。統清烘焙講習會每年舉辦1次

大型講習會，場別則以北、中、南為主。聘請日清公

司技師來台授課，西點師傅長島老師，麵包師傅鈴木

老師。且統清公司於講習會前，預先派員赴日清公司

研修，落實日後技術服務及轉移。

2. 中期：
　　於90年代後廠房內部重整，更名為【技術服務

課】同樣隸屬技術部。聘任蛋糕師傅郭錦溪及麵包師

傅廖銘政等為烘焙技師。職責為烘焙技術服務及講習

會實演。固定每年舉辦2次講習會，場次則每次增加至

4. 3大重點：
新品發表試吃會

　　每半年固定舉辦，講習會之對外提案及統一集團

烘焙相關BU提案，透過新品發表試吃會結果，再篩選適

合對外提案的烘焙產品，成為統清烘焙講習會之內容。

烘焙講習會

　　服務統清客戶，提案烘焙商品，推廣統清烘焙油

脂。搭配行銷課提供市場趨勢提出規劃，搭配烘焙服

務團隊師傅的技術。安排適當日期、地點，予業者提

案烘焙產品之製作工藝。

30永續．專業傳承
台北國際烘焙展/台北國際旅展

　　烘焙服務團隊參與每年台北國際烘焙展或台北國

際旅展，在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中的『統清展

攤』，從油脂原料、製程到品管到每一個成品，統清

展演區以完整的價值供應鏈Total Solution。同時，配

合統一集團串連烘焙業上下游品牌，以高專業度、講

求質感及品質的專家角色與烘焙業者&民眾互動溝通。

整合性技術服務、客戶成功案例展示、量產機制化提

案。展現UniBread烘焙工藝學院秉持著專業與傳承的

精神。

2017年台北國際烘焙展 2018年台北國際烘焙展 2019年台北國際旅展

文師傅首場媽媽教室DIY極光奶油教學

統清第一代烘焙服務團隊赴日本日清OilliO研修（1995年）
現任業務部台北課長孫正松（二排右一）、烘焙服務課黃玉崑（二排右二）

統清首場西點、蛋糕為主的講習會

從2017年起，UniBread烘焙工藝學院透過品牌化、系統化、結構化
專業傳承烘焙

2020年首場Valio極光發酵奶油DIY指標店烘焙教學

統清30週年－烘焙服務半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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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奶油全台熱烈上市

南區「露比夫人」與世界麵包大師一起手

作極光烘焙

　　統清公司在9月12日，於主打可來此買食品原料

還可吃美食、更可玩烘焙的一條龍服務之嘉義「Ruby

露比夫人」烘焙食品行，舉辦半實作課分享。當天難

得由2008年世界麵包銀獎者文世成師傅擔任烘焙實作

課講師，因為邀請世界麵包大賽得獎者文世成師傅舉

辦的烘焙半實作課，在報名一開始，就有許多粉絲店

電話詢問，當天教室吸引滿場的學員，座無虛席。

　　當天文世成師傅，以近期在烘焙界很受歡迎的芬

蘭頂級「Valio蔚優發酵奶油」來分享3款產品『燕麥

吐司』、『彎月香緹』、『養生多穀物』，課程中無

私分享極光奶油使用方法及特色來製作麵包，簡單不

複雜的烘焙製作保留極光奶油原有的香氣，讓學員課

程後，也可在家能製作出好吃又美味的手作烘焙。

　　課堂上大家最期待的一個環節，就是可以

親手跟世界麵包大師手作麵包，讓學員從無

到有，非常有成就感，課堂中

學員都相當有經驗，就算是

初學者在製作比較緊張感和

不熟悉，師傅都會事前示範

一次，然後再由大家

圖、文：統清行銷課/林明學

個別製作整形，過程中文師傅及助教們隨時留意學員

製作的狀況，並適時的指導操作與協助個別示範。

北區DIY指標店顏值擔當熱烈上市

　　位於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的棋美點心屋大安分

店，這裡是台北市中心烘焙迷心中的聖地，以空間跟

販賣烘焙品項來說，是台北市裡面數一數二的豐富。

當然在此也可購買到『極光奶油』。

　　7月25日，當天由統清麵包首席賴彥良師傅，親

自分享的連續四個時段烘焙課程，採用極光奶油為

主，提案司康跟美式軟餅乾。賴彥良師傅表示，因為

奶油的風味跟味型，百分百決定司康的味道，非常仔

細教學，也無私的把配方分享給學員，讓學員可回家

後再試做。當天上課學員透過試吃，學員分享了極光

奶油真的是一種全新的味覺體驗，奶香氣跟唇齒間的

化口性，真的很特別！ 

　　當天推出了限量，只要購買三塊500g極光奶油，

就可獲贈一個烘焙隔熱手套，學員們踴躍購買，店家

再加碼，凡購買極光奶油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最

大獎是極光奶油一塊，等於買一送一），再加上只要

在facebook上打卡棋美點心屋大安分店，並且上傳關

於極光奶油相關資訊，可享更多優惠。

　　　　　先使用Valio極光發酵奶油的瑞穗Premium

　　　　　土司、聖娜土司及台南晶英烘焙外賣等知

　　　　　名品牌廣泛使用。感謝全國各大烘焙材料

行，一致好評推薦（極光奶油），目前全台灣已達54

家，未來還在持續增加銷售據點。極光奶油特色，擁

有全球冠軍奶油頭銜，標榜「看著極光長大」的Valio

蔚優發酵奶油，在北歐芬蘭北緯60度牧場無污染的環

境下沐浴擁有高品質的保證，並獲得諾貝爾專利青貯

發酵飼料，是業界公認的純淨的天然奶油。

率

感謝全台各大烘焙店熱烈推薦

　　除了成長的環境超級舒適，製作極光奶油的牛奶

也是出自於專屬牧場，再加上搭配獲得諾貝爾獎的青

貯發酵飼料，還有精選LH乳酸菌發酵展現的特色風

味，自然就能打造出2018世界冠軍極光奶油，大致上

就是奶香與口感都屬於濃郁系，但是不會有那種過度

殘留的油膩感，相對清爽口感。因此來自芬蘭極光奶

油，與法國或是歐陸的奶油截然不同，極光奶油會是

相對有個性與特色的絕佳選擇，造就各大烘焙材料行

推薦使用。

一起手作幸福極光

部落客-熊喵（極光奶油推
廣-棋美點心屋）開箱文

部落客-熱血玩台南（極光奶油
推廣- Ruby露比夫人）開箱文

極光奶油3規格
25KG(25KG×1塊/1箱)
20KG(5KG×4塊/1箱)
10KG(500G×20塊/1箱)

顏值擔當麵包首席賴彥良熱情推薦世界麵包大師文世成與媽媽一起手作烘焙

世界麵包大師文世成親切地與媽媽互動

2018全球冠軍2018全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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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豬油王

　　　　　知道嗎？2021年即將擴大開

　　　　　放美豬進口後，政府為了透

　　　　　明豬肉原料原產地資訊，從

110年起，從大賣場、超市、傳統市場

、零售通路，至餐廳、便當店、小吃攤

等，不管是生鮮豬肉、加工食品、滷肉

飯、貢丸湯或是任何含豬肉及可供食用

部位的食品，都要清楚標示豬原料原產

地，這是要讓大家可以安心自由選擇!

香豬油王豬脂成分來源

西班牙、臺灣

　　統清香豬油王，純豬油以及調合豬

油，其成分之熬製豬油接來自臺灣，精

製豬油來自西班牙。

　　值得一提，西班牙進口豬脂是選用

伊比利豬，有「勞斯萊斯級豬肉」美譽

，並被形容為「神戶級豬肉」，牠們與

松露、鵝肝與魚子醬並列為歐洲「夢幻

傳奇食材」。統清公司使用安全無慮之豬脂，豬

脂來源產地皆有清楚標示，讓消費者放心選購，

用的安心。

三重工法

　　自2016年上以來，連續5年深獲各星級大飯店

、知名品牌餐廳、小吃攤、消費者等等的好評。

統清公司投資直火熬製香豬油廠，並設置獨立符

合環評空氣污染源系統工程，以火熬香豬油與水

熬精製豬油調合+急冷捏鍊（三重工法），讓品質

、香味更加到位。

您

香豬油王讓您買的放心、用的安心
豬脂原產地西班牙、臺灣

專業冷捏

　　統清香豬油王產品是市面上唯一有使用專業

冷捏設備生產製造的香豬油產品，經過急速的冷

卻與快速的捏和，使豬油的結晶細緻化和均一化

，使香豬油性狀綿密，油性Q彈好操作，與市售或

自家製作香豬油在油脂性狀有明顯的差異，經由

專業冷捏設備所生產的香豬油適用於各類產品的

製作，不因香豬油的性狀受限應用範圍。如此優

質的香豬油產品是必須經由冷捏設備標準化流程

來生產製造，除了擁有高品質外更提供穩定的香

豬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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