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35 春季號

2019
04-06

炸物酥脆持久的關鍵
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

開發技術關鍵
Pilot Plant客制化油脂

日本烘焙趨勢關鍵字
MOBACK SHOW & 市場調查

色彩時尚驚艷2019烘焙展

早安！早午餐一餐就搞定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姓　　名      電　　話 

報名場次　　　嘉義場05/21（二） 　屏東場05/23（四） 　台南場05/28（二） 　高雄場05/30（四）

　　　　　　　台東場06/04（二） 　台北場06/11（二） 　台中場06/18（二）

報名方式：請直接洽各區聯絡人，或傳真06-2534698報名。        *（每場30分前開始報到）

時間

05/21(二)
18:00→21:00

05/23(四)
18:00→21:00

05/28(二)
18:00→21:00 

05/30(四)
18:00→21:00 

06/04(二)
17:30→20:30 

06/11(二)
13:30→16:30

06/18(二)
18:00→21:00

場次　　地點

嘉義場　嘉義吳鳳科大

屏東場
　
屏東裕軒食品

台南場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高雄場
　
旺來興(本館店)

台東場
　
公東高工

台北場
　
新北市板橋區糕餅公會

台中場
　
台中僑光科技大學

聯絡人

謝昌叡
0918-165-884
 
高志昇
0934-330-085

林建發
0913-632-220

黃炯中
0923-692-429

吳侑霖
0939-934-509

楊震杰
0960-628-010

洪家祥
0911-068-882

地址 /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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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市中興路一段560號
(餐飲科 實習工廠)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89號8樓

台中市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烘焙示範教室）

2019

　　時至今日，早午餐已經越來越普遍。人們習慣在假日晚點起床，這時候早

午餐成了同時享用早餐和午餐的最佳選擇。此外早餐及午餐一起吃也是越來越

多元化選擇，因此可說是近年來台灣的早午餐行業逐漸興起的原因之一。統清

烘焙油脂の專家將抓住此商機，提案予業者同時帶領早午餐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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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台北國際烘焙展

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
色彩時尚驚艷

2019台北國際烘焙展

統一集團服務理念

　　統一企業食糧群群總吳諒豐表示：『由統一集團

秉持著專業與傳承的精神，在品質控管上嚴格把關，

為烘焙業者、消費者提供安心選購各類多元食材的便

利環境；由碾製麵粉、統清烘焙油脂、半成品冷凍麵

糰，整合下游相關生產機械，提供技術輔導、教育訓

練，協助行銷策略與通路販售等，完整的為烘焙業者

提供一應俱全的垂直整合式服務。』

名師展現商品提案力

　　主場館商品展示區由統一集團七位烘焙師以歐

式、法式傳統手路製作出能詮釋台灣風采的麵包作

品，有使用當令盛產食材的黑糖紫米桂圓、鳳梨百香

果，以及草莓栗子、檸檬起司的法式經典搭配，超過

50幾款的提案商品，每天吸引現場民眾圍觀，爭相拍

照商品，會場人潮非常熱絡;到場的烘焙業者，針對製

作的技術、配方提出服務需求，展示區裡業務人員與

客戶互動非常熱絡。

　　統一集團烘焙總監，文世成表示提案的產品皆使

用台灣統一麵粉展現麵粉保溼性及麥香味，烘焙油脂

則使用統清卡多利亞，呈現濃郁奶香味，搭配特色水

果等農產品，每款產品皆經過數十次的調整，結合食

材的特性，展現此次的主題提案。

　　統清廖銘政顧問於主舞台展演吸引超過一百位名

駐足圍觀，從原料到烘焙成品的技術展演，展現烘焙

創新能量，為業者提供最新趨勢的烘焙

技術服務。獨創虱目魚造型使

用同時搭配虱目魚肉鬆來

搭配的調理麵包，同時

展演的麵包與在場名眾

分享，民眾吃的津津

有味，多位烘焙愛好

者表示自己嘗試來製

作看看。

統清主打量產機制 多款商品提案

　　「統清烘焙油脂」主打量產機制提案力：從原物

料、技術、設備等，現場動態展演多款烘焙美食、以

及試吃體驗，受到民眾歡迎、業者的諮詢。

　　統清提案展出3款商品：紅豆餅、爆米花、雞米

花。體驗試吃活動中有獎徵答，活動後再加碼抽獎，

每場試吃體驗排隊人潮絡繹不絕，吸引現場民眾踴躍

參加。

紅豆餅試吃體驗活動：

　　邀請知名連鎖紅豆餅品牌『關北紅豆』共同

展出，其烤盤表層油使用統清烘焙油脂專家的油

脂，帶給外層餅皮酥脆口感、及奶香味。奶油口

味紅豆餅其奶油內餡也是使用統清烘焙油脂專家

的奶油，奶油內餡奶香濃郁、化口性極佳、讓人

一口皆一口停不了。每場發放實際店面優惠券，

讓喜歡的民眾可以至全國關北紅豆14家門市購

買。

廖銘政師傅展演 文世成師傅展演

雞米花式吃活動：

　　結合專業自動升降油炸機廠商，向業者介紹

首創定時自動升降、可依炸物不同、設定時間 

1-15分鐘，無需專人看管、炸物品質一致，油炸

過程安全、更有效率。雞米花使用統清香豬油王

酥炸油，這一油煎煮炒炸皆適用、嚴選豬脂：中

油、板油、里肌油三部位、專業獨家冷捏設備、

油性Q彈好操作、耐炸、穩定度高。一般的炸

油，炸出的食物口味，清一色都只有「油炸味」，

但是統清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炸出的食物，可以

吃得到食物的原味。此外，使用香豬油王液態酥

炸油油炸，可以使炸物的酥脆感更持久。使用香

豬油王液態酥炸油之後，就算過

了將近30分鐘，炸過的雞米花

依然有酥脆的口感，而不會

因為時間放久了就變軟，

失去雞米花酥脆的風味。

爆米花試吃提驗活動：

　　使用（統清爆米花專用油），可爆出漂亮弧

形，常溫下保持液態性狀，操作上方便，可讓爆

米花外表均勻的裹付糖液，最重要是讓每一顆玉

米力的爆開率大大的提升，與一般沙拉油或傳統

酥油比較，爆開率提昇12%，提供業者可以製作

出穩定的商品，又富有豐富奶油香氣。結合專業

的攪拌設備專業公司『中生機械』，跳脫傳統直

立式爆米花，採用『攪拌式』方式，來爆出每一

顆玉米花。每一顆爆米花，皆爆出漂亮的弧形

及豐富的奶油風味，其攪拌式特色有『熱能集

中』、『標準化控制』、『方便又安全』，不只

現場民眾喜歡吃，也吸引很多烘焙業者詢問，

　　今年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現，現場傳授各種

烘焙觀念與技術，統清則以量產機制為主軸，皆讓與

會的業者與麵包烘焙愛好者們皆能滿載而歸，明年

(2020/3/12~3/15)誠摯邀請對於烘焙美學有興趣的消

費者們，安排至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讓您在專

業的烘焙工藝中體驗到生活中的美學品味。

            新聞報導：

統清展現量產機制提案力

文：統清行銷課

　　　　　台最大烘焙銷售通路的統一集團，在今年

　　　　　3月15~18日舉行的台北國際烘焙設備展

　　　　　中，由統一集團高秀玲董事長親手設計打

造展場，佔地展出450平方公尺，以三大飲食文化潮流

：台灣美食、熱帶水果、品茶與咖啡，詮釋當代烘焙

美學，呈現台灣麵包創意，讓世界看見麵包與台灣特

色風土的完美融合。統清活動區，結合設備業者，共

同提案爆米花、紅豆餅、雞米花三款，展現量產機制

提案力，與介紹多款烘焙油脂運用的特色。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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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職人誌 NO.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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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理台灣雜誌刊載

About President Nisshin  關於統清

烘焙總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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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2∼3月是一個行程滿

　　　　檔，在這烘焙季節，參

　　　　與了兩大盛會。

　　2月下旬我去參觀了兩年一

度在日本關東舉辦亞州指標日本

MOBAC烘焙展，3月中旬前往集

團內舉辦了為期四天的烘焙展，

主舞台展演。

　　台灣的烘焙市場經營走向，

分成2個方向，一個是大家熟悉

在7-11麵包貨架上的量產機制麵

包，另一個則是強調手感麵包的

個性店。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

生，大家很習慣飲食模式。

　　我發現日本烘焙展，偏向以

量產機制化展演居多，透過現場

機制製作，這與日本麵包市場非

常的大有關係。日本的麵包廠，

大手筆購買機器設備，生產線採

機制化。同時到麵包店市場調查

時，發現日本人把麵包當正餐來

吃，例如三明治有多種類，有冷

藏及常溫，製作成料理餐食概

念，或許未來台灣市場哪一天可

能走向與日本同樣的飲食習慣，

是值的我們思考。

　　緊接著統清烘焙講習會，在

5月底即將展開烘焙講習會巡

迴，以『專業』、『傳承』的，

歡迎各位烘焙業者報名參交流，

讓統清公司為各位業者服務。

烘焙油脂の專家

在台灣的MOF大師

今

統一麵粉、統清烘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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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集團服務理念

　　統一企業食糧群群總吳諒豐表示：『由統一集團

秉持著專業與傳承的精神，在品質控管上嚴格把關，

為烘焙業者、消費者提供安心選購各類多元食材的便

利環境；由碾製麵粉、統清烘焙油脂、半成品冷凍麵

糰，整合下游相關生產機械，提供技術輔導、教育訓

練，協助行銷策略與通路販售等，完整的為烘焙業者

提供一應俱全的垂直整合式服務。』

名師展現商品提案力

　　主場館商品展示區由統一集團七位烘焙師以歐

式、法式傳統手路製作出能詮釋台灣風采的麵包作

品，有使用當令盛產食材的黑糖紫米桂圓、鳳梨百香

果，以及草莓栗子、檸檬起司的法式經典搭配，超過

50幾款的提案商品，每天吸引現場民眾圍觀，爭相拍

照商品，會場人潮非常熱絡;到場的烘焙業者，針對製

作的技術、配方提出服務需求，展示區裡業務人員與

客戶互動非常熱絡。

　　統一集團烘焙總監，文世成表示提案的產品皆使

用台灣統一麵粉展現麵粉保溼性及麥香味，烘焙油脂

則使用統清卡多利亞，呈現濃郁奶香味，搭配特色水

果等農產品，每款產品皆經過數十次的調整，結合食

材的特性，展現此次的主題提案。

　　統清廖銘政顧問於主舞台展演吸引超過一百位名

駐足圍觀，從原料到烘焙成品的技術展演，展現烘焙

創新能量，為業者提供最新趨勢的烘焙技術服務。獨

創虱目魚造型使用同時搭配虱目

魚肉鬆來搭配的調理麵包，

同時展演的麵包與在場

名眾分享，民眾吃的津

津有味，多位烘焙愛

好者表示自己嘗試來

製作看看。

統清主打量產機制 多款商品提案

　　「統清烘焙油脂」主打量產機制提案力：從原物

料、技術、設備等，現場動態展演多款烘焙美食、以

及試吃體驗，受到民眾歡迎、業者的諮詢。

　　統清提案展出3款商品：紅豆餅、爆米花、雞米

花。體驗試吃活動中有獎徵答，活動後再加碼抽獎，

每場試吃體驗排隊人潮絡繹不絕，吸引現場民眾踴躍

參加。

紅豆餅試吃體驗活動：

　　邀請知名連鎖紅豆餅品牌『關北紅豆』共同

展出，其烤盤表層油使用統清烘焙油脂專家的油

脂，帶給外層餅皮酥脆口感、及奶香味。奶油口

味紅豆餅其奶油內餡也是使用統清烘焙油脂專家

的奶油，奶油內餡奶香濃郁、化口性極佳、讓人

一口皆一口停不了。每場發放實際店面優惠券，

讓喜歡的民眾可以至全國關北紅豆14家門市購

買。

非凡電視台 採訪統一集團烘焙總監 文世成
統清量產機制 紅豆餅展演秀

文世成師傅 展演秀

廖銘政師傅 展演秀

統清量產機制 爆米花展演秀

爆米花試吃提驗活動：

　　使用（統清爆米花專用油），可爆出漂亮弧

形，常溫下保持液態性狀，操作上方便，可讓爆

米花外表均勻的裹付糖液，最重要是讓每一顆玉

米力的爆開率大大的提升，與一般沙拉油或傳統

酥油比較，爆開率提昇12%，提供業者可以製作

出穩定的商品，又富有豐富奶油香氣。結合專業

的攪拌設備專業公司『中生機械』，跳脫傳統直

立式爆米花，採用『攪拌式』方式，來爆出每一

顆玉米花。每一顆爆米花，皆爆出漂亮的弧形

及豐富的奶油風味，其攪拌式特色有『熱能集

中』、『標準化控制』、『方便又安全』，不只

現場民眾喜歡吃，也吸引很多烘焙業者詢問，

統清區有獎徵答活動熱絡互動

中生機械專業量產用爆米花攪拌機展演

統清爆花專用油與中生機械合作爆米花成品

統清業務服務團隊

非凡電視台採訪統一集團烘焙總監文世成師傅

關北紅豆展演活動



2019  May  Vol.35∣　0504　∣ 職人烘培誌

　　　　　喜堂花園茶館是台中地區相當

　　　　　著名的休閒餐廳，能在戶

　　　　　外花園、池畔享用美食。

而東喜堂最受客人喜愛的餐點，每

桌客人幾乎都「必點」一支德國

豬腳，再搭配其他如小火鍋、炸

物等餐點。

每桌必點佳餚：德國豬腳

　　東喜堂的德國豬腳還可以「客製化」。

不少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點豬腳，因為豬腳的肉質滷得

軟爛入味，但是酥脆的豬腳皮常令老人家傷腦筋。邱

小姐說，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客人可以請東喜堂將

豬腳皮炸得稍微不要這麼脆。老少咸宜的炸物是東喜

堂提供餐點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德國豬腳香酥

脆的外皮，薯條、雞柳、雞米花等客人常點的餐點，

也以炸物居多。邱小姐說，有一次在店裡吃薯條覺得

口感不同，就問廚房：「今天換薯條嗎？」沒想到，

改變的不是薯條，而是炸薯條的油。前一陣子葉老闆

聽到統清香豬油王的口碑不錯，試用之後非常滿意，

於是將東喜堂所有炸物都換用統清香豬油王液態酥

炸油。

讓炸物酥脆持久的油品：

統清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

　　邱小姐指出，過去使用一般的炸油，炸出的食物

口味清一色都只有「油炸味」，但是統清香豬油王液

東

態酥炸油炸出的食物，可以吃得到食

物的原味。以薯條為例，用香豬油王液態

酥炸油炸，客人能夠吃到馬鈴薯本身的滋味。

此外，使用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油炸，可以使炸物的

酥脆感更持久。有時候，店長邱小姐會讓廚房炸幾支

德國豬腳當員工餐，犒賞在店裡工作辛苦的員工，她

的同事知道店長喜歡豬腳皮酥脆的口感，往往會貼心

幫她留豬腳皮。有時候店裡一忙，邱小姐沒辦法準時

用餐，往往在豬腳炸好半個小時後才能抽空吃。使用

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之後，邱小姐覺得很驚訝，因為

就算過了將近30分鐘，炸過的豬腳皮依然有酥脆的口

感，而不會因為時間放久了就變軟，失去德國豬腳皮

酥脆的特色。輕食炸物如薯條、雞米花等，經過統清

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加持」，不僅更能帶出本身的

原味，也能讓炸物特

有的酥脆口感持久。

下次旅遊經過台中潭

子，一定不能錯過這

處「離市區最近的美

食桃花源」！

延續稍縱即逝的酥脆

東喜堂花園茶館
德國豬腳之極致
東喜堂花園茶館
德國豬腳之極致

雞米花式吃活動：

　　結合專業自動升降油炸機廠商，向業者介紹

首創定時自動升降、可依炸物不同、設定時間 

1-15分鐘，無需專人看管、炸物品質一致，油炸

過程安全、更有效率。雞米花使用統清香豬油王

酥炸油，這一油煎煮炒炸皆適用、嚴選豬脂：中

油、板油、里肌油三部位、專業獨家冷捏設備、

油性Q彈好操作、耐炸、穩定度高。一般的炸

油，炸出的食物口味，清一色都只有「油炸味」，

但是統清香豬油王液態酥炸油炸出的食物，可以

吃得到食物的原味。此外，使用香豬油王液態酥

炸油油炸，可以使炸物的酥脆感更持久。使用香

豬油王液態酥炸油之後，就算過

了將近30分鐘，炸過的雞米花

依然有酥脆的口感，而不會

因為時間放久了就變軟，

失去雞米花酥脆的風味。

台北國際烘焙設備展
3/15-3/18南港展覽館登場－民視新聞

　　今年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現，現場傳授各種

烘焙觀念與技術，統清則以量產機制為主軸，皆讓與

會的業者與麵包烘焙愛好者們皆能滿載而歸，明年

(2020/3/12~3/15)誠摯邀請對於烘焙美學有興趣的消

費者們，安排至統一集團烘焙生活美學館，讓您在專

業的烘焙工藝中體驗到生活中的美學品味。

            新聞報導：

統
清林總經理現場與客戶

互

動
熱
絡

統一集團烘焙名師與食糧群群總紀念留影

主持人介紹各展攤特色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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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營養化
日本烘焙趨勢兩大關鍵字：

個性麵包店滿足餐飲需求  便利店麵包主推營養管理

　　　　洲指標日本MOBAC烘焙展，兩年一度今年2月

　　　　份在關東舉辦。烘焙展內，以冷凍麵團品牌

　　　　為例，僅山崎麵包以全系列冷凍麵糰展現門市

高效益提案，其他大品牌不是缺席，就是微不足道，顯

示市場成熟，與上海烘焙展冷凍麵團各品牌的火熱，像

是冰與火的兩個世界；然而，本次日本關東行，特別值

得一提的是觀察到兩大潮流，一是調理麵包餐飲的個

性化，另一是便利調理麵包的營養化。

滿足你飲食需求的365日
　　365日麵包店內的銷售結構，調理式麵包發展愈發

精彩。店內實際銷售消長趨勢：各式吐司、調理麵包與

三明治類類別趨勢成長，再次呼應日本整體麵包消費

結構，甜麵包類佔比59.8%（同比衰退2.3%）吐司類

23%（同比成長1%）、調理麵包與三明治17%（同比

成長1.9%）。

亞

文、圖：統清 文世成、廖銘政、何航順

平成28年経済センサス活動調査より(2017年12月25日公表)

顧客掏錢買單的關鍵

　　曾經在法國餐廳研修過的365

經營者杉漥師傅說「完全仿照法

國麵包的店是很俗的」，必須從順

應當地飲食習慣去製作麵包，顧客才會掏錢

買單！日本人吃米的習慣正在改變中，再加上原料小麥

長期供需趨勢的影響，日人吃麵包的習慣持續深化，讓

日本烘焙相關業態穩定成長。多樣化的滿足一個人每一

天的需求，就是社區型個性麵包店能夠生存的利基。

甜麵包類 59.8%

吐司類 23% 調理麵包
與三明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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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清專屬小型試作機

　　　　　現今人造奶油的油脂工藝中，研究人員沒有

　　　　　辦法在實驗室把開發中的產品做成如同產線

　　　　　生產的成品一樣，原因在於實驗室的空間很

難架設一套完整的冷煉捏合系統，想要了解開發中的配

方品在經由冷煉捏合處理之後的所有性質，只能利用工

在

小型試作機

廠生產線的空檔來製作開發中配方品的實際產品。但是

每一次工廠生產線生產一次需要大量的原物料，而測試

產品分析檢測後，必須全數銷毀，這數噸的原物料就如

此浪費了，大幅提高了研發成本，如果能使用小型試作

機進行油脂開發測試，可以大幅減少開發的成本。

用美味喚醒營養管理意識

　　「投注最多心力在市場調查的是便利商店」在日本

經營多年的前輩提到，在滿足味蕾、好吃為前提，消費

者更重視食品中脂肪、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即醣類）

等巨量營養素是否符合營養學理論。

健康意識的策略回應

　　近年日本飲食潮流，百花齊放地在鼓勵消費者關注

蛋白質、醣類、脂肪等三大巨量營養素的攝入比例與飲

食建議。麵包店、通路商、麵包生產商，都在積極呼應

個人的營養管理。乃至於，我們看到本屆MOBAC中的

三大麵粉廠昭和、日本與日清製粉均以產品營養管理做

為溝通與策略。

　　日本的烘焙市場呈現兩極化的現象，一個是量產麵

包大者恆大（表1）山崎麵包的生產已近三成；另一方

面，個性麵包店則在產品與服務持續深化差異，從小

農、在地特色與經營理念包裝去訴求。日本的成熟兩極 資料來源網站：ミンテル

表1

的觀察與趨勢，像一面鏡子，值得我們在台灣的業界夥

伴們仔細端詳思考。在經營的面向，您僅是以賣麵包的

角度思考嗎? 或是以解決客人飲食與更上一層次的需求

來思考，會來得更有商機？

47

8

27

8

2

2

3

3

其他

山崎製パン

敷島製パン

Fuji
神戶屋

DONQ

Ryoyu

第一屋製パン

個性調理 健康意識

日本烘焙的兩極化現象日本烘焙的兩極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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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人造奶油的油脂工藝中，研究人員沒有

　　　　　辦法在實驗室把開發中的產品做成如同產線

　　　　　生產的成品一樣，原因在於實驗室的空間很

難架設一套完整的冷煉捏合系統，想要了解開發中的配

方品在經由冷煉捏合處理之後的所有性質，只能利用工

片狀奶油滯留管

　　統清股份有限公司於2018年12月購入一部小型試

作機，為台灣第一家擁有新型小型試作機的油脂公司，

此機型具備融化槽、攪拌槽、三個冷煉單元、兩個捏合

單元，可根據製作油脂的特性選擇適用的進料方式，冷

煉捏合的單元數，調整串接的方式非常簡單，一個人就

能獨力完成測試操作，溫度、流速相關參數全部都由中

控電腦控制，操作上非常的便利與直觀。

統清擁有模擬量產化
製程油脂能力

油脂小量測試以
符合客戶需求

小型試作快速開發
客製油脂能力強

　　小型試作機其工作原理與工廠生產機器相同，採用

水平刮板式熱交換機進行冷煉工藝，就像是縮小版的工

廠產線，一次開發測試只需使用30~100公斤的原料，相

較於數噸原料的浪費，使用小型試作機進行開發測試所

需要的成本降低非常多，除了成本的降低，可以進行開

發測試的時間也不受限於工廠生產線空檔，可以無時無

刻的進行測試，對於客戶的需求，也能第一時間著手進

行實驗，可以更快速的將訊息反饋給客戶。如之前所述，

小型試作機就是一個人造奶油工廠的縮小版，具有冷煉

單元、捏合單元，且可以根據產品的特性，調整所需冷

煉單元、捏合單元的數目，管線的切換調整也相對輕鬆

簡單。

　　一個新研製油品的，會先在實驗室調配出樣品，確

認樣品符合客戶要求後就會大量生產，但是從實驗室轉

換到產線大量生產，往往都會有很多狀況，要能順利大

量生產，需要數次的測試，花費大量的原物料以及人力，

有了小型試作機，研究人員可以單獨完成小量生產試做

測試，經過多次試驗，找出合適的參數數據，套入公式

便可得到現場生產線的參數設定，進行大量生產。同樣

的，對於既有的產品，也可以利用小型試作機進行更精

細的參數調整，找出絕佳的生產參數，改良現有產品。

在開發方面，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小型試作機來調整油脂

的混合比例、乳化劑種類，觀察期性狀並調整比例重複

試作來進行新油品的開發。統清公司身為烘焙油脂的專

家，不惜巨資購買新型的小型試作機，希望能提升本公

司的產品品質，精進公司實力，帶給消費者更好更健康

的味蕾體驗。
片狀奶油出口冷煉單元 液態奶油出口

融化槽

攪拌槽

廠生產線的空檔來製作開發中配方品的實際產品。但是

每一次工廠生產線生產一次需要大量的原物料，而測試

產品分析檢測後，必須全數銷毀，這數噸的原物料就如

此浪費了，大幅提高了研發成本，如果能使用小型試作

機進行油脂開發測試，可以大幅減少開發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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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樹森林友善環境理念

　　　　　2017年12月的季刊中(第30期)曾報導到，『統清股份有限公

　　　　　司』在同年度10月取得台灣食品供應鏈首張RSPO（棕櫚油永

　　　　　續發展圓桌組織-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證書！

　　時至今日，很多人對於RSPO仍然存在許多不了解，為此，在此篇報

導中我們將帶您深入了解RSPO存在的意義與重要性。

　　要說明RSPO首先要先了解「棕櫚油」，棕櫚油？好像有聽過，那是

用來做什麼的啊？台灣人不常使用棕櫚油做菜，因此較為陌生，其實從

你每天起床那刻起，就開始使用棕櫚油相關製品，不只是零食、泡麵、

在

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根據綠色和平(Green-

peace)組織研究，2009年至2011年，印尼為了種植棕櫚

樹，已經砍伐了30萬公頃的林地，相當於11個臺北市面

積！而從下圖可以清楚發現，從2000年起往後的十二年

間，印尼雨林的消失面積驚人。

　　而世界上超過千萬種的植物、動物和昆蟲，有一半

以上都以雨林為家，因此摧毀雨林等於嚴重破壞生物多

樣性，其中最明顯的實際案例就是蘇門答臘紅毛猩猩等

保育動物瀕臨滅絕。不只如此，因為利益的驅使，種植油

棕的產業，開始出現居民被燃燒泥地的野火波及、濫用童

工、剝削薪資，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環境等勞工人權問題。

　　綜觀以上，RSPO認證誕生的意義已經呼之欲出。

RSPO組織創立於2004年，是為了促進友善環境的棕櫚

油永續種植與使用的非營利機構，RSPO組織在棕櫚種

植面積急劇增加之時，降低珍貴雨林面積逐漸減少，並

提高勞工人權受到重視。其驗證是用來證明棕櫚油或使

用棕櫚油的產品供應符合永續性的驗證標準。

　　簡而言之RSPO認證就是為了關心地球的永續環境

而存在的國際級認證，擁有RSPO認證的棕櫚油並使用

以下標章，就是代表您使用的棕櫚油已取得以下保證：

‧遵守當地和國際法律和法規

‧證明對經濟和財政長期變化的承諾

‧使用育畜者和制粉業者的最佳農業實踐

‧包括保護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環保責任

‧負責考慮種植或生產對員工和社區的影響

‧負責新種植林地管理

‧承諾持續改進

RSPO的介紹與
統清公司棕櫚油管理方針
公開聲明

巧克力(醬)，還包含洗髮精、清潔劑、牙膏等生活必需

品，尤其烘焙用與油炸用的油脂超過一半以上的商品都

含有棕櫚油！

棕櫚油是什麼？為何無所不在？
　　棕櫚油為什麼用途如此廣泛？棕櫚油的熔點相當

高，因此十分耐高溫，適合油炸食品時使用。另外，它

在室溫底下可以維持半固態，且飽和度高、穩定性好，

因此十分適合用於烘焙產品，且各種需要油份的肥皂、

清潔用品與美容產品也會利用此特性，為產品增加黏性，

並作為阻水劑幫助皮膚保濕。雖說動物性脂肪也有上述

特點，但是售價卻高出許多。談談更深入的應用，例如

比薩麵糰加了棕櫚油可以使凍結麵糰保鮮，並防止麵糰

互相沾黏；而每份泡麵使用高達20%的棕櫚油來預炸麵

條；而若加入巧克力或人造奶油中，可使口感滑順具有

光澤感，使得在加工操作中不易融化。再者，相較於大

豆油或菜籽油，棕櫚油每公頃產量最高，約為其他植物

油的十倍，相對之下售價最低廉，日用品或食品製造商

因此可減低成本。因為上述種種因素，超市裡一半以上

的產品都含有棕櫚油，且需求持續增長，全世界產量於

過去十年來翻倍至$500億美元，且預估將於2022年達

到$880億美元。但你知道嗎？棕櫚園在毫無規範的種植

與焚燒之下，已經變成破壞地球環境的一大元凶。

    

種植棕櫚油引爆強大破壞力
卻又難以杜絕
　　為了種植油棕樹，生產者以野火燃燒雨林與泥地，

大肆摧毀珍貴的原始雨林，特別是全球產量最大的印

文、圖：李大鶴

參考資料來源：
．No, you don’t have to boycott Nutella for the environment, says Greenpeace．The future of palm oil: can it be 

sustainable? – live chat．The vegetable oil that fuels a $50 billion business．10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sustainable palm oil．Can palm oil be sustainable?．你不知道的棕櫚油．The Guardian專題報導．棕櫚油認證失靈，雨

林危在旦夕．Why does palm oil still dominate the supermarket shelves?．Which Everyday Products Contain Palm O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