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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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Q 延緩老化、口感更軟

商品存放多天，組織之硬度較不容易升高，
可維持更加口感。

組織平滑 孔洞較少

裹油類/可頌、丹麥的好幫手

色澤佳 風味好 層次分明 高效率

比市售一般天然奶油操作上更方便功能＆效
果All In One

烤出排隊蛋糕的秘方    烤焙體積增加

打發效率提高       濕潤度增加 

超綿300
炸物職人的祕方      酥脆度較佳

食慾大動的色澤      垂涎三尺香氣

酥炸油

卡多利亞片狀

超軟200

蛋糕體常保濕潤口感      抗老化力提升

LB101液態奶油
最受歡迎的奶香味       經濟性提高    

羅亞多功能

取代天然奶油，特別適合呈現甜/奶油風味的

麵包烘焙用

2017.04 Vol.27

聯手打
造

名師獻
藝  



從技術到工藝

2017UniBread 烘焙工藝學院來了

職人烘焙誌01

「早期消費者把麵包當作吃飽的食物，但現在

變成一種享受。」文世成師傅說。在創下「台灣電

視史上第一場烘焙比賽」的歷史紀錄以後，我們期

待能更進一步將透過電視聚集而來的廣大烘焙迷，

帶入真實的烘焙世界，親身貼近烘焙的嗅覺與味覺

感受。

UniBread團隊肩負推廣烘焙工藝的使命，今年

4月將於2017台北國際烘焙展擴大規模打造烘焙工

藝學院。UniBread烘焙工藝學院集結了豐富強大的

師資陣容：烘焙四大名師文世成、陳有鋕、許明

輝、游東運，以及越洋客座教授法國MOF大師、

台灣客座教授曹志雄師傅(2008世界盃大賽銀獎)，

共同開設「環遊世界麵包學」，親自展演不同國家

的麵包製作過程：將優雅浪漫的法國風、率性豪邁

的美國風、熱情奔放的西班牙風、樸實中見真味的

德國風、華麗芬芳的奧地利風呈現給各位。

「麵包是我的生命共同體」－張世彬
 (2016 UniBread烘焙王麵包爭霸賽總冠軍)

環遊世界麵包學

2017 UniBread烘焙工藝學院開課

2016年10月，先後於「世界盃麵包大賽」獲得

國家隊銀獎的文世成、陳有鋕兩位師傅，擔任起

總、副召，與統一、統清聯手打造「2016 UniBread

烘焙王麵包爭霸賽」，成就「臺灣電視史上第一場

烘焙比賽」的歷史紀錄後，UniBread團隊於今年4

月6日至4月9日在2017台北國際烘焙展擴大規模打

造烘焙工藝學院。集結烘焙四大名師文世成、陳有

鋕、許明輝、游東運、與曹志雄師傅(2008世界盃

大賽銀獎)，共同開設『環遊世界麵包學』，親自

「只要堅持自己的夢想，不管是在各行各
業，都會得到努力的

成果！」－陳有誌(2016 UniBread烘焙王麵
包爭霸賽)

展演不同國家的麵包製作過程，透過麵包的滋味體

驗各國獨特風情與文化底蘊。不僅如此，現場有

『統一麵粉研究所』、『統清烘焙油脂系』明星商

品展示，還有『烘焙技術諮詢室』以及『DIY麵包

實作學』等課程，讓不同需求的學員、民眾與廠商

皆能滿載而歸。

烘焙工藝學院來了

從技術到工藝

台灣電視史上第一場烘焙比賽

2016年10月，先後於「世界盃麵包大賽」獲得

國家隊銀獎的文世成、陳有鋕兩位師傅，擔任起

總、副召，統一企業、統清公司聯手打造了「2016 

UniBread烘焙王麵包爭霸賽」，這場堪稱為亞洲烘

焙奧斯卡的賽事，不僅成就了台灣電視史上第一場

烘焙比賽直播節目，更達成了在短短3天內，就有

13萬7,466次(來源：Facebook統計)關注台灣電視史

上第一場烘焙比賽節目的成績。

台灣電視史上第一場
烘焙比賽直播節目 QR code

烘焙工藝學院不斷電
FB QR code  

2017

追求烘焙色、香、味之極致

本次賽事除了邀請到國內外烘焙界的資深權威

針對烘焙技藝進行評審，還特別邀請到兩位享譽法

國國家最高榮譽獎的「法國最佳工藝師（Meilleur 

Ouvrier de France）」Thomas PLANCHOT及Sylvain 

HERVIAUX，針對烘

焙麵包的外形、色

澤 進 行 專 業 評

審，嚴格要求參

賽作品達到國際

烘焙競賽項目的

製作標準及精神

蘊底，追求烘焙

的色、香、味俱

全之極致。 美如寶石般的麵包藝術品：子羅莎－朱柏諺

(2016 UniBread烘焙王麵包爭霸賽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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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顆小麥開始，為您提供每天豐富多樣，
安全安心的飲食生活。

進口法國一級小麥，在

地新鮮研磨

麥典法國麵包專用粉

麥典QQ麵包專用粉

僅取優質小麥中心精

華部位

麵筋強度佳且灰份

低，組織呈色亮白

勁強超級麵包粉

統一麵粉特級高筋

機械適性佳；直接法

製程亦有良好的烤焙

彈性

統一麵粉高筋一號

高強度，耐攪拌，

中種法適性佳

店家最佳的研發與市場顧問

統一麵粉產品溯源網站：
http://www.uni-flour.com.tw

麵包用粉五大明星商品

麵包烘焙用粉

滿足客戶多元的需求，根據不同製程、配方、口

感，給您最適的產品提案

筋性柔軟 筋性飽滿

麥
香
濃
厚 

 

風
味
純
淨

多源小麥，溯源管理
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的優質麥源；每批均

經426項農藥檢驗、嘔吐毒素、黃麴毒素、赭麴毒
素、二溴乙烷、仙人掌桿菌檢驗合格

長流程製法，獨家配粉工藝
高度技術的「配粉」製法，大大提高品質穩

定度，並依麵包、麵條、饅頭、蛋糕等不同

用途將每顆小麥特色發揮到極致。

延展性

白
度

勁
道
彈
性

滑口度

統一麵粉中筋一號

易延展，適合製作包

子、饅頭、餃皮、裏

油酥皮。

延展性

白
度

勁
道
彈
性

滑口度

統一麵粉中筋二號

筋性強，耐壓延，最

適老麵製法以及Q彈
有咬勁的麵點。

延展性

白
度

勁
道
彈
性

滑口度

統一麵粉特級粉心粉

色澤亮白，筋性強，

咬感彈性佳，適合製

作中式麵條。

延展性

白
度

勁
道
彈
性

滑口度

麥典日式麵食專用粉

使用澳洲ANW小麥，
色澤透亮，滑口軟Q，
適合烏龍麵等高級日式

麵條。

家用烘焙

專為家用攪拌機、製麵包

機、手揉開發

不使用任何添加劑

內外袋雙重保鮮

中點麵條系列

中華麵食講究勁道、日式麵食追

求滑潤口感，多樣的產品選擇滿

足消費者挑剔的味蕾

蛋糕西點系列

研磨自優質軟白麥，完全不使用

澱粉、山藥粉等任何添加物來調

整筋性或增白

職人烘焙誌 04

堅持品質，近乎固執
水份、蛋白質、灰份、濕筋、攪拌拉伸、粒徑、黏度等物性分

析以及微生物衛生檢驗；並進行麵包蛋糕烤焙、製麵、製饅頭

試作，確認二次加工品質

研磨工藝，國際水平
全國第一家獲得台灣優良食品認證TQF麵粉廠；取得國際標準
認證HACCP、ISO14001、ISO9001、OHSAS 18001、ISO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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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統一麵粉＆統清油脂

麵糰採用2段式發酵

第一段-中種(低溫隔夜)發酵，讓麵糰在低溫環境下

長時間發酵，使麵糰更加穩定控制菌種發酵能力。

第二段-本種(24度C)攪拌完成溫度，羅亞多功能烘

焙用油(攪拌溫度5-10度C)，讓麵糰與羅亞多功能

烘焙用油的融合達到完美階段。

今日主廚：陳有鋕 師傅 (世界盃銀牌得主)

精選原料：統一麵粉(高筋一號)、統一勁強(超級麵包粉)

統清油脂(羅亞多功能無鹽人造奶油)

台東講習會發表

綠豆牛奶綠豆牛奶
嚴選烘焙產品 材料名稱 重量(g) 百分比(%)

【中種麵糰】

   統一勁強超級麵包粉

   細糖

   生酵母

   全蛋

   無糖優格

【主麵糰】

   統一勁強超級麵包粉

   細糖

   鹽

   羅亞多功能無鹽奶油

   奶油乳酪

   檸檬汁

   生酵母

   牛奶

   藍莓粒

製程

【中種麵糰】

   28    1.5小時隔夜16-18小時

【主麵糰】

   攪拌：

   麵糰完成溫度：24

   無糖優格：40分

   中間發酵：20分

   分割重量：150g

   最終發酵：70分

   發酵條件：28   ，85%

   烤培溫度：180/230

   烤培時間：16分，蒸氣２次

羅亞多功能奶油          400g

細糖                         400g

統一麵粉低筋一號       700g

可可粉                        80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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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鋕師傅)專注嚴謹的態度加上優質的原料讓產品呈現最

佳狀態。 

烘 焙 筆 記

麵糰的控溫及攪拌筋性程度掌控麵包品質的關鍵(

烘焙技術)，麵包風味的呈現及柔軟度的展現來自

(羅亞多功能奶油及卡多利亞奶油)。

2016年12月份年終歲末講習選在台東舉辦，此時台東的

烘焙業及觀光業正蓬勃發展，此次講習會正好將高端品質的

統清卡多利亞及羅亞烘焙用油原料及世界級一流技術(有鋕師

傅)介紹給台東在地烘焙業者。

(有鋕師傅)世界級的技

術，(統清)優質的油脂原料，

豐盛的麵包饗宴，譜出美麗

的台東烘焙人文風景，讓台

東烘焙業者有世界級的麵包

產品及原料來征服來自世界

的觀光客。

UniBread 烘焙生活



亞洲指標烘焙展
2017日本大阪Mobac Show
　　眾所皆知亞洲區最具指標性烘焙產業博覽會

『日本大阪 Mobac Show 』，已經擁有47年歷史

（1971年首屆），今年2017年為第25屆，於2017年

2月22日(三)∼2月25日(六)為期4天，展覽包括烘焙

機械設備、器具、原物料、包裝材料等有最專業最

新的資訊。該展每兩年舉辦一回，分別於日本關東

地區的東京以及關西地區的大阪輪流舉辦。今年於

日本大阪INTEX 1、2、3、4、5 (A) 館，共有5館佔

地34,292平方公尺。

　　根據大會統計2017年共35846人次參觀，其中

海外參觀共有2912人次。根據大會紀錄2017年與

2015年相比，2017年海外參觀者增加2000人，我們

感覺日本仍是亞洲烘焙的重要指標性大國，吸引

著各國業者參觀取經，其展現麵包的細膩度以及

對麵包的職人堅持精神。

台灣烘焙的未來的關鍵字/效率化
身為台灣『烘焙油脂の專家』統清公司也派員

參觀此次的展覽，我們發現展覽中機械類的佔比是

最多達32%，烘焙原物料的廠商大約10%。日本在

因應居高不下的人事成本，各業者除了維持基本美

味好吃之外，烘焙技術上『效率化』溝通，強調省

時、省工、省空間，業者皆以一條龍整合服務為宣

傳主軸。

針對台灣現今一例一休的法規條件環境下，如

同大家所知統清公司一直致力於滿足市場上需求，

除了維持高品質商品、提供專業技術服務團隊、定

期舉辦講習會、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研發產品、皆展

現出整合服務的能力，值得各位在2017台北烘焙展

前往統清公司打造『UniBread烘焙工藝學院』。

烘焙職人

探索日本烘焙展
&麵包名店巡禮

烘焙職人

探索日本烘焙展
&麵包名店巡禮
統清公司烘焙職人一行人於2月下
旬，前往日本參觀大阪Mobac 
Show，參訪關西地區知名特色麵
包店。以下為各位愛好烘焙麵包
的達人們分享∼

2020年世界麵包大賽-日本代表隊選拔
　　展期四天中，會場同時也順勢進行了選拔2020

年世界麵包大賽（COUPE DU MONDE DE LA 

BOULANGERIE）的日本代表隊，由進入決賽的16

名激戰，選出3名菁英組成2020年日本麵包代表

隊。比賽結果為下：

法國長棍麵包：二宮茂彰/帝國飯店

甜麵包：津田宜季/神戶屋麵包店

藝術麵包：勝海遙平/POMPADOUR麵包店

職人烘焙誌07 職人烘焙誌 08

潮流。很值得推薦給愛好麵包的

一間複合式麵包店。

3.5顆星

ブーランジェリー・フリアンド（Boulangerie Friande）
★神戶/谷口佳典（世界級手藝）

　　坐落於兵庫縣神戶市『さくら夙川駅』，是一

間常被電視節目採訪以及雜誌報導的麵包名店，主

廚是『谷口佳典』，曾參賽取得『2015年世界麵包

大賽』代表日本出賽，同時也是位型男主廚，深受

女性同胞的歡迎。該店麵包商品種類非常的豐富，

甜麵包及裹油麵包、調理麵包、土司、三明治等共

130款。可頌使用伊思妮發酵奶油，香氣十足，令

人回味。

　　我們發現很店裡設有座位區共

有15席（eat in），不少消費者喜歡

在此享用現烤麵包，店裡設有坐席

區的麵包店勢必是未來烘焙業的新

烘焙職人

京、阪、神 麵包名店巡禮/行銷趨勢觀察

　　位於大阪市中央區，由知名曾在歐洲學習傳統

麵包的米山雅彥主廚於2004年12月開業，受到大阪

市民喜愛的個性店，主廚秉持傳統作法烤出有特色

麵包，並與農家契作使用當季農產品，新鮮蔬菜作

成各種特色調理麵包，強調健康概念，並融入蔬菜

原有滋味的麵包，店門口經常可看到追求美味兼具

健康的排隊人潮。

　　進入到麵包店，聞到一股烤麵包的麥香味及奶

油香氣飄散。映入眼簾之調理麵包區，猶如置身法

國的田園，豐富使用蔬菜類的麵包讓人食指大動。

首次嚐到茄子生薑麵包，茄子為醬油調味搭配生

薑，很特別的甘甜美味。可頌採用發酵奶油，具濃

郁的奶油香氣，層次分明，咬下一口酥脆口感，唇

齒留香。店內設有吧台席的咖啡區，可以在店內享

用，度過悠哉時光。

此次走訪了多家麵包店，範圍涵蓋大阪市區、神戶、京都數家名店
，列舉其中4家名店與各位分享。各店商品的介紹善用『人氣排行
榜』、『季節限定』、『數量限購』、『得獎作品』、『獨門自製
』、『各地特色食材』等行銷術語包裝產品，展現自家產品。

3.65顆星 パンデュース (PAINDUCE) ★大阪/米山雅彥 (善用當季食材)  

此次走訪了多家麵包店，範圍涵蓋大阪市區、神戶、京都數家名店
，列舉其中4家名店與各位分享。各店商品的介紹善用『人氣排行
榜』、『季節限定』、『數量限購』、『得獎作品』、『獨門自製
』、『各地特色食材』等行銷術語包裝產品，展現自家產品。



　　1946年開業至今72年歷史，井筒英治68歲是

第二代經營者，在神戶當地是一間非常知名的老字

號麵包店。創業精神為提供大家喜愛的麵包送到餐

桌上。信念為使用好的食材，不怕麻煩不惜花時間

謹慎的製作麵包。該店以百年目標為永續努力經營

理念。在神戶地區擁有四間門市及一座中央工廠。

雖說機器設備普及的時代，他還是堅持著手工作分

割麵團，他認為可以的到較好的手感口感。

　　提到該店的人氣NO.1山型土司，是該店的超

人氣招牌商品，烤焙膨脹後口感非常輕盈，注重原

材料使用，發酵上的掌握有獨特的控管，就算是麵

團的翻麵作業以及分割作業，都不透過機器設備全

是手工製作。雖說製作上很花時間，但是手工的東

西就是味道不一樣。聽說當初要做出與市場流行的

角型土司做出區別，於是想出不加土司模蓋子，開

發出自然膨脹形狀及鬆軟的口感。後的想做出每天

吃也不會厭倦的產品所開發出來。雖說吃起來口感

鬆軟，但是烤焙後邊緣卻帶有令人多層次的酥脆口

感，個人認為好吃的秘密就在職人的手工技術製作

之中。

　　該店麵包種類應有盡有，善用人氣

排行推薦、比賽得獎產品帶動產品

力，讓產品各自有特色賣點。看到每

一款都想品嚐的慾望存在著。

　　『大下尚志』他曾隨Phillippe Camille Alphonse 

Bigot六年透徹學習法國麵包，之後在神戶北野飯店

服務9年，終於在2012年8月開了自己的麵包店。不

僅在日本國內經常舉辦講習會，也定期至海外開辦

講習會，包含韓國、上海、台灣等地。

　　每天大約製作80款麵包販賣。人氣第1的法國

麵包，一天賣60條左右，是採低溫長時間發酵，是

師承Phillippe Camille Alphonse Bigot的傳統作法，

受到當地民眾的喜愛。

　　甜系列麵包，正販賣著季節性的草莓可頌、以

及當季水果丹麥麵包，大下師傅表示裹油類產品奶

油設定都是發酵風味，因為獨特香氣是引人回味留

下深刻印象，也是現在風味的主流。

　　大下師傅，向我們介紹店裡的精心麵包夾設

計，他說這是他獨特得想法，站在顧客角度設想周

到的巧思。

 3.5顆星

ブーランジェリービアンブニュ（Boulangerie bienvenue）
★神戶/大下尚志（追求傳統美味與創新）

3.53顆星
イスズベーカリー

★神戶/井筒英治（神戶在地執著材料與工法麵包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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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木亭麵包店是一間位於京都的排隊名店，從

大阪市區過去車程大約1個小時，擁有來自日本全

國各地愛好者，老闆是玉木潤師傅他曾參加1996年

世界麵包大賽獲得第四名，2015年7月開業。他在

善長製作法國長棍以及甜麵包。進到此間麵包店，

發現每顆麵包烤焙後確實膨漲都是充滿了活力，真

是令人食指大動。麵包多樣化的陳列擺設，真是觸

動視覺上的享受。無時無刻都大排長龍，證明了好

吃麵包深受大家喜愛。

　　咖哩麵包是受到歡迎的商品，規定每個家庭只

能限買3個，牛肉是經過經燉，咖哩是該店自製的

獨特口味，剛炸好吃的時候溫熱，一口咬下去充滿

濃稠的咖哩餡，表面炸的很酥脆，吃的到紅蘿蔔及

洋蔥甜味，吃到最後一口都不會感覺油膩，玉木潤

撰寫的『無法忘懷的麵包』一書中得知咖哩麵包，

麵團有使用『豬油』來提出香氣，這是他的獨特見

解。

　　博多明太子法國麵包，看到第一眼滿滿的明太

子令人尖叫，表層有酥脆白色爆米粒與國麵包搭配

起來口感豐富，滿口充滿福岡知名FUKUYA的明

太子鮮味與滿口奶油香氣。福吉茶黑豆麵包，麵包

帶有日式福吉茶香氣，裡面有自製獨特的卡士達餡

帶出滑潤口感。

　　卡式達奶油可頌，表面烤到帶有金黃色澤帶深

層焦香，多層次奶油口感香氣十足，自製卡士達醬

不會過於甜膩，鮮奶油很清爽。

　　所有麵包雖說都不大，但是用料實在，感受到

店家的誠意與用心，每一款麵包都是水準之作，值

得再次回味。

3.72顆星

たま木亭
★京都/玉木潤（京都在地第一美味 網站評比首位）

職人烘焙誌 10

UniBread 烘焙生活



　　統清106年10月15日~12月1日於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高雄西點麵包工會、嘉義吳鳳科技大學、屏東

裕軒食品、台北職能發展學院舉辦講習會，由統清

廖銘政顧問、郭錦溪顧問各別講授四樣產品的特性

與製作技巧，期間學員除了認真聽課，若遇到不清

楚的地方也會適時的提出問題，會後也主動與顧問

們討論講習會現場非常熱絡。

統清烘焙講習會報導統清烘焙講習會報導

　　廖銘政師傅此次發表產品主要是使用富含乳脂

的羅亞發酵風味人造奶油及能延緩老化、保濕使麵

包口感更好的統清超軟-200製作出布魯貝里、檸

檬紅茶普利歐、椰奶吐司、萊姆水果麵包等四

款麵包，其中椰奶吐司除了味道豐富因使用了超軟

-200，口感更勝一般市面銷售吐司。

萊姆水果麵包

檸
檬
紅

茶
普
利
歐

布
魯
貝
里

椰奶吐司

職人烘焙誌11

　　郭錦溪師傅亦分享了四樣產品其中包含使用羅

亞發酵風味製作愛の泉慕斯、亦使用另一支富含乳

脂的卡多利亞人造奶油製作焦糖燒果子、適合蛋糕

、麵包、泡芙⋯等全方位的羅亞多功能人造奶油製

作出的巧克力泡芙已及使用具有良好保濕性所製作

出來的木莓巧克力蛋糕。

　　統清技術團隊研究人員於現場介紹統清具延緩老化提升麵包口感

的超軟-200及提升蛋糕保濕性的液態烤酥油等統清產品特色，並於現

場回答客戶關於烘焙用油的問題。

焦糖
燒果

子愛の泉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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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精神 從一而終

　　若說起台灣麵包的潮流演變，榮獲世界

麵包大賽銀牌、現任統清公司顧問的文世成

師傅無疑就是一本活字典，國中畢業後從

麵包學徒做起，從業25年來始終沒有離開

過烘焙領域。從業25年的文師傅對麵包也

是這麼執著，從學徒到世界級的麵

包大師，一路走來他接觸過各類

型的麵包，使用過不同的油品

製作，不僅見證了台灣麵包

的潮流變化，什麼款式的

麵包適合什麼烘焙油脂，

他無不了然於胸。

　　以台式經典款—肉鬆蔥

花麵包為例，「豬油」即是其中

無可取代的重要元素，其經典的油鹹香是許多

人味蕾中最美好的記憶。曾經，許多家庭的廚

房裡都有一鍋媽媽自製的豬油，後來隨著其他

油品的引進及健康意識的抬頭，及至近年來食

安問題、油品風波四起，消費大眾逐漸了解

「豬油不可怕，可怕的是假油」於是又興起一

股古早味復古風，豬油終於得以其獨一無二的

香氣重回餐桌。對文師傅而言，統清香豬油王

以其醇厚溫潤的古早味成為製作麵包及各式糕

點的首選，豬油溫潤不搶味的香氣，正是麵

包、糕點的綿長底蘊。統清香豬油王綿密的狀

態擁有良好的操作性，尤其在製作油皮時，因

為其柔軟性佳，更容易延壓，又因為品質良好

的豬油熔點較低，因此口感酥鬆不膩口。

利用完善的製作設備與良好的保存技術，更能確保

油品的品質。文師傅說明就算是自家熬製的豬油，

也有可能因為無法克服的設備問題，以及選用的豬

油部位不同，而使豬油帶有腥味、油耗味，或者產

出狀態不易用於烘焙的製品。統清香豬油王除了高

規格的製油設備，更重要的是選擇豬脂肪中最好的

板油、位於背脊的中油、以及里肌油製作而成，因

此香氣溫和無腥味，用於烘焙糕點時產生的香酥口

感更勝一籌，是無可取代的選擇。

職人精神的香豬油 歷久不衰

　　文師傅從業25年來，看著豬油的市佔率，始終

占有一席之地，探究其中，主要是因為其特殊又不

搶味的火熬香，與獨有的酥鬆口感。許多中式糕點

及台式經典蔥花麵包，非得要豬油才能製作出極酥

的那股溫和綿長的誘人香氣，是其他烘焙油脂模仿

不來的，因此成為許多人記憶深處最溫暖的古早

味。

文師傅
職人精神的香豬油王

製造流程影片 檢 驗 報 告

安心的經典火熬香

　　提起豬油香，人們常從記憶中翻找古早味，文

師傅解釋所謂古早味，就是指食材單純、簡單樸素

的自然原味。統清香豬油王經過三道製造工序，無

腥味的溫和香氣中帶有股火熬的傳統味。熬製豬油

除了香氣外，在消費者看不到的地方，統清香豬油

王以嚴謹的標準製造，

　　依循GHP打造熬油設備，符合食品安全衛生法

等層層檢驗。打破土法煉鋼的榨油方式，將古早味

提升至新境界，一舉將豬油升級為安心食用的美

味。使用豬油多年的文師傅除了推薦安心油品，也

傳授好豬油的辨認方式，首先要「聞」：必須無腥

味且無造作香氣；接著要「看」：豬油本色並不雪

白，應該比白油稍微暗一些，帶點若有似無的灰

色；最後要「摸」：常溫下的豬油不可結粒，應細

緻平滑、稍具塑性。選用豬油除了香氣及操作性

外，呈色也是製作麵包時的一大考量，台式麵包店

即常以豬油製作吐司，呈現潔白的成品；除此之外

經典的肉鬆蔥麵包則是取豬油溫潤不搶味的香氣；

另外，豬油還常用於菠蘿麵包上層的菠蘿皮，製作

酥鬆不膩的口感。最近，趁著豬油復興，文師傅也

將古早味玩出新風味，陸續開發了以豬油製作的新

產品，例如最新開發的蔬菜麵包，即是以豬油為

底，加入彩椒製作而成，鹹香的口味是深受男士歡

迎的下午茶點心。

可靠的油品 烘焙的良伴

　　專業職人追求的是安心的原料與可靠的製作過

程。統清香豬油王產自全台唯一符合空污環評及食

安檢驗系統認證的香豬油廠，以直火熬製、水煮熬

製與精製工藝三道工法，達到烘焙職人追求的高品

質，油性柔軟易延壓，良好的操作性成為烘焙職人

的美味秘方，成就了麵包、糕點香酥綿長的底蘊。

對專業烘焙職人而言，讓可靠的廠牌替油品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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