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辛料的定義 

1. 也可稱為辛香料。 

2. 大都是乾燥香料植物，為植物的根、花蕾、枝、皮、葉、果等。 

3. 具有特殊香氣或刺激味感，可提升或豐富食品香氣與口感。 

4. 可豐富與增加食品色澤。 

有效成分 

香辛料中有作用的成分是那些能 產生香氣(精油) 和 形成風味(樹脂) 的化合物。 

 

香辛料加工流程 

原料收購 → 前處理 → 分級 → 儲存 → 加工 → 包裝 → 成品 

•  1、原料收購： 

– a.品種         b.季節        c.水分        d.雜質 

•  2、前處理：確保原料質量一致 

– a.清洗         b.水分        c.雜質 

•  3、分級：根據產品質量區分等級 



– a.有效成分     b.使用需求 

•  4、儲存：根據產品的特性選擇儲存條件，減少有效成分的流失 

– a.溫度         b.濕度        c.避光 

•  5、加工：根據產品的特性及使用需求選擇不同的機械設備進行加工 

– a.軟           b.硬          c.纖維        d.韌度      e.油脂含量 

•  6、包裝：根據產品的特性選擇包材 

– a.揮發油(精油)       b.香氣        c.色澤 

•  7、成品：根據產品的特性選擇儲存條件，減少有效成分的流失 

– a.溫度         b.濕度        c.避光 

 

 

 



 

 

 

 

 檢檢測測指指標標  

 感感官官指指標標  

理理化化指指標標  

衛衛生生指指標標  

外 觀 色 澤 氣 味 雜 質 狀 態 

水 分 灰 分 細 度 揮發油含量 

總生菌數 大腸菌群 

Coli form 

大腸桿菌 

E.coli 



品名 產品特性 適用產品 使用方式 

辣椒粉 a                       

(低辣度) 
1.具有辣椒的香氣及辛辣口感 

2.經過爆炒油炸後具有辣椒熟香的香氣 

3.經過腌漬後具有發酵辣椒的香氣 

4.主要有效物質為辣椒堿 

5.辣度由高至低:草筒椒>雞心椒>辣椒粉 

A>辣椒粉 a 

適用於需要強烈辣度及辣椒香氣的產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辣椒粉 A                         

(中辣度) 

雞心椒粉 

草筒粉 

匈牙利甜椒末 
1.具有椒類甜香味及微甜口感 

2.具有鮮艷的辣椒顏色 
適用於不要辣味，需要辣椒香氣和辣椒顏色產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紅花椒粉 

1.紅麻椒及一般花椒 

2.紅麻椒具有濃烈香氣及麻度及花椒的風味 

3.主要有效物質為花椒堿 

適用於需要麻辣口感的及特殊花椒香氣的產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青花椒粉 

1. 具有香氣及濃烈麻度並帶有特殊清香花

椒味 

2.主要有效物質為花椒堿 

適用於需要麻辣口感的及特殊花椒香氣的產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黑胡椒粉 

1.具有發酵原始黑胡椒的特殊風味 

2.具溫和辛辣口感 

3.豐富產品的香氣及口感 

適用於膨化食品、方便面、調味醬、肉製品、腌漬料、

調味粉、休閒食品、調理食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白胡椒粉 

1.具有白胡椒的特殊風味 

2.具溫和辛辣口感 

3.豐富產品的香氣及口感 

適用於膨化食品、方便面、調味醬、肉製品、腌漬料、

調味粉、休閒食品、調理食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孜然粉 

1.具有孜然香氣及口感 

2.修飾羊肉及牛肉的腥羶味 

3.增加產品的香氣及口感 

適用於肉製品、燒烤調味料、腌漬料、咖哩製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紅蔥粉 爆炒醬滷風味的主要原料 適用於爆炒調味醬、爆炒調味油、醬滷製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香蒜粉 
1.提供大蒜的濃郁香氣及口感 

2.修飾產品加工中所產生的異味 

適用於膨化食品、方便面、調味粉、肉製品、魚丸、腌

漬料、水產休閒及調理食品、豆干等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品名 產品特性 適用產品 使用方式 

洋蔥粉 粉末狀具洋蔥的甜香風味和口感 
適用於膨化食品、方便面、調味粉、醬類、肉製品、速

凍品、腌漬料、湯底料等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油桂粉 

1.完全採用進口原料 

2.具有濃郁肉桂香氣及甜香辛辣口感 

3.豐富產品的香氣及口感 

適用於肉製品、醬滷製品、調味粉、燒烤製品、腌漬料、 

肉類水產休閒食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八角粉 
1.具濃郁八角香氣，口感甘甜略微辛辣 

2.豐富產品的香氣及口感 

適用於牛肉製品及醬滷製品、豆干、調味粉、腌漬料、

燒烤製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薑粉 
1.具有薑的香氣及辛辣口感 

2.具有產品去腥、及去寒效果 

適用於膨化食品、方便面、調味粉、醬類、肉製品、腌

漬料、水產品、燒烤製品、薑母茶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小茴香 
1.具有清香柔和的氣味 

2.豐富產品的香氣 
適用於醬滷製品、燒烤製品、調味粉、腌漬料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豆蔻 

1.具有溫和芬芳的香甜味 

2.突顯肉類產品的特殊風味 

3.可增加雞肉的風味 

適用於肉製品、燒烤製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姜黃 
1.橘黃色粉末，主用於著色，作為天然色素 

2.主要提供產品色澤 
適用於調味粉、咖哩製品、雞精粉、醬類、麵身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丁香 
1.具有濃郁的香氣，及溫和芬芳的甜香味 

2.突顯肉類產品的特殊風味 
適用於肉製品、燒烤製品、醬滷製品、調味料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咖哩 
1.為複合香辛料 

2.風味依區域不同而異 
適用於需要咖哩特殊風味的各類產品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五香 
1.具有中國料理的特色原料 

2.豐富產品的香氣 
適用於肉製品、醬滷品、腌漬料、燒烤製品、調味粉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十三香 
1.具有中國料理的特色原料 

2.豐富產品的香氣 
適用於肉製品、醬滷品、腌漬料、燒烤製品、調味粉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百草 

1.具有濃郁的清香底味，有回味感 

2.適用範圍廣泛，可用於加工及家常產品 

3.修飾產品加工中所產生的不良異味 

4.豐富產品的香氣 

適用於肉製品、醬滷品、腌漬料、燒烤製品、調味粉、

醬類、 

發酵水果飲料、醬菜 

1.直接添加 

2.與其他原料混合後添加 



 

 

 香辛料精油 

 精油（essential oil），又稱揮發油（volatile oil），是採用水蒸氣蒸餾等方法，從芳香類植物的花、莖、果實及 

其他部位中提取而來，多為無色或微顯淡黃的透明液體。主要成分有萜類、脂肪族類和芳香族類化合物等小分 

子易揮發性化合物，能與植物油互溶，不溶于水，具有抑菌等作用。 

 香辛料樹脂精油 

 用溶劑萃取或超臨界萃取（CO2 萃取）或冷榨萃取從香辛料中得到的油狀製品。 

 如：辣椒經萃取可得濃縮辣椒素、辣椒紅及其衍生物，黑胡椒經萃取可得胡椒精油、胡椒堿及其同系物。 

 樹脂精油（oleoresin）是指採用適當的溶劑從辛香料原料中將其香氣和口味成分盡可能抽提出來，再將溶劑蒸餾 

回收，制得的稠狀、含有精油的樹脂性產品。其成分主要有：精油、辛辣成分、色素、樹脂及一些非揮發性的油 

脂和多糖類化合物。 

 與精油相比，樹脂精油的香氣更豐富，口感更豐滿，具有抗菌、抗氧化等功能。樹脂精油能大大提高 

香料植物中有效成分的利用率。例如：桂皮直接用於烹調，僅能利用有效成分的 25％，製成樹脂精油 

則可達 95％以上。可見，精油和樹脂精油已成為辛香料的重要發展方向。  

樹脂精油使用上的缺點: 液性粘稠分散不易，須先以溶劑(例:酒精)溶解分散才好使用。 



可建議使用乳化過之產品，即水性樹脂精油產品改善上述缺點。 

 精油和樹脂精油(粉)的優點 

•  香氣和口感瞬間釋放完全達 100% 

•  香氣和口感與香辛料共同性可達 95%，可放心取代使用 

•  品質穩定、使用安全、用量少、成本低 

•  符合嚴格的微生物要求 

•  具抗氧化成分，可延長保質期 

•  微膠囊包埋技術，使易揮發性精油緩慢釋放，提高使用效果 

 

 辣度介紹 

♦ 辣椒製品——以辣椒為主要原料加工出來的產品。 

♦ Scoville 指數——根據測試條件，將辣椒提取液稀釋到可嘗出辣味的最低濃度，此時的最大稀釋倍數為 Scoville 指數。 

♦ Scoville Heat Units——用來表示辣度的單位。 

♦ 辣度——辣椒辣味的強弱程度，用 Scoville Heat Units   （SHU）指數表示， 指數越高，辣椒越辣。 

 

  辣椒中的辣椒素主要有五種其中辣椒素（辣椒堿）是影響辣度最主要的成分。國際單位 SHU 與國內辣度單位 



        換算為：1000,000 SHU = 6.6% 辣素 

 

       目前，ISO 已經確認，並制定了辣椒 Scoville Heat Units（SHU）的測定標準，並且在全球辣椒貿易中，使用該 

       類標準衡量辣椒及其製品的品質。 

 

色價介紹 

♦ 色價——單位品質原料提取物的吸光度。 

♦ 辣椒紅色素顏色的深淺主要依據色價(Colour Value Units)即 E1%1cm460nm 處的吸光值，以及色調（Colour Ratio）    

（470nm/455 吸光比）來進行度量。 

♦ 也可採用美國香料協會標準（ASTA）及國際色價標準 ICU   （International Color Units）來表示。 

♦ 色價與國際單位的換算為： 

                              100,000 ICU = 150 E 

                              4,000 ICU = 1,000 ASTA 

 

 

 

 

 

 



 

 

二.天然樹脂精油&精油 

項別 品名 產品特性 用途 適用產品 

 
油性辣椒精               

辣素 6.6%  

暗紅色粘稠液體，具有辣椒特徵性香氣，

口感辛辣，主要成分為辣椒堿 
增辣，著色，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水性辣椒精           

6.6% 

紅色至暗紅色稍粘稠液體，易溶于水，具

有辣椒特徵性香氣，口感辛辣，主要成分

為辣椒堿 

增辣，著色，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無色水性辣椒精油

50 萬單位 

淺黃色粘稠液體，可分散于水中，具有辣

椒特徵性香氣，主要成分為辣椒堿 
增辣，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

製品、調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油性辣椒紅             

40000 單位 
紅色粘稠液體，天然紅色素，著色性佳 著色，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

製品、調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大紅袍花椒樹脂精

油 

深棕色或深綠色粘稠液體，具有花椒特徵

性辛香味，口感辛麻，氣味濃烈芳香，主

要成分為花椒堿 

增麻，增香，去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水性花椒樹脂精油 
褐色稠狀液體，具有花椒特徵性辛香味，

口感辛麻，主要成分為花椒堿 
增麻，去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黑胡椒樹脂精油 
黑褐色粘稠膏狀，具有黑胡椒特徵性香

氣，風味清新自然，主要成分為胡椒堿 
增香，增辣，去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

製品、調味品、醬滷製品 

 
水性黑胡椒樹脂精

油 

褐綠色稠狀液體，具有黑胡椒特徵性香

氣，風味清新自然，主要成分為胡椒堿 
增香，增辣，去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

製品、調味品、醬滷製品 

 肉桂樹脂精油 

棕色至褐色粘稠狀液體，氣味芳香，香氣

馥鬱，具有肉桂特徵性溫和氣味，主要成

分為肉桂醛 

增香，祛腥提味，豐富肉品香甜醇厚的口感，

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

製品、調味品、醬滷製品 



 八角樹脂精油 

黃褐色油狀液體，流動性佳，具有八角特

徵性甜香氣味，口感醇正，主要成分為茴

香腦 

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

製品、醃漬食品 

 肉豆蔻樹脂精油 
黃褐色粘稠液體，常見的西式香料，味辛

辣，具有豆蔻特徵性芳香味 
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項別 品名 產品特性 用途 

 安息茴香樹脂精油 
淺棕黃色油狀液體，具有孜然特徵性強烈

芳香，香味濃郁持久 
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 

 水性孜然樹脂精油 
淺棕黃色略稠狀液體，具有孜然特徵性強

烈芳香，香味濃郁持久 
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 

 五香樹脂精油 
棕褐色油狀液體，香味豐富，香氣濃郁持

久, 具傳統中國風味 
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水性五香樹脂精油 
棕褐色稠狀液體，香味豐富，香氣濃郁持

久, 具傳統中國風味 
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百草樹脂精油 

棕褐色油狀液體，用以掩蔽肉腥味等異

味，矯正各種香氣，增強並豐滿肉品的特

徵性香氣，風味自然具傳統中國風味 

增香，矯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水性百草樹脂精油 

棕褐色稠狀液體，用以掩蔽肉腥味等異

味，矯正各種香氣，增強並豐滿肉品的特

徵性香氣，風味自然具傳統中國風味 

增香，矯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薑精油 

透明，淺黃色可流動液體，具有濃郁的芳

香氣味，香氣溫辛，甜而濃厚，質量穩定，

使用安全 

提供天然生薑香氣，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

質，降低成本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

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大蒜精油 

淺金黃色油狀液體，具有濃烈的蒜香氣

味，主要成分為精油，質量穩定，使用安

全 

提供天然大蒜香氣，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

質，降低成本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

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花椒精油 
透明，淺黃色可流動液體，具有花椒特徵

香味，氣味濃烈芳香，主要成分為花椒精
增麻，去腥提味，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油 

 乳化蒜精-20 

白色乳狀液體，易分散于水，具有強烈的

蒜香氣味，主要成分為精油，質量穩定，

使用安全 

提供天然大蒜香氣，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

質，降低成本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

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乳化蒜精-10 

白色乳狀液體，易分散于水，具有強烈的

蒜香氣味，主要成分為精油，質量穩定，

使用安全 

提供天然大蒜香氣，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

質，降低成本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

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八角精油 

淺黃色油狀液體，具有甜味和強烈的芳香

氣味，主要成分為精油，質量穩定，使用

安全 

提供天然八角香氣，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

質，降低成本 

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

製品、醃漬食品 

 項別 品名 產品特性 用途 

  肉桂精油 
淺黃色油狀液體，具有肉桂特徵性香氣，

主要成分為精油，質量穩定，使用安全 

提供天然肉桂香氣，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

質，降低成本 

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

製品、醃漬食品 

  天然芥末精油 

澄清透明液體，揮發性強，氣味濃烈且刺

激，主要成分為異硫氰酸烯丙酯，質量穩

定，使用時注意安全 

提供天然芥末香氣，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

質，降低成本 

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 

  合成芥末精油 

澄清透明液體，揮發性強，氣味濃烈且刺

激，主要成分為異硫氰酸烯丙酯，質量穩

定，使用時注意安全 

提供芥末香氣，增香，祛腥提味，提高品質，

降低成本 

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 

 

 

 

 



 

 

 

 

 梅納(美拉德)反應 

♦ 梅納反應—— 又稱為“非酵素棕色化反應”，是法國化學家 L.C.Maillard 在 1912 年提出的。 

 

♦ 梅納反應是廣泛存在於食品工業的一種非酵素性褐變反應，是胺基化合物（胺基酸 和 蛋白質）和羰 

  基化合物（還原糖類）間的反應，經過複雜的反應最終生成棕色甚至是黑色的大分子物質類黑精或稱 

  擬黑素，所以又稱羰胺反應。  

 

 梅納反應系列產品指的是：雞肉、牛肉、豬肉 + 胺基酸 + 糖、鹽、味精 + 各種香辛料，通過溫度 

 、時間、氣壓等條件的調節進行的熱反應所得到的產物。 

 

 肉精於食品加工中之功能 

 矯正與增加肉品之香味、豐富口感與香氣、可減少肉品用量 



 

 

三. 肉精膏&肉精粉 

 

項別 品名 產品特性 用途 適用產品 

 肉精 518 
褐色膏狀，高倍數濃郁的肉香味，口感厚

實，耐高溫，抗凍性強，香氣口感兼具 
增添肉香氣及口感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醬滷製品 

 豬肉精膏 PK-01 黃褐色膏狀，豬肉底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豬肉底味口感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醬滷製品 

 豬肉精粉 PK-11 黃褐色粉末，豬肉底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豬肉底味口感，適用於粉類製品加工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 

 牛肉精膏 BF-01 黃褐色膏狀，牛肉底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牛肉底味口感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醬滷製品 

 牛肉精粉 BF-11 深褐色粉末，牛肉底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牛肉底味口感，適用於粉類製品加工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

滷製品 

 牛肉精膏 BF-51 
深褐色膏狀，牛肉底味濃郁，風味飽滿醇

正，香氣口感兼具 
增添牛肉香氣及口感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醬滷製品 

 雞肉精膏 CK-02 褐色膏狀，雞肉底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雞肉香氣及口感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醬滷製品 

 雞肉精粉 CK-11 淺黃色粉末，雞肉底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雞肉底味口感，適用於粉類製品加工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 

 肉精粉 A 褐色粉末，肉香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肉香氣及口感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 

 牛肉精粉 428 淺褐色粉末，牛肉香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肉香氣及口感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

醬滷製品 



 雞肉精粉 C312 黃褐色粉末，雞肉香味濃郁，風味飽滿醇正 增添肉香氣及口感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

醬滷製品 

 

建議用量 : 高倍肉精膏、肉精粉 約 0.05~0.2% 

           低倍肉精膏、肉精粉 約 0.3~0.5% 

           肉精 518：約 0.1~0.5% 

           牛肉精粉 428 0.5~1.0% 

           雞肉精粉 C312 0.5~1.0% 

           肉精粉 A  0.3~1.0% 

 

四.調味料&特製香料: 

項別 品名 產品特性 用途 適用產品 

 

珍味鮮 A 

珍味鮮 M 

珍味鮮 S 

高鮮味精，獨特鮮味口感 

用量為味精的 1/5 
調味，矯味，增鮮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大骨汁香料 淺褐色粉末，具大骨湯頭風味，口感純正 增香，調味，豐富產品口感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

製品 

 雞肉高湯粉 淺褐色粉末，具雞肉湯頭風味，口感純正 增香，調味，豐富產品口感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

製品 



 藥膳香料 
淺褐色粉末，具中國傳統藥膳風味，風味純

正 
增香，祛腥提味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

製品 

 肉骨茶 N 淺褐色粉末，具東南亞傳統風味，風味純正 增香，祛腥提味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

製品 

 綜合滷味香料 棕褐色粉末，具傳統中國風味，風味濃郁 增香，祛腥提味 
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製品 

 燻茶鵝香料(調味料) 
棕褐色粉末，具燻茶鵝料理傳統風味，香氣

濃郁 

增香，調味，提供臺灣特色風味，是燻茶鵝

料理專用香料 

冷凍食品、肉製品、調味品、醬滷製品 

 沙茶粉 深褐色粗粉，綜合海鮮風味，口感鮮美醇厚 增香，調味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 

 薑母鴨香料 A 
褐色粉末，宮廷養生藥膳食補香料，口感飽

滿濃郁，風味純正 
增香，調味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醬滷

製品、醃漬食品 

 老滷精膏 
醬褐色膏狀，富中國傳統特色風味的老鹵

汁，香氣濃郁持久 
增添醬鹵風味，傳統工藝標準化 

冷凍食品、肉製品、麵製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複 合 寶 

香腸專用香料:具有台式香腸特有的風味及

口感 

增香，調味，提供臺灣特色風味，是臺式香

腸專用香料 

冷凍食品、肉製品、醬滷製品 

 香雞排香料 
褐色粉末，傳統小吃香雞排醃漬料，風味濃

郁 

增香，調味，提供臺灣特色風味，是香雞排

料理專用香料 

冷凍食品、肉製品、醬滷製品 

 鹽酥雞胡椒鹽 
棕褐色粉末，胡椒結合香辛料之特殊風味產

品，風味濃郁，口感鮮美，飽滿濃郁 

增香，調味，提供臺灣特色風味，是油炸料

理專用灑粉及適用各種食材搭配之調味粉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 

 

複合寶 /香腸香料 A 

 

                               用途：適用於香腸、臘肉、肉乾、肉類調理食品之加工。 



                               使用材料：    

 
 
 
 
 
 
 
 
 

 

                              使用方法：  1. 將複合寶、硝精、糖、鹽、

味素及珍味鮮混合均勻。 

 2. 將 1.及香腸香料 A 加入                                      

瘦肉中並攪拌均勻。 

                                       3. 將肥肉加入並繼續攪拌均勻(約 3-5 分鐘)。 

                                4. 冷藏：2℃- 4℃，20 - 24 小時。 

                                       5. 灌腸整形。 

                                 6. 烘乾：50℃- 55℃，3 - 4 小時。 

             
                             複合寶： 已六醇粉、異抗壞血酸鈉、己二烯酸鉀、磷酸鹽類、肉精、 

                                      食用色素及香辛料(油桂)。 

                            

 

 

 

薑母鴨香料 A 

瘦  豬  肉 7 斤 (4.2 公斤) 

肥  豬  肉 3 斤 (1.8 公斤) 

複  合  寶 100 公克 

香腸香料 A 50 公克 

硝      精 6 公克 

糖 500 公克 

鹽 50 公克 

珍味鮮 M(高鮮味精) 30 公克 

 (若使用味精用量為 150g) 



 

                                         用途：適用於風味小吃薑母鴨之調理。 
 

                                           使用材料：     

 

 

 

 

 

 

 

 

                      使用方法： 1. 將 鴨肉切塊(長約 4-5 公分，寬約 2 公分，厚

約 1-1.5 

                                      公分)。 

                                 2. 老薑切片並稍作拍打。 

                          3. 熱鍋，倒入麻油至起煙時加入老薑，翻炒至薑片變色 

                                     (約 7 分鐘)。 
 

                          4. 加入鴨肉翻炒並分次添加薑母鴨香料，拌炒均勻。 

                                      (翻炒約 15 分鐘，鴨肉 8 - 9 分熟) 

                          5. 薑片撈起，備用。 

                          6. 加水蓋過肉面，加入糖、鹽、珍味鮮及米酒 250c.c， 

                                     ..加熱(水沸計時 15 分鐘)。 

                          7. 鴨肉撈起，備用。剩餘之湯汁即為原汁，備用。 

                          8. 依食用份量調配米酒、原汁、薑與鴨肉之比例。 

                          9. 加熱，並加入適量之青菜、菇類或其他火鍋料理。 

                      主要成分：當歸、川芎、油桂、丁香、薑粉、調味料、香辛料。 

鴨肉(紅面番鴨) 10 斤 (6 公斤) 

老      薑 2 斤 (1.2 公斤) 

麻      油 250-300 公克 

鹽 6 公克 

糖 36 公克 

珍 味 鮮 A 36 公克 

薑母鴨香料 A 30 公克 



香雞排香料 

香雞排香料係以多種天然香辛料與調味料精心調配而成之複合調 

                            味料，綜合了多種天然香辛料之混合香味，可賦予產品豐滿、特 

                            殊之香味。 

                            使用材料： 

 

                                 

                                使用方法：1. 精秤香雞排香料與水後與原料肉充分混合均勻。 

                                          2. 冷藏醃漬，20-24 小時。 

                                          3. 裹薄漿後沾裹地瓜粉或麵包屑。 

                                          4. 油炸：(1) 先將油預熱至 170℃加入油炸，轉中小火加熱至熟 

                                                      並呈金黃色。 

                                                  (2) 轉中火做最後階段油炸(約 180℃)，時間約為 2~3 分鐘。 

                                主要成份：由胡椒、五香粉、鹽、味精、調味料、香辛料…等。 

                             

                            

 

 

 

原 料 肉 100.0% 

香雞排香料 5% 

水 10.0% 



大骨汁香料 

大骨汁香料乃一濃縮高湯粉，係由大骨抽出物、蔬菜抽出物配合多種香辛料、 

調味料精心調配而成，使用方便、貯存容易、可用來煮湯、煮麵、炒菜，做為火 

鍋湯底，隨時隨地都能享受美味的濃稠高湯，可省去慢火熬湯之不便。 

性狀：淡黃色粉末，具有大骨高湯之風味。 

成份及功能：1.主要成份：大骨抽出物、蔬菜抽出物、調味料。 

2.功能：調味、湯底。 

應用及優點：1.可應用於肉製品、加工調理食品、醃漬食品、速食 

業、餐飲業、調味醬、各類調味粉…等。 

2.具有增香、調味之功能。 

使用方法：用於烹調、湯底或調理加工產品。 

建議用量：1.依實際需要量添加，用量上不作限制。 

2.調配高湯 : 20 公克大骨汁香料調配成 1 公升美味高湯 

3.一般湯汁建議用量 : 0.5~1.0% 

注意事項：本品具吸濕性，需密封保存於陰涼乾燥處，避免日光直射。 

 



藥 膳 香 料  

藥膳香料係以多種天然香辛料精心調配而成之複合調味料，綜合了多種天然香辛料之 

混合香味，應用於食品中，可賦予產品豐滿、特殊之香味。 

性狀：淡褐色粉末，具多種中藥混合之特殊濃郁香味。 

成份及功能：1. 主要成份：由當歸、枸杞、黃耆、川芎。 

2. 功能：為食品之增香劑。 

應用及優點：1. 可應用於各類肉製品、火鍋類、速食麵調理包、冷 

凍調理食品…等。 

2. 可賦予產品豐滿、特殊之香味。 

使用方法：直接添加於原料或與其他材料混合均勻後添加。 

建議用量：1. 一般食品依實際需要量添加，用量上不作限制。 

2. 一般調味之建議用量為 0.5~1%。 

注意事項：本品需密封，保存於陰涼乾燥處，避免日光直射。 

 

 

 

 

 



綜合滷味香料 

 

綜合滷味香料係以多種天然香辛料精心調配而成之複合調味料，綜合了多種天然香辛料 

之混合香味，應用於食品中，可賦予產品豐滿、特殊之香味。 

性狀：褐色粉末，具多種香辛料混合之特殊濃郁香味。 

成份及功能：1. 主要成份：由丁香、油桂等多種天然香辛料混合而成。 

2. 功能：為食品之增香劑。 

應用及優點：1. 可應用於肉製品、加工產品、 燒烤、滷味食品使用。 

2. 可增加製品賦予產品豐滿、特殊之香味。 

使用方法：直接添加於原料或用其他包材包裹後使用。 

建議用量：1. 一般食品依實際需要量添加，用量上不作限制。 

2. 一般調味之建議用量為 0.1~0.15% 

注意事項：本品需密封，保存於陰涼乾燥處，避免日光直射。 

保存期限：1 年。 

 

 

 

 



鹽酥雞胡椒鹽 

鹽酥雞胡椒鹽乃一種複合調味料，由多種香辛料、調味料精心調被而成，用於食品中 

，可賦予產品特別風味，用於燒烤類之灑粉，油炸之調味粉，風味獨特，為生產業、家居生 

活中之調味聖品。 

性狀：淡褐色粉末，具有多種香辛料混合之特殊風味。 

成份及功能：1.主要成份：胡椒、鹽、香辛料、調味粉。 

2.功能：調味、增香。 

應用及優點：1.可用於肉製品、醃漬食品、加工調理食品、燒烤類、 

速食業、餐飲業、各類調味料…等。 

2.具有增香、調味之功能。 

使用方法：可直接添加於食品食用，烹調或應用於調理加工產品。 

建議用量：依實際需要量添加，用量上不作限制。 

注意事項：本品需要密封，保存於陰涼乾燥處，避免日光直射。 

保存期限：一年。 

 

 

 



 

食品添加物的定義: 

    食品在製造、加工、運輸、貯存等過程中，用來調味、增香、著色、防腐、漂白、安定品質、 

增加營養、防止氧化或有其他用途而添加或接觸食品之物質稱之。 

 

 

五.食品添加物 

項別 品名 產品特性 用途 適用產品 

 鮮益磷 K 
白色粉末，複合磷酸鹽，提升鹽溶性蛋白的

萃取率，增加產品的保水性 
保水，改善組織，增加結著性 

本品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煉製品；用量以

Phosphate 磷酸鹽 計為 3g/kg 以下。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 

 鮮益磷 Q1 
白色粉末，複合磷酸鹽，有效提高鹽溶性蛋

白的提取，增加產品的粘彈性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 

 鮮益磷-A 
白色無味粉末，易溶于水，一般重合磷酸

鹽，PH 調整劑 

保水，改善組織，增加結著性，調整 PH 值 

本品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煉製品；用量以

Phosphate 磷酸鹽 計為 3g/kg 以下。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醃漬食品 

 
異抗壞血酸鈉 

 

維生素 C 之鈉鹽，較維生素 C 安定，白色至

微紅色結晶性粉末，配合亞硝鹽類使用，能

發揮最大鹽漬發色效果 

保色,抗氧化 

本品可使用於各類食品；用量以 Ascorbic 

Acid 計為 1.3g/kg 以下。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 

 硝精 硝酸、亞硝酸鹽類，白色粉末,具微刺激味 

固色,抑制肉毒桿菌生長 

本品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製品；用量以

NO2 殘留量計為 0.07g/kg 以下。 

冷凍食品、肉製品 



 乳酸 FCC88 88% 透明液體，酸性極強,但無刺激味 殺菌,調整 PH 值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調味品、醃漬食品 

 乳酸鈉 S/HQ 60% 

透明液體，保濕能力強，可作為半濕性產

品，如：肉乾、豆乾等產品的濕潤功效，含

10%鹽度，PH 6.5-7.5 

保水，保色，抑菌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味品、 

 甜寶 A250 
甜菊萃，白色粉末，味甘甜，天然甜味劑甜

度約為蔗糖 200~250 倍  
提供甜味，改善製品適口性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調味品、醬

滷製品、醃漬食品 

 白甘草精 
甘草酸單銨鹽，白色粉末，味甘甜，天然甜

味劑 
可有效降低鹹度，中和鹹味，增加甘甜美味 

改善製品適口性，提供特有甘甜質感，調節

製品適口性 

 

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白甘寶 A 白色粉末，味甘甜，天然甜味劑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黃甘草精                       甘草酸納鹽，黃褐色粉末，天然甜味劑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黃甘寶 A 黃色粉末，天然甜味劑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乙基麥芽酚 白色粉末，糖香味濃郁 增香，中和香氣，香氣調和劑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新糖味香 白色粉末，糖香味，味微甜 增香，中和香氣，香氣調和劑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芳 味 糖 白色粉末，糖香味，味微甜 增香中和香氣，香氣調和劑 
休閒食品、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調

味品、醬滷製品、醃漬食品 

 
己六醇粉 

(D-山梨醇) 
白色粉末，味微甜 

保水，抗凍作用，調味 

1. 本品可使用於飲料；用量為 25 g/kg 以下。  

2. 本品可於其他各類食品中視實際 需要適

量使用。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 

 
己六醇 

(D-山梨醇液) 
己六醇含量 70%,透明液狀 

冷凍食品、煉製品、肉製品、麵製品 

 己二烯酸 

白色結晶性粉末，具微刺激臭味，難溶於水 

作用為抑制微生物生長，而非殺菌，在酸性

條件下(PH 值低時)效果較佳 

1.本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肉製品、海膽、魚子醬、花生醬、醬菜類、水分含量 25％以上（含 25％）

之蘿蔔乾、醃漬蔬菜、豆皮豆乾類及乾酪；用量以 Sorbic Acid 計為 2.0g/kg 以下。  



 己二烯酸鉀 

白色結晶性顆粒，具微刺激臭味，易溶於水 

作用為抑制微生物生長，而非殺菌，在酸性

條件下(PH 值低時)效果較佳 

2.本品可使用於煮熱豆、醬油、味噌、烏魚子、魚貝類乾製品、海藻醬類、豆腐乳、糖漬果實類、脫水

水果、糕餅、果醬、果汁、乳酪、奶油、人造奶油、番茄醬、辣椒醬、濃糖果漿、調味糖漿及其他調味

醬；用量以 Sorbic Acid 計為 1.0g/kg 以下。  

3.本品可使用於不含碳酸飲料、碳酸飲料；用量以 Sorbic Acid 計為 0.5g/kg 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