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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大食品事件 

•食藥局例行檢驗中發現益生菌粉末含有塑化劑DEHP， 主動調查並
追蹤來源，確認昱伸香料公司惡意添加塑 化劑於起雲劑，檢調單
位共同強力稽查調查所 有中下游廠商，累計16個地檢署進行案件
偵辦，修 正食品衛生管理法，加重罰則。 

100年起雲 

劑含塑化劑 

•行政院提出「安全容許」、「牛豬分離」、 「強 制標示」及「排
除內臟」政策方向，行政院農委 

•會對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有條件解禁，衛生署修 

•正食品衛生管理法部份條文，訂定牛肉萊克多巴 胺殘留標準。 

101年美國牛肉
萊克多巴胺 

•業者於食品製程，添加未經核准的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 粉，食藥
署接獲檢舉即建立檢驗方法並抽驗市售產品， 再追查上游廠商及
完成相關檢驗工作，掌握違法產品與 製造商，檢調單位共同強力
稽查調查所有中下游廠商，食品衛生管理法全文修法快速通過。 

102年順丁烯二
酸酐化製澱粉事

件 



近年重大食品事件 

•衛生機關接獲大統橄欖油不純之檢舉，洽請檢調
協助查察後，確認混油事實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
經食藥署開發鑑別食用油中銅葉綠素檢驗方法，
對市售油品進行檢驗，發現進口油品亦檢出含有
銅葉綠素。食品衛生管理法再度大幅修法，並加
重罰則；涉案業者依新法重罰。 

102年油品混
充及違法添加
銅葉綠素事件 

•檢調單位接獲檢舉，業者回收廢油後疑似有不法 
販售，經會同衛生機關追查，違法流入食用豬 
油；食藥署及跨部會追查，業者違法進口供作飼 
料用油供作食用油原料，共同追查上游廠商，掌 
握違法產品與流向，食品衛生管理法再次修法中。 

103年油品使
用劣質豬油混
充及違法進口
原料事件 



近年重大食品事件 

•根據新北市衛生局抽驗市售潤餅皮、餅皮，檢驗結果67
件當中有3件被檢出違法添加俗稱「吊白塊」工業用漂白
劑，追查上游2家供應商，其中一家位於中和的「春源商
號」更坦承，已使用「吊白塊」長達20年 

104年3月20日 

潤餅皮添加 

「吊白塊」 

•3月根據彰化地檢署查獲，彰化「進興製粉有限公司」
為了省每公斤八元的差價，涉嫌向台中「誼興貿易公司」
購入工業級的碳酸鎂，用來取代食品級的碳酸鎂，並混
入胡椒粉、胡椒鹽、咖哩粉等調味粉和食用色素當中 

104年3月31日 

黑心胡椒粉、胡椒鹽、
辣椒粉、咖哩粉 

•「英國藍」的玫瑰花茶、伯爵紅茶、錫蘭紅茶、大吉嶺
紅茶、烏龍茶、阿薩姆紅茶和翡翠綠茶。「50嵐」的四
季春茶，被驗出農藥芬普尼超標。台中的豐中與豐勢兩
分店「弘爺漢堡」紅茶，違規使用農藥芬普尼。 

104年4~5月手搖飲料
店的茶類飲料殘留農

藥 



食品成分全標示 9成看嘸 

泡麵標70項 佔包裝1/3 「不實用」 
2014年12月15日 蘋果日報 【蔡孟修╱台北報導】 

 
 

 食安問題頻傳，衛福部針對食品標示需詳列的新規定今年中實施，廠
商斥資千萬更換包材，過去泡麵、餅乾等不到十種成分標示，現竟多
達七十多種，如調味粉含有琥珀酸二鈉，餅乾含二氧化矽。民怨九成
標示都看不懂；專家建議，複雜難懂的成分可改在官網公布。 

 衛福部針對食品標示的新規定五月起上路，凡兩種以上添加物組成的
功能性成分須再展開複方，如調味劑須列出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聚合
甘油酯等成分。  

 醫建議訂危害等級 

 《蘋果》記者拿「來一客杯麵」、華元蚵仔煎洋芋片等常見的零食餅
乾，隨機訪問大學生、家庭主婦等七位民眾對標示的看法，僅一位化
工系學生看懂多數標示。以泡麵添加物最多，逾七十種，標示佔了杯
麵包裝三分之一面積，約三點五公分乘以四公分大小、添加物字體小
到剩三公厘大小。 
民眾張力誠說：「成分那麼多看不懂，根本不實用。」民眾李維琪說：
「字變得很小，不但看起來很吃力，也不知道在寫什麼。」 
林口長庚醫院腎臟科主治醫師顏宗海說，這些成分標示有助洗腎或肝
硬化病人詢問醫師對身體影響程度。但對一般消費者而言，就很難理
解這些成分是甚麼。他建議食品訂定危害等級，並將成分資訊公布在
官網，也可節省包裝空間。  

 





德昌、黃大目等4家豆乾驗出恐致癌二甲基黃 
2014年12月16日 自由時報記者謝文華／台北報導 

 有關香港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德昌黑胡椒豆乾檢出違法色素二甲基黃（dimethyl 
yellow）一案，衛福部食藥署今早緊急說明，檢驗德昌豆干原物料19件、半成品2件、成品
8件，檢驗結果原物料均未檢出，但半成品「油片」、「黑胡椒豆乾焙烤後半成品」，及成
品「黑胡椒豆乾」、「素食香菇豆乾」、「沙茶豆乾」檢出含化工用途、有致癌疑慮的二
甲基黃。 

 食藥署簡任技正王德原另指，台中市政府衛生局另抽檢5家豆干產品，結果品香世家黃大目
食料品公司的「黑胡椒豆干」、寶鴻企業的「大溪豆乾（大沙茶）」、裕香食品公司的
「裕香豆干（辣味口味）」亦檢出含有二甲基黃，福記冷凍食品公司的「日式素豆干（香
辣）」及黃日香公司的「黃日香香豆干」則未檢出二甲基黃。 

 豆乾驗出含有二甲基黃，衛生單位解釋，豆乾是用油皮製成，油皮製作時，為了減少發泡
會使用乳化劑，讓豆乾看起來油亮美觀，不過，出問題的乳化劑卻被驗出含二甲基黃。 

 食藥署代署長姜郁美表示，經查，德昌豆乾的半成品「油皮」係向彰化縣久元企業社購買，
久元企業社使用黃豆、沙拉油、硫酸鈣、芊鑫豆製品乳化劑製造，除供應下游「德昌食品
有限公司」外，尚提供「天素食品有限公司」、「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裕香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姜郁美說，「芊鑫豆製品乳化劑」經食藥署檢驗發現含「二甲基黃」，久元企業社及其提
供下游4家的油皮已立即由彰化縣衛生局及食藥署要求停止出貨，並責付業者保管油皮1621
公斤。 

 久元企業社使用的「芊鑫豆製品乳化劑」是經由台中市松順行向台南市芊鑫實業社購買，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03年12月11日、12日稽查芊鑫實業社並抽驗7件產品（包括乳化劑的
個別成分脂肪酸山梨糖酯、碳酸鈣、氫化棕櫚油等）。 

 姜郁美表示，芊鑫直至12日下午3點才通報台南市政府衛生局坦承使用「油脂黃粉」，經食
藥署檢驗，「油脂黃粉」、「芊鑫豆製品乳化劑」均檢出含有二甲基黃。此「油脂黃粉」
是由台南市「榮美有限公司」向台北市「敦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台南市政府衛生
局已要求芊鑫實業社停止作業及販賣，並命其通知下游11間廠商明天午夜12點前，停止使
用「芊鑫豆製品乳化劑」相關產品。 

 食藥署指出，再查獲使用違規食品添加物製造相關產品，將依103年12月10日總統令公布的
新罰則裁處6萬到2億元罰鍰。 

 



上下游 



二甲基黃 

 中文：N,N-二甲基-4-(苯
偶氮基)苯胺 
 簡稱：對二甲氨基偶氮苯 

 英文：N,N-dimethyl-4-
(phenyldiazenyl)benzenam
ine 

 

低於pH 2.9時 
紅色 

高於pH 4.0時 
黃色 



二甲基黃自我檢測 



偶氮類物質 

 均質的發泡劑。 

 泡沫很小→排列很整齊→吐司麵包的道理。 

 密度適中→富有彈性。 

硬梆梆的豆腐乾不會添加 
Q彈的豆腐乾有可能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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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流通 消費者保護 輸入輸出 

管
理
方
向 

環境污染預防及管
制農、漁、牧生產
管理 

製造加工 

運輸流通 

販賣、餐飲 

購買 

調理 

儲藏 

境外查驗 

邊境管制 

查緝走私 

管
制
重
點 

農藥濫用 
動物用藥濫用 
飼料添加物 
人畜共通疾病 
環境污染物  
    

原料不佳 
設施及環境不良 
食品添加物管理 
製程管制不當 
其他污染 
溫控不當 

逾有效日期 
儲藏不當 
調理不當 
食品中毒 
標示、廣告違規 

境外工廠稽查 
邊境查驗及管制 
國際資訊通報 
查緝走私  
    

農業環保 

目
標 

2.產製流通
監管 

4.消費者保  
  護與教育 

1.源頭管理 

權
責
機
關 

衛生福利部、農委
會、經濟部、財政
部海關、海巡署 

環保署、農委會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農委
會 

經濟部 

衛生福利部、消
保會 

教育部、農委會
內政部、法務部  

3.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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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機)發生點之管控 

13 

上市後 上市前 

消費者 產品 販賣業者 產品 工廠 
原料 
添加物 

食物中毒、
不良反應
通報 

 

流通稽查 

廣告標示查核 

檢舉通報 

 

輸入食品 

邊境抽驗 

國外查廠 

業者、產品登錄 

食品之追溯追蹤 

 

食品GHP

查核 

查驗登記 
健康食品/單方
添加物/複方食
品添加物 

工廠訪查 
食品HACCP、
GHP 、CAS 、
GMP ---etc 



食物需要 
食品添加物?! 

2015/7/1 14 



15 

食品添加物的歷史 

 起源：天然物 
   調味、保藏防腐之糖、鹽、醋… 

 初期：化學合成 
  食物色、香、味以及營養強化物質 

 近期：化學合成、天然物 
  食品製造、加工、調配以及貯存用 

2015/7/1 



食品添加物定義及管理(§3、§35) 

 指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香味、
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
或其他必要目的，加入、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
(§3) 

 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准
用之食品添加物組成，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
應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號。 (§3) 

 食品業者輸入食品添加物，其屬複方者，應檢附原產國
之製造廠商或負責廠商出具之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之
官方衛生證明，供各級主管機關查核。但屬香料者，不
在此限。 

 

 

35條新增 



食品添加物業衛生管理（§10） 

 第十條 食品業者之設廠登記，應由工業主管機關會
同主管機關辦理。 

 食品工廠之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設廠標準；其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定之。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工廠應單獨設立，不得於同一廠
址及廠房同時從事非食品之製造、加工及調配。但經
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符合藥物優良製造準則之藥品製造
業兼製食品者，不在此限。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前項之
工廠未單獨設立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於修正條文施行
後六個月內公告，並應於公告後一年內完成辦理。 

 



食品添加物應標示及業者應通報事項(§24) 

 第二十四條 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
標示下列事項： 

 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
條第一項所定之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不受前項第三款、第七款及第九款之限制。前項第三款食品
添加物之香料成分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入
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
共同查閱。 



食品添加物是甚麼? 

食物中原本不存在，是為了某種目的特地加進
去的。 

不能單獨食用。 

使用量很少，約為百分之一以下，常常只能有
幾個ppm（百萬分之一，例如：一公斤食物加
入千分之一公克的添加物為一ppm）。所以誤
用時的影響很大，可能會高達一百到一千倍。 

合法的食品添加物是要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
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證才可上市販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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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要添加食品添加物 

 改變食物的顏色 
 食用色素 

 增加保存期限 
 蜜餞、鳳梨罐頭：加糖醃製 

 加鹽、酒醃製(可殺菌) 

 防腐劑 

 增加食物的美味 

 改變食物的口感 
 香料 

 磷酸鹽類(結著劑) 



食品添加物手冊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
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
252f95ca9853&param=pn%3d11%26cid%3d437#.
U_C2a5I3AbE   word 檔 

 

 食品添加物基本概念、法規、相關業務資
訊、食品添加物管理及使用注意事項 

2015/7/1 21 

http://consumer.fda.gov.tw/Files/doc/%E9%A3%9F%E5%93%81%E6%B7%BB%E5%8A%A0%E7%89%A9%E6%89%8B%E5%86%8A.pdf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http://www.fda.gov.tw/tc/PromotionalContent.aspx?id=7&chk=b7b55844-9c1a-4a10-b16f-252f95ca9853&param=pn=11&cid=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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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的功能 

 保存和避免食品中毒(防腐、抗氧化) 

 增加營養(高鐵、高鈣食品) 

 增加食品吸引力(著色劑、香料、調味劑) 

 精簡製程(乳化劑、結著劑) 

 食材或副產物再利用(蘆筍汁、蝦味鮮、乳
清飲料) 

 特殊飲食控制(甜味劑) 

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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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的使用條件 

 對人體健康無明顯影響 

 規格符合國家食品法規 

 使消費者獲利 

 保持食品營養 

 食品製程所需 

 增加食品吸引力 



新聞的省思 

 所謂「食品添加物」，其實是合於法規，能
添加在食品裡的物質。 
 雖然合法，若過量或違規添加，可能造成人體
傷害 

 食品添加物大多是化學物質，攝取太多仍造成
負擔 

 

 至於近年常聽到的「黑心食品」，更為可怕 
 常含有禁止添加於食品的化學物質 

 少量就可能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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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的功能 

良心的用途 

化平庸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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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平庸為神奇 
食品添加物 

(滷水、石膏、葡萄糖酸) 

圖片來源_http://www.godsdirectcontact.org.tw/ch1/food/specialty/19-a home made tofu.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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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的功能 

沒良心的手段 

化虛假為神奇



2015/7/1 28 

食品添加物的功能 

黑心的伎倆 

化腐朽為神奇 



餿水油 



豬廢棄物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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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不得使用情況 

 改造低劣或掩飾變質之食品原料 

 為增加食品吸引力，因而降低，甚至損害
食品營養 

 非食品製程所必需，刻意節省時間和成本 

 刻意欺騙消費者 

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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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正面表列准許使用之添加物 

目前總共十八類，八百多項 
 

 食品添加物幾乎都是化學合成品、半合成品， 
少數為天然物 

2015/7/1 



食品添加物分類(一) 
計18類 

 防腐劑 :  如己二烯酸、去水醋酸、苯甲酸及其鈉鹽 

 殺菌劑 :  如次氯酸鈉、過氧化氫等。 

 抗氧化劑 : 如BHA、BHT、L-抗壞血酸等。 

 漂白劑 :  如硫酸鈉、酸性亞硫酸鈉、低亞硫酸鈉等。 

 保色劑 : 如亞硝硫酸鈉、硝酸鈉、亞硝酸鉀等。 

 膨脹劑 : 如酸氫鈉、酸胺、合成膨脹劑等。 

 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 

 營養添加劑 : 如維生素A、B1、B6、E、碘化鉀等。 

 著色劑 : 如食用紅色6號、食用黃色4號。 



食品添加物分類(二) 

 香料:  如 丁香醇、乙酸丁酯、香莢蘭醛、桂皮酸等。 

 調味劑 : 如檸檬酸、L-麩酸鈉(味精)、甘草素、糖精、胺
基乙酸等。 

 甜味劑：D-山梨醇、糖精、環己基（代）磺醯胺酸鈉、
阿斯巴甜、醋磺內酯鉀、甜菊醣苷、蔗糖素。 

 黏稠劑: 如海藻酸鈉、CMC、乾酪素等。 

 結著劑 

 食品工業用化學藥品 

 溶劑 : 如 丙二醇、己烷等。 

 乳化劑 : 如 脂肪酸甘油酯、大豆磷脂質等。 

 其他 : 如 矽藻土、矽樹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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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安全嗎？ 

安全性由『質』與『量』決定（食
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
準） 

違法 

使用非法添加物 

『合法添加物』不當使用 

2015/7/1 



合法的食用色素 

藍色
1.2 

綠3 

黃
4.5 

紅
6.7 

紅40 



合法食品添加物及其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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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添加物 食品蹤跡 健康可能危害 

合法常遭
濫用(超
出使用範
圍) 

過氧化氫 
(雙氧水) 

豆腐、豆干、
素雞、麵腸、
魚漿、肉漿
製品、死雞
肉(漂白除異
味) 

刺激腸胃黏膜，吃多可能引起
頭痛、嘔吐，有致癌性。規定
食物中不得殘留，不得用於麵
粉及其製品 

去水醋酸
鈉 

澱粉類、麵
粉類食品 

具致畸胎性。規定限用乾酪、
乳酪、奶油、人造奶油 

合法常遭
濫用(超
量使用) 

亞硫酸鹽 

蜜餞、脫水
蔬果、金針、
蝦、冰糖、
新鮮蔬果沙
拉、澱粉 

可能引起蕁麻疹、氣喘、腹瀉、
嘔吐，亦有氣喘患者致死案例，
不得用於麵粉及其製品 
 

糖精、甜
精 

蜜餞、瓜子、
醃製醬菜、
飲料 

動物試驗顯示，會致膀胱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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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食品添加物及其毒性 

類別 添加物 食品蹤跡 健康可能危害 

先前合法
現禁用 

紅色二號
色素 

糖果、飲料 具致癌性(民國64年禁用) 

溴酸鉀 麵粉改良劑 確定有致癌性(民國83正式禁用) 

甘精(對位
乙氧苯脲) 

蜜餞、飲料等
(甜味劑) 

傷害肝脾及消化道，確定有致癌
性 

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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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食品添加物及其毒性 
類別 添加物 食品蹤跡 健康可能危害 

強毒禁用 
(防腐劑) 

硼砂 
(增進Ｑ、脆、
彈、保水、
保存) 

年糕、油麵、油條、魚丸、
碗粿、粽子、板條、火腿、
芋圓、粉圓、生魚蝦…… 

積存體內產生硼酸症，皮膚紅
疹斑、嘔吐、腹瀉、休克，有
時紅血球破裂或腦膜痙攣而少
尿、禿髮、貧血、體溫失調、
腸胃潰瘍 

福馬林 酒類、肉、肉製品、乳製品 
頭疼、昏睡、呼吸困難、消化
障礙、嘔吐 

水楊酸 酒、醋 
耳鳴、頭疼、盜汗、發冷、嘔
吐、呼吸困難、心臟衰竭 

吊白塊 
(福馬林+二
氧化硫) 

本為工業用的漂白劑卻被使
用於米粉、黃葡萄乾、麥芽
糖、洋菇、蘿蔔乾等食品 

殘留的甲醛易引起頭痛、眩暈、
呼吸困難、嘔吐、消化作用阻
害、眼睛受損。殘留的亞硫酸
可能引起：蕁麻疹、氣喘、腹
瀉、嘔吐，也有引起氣喘患者
致死的案例 

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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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食品添加物及其毒性 

類別 添加物 食品蹤跡 健康可能危害 

毒性強禁
用 
(色素)  

鹽基性桃
紅精 
(紅花米) 

糖果、蛋糕、
薑、梅、肉製
品 

全身著色，排出紅色尿 

鹽基性芥
黃 

酸菜、醃黃蘿
蔔、麵條 

頭痛、心跳加快、意識不明 

奶油黃 
酸菜、醃黃蘿
蔔、麵條 

肝癌。 

硫酸銅 青豆仁、海帶 嘔吐、腹痛、嗜眠、痙攣 

螢光增白
劑 

四破魚、勿仔
魚 

具致癌性  

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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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的「食品添加物」 

 天然尚好，自然最美 

 色字頭上一把刀 

 選擇信譽良好、標示清楚的產品 

 勇於檢舉不法 



進口分流 製造分區 販賣分業 
 「食品工廠建築 
及設備設廠標準」 

 「食品之良好衛 
生規範準則」 

 業者登記營業項 
目「食品添加物 
批發業」、「食 

食品添加物業者及產品之三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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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添加物零售業」 

 強制登錄食品添加物業者及產品「全都錄」 

 輸入食品添 
加物之報單 
加註「食品 
用」及「批 
號」 

 於貨品分類 
號分流 



落實食品業者三級品管制度 

一級品管: 
自主管理、
定期檢驗 

食安法第7條第1
項及第3項 

應實施自主管 
理，並定期檢 
驗產品原材料、 
半成品或成品 

二級品管: 
第三方驗證 

食安法第8條第5
項及第6項 

委託驗證機構 
辦理食品油脂 
製造業者衛生 
安全管理驗證 

三級品管: 
政府稽查 

食安法第41條 

30個月內加強 
稽查有工廠登 
記之食品業者 



五種添加物配方菌全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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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方1 配方2 配方3 配方4 配方5 
成份 無水醋酸鈉

75.0 % 
反丁烯二酸
(Fumaric 
acid) 
8.42％ 
脂肪酸甘油
酯0.03％ 
其他食品原
料16.55％ 

醋酸鈉75.0 %  
檸檬酸10.0 %  
偏磷酸鈉 7.0 % 
三聚磷酸鈉5.0 %  
食品素材3.0 % 

醋酸鈉65.0 %  
葡萄糖酸內酯8.0% 
檸檬酸6.0%  
偏磷酸鈉 7.0% 
多磷酸鈉 5.0% 
酸性焦磷酸鈉4.0%   
食品素材5.0% 

甘油脂脂肪
酸  
食品素材 

胺基乙酸
93.5%  
魚精蛋白
6.0%  
溶菌酶
0.5% 

對象
菌 

  ★一般細菌  
★大腸菌群  
★沙門氏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仙人掌桿菌  
★枯草桿菌 

★一般細菌  
★大腸菌群  
★沙門氏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仙人掌桿菌  
★枯草桿菌 

★酵母  
★大腸菌群  
★乳酸菌  
★一般細菌 

★耐熱性
芽胞菌  
★乳酸
菌   

目的 因以醋酸鈉
為主成分，
因此不阻礙
酵母發育，
可烘焙出大
體積麵包。 

透過抑制微生物繁殖，
以提高食品保存性。 

★抑制細菌繁殖  
★防止氧化褐變  
★防止粘稠、起粘  
★防止湧出  
★增強保水性 

★抑制酵母
菌或產氣性
菌作用，而
膨氣  
★抑制細菌
繁殖 

  



配方1 
抑制細菌，但不抑制酵母菌 

無水醋酸鈉75.0 % 
反丁烯二酸
(Fumaric acid) 
8.42％ 
脂肪酸甘油酯0.03
％ 
其他食品原料
16.55％ 
 

因以醋酸鈉為主成
分，因此不阻礙酵
母發育，可烘焙出
大體積麵包。 
 

常用於麵包、糕點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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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2—有酸味 
抑制細菌及酵母菌 

醋酸鈉75.0 %  
檸檬酸10.0 %  
偏磷酸鈉 7.0 % 
三聚磷酸鈉5.0 %  
食品素材3.0 % 
 
 
添加量: 
0.3％～1.5％ 
 

★一般細菌  
★大腸菌群  
★沙門氏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仙人掌桿菌  
★枯草桿菌 
 
(透過抑制微生物繁
殖，以提高食品保存
性。) 
 

便當（米飯及菜餚） 
山菜糯米小豆飯（餡
料） 
紅豆麻薯、糯米糰
（麵糰） 
熟食、熬煮豆類 
煎蛋(厚玉燒) 
醃製山菜（調味汁） 
可樂餅 
漢堡 
春卷餡料 
肉包餡料 
法蘭克福香腸 
魚漿等練製品 
炒麵醬汁 
烤魚片醬汁 
糯米糰醬汁 2015/7/1 46 



配方3--有酸味 
抑制細菌及酵母菌 

醋酸鈉65.0 %  
葡萄糖酸內酯8.0% 
檸檬酸6.0%  
偏磷酸鈉 7.0% 
多磷酸鈉 5.0% 
酸性焦磷酸鈉4.0%   
食品素材5.0% 
 
 
______________ 
★抑制細菌繁殖  
★防止氧化褐變  
★防止粘稠、起粘  
★防止湧出  
★增強保水性 
添加量:0.5%~1.0% 

★一般細菌  
★大腸菌群  
★沙門氏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仙人掌桿菌  
★枯草桿菌 
 
 
 
________________ 
★與食品混合使用  
★與水溶解後使用  
★使用時無溫度限制 
 

滷味、醬料、冷盤、
肉、蔬菜類、便當
(飯及菜)、粿類年糕、
豆類、蛋類食品、奶
油、油炸類、肉餡類、
魚漿練製品、醬油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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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4—無酸味 
抑制酵母菌及黴菌 

甘油脂肪酸酯 
食品素材 
 
__________________ 
★抑制酵母菌或產氣
性菌作用，而膨氣  
★抑制細菌繁殖 
添加量:0.2%~0.4% 

★酵母  
★大腸菌群  
★乳酸菌  
★一般細菌
________________ 
★與食品混合使用  
★與水溶解後使用  
★使用時無溫度限制 
 

和果子類、麻糬、蜂
蜜蛋糕、蔬菜冷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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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烘焙用的發粉如有添加甘油脂肪酸酯，則
其因酵母菌會被抑制，所以一定會添加添加物

膨脹劑，以補足其效果。 



配方5—無酸味 
抑制耐熱菌 

胺基乙酸93.5%  
魚精蛋白6.0%  
溶菌酶0.5% 
________________ 
添加量:0.3%~0.8% 

★耐熱性芽胞菌  
★乳酸菌 
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會破壞食品原有風味  
中性領域PH6.0~8.0 

蔬菜、米飯、麵類、
生洋菓子、水產練
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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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精蛋白（Protamine） 

 魚精蛋白是一種鹼性蛋白，主要在魚類（如蛙魚、蹲
魚、鯡魚等）成熟精子細胞核中作為和DNA結合的核
精蛋白存在。魚精蛋白髮現於1870年，到1940～1960
年間，正式用作抗菌劑的研究才盛行起來。魚精蛋白
在中性和鹼性介質中顯示出很強的抑菌能力，並有較
高的熱穩定性，在210oC條件下加熱1hr仍具有活性，
同時抑菌範圍和食品防腐範圍均較廣，它對枯草桿菌、
芽泡桿菌、乾酪乳桿菌、胚芽乳桿菌、乳酸菌、黴菌、
芽抱耐熱菌和革蘭氏陽性菌等均有較強的抑制作用，
但對革蘭氏陰性菌抑制效果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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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菌酶（ Lysozyme ） 

 該酶廣泛存在於人體多種組織中，鳥類和家禽的蛋清、哺乳動物
的淚、唾液、血漿、尿、乳汁等體液以及微生物中也含此酶，其
中以蛋清含量最為豐富。從雞蛋清中提取分離的溶菌酶是由18種
129個胺基酸殘基構成的單一肽鏈。它富含鹼性胺基酸，有4對二
硫鍵維持酶構型，是一種鹼性蛋白質，其N端為賴氨酸，C端為
亮氨酸。可分解溶壁微球菌、巨大芽孢桿菌、黃色八疊球菌等革
蘭陽性菌。 

 溶菌酶是體內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可殺滅革蘭氏陽性菌。溶菌酶
結合到細菌表面，減少負電荷並協助對細菌的吞噬作用。新生兒
缺乏溶菌酶會導致肺支氣管發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食用缺乏溶菌酶的配方奶粉會使嬰兒腹瀉的機率提
高三倍。眼淚中缺乏溶菌酶會導致結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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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菌酶的應用 

 （1）溶菌酶是很穩定的蛋白質，有較強的抗熱性。
蛋清溶菌酶是C型，是已知的最耐熱的酶。 

 （2）溶菌酶不會因為有機溶劑的處理而失活，當轉
移到水溶液中時，溶菌酶的活力可全部恢復。 

 （3）溶菌酶可被冷凍或乾燥處理，且活力穩定。 

 （4）溶菌酶適宜pH5.3~6.4，可用於低酸性食品防腐。 

 （5）溶菌酶生產成本較低。 

 （6）溶菌酶的抗菌譜較廣，不僅局限於G+ 菌，對部
分G(-) 菌也有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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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劑破壞細胞的方式 — 弱酸理論 

Weak acid theory 

弱酸在低pH值時，維持在非解離態
(Undissociated/effective)， 具親脂性的弱酸能穿過細胞
膜。在中性pH值的細胞漿質中， 弱酸維持解離狀態，因離子
性無法穿透細胞膜而累積在細胞內， 陽離子(如氫離子)也會
累積在細胞內而使細胞pH值變化，進而 影響細胞的生長或生
存。 



pH值/親脂性微生物的生長 

親脂性/ 
疏水性 

Agent pH Range 

Benzoic acid 2.5-4.0 (2-4) 

Sorbic acid 3.0-6.5 (4-6) 

Proplonic acid 2.5-5.0 (2-4) 

Acetic acid 3.0-5.0 

Parabens 3.0-9.0 

Sulfites 2.5-5.0 

Nitrites 4.0-5.5 



大量使用pH調整劑的結果 
我們的細胞就被酸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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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停看聽 

 你ㄧ天吃下多少種 

 食品添加物? 



一天的飲食 

早餐為火腿三明治，再加一杯進口果汁 
十點左右又吃了一些蜜餞零嘴，再喝一杯三合
一咖啡 
午餐外食一客蝦仁炒飯配上魚丸湯 
飯後喝杯可樂外加一個醃芭樂，午睡醒來喝了
杯咖啡醒腦， 
快下課時又吃了同學兩片洋芋片。 
晚餐是一大碗什錦麵，裡面有香菇、花枝、蘿
蔔、酸菜和金針， 再配上醬油和醋為佐料，
晚飯後嚼了片口香糖， 
回到家因為嘴饞吃了草莓冰淇淋，晚上九點又
給自己來一份泡麵做宵夜。 
 



塑化劑案 



並不是只有防腐劑可以防腐 
絕大部分添加物均具防腐之效果 

防腐劑 抗氧化劑 漂白劑 

殺菌劑 調味劑 結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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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如上之防腐劑常被查緝 
或威力不夠時， 業者會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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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它種既不會被查緝 
且威力更強之防腐劑 

衛生機關最常檢驗的防腐劑： 
己二烯酸、苯甲酸 



「己二烯酸」與「去水醋酸」 

 己二烯酸 
 毒性較低的防腐劑 

 食入後會代謝成二氧化碳及水 

 但不可添加過量 

 去水醋酸 
 據「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的規定，
僅可添加於乾酪、乳酪、奶油及人造奶油，加
在粉圓裡是違規的！ 

 若食入每公斤超過0.3公克的去水醋酸，動物會
出現嘔吐、痙攣、甚至死亡等危害。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網站 



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的由來 

苯二甲酸 

苯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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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塑化劑 ? 
 
 最常用的塑化劑就是 

     鄰苯二甲酸酯類
(phthalates) (圖A)，也
就是 D 及 P 兩個英文字
母代表的化合物。譬如 
DEHP 就是二酸酯的成分組
成是二 (2-乙基己基) (圖
B)，DINP 就是二酸酯的成
分組成是二異壬基 (圖C)。
典型塑化劑的例子是在聚
氯乙烯(PVC，
polyvinylchloride)中依
產物特性需求，可加入低
於 10%  到高於 40% 以上
的DEHP。 

 

DEHP 就是二酸酯的
成分組成是二 (2-乙
基己基)  

DINP 就是二酸酯的成分 
組成是二異壬基  

鄰苯二甲酸 鄰苯二甲酸酯 

(A) 

苯二甲酸防腐效果
比苯甲酸更好 



起雲劑與塑化劑之功能比較 

起雲劑 

 乳化效果 

 起雲效果 

 均質效果 

 消泡效果 

 定香效果 

 穠稠效果 

 穩定效果 

塑化劑 

 乳化效果 

 起雲效果 

 均質效果 

 消泡效果 

 定香效果 

 穠稠效果 

 穩定效果 

 防腐效果 

 去霉效果 

 便宜效果 



毒澱粉案 



順丁烯二酸的化學式 

                                    烯 
 

 

HOOC-C=C-COOH 

                         甲乙 丙丁 

二酸 一酸 

二個酸都在同一方向稱為順式， 
若在相反方向則為反式 



順丁烯二酸原本毒性不大 
但加熱脫水後那就不一樣了 

HOOC-C=C-COOH 

OOC-C=C-CO 

脫
水 

可以讓
食品變
得更Q
更好吃 

順丁烯二
酸酐是一
個環氧化
學物，有
較大的毒
性，因此
全世界都
沒有將它
列為添加
物 



添加順丁烯二酸的好處 

 順丁烯二酸容易取得，價格不貴。 

 含二個酸，防腐效果不錯。 

 含二個酸，有更強的氫鍵，凝膠化效果好。 

 對稱，穩定性即持久性好。 

 順丁烯二酸酐水解生成順丁烯二酸，此酸為一對
稱的酸，有好的澱粉水解效應，並有強的氫鍵，
有助澱粉形成膠體。 

 含一個對稱的【烯】，吾人如果要添加所需要的
官能基，成功率是100 ％ ，絕對不會失誤， 可接
和其他化學物質， 使的化製澱粉有更好之物感。 

 順丁烯二酸酐為氧化物可使澱粉Q度更好。 

 



澱粉糖製備方法 
 

生澱粉(玉米、樹薯、大米、馬鈴薯、小麥) 

                              ↓ 

加水分散Slurrying (pH=6.0；Be=20) 

                              ↓ 

[高溫糊精化Dextrinization](100-140 C; 1-2 HR) 

A.酸液化Acid ProcessB.酵素液化Enzyme Process 

+ -Amylase 

                              ↓ 

冷卻Cooling (50-60 C; 20-40 HR) 

                              ↓ 

[酵素糖化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 

 + -Amylase or + Amyloglucosidase or + Pullulanase 

[酵素異構化Isomerization] + Glucose Isomerase 

                              ↓ 

脫色Decolorization 

                              ↓ 

                       脫鹽Desalting 

                              ↓ 

                       精製澱粉飴糖Sy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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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的健康危害－果糖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99年10月28日新聞稿 

報告人：營養部 金惠民 部主任／營養部 白玲珍 營養師 

 在便利超商及連鎖飲料店處處林立的時代，上班族及學生族群往
往是人手一杯含糖飲料，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市面上販售的含糖
飲料中，除少數是添加蔗糖外，絕大多數都是添加「人工果糖」。
由於人工果糖近年來多利用基因改造之玉米分解、異構而來，成
本低廉，自然成為加工食品的好幫手，尤其是飲料應用最廣。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營養部部主任金惠民表示，一般市售包裝飲料
及連鎖店的全糖飲料中，每700㏄就含有70公克的糖，相當於4至
5個中型水果的熱量，民眾若常常喝加糖飲料，尤其是高果糖玉
米糖漿（HFCS）所調製者，體重及血脂肪也就與日俱增，極易
成為三高（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候選人。 

 天然果糖是一種單糖，普遍存在於許多食品中，例如：蜂蜜、水
果、根莖類蔬菜等。每100公克水果中的果糖含量大約2至9公克
不等，其中經常食用的香蕉、橘子、鳳梨之果糖含量分別為5.9
公克、4.6公克、3.7公克，而每10公克蜂蜜的果糖含量約為4.3公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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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品名 
1 酸化製澱粉Acid-Modified Starch 
2 糊化澱粉Gelatinized Starch（Alkaline Treated Starch） 
3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Hydroxypropyl Distarch Phosphate 
4 氧化羥丙基澱粉Oxidized Hydroxypropyl Starch 
5 漂白澱粉Bleached Starch 
6 氧化澱粉Oxidized Starch 
7 醋酸澱粉Starch Acetate 
8 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Acetylated Distarch Adipate 
9 磷酸澱粉Starch Phosphate 
10 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Starch Sodium Octenyl Succinate 
11 磷酸二澱粉Distarch Phosphate 
12 磷酸化磷酸二澱粉Phosphated Distarch Phosphate 
13 乙醯化磷酸二澱粉Acetylated Distarch Phosphate 
14 羥丙基澱粉Hydroxypropyl Starch 
15 乙醯化甘油二澱粉Acetylated Distarch Glycerol 
16 丁二醯甘油二澱粉Succinyl Distarch Glycerol 
17 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Starch Aluminum Octenyl Succinate 
18 丁二酸鈉澱粉Starch Sodium Succinate 
19 丙醇氧二澱粉Distarchoxy Propanol 
20 甘油二澱粉Distarch Glycerol 
21 甘油羥丙基二澱粉Hydroxypropyl Distarch Glycerol 

TFDA「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中准用之食用化製澱粉品項 

換言之，
化製澱
粉的功
能至少
有21種，
可是這
些都是
單一的
功能，
不是複
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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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粉案衍生出
的焦糖色素 
4-甲基咪唑 
安全問題 



焦糖色素分類 
  普通焦糖 

 普通焦糖生產過程中不使用氨或亞硫酸的化合物。二乙胺乙基纖維素
結合的色素不大於50%，且磷酸纖維素結合的色素不大於50%。 

 苛性亞硫酸鹽焦糖 

 苛性亞硫酸鹽焦糖生產過程中使用亞硫酸的化合物，且不用氨的化合
物。二乙胺乙基纖維素結合的色素大於50%，且吸收比大於50。 

 氨法焦糖 

 氨法焦糖生產過程中使用氨的化合物，且不使用亞硫酸的化合物。二
乙胺乙基纖維素結合的色素不大於50%，且磷酸纖維素結合的是大於5
0%。 

 亞硫酸銨法焦糖 

 也稱為耐酸焦糖，帶強負電荷，在酸中穩定，主要應用于飲料中作為
著色劑。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氨的化合物，且使用亞硫酸的化合物。此
類焦糖在美國市場用量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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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糖色素種類 

類 
別 

名 稱 功 能 色 強 總 氨 總 硫 

Ⅰ 
普通（酒精）焦
糖 

酒精中穩
定 

0.01~0.1
4 

<0.1 <0.2 

Ⅱ 亞硫酸鉀鈉焦糖 
酒精中穩
定 

0.05~0.1
3 

<0.3 <0.3 

Ⅲ 氨焦糖啤酒 
啤酒、醬
油中穩定 

0.08~0.3
6 

>0.3 <0.2 

Ⅳ 亞硫酸銨焦糖 酸中穩定 
0.10~0.6
0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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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將審慎 
評估焦糖色素用於醬油之相關規定 

  衛生福利部於101年10月16日預告修正，擬將焦糖色素由天然食用色素移
列為食品添加物著色劑管理，目前已陸續接獲評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將再評估焦糖色素之使用限制範圍。 
本次草案修正重點為嚴格訂定焦糖色素之規格基準，規範焦糖色素製程
中衍生物或重金屬之含量，針對第三類焦糖色素之4-甲基咪唑(4-MEI)含
量規格訂為200 mg/kg以下，第四類焦糖色素4-MEI含量規格訂為250 
mg/kg以下。另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加工食品如依規定添加著色劑
者，均應依法標示於產品外包裝上。未來食品如需添加焦糖色素作為著
色劑，將不得再標示為添加「天然色素」。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接獲業者反映，限制醬油使用焦糖色素之
規定不符合實際使用需求，請該署考量參酌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ion)之規範。經查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之規定，醬油
得添加第一、三、四類之焦糖色素，惟對於第三類銨鹽焦糖及第四類亞
硫酸-銨鹽焦糖，分別訂有於醬油中之使用限量為20 g/kg及60 g/kg。 
食品藥物管理署強調，前開焦糖色素標準草案尚未正式公告，目前仍徵
詢各界意見中，該局將蒐集國際規範，並考量業界實際使用現況及國人
飲食習慣等，審慎評估焦糖色素用於醬油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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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糖色素衍生
出速成醬油 
安全問題 



何謂化學醬油？與釀造醬油有何不同？  

 由前可知分離黃豆蛋白為黃豆加工後剩下之高蛋白質
物質。 

 化學醬油是以脫脂黃豆為原料，不使用微生物釀造的
方法，而改以酸進行水解（亦即酸水解植物性蛋白
質），再經鹼中和、過濾後調製而成，製造時間較短，
生產量可隨需求隨時調節。 

 釀造醬油是具有優良香味的含鹽釀造調味料，以黃豆、
小麥等為主原料，加入麴菌（Aspergillus oryzae, Asp. 
soyae），由其產生的酵素，將原料中的蛋白質及碳水
化合物加以分解發酵，再經熟成、調煮、殺菌、澄清
及過濾而製得，故其製造所需的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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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醬油衍生出二大安全問題 

 脫脂豆粕如若脫脂不
完全，會有三酸甘油
脂殘留，該豆粕經HCl
強迫水解，極易產生
3-單氯丙二醇（ 3-
MCPD ， 3-
monochloropropane-
1,2-diol） ，而有致癌
性。 

 我國 3-MCPD 限量為
0.4ppm 。 

 第3 、第4類焦糖色素
會有4-MEI安全性的問
題。 

 針對第三類焦糖色素
之4-甲基咪唑(4-MEI)
含量規格訂為200 
mg/kg以下，第四類焦
糖色素4-MEI含量規格
訂為250 mg/kg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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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型
發
酵
及
化
學
混
合
醬
油 



醬油的原料 
摘錄自可怕的實品添加物 

純大豆 
小麥 
食鹽 

 

 

 

 

 

 

脫酯加工大豆 
胺基酸液 
葡萄糖果糖液糖 
麩酸鈉 
核糖核甘酸鈉 
胺基乙酸 
甘草 
甜菊 
糖精鈉 
黏稠劑 
焦糖色素 
乳酸 
琥珀酸) 

苯甲酸丁酯 

純大豆醬油 新式釀造醬油 

價格便宜 

食品添加物 天然 



真假釀造醬油檢驗撇步 
酒精鑒別醬油優劣 

 將超市買來各大品牌醬油，分別與酒精做六比一攪拌；如
是黃豆精釀的醬油，與酒精混合後，會分離出蛋白質呈勾
芡狀。如與酒精攪拌後產生勾芡反應，可初步證明是純釀，
以此方法可測試市售醬油有無標示不實的情形。 

 優質醬油主要原料是大豆，大豆富含蛋白質，蛋白質遇到
酒精發生化學反應產生沉澱物。而劣質醬油它的重要成分
是用焦糖色素、苯甲酸鈉、鹽、水勾兌而成，不含蛋白質
它就不可能跟酒精發生化學反應，就不會產生沉澱物了。 
實驗結論： 
用酒精和醬油按6：1的比例混合後，是可以分辨出醬油的
優劣的。出現沉澱物的是優質醬油。沒能沉澱物的是劣質
的勾兌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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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掛壁越多則該醬油品質應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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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油實測展示 



一百公斤豬肉能做出一百三十公斤火腿? 
摘錄自可怕的實品添加物 

豬肉 
粗鹽 
紅糖 
香辛料 

 

 

 

 

無添加物火腿 

豬肉 
大豆蛋白 
蛋白 
乳蛋白 
食鹽 
亞硝酸鈉 
抗壞血酸鈉 
多磷酸鈉 
麩酸鈉 
核糖核甘酸鈉 
蛋白質水解物 
豬肉精 
加工澱粉 
黏稠劑 
胭酯蟲紅色素(Cochineal) 

含添加物的火腿 

增加重量 
降低成本 

能吃嗎… 



品質改良劑 
黏稠劑 

乳化劑 

SSL 
DATEM 

經篩選純化 
發粉 

膨脹劑 

麵包 



蝦子在未煮熟前會加入漂白劑， 
也就是亞硫酸鹽，除了漂白作用外， 
亞硫酸鹽還可以抑制蝦類的酵素活性 

，使蝦頭不致變黑。 

剝殼蝦仁脆又Q  
添加「硼砂」 
吃下肚  

蝦仁 



碳酸飲料 
 

 汽水都是有『香料』『色素』。 

 可樂和沙士又有外添加磷酸鹽、檸檬酸鹽其
他的配方，一般是低溫充填，用碳酸來抑菌。 

 如果是有加果汁的汽水就可能要用『防腐劑』
來保存了。 

 



蜜餞、冰淇淋、汽水 
奶精、速食麵魚丸、肉丸 

 蜜餞中紅紅綠綠的繽紛選擇，基本上皆有
色素的成份，若是合法色素還算好，萬一
為非法色素的話，有導致畸胎或癌症之虞。
冰淇淋、汽水、奶精、速食麵魚丸、肉丸
等，都是人工創造出來的東西，這類以添
加物為重要成份的食物叫做「配方食品」，
最好不要過度依賴。 



珍珠奶茶！粒粒危機？ 
 

 「珍珠奶茶」源自於本地，是風靡全台的明星商品 

 消基會於2004年10月進行粉圓的「防腐劑」檢測 

 粉圓適用「糕餅類防腐劑限量標準」 

 己二烯酸限量標準為0.5公克/公斤 

 不得添加去水醋酸。  

 抽查結果 

 隨機購買市售19個品牌的珍珠奶茶 

 18家皆含防腐劑「己二烯酸」 ，其中2家添加過量 

 有一家添加「去水醋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網站 



麵包、饅頭、包子 
要鬆軟好吃可能會加  

 
 1. 乳化劑 

 2. 品質改良劑 

 3. 膨鬆劑 

 4. 香料 

芋頭饅頭或芋頭夾心餅乾只是用紫色的芋頭香精去製造，成
本不到真正芋頭的十分之一（芋頭普通市價一斤25元以上），
而且加工方便多了。（芋頭要煮爛搗碎，非常耗工！）把這
些香精加水，在空氣中放幾小時就變成恐怖的深藍色  



豆    漿 

為了防止在煮豆漿時
泡泡溢出，常會加 

  消泡劑 
 



咖啡奶油球的真面目是‥‥? 

 在植物油裡加入水，利用添加物使其呈現
白濁狀態，製成「牛奶風味的東西」，這
就是「咖啡奶油球」的真面目。 

 比起使用牛奶或鮮奶油，植物油可以大幅
降低成本。所以，才能「隨意使用」。 

 只要看「包裝背面」: 植物性脂肪、乳化
劑、黏稠劑、PH調整劑、色素、香料。至
於「牛奶(生乳)」則隻字未提。 

 



美味的基礎全都一樣， 
粉末湯=零食=鮮味精!? 

 如果想把豬骨口味換成醬油口味、就將豬骨精
換成醬油粉末，如果想換成味增口味，就換成
味增粉末就行了。另外，如果將「粉末製豬骨
湯」裡的豬肉精、雞肉精用柴魚精來取代，就
會變成「粉末柴魚鮮味精」。 
 

 同樣的要領，只要加入蒜頭精再塗滿，
就變成零食了。在我看來，零食就像是
在薯片、玉米片上，塗滿拉麵粉末湯一
樣的東西。 
 



蛋自質水解物會破壞小孩的味覺! 

 為什麼「蛋白質水解物」能被日本人廣為

接受? 

 那是因為，從味增及醬油等胺基酸裡感受

到美味，本來就是日本人的飲食文化。

「蛋白質水解物」的味道非常濃厚、強烈，

孩子的舌頭將這濃厚的味道記憶成「美

味」。 

 



「化學調味劑」也是如此，但「蛋白質水解物」 
   是孩子最喜歡的味道。 

 
 一旦嚐過這個味道，對於蔬菜、本來的天然高 
     湯等「清淡口味」，就不會再覺得「很好吃」了， 
因為他們的味覺已經麻痺。如果不是「蛋白質水解 
物」，他們就不會覺得「很美味」，他們變得不懂 
天然的味道。 
 

 這是很可怕的，一旦孩子記住這個味道，原來的食 
物、媽媽所做的料理，就也再也不會覺得「好吃」。 
他們只能從大量使用「化學調味劑」、「蛋白質水 
解物」的加工食品裡感受到美味。 
 



黑心灌水肉 軍商11人聲押  
2014年04月24日【聯合晚報╱記者鄭惠仁、洪哲政/台南、台北連線報導】 

 國軍吃了七年的灌水肉，今天終於對業者及相關人員祭出司法動作!台南地檢署偵辦灌水豬
肉案，查獲「農正鮮」等食品業者，涉嫌販售灌水豬肉給國軍部隊，部分軍方採買人員涉
嫌收賄，共傳喚業者、軍方人員共11人，今天訊後聲請羈押。其中3人為軍方人員，分屬後
勤指揮部副食供應中心、陸軍裝甲部隊564旅、空軍443聯隊人員。 

 南檢指出，副食品供應中心范姓雇員等人，從去年起，涉嫌收取賄賂，為華旺食品業者通
風報信稽查單位的檢查時程，使業者得以規避不法肉品遭查察。陸軍裝甲部隊564旅及空軍
443聯隊則都有人員，收取業者金錢等賄賂，再配合業者投單，購入已遭灌水的肉品等。 

 農正鮮公司傳出賣給國軍部隊的肉品中含有大量「保水劑」，台南地檢署深入追查，發現
業者涉嫌行賄軍方採購人員，得以讓灌水肉順利銷入軍方，且灌水肉品不只豬肉一項，包
括漢堡肉、三明治肉等多款豬肉製品都有類似情形。 

 南檢襄閱主任檢察官蔡麗宜指出，這個案子南檢已經追查一陣子，發現不法豬肉製品除了
進入部隊外，還有部分公務機關及宗教團體採用，目前正釐清相關單位是否知情，並將持
續追查肉品流向。 

 本案爆發緣於之前高雄檢警接獲線報，指農正鮮進口澳洲牛肉、紐西蘭羊肉，以每公斤100
多元賣給國軍副食供應站，實際進貨價每公斤220元，商人做賠本生意很奇怪。 

 本月上旬檢警追查發現問題出在灌水增重，七年來，業者提供國軍灌水肉品數百萬公斤。
調查指出，農正鮮把保水劑「磷酸鹽」泡在水裡，再以機器按摩、注入肉品中，且可依增
重比率「客製化」，增重比率三到七成，與真肉比率成反比。近20萬名國軍吃過灌水肉。 

 檢方調查，農正鮮由於灌水增重「技術」頗有名，也接受高雄華成、台南樂騏食品等冷凍
業者委託，為其生鮮豬肉注射保水劑，業者再把灌水肉製成各式調理包銷往市場。 

 本案牽連廣，南檢也獲報投入追查。並於今將涉嫌業者、軍方人員共11人，聲請羈押。 



蚵仔泡過磷酸鹽增大 
2013/11/25三立新聞報導 

 生蚵價格居高不下，每斤在180元高檔，不過
小心您買的蚵仔泡過添加物！因為很多商人把
「磷酸鹽」加在蚵仔裡，如此能讓蚵仔變得更
大，秤重價格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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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煮過，磷酸鹽就會釋放出來， 
肥美的蚵仔也會變回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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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完之後就會縮成與原來一樣大小，所以你就發現說原來
都是假的，都是水，但我們卻吃了一大堆磷酸鹽。」 



海鮮「加料」解密 保水劑讓蝦蚵「UP UP」 
2014.4.30TVBS記者：蔡宜靜  蔣志偉 

 到底磷酸鹽泡過的海鮮，會有多大的變化？我們實際請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實驗，泡
過磷酸鹽的蝦仁、蚵仔，僅僅20分鐘，大小就有明顯變化，蝦仁變胖變寬、蚵仔更從4.3公
分，長高到5.7公分。專家說，因為磷酸鹽就是保水劑，能吸收水分，增加體積，但如果買
到這種「加料」海鮮，不管怎麼再泡水清洗，都洗不掉這種化學物質，下鍋料理，也是一
起吃下肚。 

 新鮮蝦仁，裹粉後下鍋炸得金黃，加上鳳梨提味，就是道可口的鳳梨蝦球，但買現成剝好
的蝦仁，就怕被動手腳。一大袋新鮮蝦仁，請食科所教授幫忙實驗，把蝦子丟入磷酸鹽水
中，浸泡前，體積超小，不過泡20分鐘磷酸鹽，厚度、寬度UP UP。 

 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潘敏雄：「這是泡過磷酸鹽的，看起來就會比較胖一點，才泡10
分鐘，如果之後再泡久一點，那蝦子就會變得更大隻。」 

 換成蚵仔實驗更明顯，原本4.3公分的蚵仔，變成大個頭，長高成5.7公分，浸泡的磷酸鹽濃
度越高，膨脹效果越明顯。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潘敏雄：「吃到多少的量，大家會擔
心，你不能看業者，如果說業者為更漂亮、賣相好，就無限量的添加，這對身體不好的。」 

 磷酸鹽因為具有保水性，能夠讓食材吸水、增大體積，尤其是秤重賣的海鮮，最常被偷泡
粉，如果不加磷酸鹽，還有人會加入小蘇打水，也就是碳酸氫鈉，改變海鮮結構，口感上
就會比較脆，像是小吃攤魷魚、高級海參、鯊魚皮，也會添加泡發，增大體積。 

 但不管是磷酸鹽還是氫氧化納，被海鮮食材吸收，就難以釋出，民眾想要避開泡粉海鮮，
可能還是得選擇有信賴的商家，否則化學物質連同美食一塊吃下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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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鹽主要功能 

 清大化學系教授凌永健對磷酸鹽的解釋 

 磷酸鹽類的分子結構間鏈結不強，容易和
其他元素結合，許多化學修飾的澱粉都有
磷酸鹽，「它就像吊橋一樣，可以很有彈
性地連結一段一段澱粉，讓食物變得更Q。」
他以米粉為例，許多業者用比較便宜的玉
米澱粉取代米，製作出又Q又彈的米粉，很
多人以為是玉米澱粉有彈性，但其本身粘
性並不強，Q彈是因業者額外加了化學修飾
澱粉。(摘錄上下游 2013 年 1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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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鹽次要功能 

 它是很好的緩衝劑，可以使的食品中的PH
直保持很穩定。 

 它的防腐效果不輸防腐劑，甚至於比防腐
劑更好；防腐劑可使用量被限制得最多只
可2000ppm，磷酸鹽卻可達3000ppm之多。 

 因為磷酸鹽使用量達3000ppm之多，所以
政府比較少檢驗。 

 它可調味，使得食品口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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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鹽於加工肉製品用量標準 

 本品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煉製品；用量
以Phosphate 計為3g/kg 以下。 

1 

10

1 

不可使用於生鮮肉品 



TFDA許可800種食品添加物 
磷酸鹽類計有86種 

類別 總數 中文品名 

膨脹劑 1 酸式磷酸鋁鈉 

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 26 

營養添加劑 32 

著色劑 1 核黃素磷酸鈉 

調味劑 3 磷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黏稠劑 5 磷酸澱粉、磷酸二澱粉、磷酸化
磷酸二澱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結著劑 16 

乳化劑 2 鹼式磷酸鋁鈉、磷酸甘油酯 

1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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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怎樣才知道
豬肉添加磷
酸鹽過量 

添加量扣除豬肉天然含磷背
景值，如有超過標準即為違

法 



依據TFDA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新版) 
豬肉磷含量背景值如下 

豬肉部位 磷含量 

梅花肉（豬上肩肉） 每100公克含磷100.2900毫克 

胛心肉 每100公克含磷156.2570毫克 

豬下肩肉（前腿肉） 每100公克含磷198.4650毫克 

豬肩胛排（中排） 每100公克含磷166.2500毫克 

豬後腿外腱肉（豬腱,外腱） 每100公克含磷171.6100毫克 

豬大里肌（背脊肉,里肌肉） 每100公克含磷110.0150毫克 

豬小里肌（腰內肉） 每100公克含磷200.9200毫克 

豬去皮腹脇肉（去皮五花肉,去皮三層肉） 每100公克含磷132.1600毫克 

豬帶皮腹脇肉（帶皮五花肉,帶皮三層肉） 每100公克含磷127.1200毫克 

豬腹脇排（腩排,肉排,小排） 每100公克含磷181.7070毫克 

豬大排（帶骨里肌） 每100公克含磷204.0000毫克 

豬小排（里肌小排,肋小排,肋骨排） 每100公克含磷160.7557毫克 

豬前腿外腱肉（腱子肉） 每100公克含磷220.2400公克 
1 

10

4 



生鮮豬肉磷酸根背景值最高量資料 

 爰此，豬肉之磷含量最高為：腱子肉 

 每100公克含磷220.2400毫克 

 亦即磷含量 

 220.24mg/100g →2200mg/1000g→2.2g/1kg 

 今將磷換算成磷酸根po4
＝→ 

 2.2g/1kg  x  95/31  =  6.74g/kg  ---生鮮豬肉磷
酸根背景值最高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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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檢體是加工豬肉 

 依據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
準：本品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煉製品；
用量以Phosphate 計為3g/kg 以下。  

 6.74g/kg +  3g/kg  =  9.74g/kg 

   

 亦即檢驗值須超過9.74g/kg才會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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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檢體是生鮮豬肉 

 依據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本品不不得使用於生鮮用品。 

 亦即檢驗值超過6.74g/kg就有違法添加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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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吃下一口口精緻的加工食品時 

 可曾想過，究竟是什麼魔力 

 可以讓原本簡單無味的食物 

 變成令人垂涎的美食？ 

 在先進的加工技術下 

 上千種的食品添加物 

 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 



日常生活中 
如何慎選食物？ 

 例如： 

1.選購時： 

豆製品、 素食加工品、魚丸類   務求
『原色』 ，不要『白』 

2.烹調前處理 

 



加工食品選購 

１、選擇合格之廠家： 

    如廠牌較具信用者，或包裝上有衛生機構檢驗合
格之標示。 

２、注意產品標示： 

一般產品標示上應有食品添加物的種類與劑量。 

３、改變對食品品質的要求： 

若買魚漿加工品(如脆丸)可以不要要求其脆度要很
高，買蘿蔔糕可以不用要求其成品外形如此工
整、不具黏性，香腸可以不用要求其肉色如此
鮮紅。 

 



 ４、注意食品的顏色： 
    所有食物中其顏色愈近乎不自然，愈有可能摻 
入其他有害人體的物質，如饅頭過白、蝦子過 
紅。又如現在市售的蛋糕不僅裝飾花的顏色很多種且 
很鮮豔，其蛋糕內部組織也常為了美觀加了各種顏色 
的添加物，雖可增加食品蛋糕之銷售，但有時也破壞 
了原來成品的美味。 
 

 ５、注意食品風味： 
    一般為了增加食品的風味，常加了鮮味劑、香料、甜味劑 
，採買時應找合格廠商，市面上自製自銷的小攤販常缺乏 
這方面的知識，自行添加了過量的添加物如零售的檸檬水 
不僅加了檸檬汁，甚至捨不得使用糖而用甜味劑。 

 



省思與建議 

便宜的食物,  真的便宜嗎? 
 只要我們消費者在買的時候，多一點點的用心，多
一點點的注意，少一點點的貪心，相信食用過量的
食品添加物的事件，不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注意背面標示添加物。 

儘量選購少添加物的食品，選用天然食物 

 可製作一些天然的零嘴，取代都是食品添加物的零
嘴，例如自己煮紅豆湯、綠豆湯，把甜湯冰凍起來，
就成了好吃的冰棒。或是用雞蛋、牛奶、新鮮水果，
做成水果布丁，或是用糖水煮蘋果，做成蘋果果凍。 



 便宜的食物,  真的便宜嗎? 

 注意背面標示添加物. 

 儘量選購少添加物的食品. 

 勿將「添加物的味道」當成「食品的滋味」，

還開心地說化學調味劑「很好吃」。 

 希望大家能抱持「單純的懷疑」，這是開始跟

添加物交鋒的第一步。 

 



您該知道的一些食品安全善知識 

香噴噴的麵包四點鐘出爐 

•麵包不會香噴噴，香噴噴麵包一定有添加合成香
精 

聞香下馬的餐廳廣告 

•餐廳油煙經油煙罩處理後不會四溢，油煙四處亂
飛才會有聞香下馬之香味，這餐廳一定很髒很亂 

三公斤100多元的食用油 

•油會這麼便宜，一定是基因改造的油 



您該知道的一些食品安全善知識 

麵包很Q 

•使用很高量的麥穀蛋白，常食用容易造成腹腔
性疾病 

澱粉很Q 

•使用架橋劑磷酸鹽類 

蛋白很Q 

•使用強氧化劑 



您該知道的一些食品安全善知識 

市售哇沙米很嗆 

•化學合成的哇沙米，是使用「丙烯芥子油 + 澱
粉」製作而成 

辣椒油很辣但不嗆 

•使用人工香精辣椒紅、人工調味料辣椒精和基
改油等調和而成。 

火鍋店密不通風且很髒很亂無蟑螂 

•使用人工調味料做為高湯、並使用仿製食品 



建議美食展評審 
及在電視美食示範的師傅們 

別再過度強調 
【Q 、 脆、 彈牙】

了 



建議常上網路的同學們 

別再過度宣染 
 哪一家餐廳不好吃 
 哪一家餐廳有一隻

蟑螂 
 餐廳有蟑螂一定不

對，但餐廳沒有蟑
螂會更奇怪 

 



讓我們同心協力創造台灣美食的未來 

烹飪藝術 

食物原味 

中華美
食好吃
不口渴 

天然食物 



美食的定義  

好吃但不會覺得口渴 

烹飪的藝術 

食物的原味 



衛生福利部關於午餐營養建議量 

食物類別 600大卡 700大卡 
如膠似漆- 

女生餐 

800大卡 900大卡 
天長地久- 

男生餐 

主食類 4份 5份 6份 7.5份 

豆蛋肉魚 1.5份 2份 2.5份 2.5份 

蔬菜類 1碟 1碟 1碟 1碟 

水果類 1個 1個 1個 1個 

油脂 2.5茶匙 2.5茶匙 2.5茶匙 2.5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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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人人有責 

政  府 
具有國際觀的管理者   

業者 
自主管理的業者 

消 費 者 
健康理性的消費 

食 品 安 全 與 營 養 保 健 

業 
者 

政府決心與承諾 

政
府 

消
費
者 



飲食健康不二法門 

新鮮食物 

均衡飲食 

適當運動 

充足睡眠 

代謝正常 

愉快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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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