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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烘焙職人
冠、亞、季軍作品完整收錄

量產機制
技術交流全記錄

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
3月15日(五)∼18(一)在台北國際烘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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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清的創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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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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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的麵包烘焙學習歷

　　　　程，是從麵包店的學徒

　　　　開始做中學。直到十多

年前才開始深掘麵包烘焙的科學

理論，從穀研所的《實用麵包製

作技術》到竹谷光司的《麵包科

學》，又再實務上廣泛吸收業界

師傅的經驗與配方，並透過知名

期刊出版品、名師講座研習、甚

至短期一到兩週的主題式在職訓

練等，都是自我養成的管道。如

果想要在短期突破自己盲點與加

速厚植實力，參加烘焙比賽是一

個更有效的方法。當我看到統一

集團為技職學生所舉辦的第三屆

UniBread烘焙王新銳賽，冠軍劉

珮珊，在紮實的麵包基本功上，

跨界運用傳統甜點技法，這就是

創新的一例。透過比賽的交流，

我相信一定會往內紮下更深的能

耐，如同當年我到法國比賽後，

回來的經驗分享，在西方法式麵

包的傳統，逐漸有了專屬在地特

色的創新，讓各國的嘴巴都能夠

驚豔好吃。

　　緊接而來的課題就是2019年

度講習會，以及在3月15~18日台

北國際烘焙展UniBread烘焙工藝

學院，由我召集多位名師，除了

共同展演臺灣各地名物風采，更

希望您能來到現場與我交流一起

成長。

烘焙油脂の專家

在台灣的MOF大師

回

統一麵粉、統清烘焙總監

劉佩珊第一天甜麵包、創意歐式出爐。

　　　　　全台都在跨年狂歡迎接2019倒數

　　　　　時，有一群烘焙青年學子們卻在

　　　　　加緊練習、準備迎戰國內最高難

度的校園烘焙競賽─UniBread烘焙王新銳

賽！由統一企業、統清公司與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共同主辦的UniBread烘焙王新銳賽，於

2019年1月2日、3日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展開

連續2天的動態競技決賽，賽事結果於3日下

午出爐。

當

「校園女烘焙王」首度誕生 台北實踐大學劉珮珊奪下冠軍寶座

校園扎根計畫有成 第三屆

孕育國際烘焙新星的搖籃

圖、文：統清行銷課

世界麵包冠軍大師雲集

打造最強評審陣容傳承國際經驗

　　統一企業集團長期深根台灣烘焙產業、培育人才，

三度與2008年榮獲法國世界麵包大賽團體賽銀牌-曹志

雄師傅合作「校園烘焙職人扎根計畫」，辦理UniBread

烘焙王新銳賽，賽事規格比照世界競賽，挑戰性十足！

此外，本屆邀集了曾代表台灣在國際烘焙競賽中奪得佳

績的名師─王鵬傑、張泰謙、謝忠祐與陳耀訓共同組成

最強評審團，在決賽現場以國際級專業的標準，針對創

意口感、外觀、配方，甚至態度、衛生等項目進行全程

評比，並給予所有參賽選手最嚴苛也最真實的指導。

報名踴躍、競爭激烈

　　這場一年一度的校園烘焙競技舞台，吸引各大知名

烘焙科系的新秀參戰，北部學生參賽人數也創新高，儼

然已成為國內最大規模的校園烘焙競賽。歷經校內徵選

、初賽，最終共有14位學生選手晉級動態決賽，更以

1:1的男女參賽比例打破過去烘焙產業性別比，其中還

有年僅17歲的參賽者初試啼聲，表現亮眼。學生們將所

學的烘焙技藝發揮得淋漓盡致，創意混搭食材、精心設

計麵包造型，呈現更甚往年的激烈賽況。

的掌控是基本功卻也是學生們最大的挑戰！2018世界麵

包大師賽藝術麵包冠軍王鵬傑師傅表示：這一屆參賽選

手在藝術麵包作品有很大的突破，技巧十分純熟但仍需

要加強故事性表現。陳耀訓師傅、謝忠祐師傅針對甜麵

包及歐式麵包均指出，學生們在甜麵包作品運用了多元

在地食材，歐式麵包外型也表現亮眼。但因為年紀還輕

，缺乏食材搭配的準確性，因此他們也鼓勵學生多嘗試

，用經驗跟時間慢慢累積口味。評審老師特別指出，綜

觀今年出爐作品，麵包外觀設計更趨務實、更講究麵包

本身的風味，這也恰好迎合了近年國際烘焙賽事中不再

一昧追求譁眾取寵的外型、回歸烘焙本質的新趨勢。

比賽願景與期許

　　期望UniBread烘焙王新銳賽能作為「國際烘焙新星

的搖籃」，在競賽學習中傳承寶貴的國際經驗、給予學

生實際操練的機會。也透過歷屆賽事的培育，讓台灣烘

焙業新秀生生不息，引領他們接軌國際。

烘焙名校勇奪前三名

　　本屆由台北實踐大學劉珮珊奪下冠軍寶座與五萬元

獎金，這是UniBread烘焙王新銳賽首度有女生贏得首獎

，可見台灣烘焙女力堅強！表現穩健、外觀與口味都達

到一定的水準、穩定性高，各項目都深受評審高分肯定

。亞軍為高雄餐旅大學張廷瑋則以85大樓、肌肉手臂等

獨特造型麵包在藝術性表現傑出；季軍則由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陳華茜獲得，連續兩年打進前三名。

國樂、交響樂交織烘焙視覺饗宴

藝術麵包工藝精湛出爐

　　「藝術麵包」為國際烘焙賽事中的項目之一，台灣

也屢次以此項目在國際賽事中拔得頭籌，使得「烘焙工

藝美學」備受矚目，因此，從去年開始，UniBread烘焙

王新銳賽便將此項目列入其中。在本次參賽作品中，選

手們把握機會展現精湛的烘焙工藝，藝術麵包項目此屆

以「音樂」為題，選手們將無形的音樂藝術具象化，用

雙手搓揉出國樂的輕盈優雅、交響樂的氣勢磅礡、黑膠

唱片的經典時尚，指揮家、搖滾樂手栩栩如生、巧奪天

工！

世界麵包冠軍大師雲集

打造最強評審陣容傳承國際經驗

　　整場比賽下來，張泰謙師傅認為烤焙溫度、乾濕度



02　∣ 職人烘培誌 2019  January  Vol.34∣　03

冠軍選手劉珮珊同學

亞軍選手 張廷瑋同學

世界麵包冠軍大師雲集

打造最強評審陣容傳承國際經驗

　　統一企業集團長期深根台灣烘焙產業、培育人才，

三度與2008年榮獲法國世界麵包大賽團體賽銀牌-曹志

雄師傅合作「校園烘焙職人扎根計畫」，辦理UniBread

烘焙王新銳賽，賽事規格比照世界競賽，挑戰性十足！

此外，本屆邀集了曾代表台灣在國際烘焙競賽中奪得佳

績的名師─王鵬傑、張泰謙、謝忠祐與陳耀訓共同組成

最強評審團，在決賽現場以國際級專業的標準，針對創

意口感、外觀、配方，甚至態度、衛生等項目進行全程

評比，並給予所有參賽選手最嚴苛也最真實的指導。

報名踴躍、競爭激烈

　　這場一年一度的校園烘焙競技舞台，吸引各大知名

烘焙科系的新秀參戰，北部學生參賽人數也創新高，儼

然已成為國內最大規模的校園烘焙競賽。歷經校內徵

選、初賽，最終共有14位學生選手晉級動態決賽，更以

1:1的男女參賽比例打破過去烘焙產業性別比，其中還

有年僅17歲的參賽者初試啼聲，表現亮眼。學生們將所

學的烘焙技藝發揮得淋漓盡致，創意混搭食材、精心設

計麵包造型，呈現更甚往年的激烈賽況。

品審評分實況。 大賽指定操作性能優異的烘焙用油，羅亞、卡多利亞片裝。

裁判們與選手互動。

張廷瑋以85大樓為靈感的《高雄之星》。

的掌控是基本功卻也是學生們最大的挑戰！2018世界

麵包大師賽藝術麵包冠軍王鵬傑師傅表示：這一屆參賽

選手在藝術麵包作品有很大的突破，技巧十分純熟但仍

需要加強故事性表現。陳耀訓師傅、謝忠祐師傅針對甜

麵包及歐式麵包均指出，學生們在甜麵包作品運用了多

元在地食材，歐式麵包外型也表現亮眼。但因為年紀還

輕，缺乏食材搭配的準確性，因此他們也鼓勵學生多嘗

試，用經驗跟時間慢慢累積口味。評審老師特別指出，

綜觀今年出爐作品，麵包外觀設計更趨務實、更講究麵

包本身的風味，這也恰好迎合了近年國際烘焙賽事中不

再一昧追求譁眾取寵的外型、回歸烘焙本質的新趨勢。

比賽願景與期許

　　期望UniBread烘焙王新銳賽能作為「國際烘焙新星

的搖籃」，在競賽學習中傳承寶貴的國際經驗、給予學

生實際操練的機會。也透過歷屆賽事的培育，讓台灣烘

焙業新秀生生不息，引領他們接軌國際。

烘焙名校勇奪前三名

　　本屆由台北實踐大學劉珮珊奪下冠軍寶座與五萬元

獎金，這是UniBread烘焙王新銳賽首度有女生贏得首

獎，可見台灣烘焙女力堅強！表現穩健、外觀與口味都

達到一定的水準、穩定性高，各項目都深受評審高分肯

定。亞軍為高雄餐旅大學張廷瑋則以85大樓、肌肉手臂

等獨特造型麵包在藝術性表現傑出；季軍則由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陳華茜獲得，連續兩年打進前三名。

國樂、交響樂交織烘焙視覺饗宴

藝術麵包工藝精湛出爐

　　「藝術麵包」為國際烘焙賽事中的項目之一，台灣

也屢次以此項目在國際賽事中拔得頭籌，使得「烘焙工

藝美學」備受矚目，因此，從去年開始，UniBread烘焙

王新銳賽便將此項目列入其中。在本次參賽作品中，選

手們把握機會展現精湛的烘焙工藝，藝術麵包項目此屆

以「音樂」為題，選手們將無形的音樂藝術具象化，用

雙手搓揉出國樂的輕盈優雅、交響樂的氣勢磅礡、黑膠

唱片的經典時尚，指揮家、搖滾樂手栩栩如生、巧奪天

工！

世界麵包冠軍大師雲集

打造最強評審陣容傳承國際經驗

　　整場比賽下來，張泰謙師傅認為烤焙溫度、乾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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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廷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指導老師 陳豐昇

茁壯／高雄之星／芒果桂圓布里歐／鄉村草莓穀物

《皇家軍樂隊》

王淳威 弘光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楊智偉、吳朝福

創新的舞者／皇冠先生／樹果小姐／玖層的咒曲

《奇幻樂曲三重咒》

溫祳湙 弘光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楊智偉

變化法國／八字辮／覆盆子薑絲／回家李核桃

《中國古典音樂》

李翊暄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李國溢

音樂交響曲／橙香布里歐／蘋果焦糖卡士達／檸檬梅橘皮歐包

《音樂》

陳昌榮 永平工商　指導老師 鐘寶惜

無蒸氣變化形法國麵包／布里歐辮子麵包／草莓覆盆子布里歐

紫米酒釀桂圓

《音樂指揮家》

黃怡菱 樹德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林宥君

炙熱／Sunny Flower／踏雪尋莓／麥在健康

《倩影》

黃子原 南台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蔡宏儒

變化形法國麵包／香草布里歐／好吃布里歐／百香蘋果歐式麵包

《音樂》

陳華茜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曹志雄

高音譜號／奶油布里歐／莓麗琴鍵／Music

《交響樂團》

文詩妮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曹志雄

無蒸氣變化形法國／奶油布里歐／醉人的滋味／花花世界

《La La Land》

林家賢 南台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蔡宏儒

熱誠／辮子布里歐／香草水蜜桃／香草莓果

《熱血音樂人》

彭心柔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李國溢

譜音／分享／維納斯／喜悅之音

《交響》

賴俐臻 嘉南藥理大學　指導老師 王宗睿

無蒸氣法國麵包／辮子麵包／60％Brioche／蜜桃風暴

《指揮家的美妙樂章》

劉珮珊 實踐大學　指導老師 王宥晟

纏繞與編織／布里歐圓球／心心橡融／梅香花開

《音樂男爵與盛世饗宴》

江威廷 遠東科技大學　指導老師 許志欽

變化型法國／布里歐麵包／香柚蓮心／果香四季

《管樂雞》

《》為藝術麵包作品名，是基本功，工藝技法，創意巧思集大成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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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點
職
人

　　棗想芋見妳音同『早想遇見你』，芋頭塊與棗泥的餡料

加入統一低筋麵粉，紅棗乾用水蒸過20分鐘，讓紅棗味道更
香。愛心模造型討喜。這個蛋糕麵糊配方設定使用統清卡利

亞獨特比例製作，奶香氣佳及高奶油配方較耐放。蛋糕最後

用糖粉篩過裝飾即可，吃起來有點像英式磅蛋糕的滋味，越

嚼越感受到紅棗的香味。

　全蛋

　蜂蜜

　香草精

　細砂糖

　海藻糖

　食鹽

　芋頭泥

　統一低筋麵粉

　B.P

　杏仁粉

　白芝麻油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溶解)

　紅棗乾 

　核桃

　芋頭丁

【表面裝飾】

糖水

蘭姆酒

【糖水】

轉化糖漿 

細砂糖 

水

354
28
5

252
63
2

60
220

3
50

100
250
適量

適量

適量

200
100

175
175
400

材　　　料 重量(g)

①

②

③

④

棗想芋見您

　　乾燥蝶豆花取自花瓣，做為獨特淡藍的食用色素來源，

再加入統清液態烤酥油加熱後，使蛋糕體富有彈性又有保溼

效果，是一款有夢幻藍色的蛋糕。動物性鮮奶油及統一牛乳

做成軟綿的奶凍，外表還有千層蛋皮裝飾同時增加蛋香味。

奶凍Q嫩的口感，入口即化，嘴巴留下濃郁的奶香味。是當
下貴婦甜點的首選。

　蝶豆花汁

　統清液態烤酥油

　統一低筋麵粉

　玉米粉

　B.P

　香草精

　蛋黃

　全蛋

　蜂蜜

　檸檬汁

　蛋白

　細砂糖

【奶凍】

吉利丁

水

細砂糖

玉米粉

統一低筋麵粉

克林姆粉

動物鮮奶油

統一牛乳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

150
120
160
40
3
3

210
60
20
15

450
250

15
200
90
45
30
15

450
450
80

材　　　料 重量(g)

①

②

蝶影情深奶凍捲

全國巡迴場場爆滿
展現職人提案力

麵
包
職
人

西
點
職
人

niBread統清烘焙講習會以提案麵包、

西點為主。3大名師，廖銘政師傅、郭

錦溪師傅、特聘烘焙王冠軍得主，游

東運示範當紅流行可頌麵包。各位烘焙業老闆、店長、

主廚，您2019展開新產品設定了嗎？與UniBread統清

烘焙講習會同行；看看大師們怎麼提案、會中實際品嚐

商品、學習小撇步、進修專業烘焙油脂小知識⋯⋯

U
niB

read
 

烘
焙
王

冠
軍

2018
2015

圖、文：統清行銷課

U

普拉斯

統清烘焙講習會

諸事大吉PLUS是什麼？

PLUS又是什麼？

2019年就是生肖年屬『豬』，
希望烘焙業者可以將產品連結諸事大吉的概念。

不只年節提案，連西洋情人節烘焙商品，

一併分享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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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包
職
人

芋見好棗頭

　　塔皮用新鮮檸檬皮增加沁

涼的香味，蛋糕餡使用統一低

筋麵粉、杏仁粉、奶油、蘭姆

酒。酥波蘿用統清多利亞人造

奶油、統一麵粉中筋麵粉、砂

糖與杏仁粉等四大原料，讓蛋

糕的內餡更加酥脆。肉桂和蘋

果的香味停留在嘴巴中是蘋果

控的最愛。使用統清卡多利亞

製作塔皮類餅皮，先回溫，操

作上不可以太硬，稍微軟化後

再使用。

奶茶香桔乳酪
　　麵糰採特殊配方，設定

13%的油脂，使用統清卡多利
亞，讓麵包體柔嫩軟Q，同時
設定50%水份，是採用統一牛
乳，讓麵糰富有牛奶香氣。同

時麵糰裡使用特調高級唐寧伯

爵紅茶，以及高融點起司切

碎，再加入奶油起司，利用紅

茶麵糰整個包起，加入香吉士

皮，整形成長條型後再繞成

圓。整形時上面再切出7刀的
剪痕，再進入醱酵，表面最後

再加入紅茶糖餡、與珍珠糖點

綴做出口感香軟的一款奶茶香

味甜麵包。

　　早期的麵包大部份都含有

豬油（肉油），用港式蘿蔔糕

概念，取其火腿切絲、蝦米、

秀珍菇等餡料，延伸變化出西

式的一款鹹味帶餡土司麵包，

呈現口感帶有傳統古早味鹹香

味。內餡食材事先泡水、再

用統清香豬油王調合豬油爆

香，才投入火腿片與秀針菇

（香菇），之後放入紅棗，

冷卻後才放核桃、食鹽、黑

胡椒與芋頭丁。做法很像原

始克羅埃西亞土司的做法。

口感相當特殊。

　　還記得10幾年
前，維也納軟法麵

包嗎？適合台灣人

的軟式長棍麵包體，

加上特調的奶油砂糖

餡。這是一款類似創新

的新配方。紅茶檸檬巧克力，

檸檬丁水滴巧克力放入麵糰大約

醱酵20分鐘或放入冰箱冷藏3度
一個晚上，獨特黃金比例麵糰放

冷凍庫可以放達1個月。內餡使

用統清卡多利亞加上細砂糖，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讓舌頭如按

摩般的砂糖內餡，令人一口接

一口，化口性極佳。

諸事圓融
　　這款麵包將麵糰、酵母等

材料全部加入一次攪拌的快速

攪拌法。內餡則用3Q餅或月
餅內餡改良的綜合內餡，把麵

糰依序 加了紅豆、麻糬、肉

鬆、夏威夷豆與奶油，捏感很

軟Q的麵糰用統清香豬油王調
和豬油為基底，麵糰整形很像

在捏包子的手感，捏成圓型，

外面的裝飾先加入奶油與紅茶

增加風味！香綿的紅豆與香氣

十足的核果，配上麥香十足的

麵包，咬起來回彈的麵包配上

肉鬆，呈現一款完美鹹甜麵包。

統一麵粉高筋二號

細砂糖

食鹽

奶粉

乾酵母

全蛋

冰水

統清香豬油王（調合豬油 ）

法式老麵

【內餡】

芋頭丁

紅棗

核桃

火腿片切絲

秀珍菇

蝦米

食鹽

黑胡椒粒

比薩絲

統清香豬油王（調合豬油 ）

1200
180
21
36
22

360
420
360
480

840
180
300
200
300
60
6
6

360
60

材　　　料 重量(g)

統一麵粉高筋二號

細砂糖

食鹽

乾酵母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

全脂奶粉

法式老麵

紅茶包

水

統一牛乳

桔子丁

【起司餡】

奶油起司

細砂糖

高溶點乳酪

【表面裝飾】

珍珠糖

紅茶糖餡

1000
100
12
12

130
60

300
3包
220
500
150

700
110
380

少許

114

材　　　料 重量(g) 統一麥典法國麵包粉

統一麵粉高筋二號

食鹽

乾酵母

法式老麵

細砂糖

統清香豬油王（調合豬油 ）

動物鮮奶油

冰水

【內餡】

紅豆餡

白麻糬

肉鬆

夏威夷豆

高溶點乳酪

【紅茶糖餡】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

細砂糖

紅茶包

600
600
24
12

360
42
60
96

720

30
8
5
5
5

225
55

2包

材　　　料 重量(g)

【塔皮】1條量320g厚0.5cm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

食鹽

細砂糖

檸檬屑

全蛋

統一低筋麵粉

香草精

【蛋糕餡】

全蛋

蛋黃

細砂糖

杏仁粉

統一低筋麵粉

香草精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

蘭姆酒

★每條量

蛋糕餡

蘋果內餡

酥菠蘿（外裝飾）

700
6

350
10g
120

1000
3

60
20
50
65
10

1
65
10

150
200

20

材　　　料 重量(g)

統一麥典法國麵包粉

統一麵粉高筋二號 

細砂糖

食鹽

乾酵母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

法式老麵

紅茶包

冰水

檸檬丁

水滴巧克力

【內餡】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

細砂糖

紅茶包

※每個擠20g

300
700
80
12
8

60
300
3包
700
150
80

400
108
4包

材　　　料 重量(g)

戀戀蘋果塔

紅茶檸檬
巧克力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

　食鹽

　細砂糖

　香草精

　全蛋

　統一低筋麵粉

　檸檬屑

【內餡夾心】

奶油乳酪（回軟）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回軟)

糖粉

統一滿漢蒜味香腸（切片）

700
6

350
3

120
1000
10g

336
112
180

材　　　料 重量(g)

①

②

③

④

　　使用統清卡多利亞與起司、蒜味香腸，做

成餅乾的基底，糖粉需要過篩、攪拌均勻，打

好的奶油餡擠在餅乾裡夾心，再放入切片的蒜

味香腸。特調常溫內餡、放上餅乾就可以迅速完成，非常有

效率。香脆的奶油餅乾非常酥脆，是一款鹹甜兼具的創新餅

乾，同時產品名取其同音，吃了豬肉香腸，諸事可以大吉大

利，口感上也是有PLUS（普拉酥）。

諸事大吉
普拉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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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機制
技術交流全記錄

圖、文：統清行銷課

統清擁有烘焙技術服務
完整價值供應鏈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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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共同投資，在

　　　　　台灣成立『統清股份有限公司』。統清公司

不論在是油脂研究團隊或是烘焙技術，得天獨厚擁有日

清奧利友集團的多項資源，透過統一集團的烘焙資源整

合之下，2018年11月再由日清奧利友駐台副總染谷主

導帶隊，為期4天（10月30~11月2日），與統一蛋糕研

究團隊技術交流（此次第4回交流）。

日清、統清、統一蛋糕技術交流團隊成員

日清奧利友海老澤師傅展現職人烘焙提案力。

日本暢銷情報搜集。

U
niB

read
 

烘
焙
王

冠
軍

2018
2015

雙色栗子可頌

榛果草莓可頌
　　摺疊用裹油，使用卡多利亞片裝，操作上非常方便，同時

延展性佳，烘烤後可讓可頌層次分明，又帶有濃郁奶香味。麵

糰則是使用之麵粉是用統一麥典法國麵粉，散發法麥特有的濃

濃麥香，能烘焙出外皮脆薄、帶有小麥香氣。麵糰採用雙色搭

配，層次上呈現金黃色與巧克力黑色交織，同時內餡使用統清

卡多利亞，調配出酸甜的榛果餡，表面再用草莓碎粒裝飾，一

眼就讓人愛上它想品嚐。

　　摺疊用裹油，配方設定同上述榛果可頌。此款有別於一般

原味無包餡可頌，內餡採用新鮮栗子粒與杏仁餡，同時獨特發

酵風味，則是設定統清羅亞發酵人造奶油。考量到烘焙膨脹使

麵筋旋轉特性，整形時收尾也是個關鍵，請見影片5：49秒∼。

雙色栗子可頌
作法大公開（影片）

榛果草莓可頌
作法大公開（影片）

【主麵糰】

統一麥典法國麵粉

細砂糖

食鹽

奶粉

麥芽精

新鮮酵母

統清卡多利亞人造奶油（無鹽）

統一牛乳

水

【可可麵糰】

主麵糰

水

可可粉

統清卡多利亞片裝人造奶油 

1000
100
20
40
10
40
50

200
300

350
17
17

450

材　　　料 重量(g)

【主麵糰】

統一麥典法國麵粉

細砂糖 

食鹽

奶粉

麥芽精

新鮮酵母

統清卡多利亞奶油（無鹽）

統一牛乳

水

【可可麵糰】

主麵糰

水

可可粉

統清卡多利亞片裝人造奶油

【糖水】

　砂糖

　水

1000
100
20
40
10
40
50

200
300

350
17
17

450

100
75

材　　　料 重量(g)

煮
沸
溶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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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產品開發的大方向。大致可以從該商品在日本的銷

售數據、販賣週期長短、超商的鋪貨量、排隊人潮、網

路上的評價等等，作為技術交流設定開發商品的依據。

　　確立技術交流產品設定階段是確立整個技術交流大

主軸，一般前置溝通時間大約是1~2個月時間。首先會

由日清技術團隊提供多款在日本受歡迎產品資訊，統一

日清海老澤師傅（右）與統清郭錦溪師傅（左）合力製做。提案產品設定。

岩燒蜂蜜蛋糕。

日清奧利友團隊與統一企業烘焙事業群合影 2017.2.7。

蛋糕研究團隊會從客觀的日本糕點流行趨勢報告中，選

取適合台灣市場的產品、或者公司未來商品開發方向，

從中挑選數款再委託日清團隊寄送實際樣品至台灣。統

一蛋糕研究團隊則根據樣品試吃，從樣品試吃中選5款

作為技術交流的產品。

　　當台灣端設定確立技術交流產品時，日清會提供一

套適合量產機制完整配方。統清收到此配方時，統清油

脂研究團隊會從香型、操作性、乳化效果、色澤設定推

薦適合的油脂至配方中。隨後統清再將推薦的烘焙用油

及台灣在地的原物料一併寄到日本，請日清於日本現地

實際製作。日清隨著台灣原物料的特性，以成品的口感

設定結果，過程中會調整配方的比例或使用材料。這階

段是確保未來台灣現地的原物料是否可以符合設定品的

先決重要條件。

　　當日清團隊來到台灣後，首日會在統清的烘焙室待

上一天的時間，與統清西點郭錦溪師傅先做一輪樣品並

　　在技術交流前的前置準備，統清技術交流團隊扮演

著傳達日本糕點資訊與技術交流產品設定的角色。日清

團隊負責提供從日本各大便利商店、量販店、以及伴

手禮甚至到在地流行特色糕點，皆將資訊整理後分享至

研究團隊（統清＆統一蛋糕）。台灣的烘焙趨勢，與鄰

近國家的日本類似，台灣與日本都是亞洲，台灣人民也

經常到日本旅遊，且兩國飲食文化相近之下，這些都是

日本糕點市場趨勢蒐集

研究人員仔細記錄著製做過程關鍵。

烘焙油脂の專家油脂設定

產品試做

試吃品評

確立提案產品設定

討論，這些樣品大約每款作10~20個，製作過程中會隨

著台灣的溫度、濕度、設備、模具，作更適合的條件調

整。此為隔日至統一蛋糕廠時予長官、研究同仁、生產

線主管試吃品評試吃用。

　　試吃品評，主要從幾個方面來探討。

蛋糕體：溼潤度、蓬鬆性。

內餡：注重其化口性、香味、糖度、黏牙。

外觀：重量、大小、模具選定。

效期：水活性高低、耐潮溼、耐熱、包材選定。

　　統清擁有烘焙技術服務，能夠完整價值供應鏈，為

現有客戶、潛在客戶及串連烘焙業上下游，以高專業度

、講求質感及品質的專家角色與客戶互動溝通。統清

除了供應烘焙原料，更期許能和業者一起站在市場最前

線，提供配方、製程等全方位的技術服務。為客戶提供

更好的服務，為烘焙產業盡一份心力。

烘焙油脂の專家

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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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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通過ISO 9001及ISO 22000認證。　本公司香豬油廠取得臺南市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南市府環操證字
第D1313-00號）及設置許可證(南市府環設證字第D0290-00號)。　本公司取得台灣食品供應鏈首張RSPO證書。

製造流程影片 檢 驗 報 告

料理、烘焙職人的秘方料理、烘焙職人的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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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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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址：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

　　　308號（復國黃昏市場）

店名：陳記西勢肉粿

預約電話：0925-090-686

圖、文：林明學／統清行銷課

台南銅板美食

     陳記西勢肉粿
台南銅板美食

     陳記西勢肉粿

簡單食材與用心的配料

　　台南在地美食『西勢肉粿』，座落於台南市永康區

復國黃昏市場，從早上06:00~13:00以及下午15:30~19:00。

陳老闆是一位道地台南永康人，他說他愛吃肉粿，所以

要作最好吃的肉粿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到他用心製作

美食。肉粿用最簡單的食材，使用在來米以及蕃薯粉加

水製成肉粿，醬料裡加入胛心肉以及台南在地無刺虱目

魚柳，搭配獨特調製醬汁，再加上一顆蛋，灑上一些香

菜，些微蒜泥提味，就可美食上桌了。

煎出肉粿 金黃酥脆 關鍵

　　煎台開火預熱後，首先取少許『統清香豬油王固態

酥炸油』放於煎台表面會香豬油逐漸融化，等待微微冒

煙一瞬間即放入肉粿，肉粿受熱後表層會逐漸固定成

形，此時再翻面煎另外一面。兩面輪流煎至表層金黃酥

脆即可，過程中會隨時掌握火侯的強弱。加入豬油的掌

控條件也是個關鍵，透過分次適量加入，這樣肉粿才不

會油膩，豬油香氣才能鎖在肉粿。與一般煎法一次性將

油加入煎台，會使肉粿吸付了太多油，造成口感太油

膩。老闆堅持表層要煎至金黃且呈現外酥內嫩、入口即

化，這也是西勢肉粿獨特的口感。

油煙控管佳 保存容易

　　陳老闆開業時曾經試用過一般油炸油，但是高溫油

煎之下產生了油煙，嚴重影響到鄰攤做生意，自從使用

『統清香豬油王固態酥炸油』，就算還沒裝抽油煙設

備，持續油煎的過程氣味也不影響其他攤商。同時肉粿

還會帶有古早味的豬油香，吸引了市場的人前來購買品

嚐。另外因為攤位在市場的開放空間，鐵桶的包裝設

計，就算不營業休息期間，讓他不用擔心豬油桶受到鼠

害的咬食，可以安心無虞的保存。

統清香豬油王固態酥炸油

口耳相傳廣受小吃業喜愛

　　陳老闆提到開業前，他向一位大哥學習製作肉粿，

聽說那位大哥是使用一般市場自榨豬油，豬脂的腥味過

重，以及豬油品質較不穩定，僅使用簡易包裝，讓他使

用上較不放心。諸多比較條件之下，聽說這位大哥，也

換成統清的『香豬油王固態酥炸油』。用起來比一般市

售自榨豬油更有品質保證，保存上也更方便。讓肉粿完

全再現傳統台南美食赤赤的金黃酥脆滋味。

『肉粿』，呈現圓形平扁狀軟嫩口感，以平底鍋淋上豬油香煎或再加顆蛋，

將外層煎得赤赤、散發焦香，加上店家的獨門羹湯，

只需50元銅板有找零的台南傳統美食⋯⋯



　本公司通過ISO 9001及ISO 22000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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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多利亞片裝

產品名稱　卡多利亞片裝

產品代號　9660
重量 (kg)　10
保存期限　8個月未開封

使用卡多利亞片裝配方可頌市售一般奶油配方可頌

抗氧化劑 乳化劑 油種 香料

VE 有
植物油
無水奶油

有

卡多利亞(有鹽、無鹽)

含豐富無水奶油 奶香濃郁 

層次分明 高效率
可頌、丹麥職人必備

比天然奶油更節省成本

台
  灣

  選  拔

  賽

指

  定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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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世成 師傅–核桃條

產品名稱　卡多利亞(無鹽)(有鹽)

產品代號　3660、3630
重量(kg)　25
保存期限　8個月未開封
抗氧化劑 乳化劑 油種 香料

VE 有
植物油
無水奶油

有

卡多利亞片裝

A牌片裝



18　∣ 職人烘培誌 2019  January  Vol.34∣　19

片裝油在丹麥麵包中表現的特性

　　「油脂的結晶狀態」與「操作溫度下適中的固態脂

肪量」是判斷片裝油好壞的重要標準，細微的結晶與適

中的固態脂肪量，可使油層延展度佳且薄而均勻，能夠

確保麵團的層次間分佈整齊不粘合，油脂在烤焙後水分

蒸發進而製作出起酥類的麵包層次感分明；如果是結晶

粗大，油層厚而不均勻，油脂在麵糰中容易因為分佈不

均而粘合在一起，致使丹麥製品膨脹性差，達不到理想

的層次效果。

　　感謝廖銘政與游東運的辛勞，在整個實測以及二位

師傅的評論中可以非常清楚的觀察到，統清卡多利亞片

裝人造奶油與A牌無論是在整體操作性，或是在丹麥小

牛角的成品完整度都具有不錯的表現，在最終成品中同

樣可以達到酥脆的口感和濃郁的奶香，最重要的是都能

夠呈現出理想的層次效果，其中唯一的不同是在成本的

考量情況下，統清卡多利亞片裝人造奶油比A牌片裝奶

油體現了明顯的性價比優勢。在日亦競爭的烘焙市場

中，少一分成本的壓力就代表多一分競爭力，統清公司

希望與客戶們與時俱進，讓更多客戶能持續創造更具利

潤與競爭力的產品而努力，感謝一直支持統清公司的客

戶們，統清公司將會不斷改良品質、提供所需，與您一

同成長。

　　小牛角丹麥麵包的材料比例及製作步驟將另外詳述

在配方表中，首先將麵糰製作8分筋度再進行基本發酵

後冷藏，直至麵糰中心溫度於1-5℃，準備製作前片裝

奶油溫度亦在冷藏範圍。

　　接著麵糰壓碾展開，放入片裝奶油後折疊壓碾(裹

油量28%)、冷凍30分鬆弛、再重覆折疊壓碾與冷凍鬆

弛(4折3次)。

　　之後4折3次的麵糰半成品成型(下圖)，至此我們將

其切開麵糰斷面，可以初步觀察到使用A牌與卡多利亞

在半成品麵糰中的油脂分布皆呈現均勻且沒有斷油的現

象。

　　經過鬆弛並整形成小牛角後，將麵糰送入發酵箱進

行28℃最終發酵60-70分鐘(下圖)，在最終發酵完成之

後可以更加詳細的觀察到A牌與卡多利亞在麵糰中分佈

的層次以及均勻度都相當的完整。

塗上蛋液再進入上火210/下火180℃烤焙16分之後。

使用A牌片油的成品外表以及丹
麥小牛角成品橫切面呈現理想的
層次效果。 使用卡多利亞片裝人造奶油成品

外表以及丹麥小牛角成品橫切面
同樣呈現理想的層次效果。

　　今日廖銘政與游東運共同對A牌片裝奶油與卡多利

亞片裝進行丹麥小牛角測評，以下將使用圖解來為大家

解說各項測評步驟與觀察結果。

A牌
在4X3麵糰中的分布

卡多利亞
在4X3麵糰中的分布

A牌
在牛角麵糰分布

卡多利亞
在牛角麵糰分布

運用
卡多利亞片裝
與A牌片裝奶油
在丹麥小牛角
性價比實測講座

　　　　麥麵包是近些年來烘焙市場上最夯的

　　　　產品之一，每家知名烘焙坊必定會看

　　　　到它的身影，當您饒有興致的將丹麥

麵包一層一層揭開時，酥脆的口感和濃郁的奶

香，豐富層次和美味讓您的心為其深深折服，

但是片裝類型的油脂是如何帶給丹麥麵包如此

特別的表現？在此為您揭開它神秘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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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陳微樺／統清研究

酸，其三酸

甘油酯能在肝臟

內被高效率分解成熱量，其

代謝速度是長鏈脂肪酸多倍，且較不易

在體內囤積。

　　過去一直以來的方法是使用固體酥油來製作爆米

花。時至今日，我們必須關注新增「液態酥油」這個趨

勢。由於液態油品天生操作方便，具效率性。再來，因

為加熱快速又可加速其他副原料如砂糖的融化，確保爆

出來爆米花風味可口一致，增加最終產品穩定性。同時

也降低未爆玉米粒數量，大大提升產品良率。

效率性與穩定性

是選擇爆米花油的關鍵指標

　　爆米花香味可能是所有人食用選擇最大關鍵，統清

所推薦的爆米花用油，會讓爆米花奶香味醇厚至極。在

實際的操作上，您不管要做成甜、鹹口味、甚至是近期

最夯的美式巧克力、岩燒海苔等，因為油脂包容度高，

變化起來會非常容易。最重要是，咬起來也保留爆米花

原始的焦香，這就是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美味。

　　　　　米花是深受全世界人喜愛零嘴，不管是到電

　　　　　影院看電影或是平日吃零食，我們都可以看

　　　　　到他的身影，酥脆口感，濃郁香氣往往讓人

吃了就無法停下來。市面上可以看到來自芝加哥手工爆

米花品牌「Garrett popcorn」或是隔海日本7-11自創品

牌爆米花，皆大受歡迎。

　　在小學時代，不知大家是否有拿過玉米粒放在酒精

燈上加熱的經驗？究竟為何玉米粒能爆成爆米花呢？是

因為其內層組織與乾燥外皮差異造成。玉米粒內層組織

柔軟且含一定水分，外層較硬且滲透性差，當玉米粒受

熱時內部水分受熱成為水蒸氣，內部壓力增加到一定程

度時，承受極大壓力較硬外殼就會爆開，內部澱粉與蛋

白質等組織會瞬間膨脹起來、一起爆開。同時這一爆

破，會使溫度劇減，澱粉等膨脹就會固定下來，形成很

脆的爆米花。這會脆得非常美味。

製作美味爆米花，訣竅就在：

「爆米花油」

　　舉例來說，使用椰子油為基底油是新趨勢，近年來

「椰子油」跟健康概念有關。椰子油結構有中鏈脂肪

爆米花油
研究專欄

爆
時間

10:30-11:30
13:00-14:00
15:30-16:30

10:00-10:30
11:00-11:30
11:30-13:00
13:00-13:30
14:00-14:30
15:00-15:30
16:00-16:30
17:00-17:30

時間

3/17 (日)
許明輝

曹志雄

曹志雄

3/18 (一)
許明輝

吳振平

游東運

3/16 (六)
廖銘政

文世成

文世成

3/15 (五)

陳有鋕

陳有鋕

炸物

紅豆餅

中午休息

爆米花

紅豆餅

炸物

紅豆餅

爆米花

3/17 (日) 3/18 (一)3/16 (六)3/15 (五)

烘焙工藝學院（主舞台）-展演時程

※統清區現場展演＋試吃活動

如活動異動，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且不另行通知。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活動辦法或中止本活動。

統清量產機制-展演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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