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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亞發酵風味

羅亞多功能

特

點

特

點

包

裝

包

裝

富含無水奶油、烤焙後醱酵風味自然濃郁、打
發性佳、化口性佳。
15公斤∕箱。

卡多利亞系列

含無水奶油發酵基質，化口性佳。打發性佳，
增加製品體積。抗老化性佳，製品組織柔軟綿
密。烤焙後口感餘韻佳。
10公斤∕箱。

除了含無水奶油及發酵奶油基質外，獨特奶香
及高品質的操作性為其特色，賦予烘焙成品濃
厚香氣，適用產品相當廣泛。
10公斤∕箱。

羅亞常溫系列

冠軍出爐

激戰名次揭曉 (冠軍：一之軒 張世彬…)
五強For Her甜麵包大公開
日本大島選手 參賽經驗談
烘焙王麵包爭霸賽電視轉播全紀錄
麵包生活節熱鬧共襄盛舉

羅亞無水
特

點

包

裝

融點低，化口性佳，具清新之
奶油風味，烤焙後奶味餘韻持
久。
10公斤∕桶。

SEP 羅亞雪白乳化油
成

份

卡多利亞
特

點

包
裝
應用範圍

融點低，化口性佳；富含無水奶油，烤焙後奶
香濃郁，使產品保有細緻組織及濕潤口感。
25 公斤∕箱。建議冷藏於10℃以下。
各類蛋糕、麵包、冷凍麵糰、高級餡料、中式
點心製作。

卡多利亞片裝
特

點

包
裝
應用範圍

延展性極佳、無水奶油風味濃厚、奶味香醇、
膨脹性佳、可增加產品酥脆性及層次感。
908克 × 15片∕箱。建議冷藏於10℃以下。
可鬆牛角、高級派酥等產品之製作。

植物油（棕櫚油、芥花
油（非基因改造）、抗
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
櫚酸酯）

BOEP 羅亞酥油
成

份

植物油（棕櫚油、芥花
油（非基因改造））、
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
酯、脂肪酸甘油酯）、
香料、抗氧化劑（L-抗
壞血酸棕櫚酸酯）、著
色劑－β胡蘿蔔素（葵
花油、β胡蘿蔔素）

文世成師傅 揭開麵包香氣的秘
里昂盃亞洲選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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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93-00號)及操作許可證 (南市府環操證字第D1313-00號)

密

第六屆-世界麵包大賽（台灣代表

選拔)

吐司軟Q
的祕密

超軟200比一般人造奶油
提昇26％軟Q
延緩老化、口感更軟

金哈慕尼2016麵包生活節
大受好評
金哈慕尼 麵包&甜點商品大受歡迎
商品搶購一空
療癒甜點 可麗露 + His&Hers布丁
FB活動打卡 人潮絡繹不絕

超軟200
可延緩老化
口感更軟
使用相同製作與烘焙條件之下，一般人造奶油

金哈慕尼 超人氣商品

與『超軟200』來製作土司比較，連續3天檢視，『
超軟200』的吐司具有延緩老化的功能，得知『超
軟200』使吐司品質較為穩定。

鳳梨酥

地瓜紫米麵包

可麗露

蜂蜜吐司

29∼30日
生活節，10月
包
麵
舉
盛
烘焙相關品牌業者共襄
法國柯爾瑪小鎮氛圍。
身
置
同
如
兩天展期超過20,000人，
特色：商品存放多天，組織之硬度較不容

參展品牌

易升高，可維持更加佳口感。

His&Hers布丁

硬
吐司儲存期間硬度變化
350.0
300.0

26％

硬度(g)

250.0
200.0

一般人造奶油製作之土司空洞較

150.0

大且不平均；而使用S-200製作之土司

100.0
50.0

麵包生活節媒體報導

組織大空洞較少，較為平滑。

0.0
一般

軟

博客來
聯經出版社
麥典實作工坊
昂舒巴黎

聖娜Semeur
金哈慕尼
一之軒
統一麵包
禾法頌(家樂福)

S-200

第一天

一般

S-200

第二天

一般

S-200

第三天

ET today

非凡新聞

壹電視

UniBread FB

FB活動打卡

2016 UniBread

日本選手入選23強
大島選手 參賽經驗談
我（大島茂樹）2007年從日本菓子專門學校麵包科畢
業之後，很幸運也順利進到擁有50年歷史的於埼玉縣的知
名連鎖Daisy麵包店服務至今。目前從事烘焙麵包已經有9
年的麵包烘焙資歷。我曾在今年8月份於日本國內所舉辦的
第六屆2016里昂杯世界麵包大賽，進入到前9強的成績。很
榮幸我可以參加此次在台灣由統一企業與統清公司舉辦的
『第二屆烘焙王麵包大賽』，從眾多參賽者的第一關書面
審查中入選至前23強，得到評審的肯定，來到台灣參賽。

此次大會的主題『For Her為她烘焙』，剛好借
此機會正好可以親手做一個聖誕節主題麵包給我的
太太。我以布里歐修麵包為主體，使用白麵糰與可
可麵糰搭配使用，上方擠上開心果醬，編織交錯成
麵包主體。表面淋上糖霜營造出如同聖誕節下雪的
氛圍，再灑上代表聖誕節色彩的綠色開心果、代表
聖誕紅的冷凍乾燥草莓乾，最後於中間放上象徵寶
石的紅醋栗，做出屬於世界上獨一無二給太太的聖
誕節禮物。
初次使用統清公司的『羅亞發酵風味』以及『
卡多利亞片狀』，2款操作上皆可立刻輕鬆上手。此
次使用『羅亞發酵風味』來製作甜麵包布里歐修，
奶油與麵糰打勻後不會湯湯水水，不管是使用前淺
嚐的奶香味，以及烤焙後呈現濃郁發酵風味，讓人
舒服的清爽的化口性，我覺得裹油操作達到高水準
的品質。烤焙後整體不會產生油膩膩不佳感覺。另
外製作彎月可頌時使用的卡多利亞片狀，它的延展
性佳、融點低好操作，膨脹性也不錯，烤焙後呈現
多層次漂亮的蜂窩狀，從烤焙開始到出爐，麵包一
直保有濃郁的奶香味。我認為統清公司產品，與我

平時在日本經常使用的日本國產奶油，皆有到達
一定的高水準產品。
雖然此次無法更進一步進入前五名，但是對
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國際賽經驗。讓我記憶猶存
因颱風影響原移動計畫，那天飛機嘗試降落3次
都無法順利降落在松山機場，最後轉而飛到香港
機場降落，因而導致比賽前一天才抵達台灣，製
作烤焙雖過程中遇到許多問題與挑戰，感謝台灣
這邊相關人員提供諸多協助，無論是在製作場地
的安排、材料事前準備、交通接送、住宿安排，
讓我可以在僅剩的時間內可更專心的製作比賽的
產品。同時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友善，雖然彼此
的語言不同，但是透過烘焙麵包讓彼此在文化上
有更近一步的交流，這不需多餘的言語僅用麵包
就可拉近彼此的距離。我想下次我一定會再來參
加比賽，並將此次比賽經驗分享給日本烘焙師傅
們，希望可廣昭更多日本的選手可以來到台灣與
全世界頂尖的選手同場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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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93-00號)及操作許可證 (南市府環操證字第D1313-00號)

甜麵包之特色

亞軍
個人

為她烘焙，療癒她的心

張迺祥

紅心紫薯─麵包表層以菠蘿皮包覆，
內餡使用媽媽老家彰化的紅火龍果以及
玉井特產芒果，長時間熬煮出香甜微
酸的獨特風味。

為媽媽烘焙
張迺祥：麵包是活的，每天會遇到的情
況都不一樣

甜麵包獻給最感謝的她
2016年UniBread烘焙王麵包大賽指定用油

麵包是活的，雖然在一樣的環境做事，可是每天會
遇到的情況都不一樣，經常要自己靈活地去變化，克服
不同的問題。我喜歡待在廚房，所以進入餐飲科，開始
做麵包。這是我的興趣，做出來會有成就感。
我不容易放棄，工作上遇到挫折並不會想太多，不
斷地做就對了。我本身體格比較瘦小，有時身體沒辦法
負荷，會有很多病痛，只能撐著。因為工作的關係，讓
媽媽很操心，我想把For Her甜麵包獻給她，感謝她一路
上的支持。

冠軍

甜麵包之特色

一之軒
張世彬

雙心布里歐─使用台灣荔枝玉
荷包與覆盆子煮成餡，再以雙心造
型呈現，並且透過撒粉，將太太的
臉龐呈現在麵包上，藉此感謝太太的
辛苦付出。

為太太烘焙
張世彬：麵包對我來講是生命共同體
我年輕的時候很愛玩，當時在顧撞球間，因緣際會下，遇
到一間麵包店的老闆，他叫我去做麵包，就一直做到現在。如

季軍
岩島城
朱柏諺

甜麵包之特色
子羅莎─使用女性喜愛的玫瑰
和覆盆子，搭配杏仁角餡，創造酸
甜綜合的豐富滋味。

為母親烘焙
朱柏諺：看到其他師傅做出意想不到的
產品時，就想要變得跟他們一
樣厲害！

今，麵包對我來講是生命共同體。我平時會鑽研各種原物料及
各國產品，如果有大型賽事就去觀摩。

我本身喜歡吃麵包，就決定做麵包。我的家人都支

我是有家庭的人，需要一份好的工作，做我們這行，薪資

持我走這一行，最大的動力來自媽媽的支持，有時候練

取決於功夫，就會想要一直成長，帶給家人更好的生活品質。

習到很晚才回家，晚餐都還沒吃，她會特別起來幫我煮

做這一行陪家人的時間相當少，這一款For Her甜麵包是要獻給

吃的。這款For Her甜麵包融入了花的元素，因為沒有送花

老婆的，我想要跟她說， 辛苦了。

給媽媽過，想藉此機會把這款麵包送給她，很謝謝她，
不管我遇到什麼困難，都一直支持我。

甜麵包之特色

優勝
東方聚利
熊俊傑

愛的蘋果玫瑰─以太太喜歡的花

文世成師傅獨家麵包公開

和水果為創作靈感，藉此傳達對她的
感激與愛意，這款麵包外型或許並不
華麗，但絕對是最真誠的愛意。

為太太烘焙
熊俊傑：不斷推翻自己的想法，這就是
我精進技藝的方式

黑碳起士

麵包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你給它多幾
分用心，它就多幾分回饋。烘焙最迷人的地方是，能
隨心所欲把你所看到的食材變成一個麵包。我以前念

直種

外文系，從十七歲畢業之後到麵包店一直做到現在。
身為一個麵包師傅，需要強健的體魄，抗壓性高，還
要能沉得住氣。工作時，我不會想太多，按照自己的
步驟來，也不會鑽牛角尖，今天失敗的產品，明天就
忘了。
我會不斷推翻自己的想法，不斷摧毀自己的自信

【材料】

公克

【材料】

公克

1000

葡萄種

800

心，這就是我精進技藝的方式。這款For Her甜麵包是

統一高筋麵粉NO.2

以我太太喜歡的元素去進行創作，我想跟她說，等這

細砂糖

80

統清羅亞發酵風味奶油

食鹽

18

耐烤焙巧克力

150

黑碳可可粉

25

核桃1/8

150

水

730

起士丁

適量

湯種

150

NBA奶油起士

適量

次比賽完就不再參賽了，因為經驗已經夠了，想多留
一點時間陪伴家人。

優勝

材料名稱

甜麵包之特色

15

乾酵母

米香臻果布里歐─將爆米香融入榛

個人
黃介明

果、巧克力，熬煮成米香臻果餡，麵包

製作條件及製作工程

外層使用兩種不同口味的餅乾做搭配。

為女兒與老婆烘焙
黃介明：這份行業是我熱愛的，所以並
不會覺得辛苦
我小時候是奶奶帶大的，她很喜歡吃麵包，經常去

1. 攪拌程度：攪拌至完全擴展
2. 攪拌後麵糰溫度：28℃(完成)
3. 基本發酵時間：40分
5. 鬆弛時間：30分
6. 最後發酵時間：60分

人吃，我會很有成就感。麵包不只是我的謀生工具，也

7. 烤焙溫度：蒸氣2秒/2次、200℃/210℃

是一個讓我展示技術的地方。
這次參賽最大的挑戰在於產品的多樣化，而且是以

8. 烤焙時間：25分

歐式麵包為主，我們畢竟是亞洲國家，平時較少有機會
接觸、製作這類型的麵包，因此必須利用下班時間多練
習，從最基本學起，再做造型和口味上的進化。
這款For Her甜麵包主要是以太太和小孩喜歡的口味
子，但是很感謝她陪我那麼多年，這次決賽我一定會將
最完美的麵包呈現給她。

15g起士餡

4. 分割重量：150g

每天固定時間會開來巷口的麵包車買麵包。做麵包給家

下去做調製，想要跟太太說，雖然沒有給她過什麼好日

製作過程：

統清羅亞發酵風味

起士丁

60

文世成師傅獨家麵包公開

2016 UniBread

烘焙王麵包大賽

烘焙王爭霸賽 揭開麵包香氣的秘密

水果麵包
隔夜種

材料名稱

【材料】

A

600

統一高筋麵粉NO.2

400

法國老麵

300

細砂糖

244

食鹽

4.5

乾酵母

10

麥芽精

5

擔任本次賽事召集人的文世成師

高規格標準，羅亞加入烘焙

216

傅表示，這次比賽規格幾乎依照

油脂業市場就獲得好評。

210

國際標準的項目來設定，共有傳

羅亞的強項在於高溫烤

食鹽

10

統法國麵糰、創意歐式麵包、裹

焙後香味更濃郁，且其

蛋黃

250

油折疊麵糰、甜麵包麵糰等八

化口性佳，口感也較輕

葡萄種

800

種類別。其中法國長棍跟

310

彎月可頌，是最具挑戰性

清香。文世成師傅認為：「早期消費者把麵包當

葡萄乾

適量

的項目。這次烘焙王麵

作吃飽的食物，但現在變成一種享受。」當客人

蔓越莓乾

適量

包爭霸賽的另一個重點

的嘴愈來愈挑，原物料的提升就是影響銷售的關

C 統清羅亞發酵風味奶油
細砂糖
D

E 統清羅亞發酵風味奶油
F

創立至今，致力於產品開發的

公克

【材料】

公克

統一麥典法國粉

曾獲得世界麵包大賽銀牌，

盈，後韻更帶點微微奶油

鮮奶

200

全蛋

100

是指定用油「羅亞發酵

鍵。以往進口奶油售價偏高，但羅亞經過專業製

B 蛋黃

100

風味」。統清自1991年

油技術調整，比天然奶油好操作且保留了天然奶

動物鮮奶油

100

水

150

蜂蜜

油風味與香氣特性，成本
統清羅亞發酵風味

更具有競爭優勢，從經營
者角度考量，可以兼顧成

44

本與品質，讓烘焙業者更
製作條件及製作工程

1. 攪拌後麵糰溫度：25℃
2. 基本發酵時間：60分

製作過程：
第一階段A~C 基本醱酵60分→翻麵→冷

3. 分割重量：100g

藏1晚隔日加入D~F攪拌至完全擴展終溫

4. 鬆弛時間：25分

25℃基本醱酵60分

5. 最後發酵時間：60分
6. 烤焙溫度：200℃/200℃
7. 烤焙時間：15分

得心應手。
統清公司希望產品多
元，所以一直強化研發並
積極推出新產品，更藉由
台灣這些頂尖師傅，利用
高品質的羅亞系列去呈現

剪一刀擠奶油

高水準的烘焙產品，以提

表面灑糖粉

供給消費者更健康又美味
的選擇。

2015

UniBread烘焙王－游東運(昂舒巴黎)

榮獲第六屆里昂杯世界麵包大賽亞軍
【第六屆世界麵包大賽】臺灣代表選拔結果

今年決賽，台灣區各隊選手們實力
十分堅強，在藝術麵包及法國麵包、國

冠軍： 選手-陳耀訓 助手-周小槿
亞軍： 選手-游東運 助手-林承佑

昂舒巴黎

季軍： 選手-許明輝 助手-陳華茜

統一企業

家特色麵包、健康營養麵包、天然酵母
有機麵包、甜麵包等六大類，都有超高
水準的表現。比賽結果由"陳耀訓”齊天
大聖孫悟空奪冠，栩栩如生受到評審團
的肯定，將代表台灣參賽爭奪2017年世

選手-陳耀訓
助手-周小槿

選手-游東運
助手-林承佑

選手-許明輝
助手-陳華茜

界麵包大賽。
而第一屆UniBread烘焙王冠軍，任
職於昂舒巴黎遊東運師傅以原住民的主
題得到亞軍，另外統一企業許明輝師傅
則以台灣傳統歌仔戲『仙界第一美男子李鐵拐』為主題得到季軍。另外，同場
舉辦第一屆里昂杯世界麵包六強賽，由
比利時隊獲得冠軍，法國居次，歐洲烘
焙工藝水準仍引領世界潮流。

第一屆 2015 UniBread
烘焙王麵包大賽冠軍
游東運 巨型鹽味可頌
任職於昂舒巴黎游師傅平時除了準備比賽練習
之外，店內經常舉辦鹽可頌體驗活動或是店內販售
鹽可頌都大受好評。鹽味可頌，您是否也心動想吃
呢？快跟上流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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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93-00號)及操作許可證 (南市府環操證字第D1313-00號)

專為家庭烘焙設計

FOR HER
麥典實作工坊

不使用任何添加劑
內外帶雙重保鮮設計

今年麵包生活節特別大手筆在台北打造出前所未見、
如童話般的法國療癒系麵包小鎮－Colmar柯爾瑪小鎮，用spa五
感體驗的概念，創造出療癒人心的烘焙珠寶店、90分鐘做出六款
學員發揮無限的創意，人人都是厲害的麵
包師傅~不論包入、捲入或是混搭風的內餡、不
同的外觀造型創造出屬於自己風格的珠寶盒手
撕麵包!大人小孩都超開心！

一套珠寶盒麵包的麥典實作工坊的手作體驗，體會女性如何從五
感帶動心靈豐富感的思維模式。報名情況非常踴躍，活動進行二
天，體驗課程班班爆滿，現場仍然有許多來賓想要報名呢~

本次以麥典實作工
坊麵粉專為家用烘焙
開發設計、易出筋的
特色，透過安心/手
作/樂趣/分享的核
心概念，讓客戶用家裡常見的器具(塑膠袋)、簡單
的材料(麵粉/牛乳/糖/蛋/鹽/酵母/奶油)，用手搖的
方式，既不沾手又不用浪費很多力氣、也不需要
很多專業的設備。輕鬆就能在家製作麵包。參加的
來賓中有親子組、情侶組、好朋友或喜愛烘焙的個
人等，來賓都說這實在太有趣了!

照片中學員依照講師的示範，認真的進行手搖
麵糰(3分鐘byebye袖再見)

第二個重點步驟-麵糰包餡及整型：主辦單位精
心準備各式鹹/甜餡料就像珠寶盒般不論色彩或
口味都好豐富又繽紛，而學員們也非常認真且
投入自己設計口味、造型，並親手製作手撕麵
包給最想分享的人。
熱騰騰、香噴噴珠寶盒手撕麵包成品出爐~

精美的FOR HER手提
袋，裝著滿滿的收穫
，
豐富了這愉快的烘焙
週末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