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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ing chocolate is all about discovering what you like best.

歡迎您加入迷人的巧克力世界，您會發現這將會是你最喜歡的食物。
您可以一一品嚐它們 - 黑巧克力、白巧克力、牛奶巧克力 .......
就讓這些微妙的滋味讓今年的夏天充滿驚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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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醺是屬於大人的味，
這是一款成熟大人風味
的巧克力飲品，在品嚐
時，同時將黑可可利口
酒加入，如此成就了一
杯微醺感的巧克力，這
樣深邃的魅力無人能
擋!

薄荷的夏天，
熱熱的天氣好適合 !
飲用時鼻腔內充滿著清涼的薄荷
香氣，令腦子頓時清新舒暢，而
嘴巴裡充滿著巧克力碎粒，唇齒
之間細細咀嚼著黑巧克力深邃的
味道 .....

薄荷巧克力冰沙
維尼綠薄荷果露………………………40cc
達文西中性冰沙粉……………………30g
卡地亞鮮奶油…………………………30cc
瑞士蓮 70% 黑巧克力…………………16g
冰塊適量

歐蕾源自法文 au lait Lait，
使用大量的白巧克力使口感變得滑順與綿
密香醇，融合抹茶的苦、白巧克力的甜，
味道醇厚、風味獨特，表面濃郁的鮮奶油
混合後，吃起來更是像冰淇淋一樣的滑順

抹茶歐蕾冰沙

微醺巧克力

抹茶粉 ………………………………8g
熱水 …………………………………50cc
瑞士蓮 36% 白巧克力 ………………30g
達文西中性冰沙粉
冰塊適量

瑞士蓮 70% 黑巧克力 ………30g
卡地亞動物鮮奶油 …………50cc
鮮奶 ………………………200cc
維尼黑可可利口酒 …………10cc

4

5

L
O
V
E

We shake
you drink & enjoy!
口感綿密香醇濃郁的白巧克力與酸味十足的櫻桃果泥融合一起，酸甜互相激盪的口感，
就像愛情的滋味，讓人無可自拔的吸允著，在這樣的夏天，喝起來特別的清爽 !

酸櫻桃白巧
瑞士蓮 36% 白巧克力 …………30g
樂比冷凍酸櫻桃果泥 …………10cc
鮮奶……………………………200cc
冰塊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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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脆的核桃碎片讓布朗尼整體的層次更為豐富，
剛出爐的布朗尼帶濕潤又濃郁，
使用 53% 的苦甜巧克力，
表面再撒上大量的巧克力豆，
整體的口感像奶油般柔潤的巧克力軟黏於舌上，
如此幸福的滋味，成就了一份完美的巧克力布朗尼 !

完美巧克力布朗尼
15.5*15.5 正方形模子 2 模
160/160 度 烤培 50 分
<材 料>
瑞士蓮苦甜 53% 巧克力 …………250g
飛雪金磚發酵奶油 ………………250g
全蛋 ………………………………4 ea
砂糖 ………………………………230g
鹽 …………………………………0.5g
香草精 ……………………………1.3g
特寶笠低筋麵粉 …………………145g
佳麗寶高脂可可粉 ………………40g
核桃 ………………………………230g
< 灑面 >
絲博巧克力豆………………………50g
核桃…………………………………40g

生巧克力那獨特的柔軟口感 ,
放進嘴裡先是嚐到巧克力濃郁的香味，
而後勁散發出香橙水果的甜香，
完美平衡了生巧的淡淡苦味，
香橙特有的芬芳讓甜點充滿了幸福感。

柑曼怡生巧克力塔
4.5 公分甜塔殼 22 模
每模生巧克力餡 30 g
<材 料>
卡地亞動物鮮奶油 …………………175g
大日本明治上白糖 ……………………45g
瑞士蓮苦甜 53% 巧克力 ……………290g
飛雪金磚發酵奶油 ……………………75g
柑曼怡香橙干邑甜酒 …………………45g
純真蜂蜜 ………………………………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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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的是 部 分 氫 化 油 脂 ，
不是反式 脂 肪

02

文 :Cher

繼 2015 年 6 月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 (FDA) 宣布要在 3 年內禁用「部分氫化植物油」，我國衛生福利部

Q&A:

前於 104 年 9 月 7 日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7 條，預告訂定「食用氫化油衛生標準」草案，明定

1. 標籤營養標示上有反式脂肪還可以使用嘛 ?

食品不得使用不完全氫化油脂 ( 或稱部分氫化油脂，Partially hydrogenated oils，PHOs)。但甚麼

禁用的是部分氫化油脂而不是反式脂肪，上述所介紹天然存在及精製過程產生之反式脂肪以及不

是部份氫化油脂呢 ? 這個陌生的名詞很快就被用「人工反式脂肪」取代，造成消費者只要看到反式脂

產生反式脂肪之完全氫化油則未限制。

肪就會產生許多問號，這到底能不能使用 ?
「氫化」是在 20 世紀初期發明的食品工業技術，氫化會改變脂肪分子的結構，以增加油品安定性、更

2. 氫化植物油都不能使用嗎 ?

耐高溫、不易變質，並且增加保存期限，在食品應用上更好操作，應用更廣。氫化油脂依據氫化的程

可以先確認成分標示上是否有部分氫化油脂的字樣，如僅標示「氫化油脂」，可再向供應商確認，

度分為「部分氫化」以及「完全氫化」，部分氫化油脂一部分的脂肪轉變成反式脂肪 ( 約 20~30%)，其

如為完全氫化油脂，

則可以使用，部分氫化油脂則不行使用。

反式脂肪經研究調查顯示，對冠狀動脈疾病有直接的影響，有禁用的必要。而「完全氫化油脂」則是
含微量反式脂肪，幾乎等於零，因此立法規定禁用「部分氫化油脂」，「完全氫化油脂」則可以繼續

3. 部分氫化油脂之禁用，從甚麼時候開始呢 ?

使用於食品上。

禁用部分氫化油脂，於 107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以製造日期為主。如 107 年 7 月 1 日，市面上

此外，反式脂肪產生大約可以分成三類 :

尚有未販售完畢製造日期為 7 月 1 日前之產品並無違法。

一 、油品為去除雜質、異味，經過精煉 ( 脫色、脫臭、脫酸 ) 加工過程所產生，其中不飽和脂肪酸含
量越高的油脂，經過高溫精製越容易產生反式脂肪，但與人造加工的部分氫化油脂相比較，仍屬微量。

4. 如果於 7/1 以後繼續使用部分氫化油脂會怎麼樣 ?

二 、牛、羊等反芻動物因為特殊的消化道細菌作用，會把牧草發酵合成部分的反式脂肪酸，並存在於

依據食安法第 15 條之 1 之授權，規定自 107 年 7 月 1 日後，食品中不得使用不完全氫化油，違反

反芻動物的脂肪和乳汁裡頭，例如全脂牛奶、奶油等。

將依據食安法第 48 條，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三 、部分氫化油 ( 不完全氫化油脂 ) 所產生的反式脂肪。
前述兩種所生成的反式脂肪量低且危害較小，目前未列入管制，而第三種不完全氫化油脂所產生之人
工反式脂肪則為此次立法禁用對象。

10

11

天然奶油和人造奶油的差別？

烘焙新知

什麼是人造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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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德麥烘焙研究室

人造奶油是一種非乳製品，用來代替奶油。儘管最初由動物脂肪製成，但現在主要
當您去大賣場逛到乳製商品區域時，有沒有發現奶油的選項越來越多了 ?

成分包括植物油，水，鹽，乳化劑，還有一些還包括牛奶，人造奶油奶油可以做成

然而對於奶油和人造奶油的選擇，大多數人對於他們所喜愛的不論是口味或是品牌，

條狀或是塊狀，重要的是要知道，並非所有的人造奶油都是相同的。

都各有自己的想法與喜好。

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牌，所以閱讀成分標籤很重要，不像奶油，人造奶油無法在家自己製作。

天然奶油和人造奶油的差別 ?

然而法令規定，人造奶油和天然奶油一樣，最低脂肪含量也必須達到 80％。在乳品架上的人造奶油
和抹醬的脂肪含量可以從 10％到 90％不等。根據脂肪含量的不同，植物油和水的含量會有所不同，

那麼，您真的知道天然奶油與人造奶油的差別在哪裡嗎？

其中脂肪含量較低的含水量較高。

雖然奶油使用的目的是相同的，但天然奶油和人造奶油是兩種非常不同的產品。主要的不同是在於他

由於人造奶油的主要成分是植物油，因此缺乏奶油中的膽固醇和飽和脂肪，並且具有較高百分比的

們的成份，也就是他們所含的脂肪成份不同。

多不飽和脂肪和單不飽和脂肪。但是，它可能含有反式脂肪 - 儘管許多品牌已經使用棕櫚油取代，
減少了反式脂肪的存在。

什麼是天然奶油？

原料

奶油是經由牛奶攪拌或乳脂製成的乳製品。攪動過程將乳脂（固體）與酪乳（液體）分開。我們最經
常購買的奶油都是用牛奶製成的，但也有從其他乳品來源例如 : 綿羊、山羊、犛牛或水牛的奶製成。

乳品中的脂肪

儘管顏色通常為淺黃色，但取決於動物的飲食而定，奶油可以從白色到深黃色，重要的是天然奶油主

品名

乳品的脂肪經殺菌、攪動、提煉製成

乳脂肪≧80%

乳脂/食用乳油、
鮮奶油或鮮乳

乳品的脂肪經物理方式分離後
製成的乳化產品，在冷凍溫度(-18度C)
以上呈液狀

10%≦乳脂肪＜80%

人造奶油

感大有影響。由於超高溫殺菌可將生乳中 99.9% 的好、壞菌通通消滅，避免鮮乳在供應的過程中因溫

乳品中的脂肪

乳脂肪含量

奶油

要是由單一成份製成，因此也可以在家製作。
生乳的主要殺菌的方式分為兩種：巴氏殺菌法、超高溫殺菌法，不同的殺菌方式營養保留完整度、口

定義

脂肪抹醬

食用油脂適當添加水及食品添加物後，
製出具可塑性或流動狀之產品

油脂含量≧80%
10%≦油脂含量＜80%

*衛福部公告訂定「市售奶油、乳脂、人造奶油與脂肪抹醬之品名及標示規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生效。

度變動而產生變質，是多數的乳品業者所採行的殺菌方式。生乳經超高溫殺菌會產生特殊加熱烹煮風
味，若採用巴氏殺菌法，不但喝起來有接近生乳般的口感，同時還能避免生乳中的乳鐵蛋白與免疫球

天然奶油 vs 人造奶油 哪一種比較好？

蛋白失去活性，營養更接近生乳。
不同品牌的奶油他們的差別在於脂肪的含量，也是最終影響奶油的風味和質地。所有商業銷售的奶油

如果你嚐過了這兩種奶油，那麼你應該了解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一旦嚐到了非常好的奶油，高品質的

必須至少有 80％的脂肪含量。 由於奶油是動物脂肪，它含有膽固醇，飽和脂肪含量高於人造奶油。

奶油口味是令人讚嘆的，吃過也就無法擺脫了 !
在天然奶油和人造奶油中發現的脂肪類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性因素。雖然奶油的來源來自於動物
脂肪，而人造奶油是由植物油製成的。這種差異會對味道，質地和營養產生不同的影響。
至於烘焙時要選擇哪一種奶油呢 ? 建議最好按照配方進行。那些脂肪含量較低的人造奶油含有更多的
水，可以烘烤出更堅硬的烘焙食品。
至於哪一個是最好的 ? 你的選擇就是最適合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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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
News

特別報導

04
黃麒禎

師傅

‧德麥食品西點烘培技師
烘培資歷近22年，特長蛋
糕及所有西點類型，作品
特色擁有天馬行空的創意
，多年來對細節更是絕對
的堅持。

療癒系蛋糕 光看著就已幸福滿分!!

讓你一秒就戀愛的

曖昧煙燻灰

綻綠水舞精靈

淋醬：白(DPCDC025)、黑(DPCDC149)

淋醬：黃(DPCDC042)、藍(DPCDC026)

白色魔法

經歷：向陽坊西點副主廚
、咕咕霍夫西點主廚、富
林園洋果子主廚、喜樂貝
爾開發主廚

透明晶瑩感的表面，裹著綿密
的蛋糕體，夢幻的漸層中再滴上一
抹白，好像看到蔚藍的海洋和浩瀚
的星空在跟我們招手，稱之為「療
癒系蛋糕」，實在一點都不為過啊!
蛋糕表面就像鏡子一樣光滑，
鏡面蛋糕從此得名，做法比一般蛋
糕繁複許多，每個蛋糕就像是藝術
作品一樣，且獨一無二。看著師傅
在淋醬好像很簡單，但要讓表面呈
現像鏡子一樣光滑，淋醬的狀態與
流動性是非常重要的。

浪漫深紫媚惑
淋醬：紫(DPCDC207)

愛戀蔚藍沙岸
淋醬：藍(DPCDC026)

豹紋淋醬
500g/一罐

來自法國的PCB CREATION，擁有許多的法國特質：熱情，大膽，幽默，
且充滿了藝術感，對於追求創新表現的蛋糕甜點師傅而言，PCB的產品可說
是最佳的選擇。
PCB成立於1992年，充滿活力且不斷地追求創新，更與眾多知名大師如
Pierre HERME，Christophe Michalak、OlivierBajard 等合作，持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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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種裝飾品與模具，將蛋糕與甜點的設計質感，提升至嶄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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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點的味蕾創造者

黃宥騰 師傅
資歷：
台北 Westin 六福皇宮
台灣山崎麵包、85℃
凱樂烘焙坊、佳姿養生會館

品項特長：
所有類型西點，
以巧克力與為主

 術專長：
技
追
 求視覺與味覺的頂級質，
建構出和諧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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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 翹鬍子 >>
巧克力蛋糕體
(g)
全蛋 ..............................300
蛋黃 ...............................66
上白糖 ............................210
鹽 ..................................1
溫水 ..............................110
嘉麗寶高脂可可粉 ...................50
沙拉油 .............................45
飛雪金磚奶油 .......................45
鑽石牌低筋麵粉 .....................90
合計 ..............................917

巧克力香緹
(g)
嘉麗寶 57.7 披覆用巧扣 .............225
吉利丁塊 ...........................45
上白糖 ............................120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750
合計 .............................1140

內餡
(g)
嘉麗寶 57.7 披覆用巧扣 .............186
上白糖 .............................30
水 .................................80
M85 麥芽糖 .........................15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75
嘉麗寶 100% 純苦巧扣 ................53
亞當蘋果片 ( 扇形 )..................50
巴瑞脆片 ...........................20
合計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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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工具箱 >>
蜜桃洋梨慕斯

(g)
樂比冷凍白蜜桃果泥 ...............250
樂比冷凍洋梨果泥 .................400
吉利丁粉 ..........................33
四葉北海道十勝奶霜 ...............690
蘭姆酒 .............................6
義大利蛋白霜 .....................430
合計 ............................1809

蜜桃洋梨果凍

(g)
樂比冷凍洋梨果泥 ................1300
樂比冷凍檸檬果泥 ..................52
洋梨白蘭地 ........................26
上白糖 ...........................180
合計 ............................1558

蜜桃果凍

(g)
樂比冷凍白蜜桃果泥 ..............1290
樂比冷凍檸檬果泥 ..................65
上白糖 ...........................180
吉利丁粉 ..........................26
合計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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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起司餡

(g)
蛋黃 ..............................75
上白糖 ...........................134
水 ................................40
瑪卡龍專用糖粉 ....................10
楓糖醬 .............................8
四葉北海道奶油起司 ...............380
優格 ..............................40
吉利丁粉 ........................10.5
四葉北海道乳霜 ...................500
合計 ..........................1204.5

義大利蛋白霜

(g)
水 ...............................135
上白糖 ...........................400
蛋白 .............................200
合計 .............................735

杏仁比斯其

(g)
杏仁粉 ...........................120
瑪卡龍專用糖粉 ...................120
全蛋 .............................120
蛋黃 ..............................50
蛋白 .............................240
上白糖 ...........................144
鑽石牌低筋麵粉 ...................100
合計 .............................894

<< 爸爸捲 >>
蛋糕體
(g)
蛋黃 (1)..........................135
上白糖 (1).........................45
摩卡濃縮醬 (1).....................75
特寶笠果子專用粉 .................225
蛋白 (2)..........................145
上白糖 (2) 打發 ...................135
雪花糖 (2).........................90
飛雪金磚奶油 (3)...................70
沙拉油 (3).........................35
合計 .............................855

提拉米蘇餡
(g)
提拉米蘇慕斯粉 ...................250
牛奶 .............................300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500
四葉北海道十勝奶霜 ...............500
四葉北海道十勝馬斯卡邦 ...........100
合計 ............................1650

製作方法
(1) 打發
(2) 打發
將一部分的 (2) 加入 (1)
拌入麵粉再把剩下的 (2) 加入
再加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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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果千層蛋糕 >>
開心果蛋糕體
(g)
杏仁粉 (1)........................135
上白糖 (1).........................45
嘉麗寶 100% 純開心果醬 (1)..........75
全蛋 (2)..........................225
鑽石牌低筋麵粉 (3).................45
蛋白 (4)..........................135
上白糖 (4) 打發 ....................90
飛雪金磚奶油 (5)...................70
沙拉油 (5).........................35
合計 .............................855

芒果百香庫利
(g)
樂比冷凍百香果果泥 ...............150
樂比冷凍芒果果泥 .................300
轉化糖 ............................25
果膠粉 ............................18
上白糖 ............................25
合計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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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香草慕斯
(g)
樂比冷凍椰子果泥 .................500
香草棒 ...........................1 支
蛋黃 .............................110
上白糖 ............................90
NP 卡士達粉 ........................40
飛雪金磚奶油 ......................25
吉利丁塊 ..........................35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225
合計 ............................1025

<< 黑鬍子 >>
榛果蛋糕體
(g)
全蛋 ............................1000
超柔蛋糕粉 .......................730
水 ...............................170
快速 75 蛋糕乳化劑 .................40
沙拉油 ...........................250
嘉麗寶 50% 榛果醬 .................100
合計 ............................2290
榛果脆片
(g)
卡士達粉 .........................250
牛奶 ............................1000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600
嘉麗寶 50% 榛果醬 .................100
巴瑞脆片 ..........................20
合計 ............................1970

榛果布丁

(g)

卡士達粉 .........................250
牛奶 ............................1000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600
嘉麗寶 50% 榛果醬 .................100
8 吋甜心布 .......................200
合計 ............................2150

製作方法
榛果脆片
榛果蛋糕體
榛果蛋糕體
榛果布丁

巧克力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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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西點的百科全書
范舜惟 師傅
中秋節是一個重要的節日，月餅、
鳳梨酥更是代表性的商品，特選多款
具有特色的月餅酥餡來製作，款款都
是獨具特色，樣樣都充滿美味。

月

July

Sunday 日

1 十八

8 廿五

15 初三

示範產品：芙蓉麻糬燒、黃金番薯餅、
桃山月餅、切達乳酪塔酥、桂圓鳳梨
酥、海洋鮮蝦酥。

Monday 一

Tuesday 二

2 十九

9 廿六

16 初四

Wednesday 三

3 廿十

4 廿一

范舜惟 師傅
新竹
德麥中秋節講習

范舜惟 師傅
台北
德麥中秋節講習

10 廿七

11 廿八

范舜惟 師傅
高雄
德麥中秋節講習

范舜惟 師傅
台南
德麥中秋節講習

17 初五

18 初六

范舜惟 師傅 台東
德麥中秋節講習

22 初十

23 十一

29 十七

30 十八

24 十二

Thursday 四

Friday 五

5 廿二

6 廿三

7 廿四

12 廿九

13 六月小

14 初二

范舜惟 師傅
嘉義
德麥中秋節講習

19 初七

范舜惟 師傅
台中
德麥中秋節講習

20 初八

范舜惟 師傅 花蓮
德麥中秋節講習

25 十三

Saturday 六

26 十四

21 初九

范舜惟 師傅 宜蘭
德麥中秋節講習

27 十五

28 十六

德麥中秋講習 - 收費 1000 元
7 月 03 日 ( 二 ) PM 18:00-21:00

新竹

新竹德麥

(03)523-3068

新竹市警光路 40 號

7 月 04 日 ( 三 ) PM 18:00-21:00

台北

台北德麥

(02)2298-1347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31 號

7 月 10 日 ( 二 ) PM 18:00-21:00

高雄

高雄德麥

(07)397-0415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 55 號

7 月 11 日 ( 三 ) PM 18:00-21:00

台南

台南德麥

(06)273-7250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一段 122 號

7 月 12 日 ( 四 ) PM 18:00-21:00

嘉義

阿潘肉包

(05)236-6298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447 號

7 月 13 日 ( 五 ) PM 18:00-21:00

台中

台中德麥

(04)2359-2203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0 路 32 號

7 月 17 日 ( 五 ) PM 18:00-21:00

台東

台東德麥

0988-097737

7 月 19 日 ( 四 ) PM 18:00-21:00

花蓮

小東方

7 月 20 日 ( 五 ) PM 18:00-21:00

宜蘭

宜蘭煦蜜

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4

股票代號1264

(03)851-2550
0975-828-615

台東市連航路 90 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一街 141 號
宜蘭市復興路三段 61 巷 1 號

台北總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31號
電話：(02)2298-1347 傳真：(02)2298-2263
台中營業所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20路32號
電話：(04)2359-2203 傳真：(04)2359-3911
高雄營業所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55號
電話：(07)397-0415
傳真：(07)397-0408
宜蘭辦事處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132號
電話：(03)931-5823
傳真：(03)931-5818
花蓮辦事處
花蓮縣新城鄉花師街15號
電話：(03)824-6923
傳真：(03)824-6023
新竹辦事處
新竹市警光路40號
電話：(03)523-3068
傳真：(03)523-3013
嘉義營業所
嘉義市育人路432號
電話：(05)236-6298
傳真：(05)236-6297
台南辦事處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一段122號
電話：(06)273-7250
傳真：(06)273-7251
無錫芝蘭雅
江蘇省無錫市錫山經濟開發區友誼北路312號 電話：0510-83774575 傳真：0510-83777471
香港(潤富)公司 觀塘鴻圖道16號志成工業大廈2樓A座
電話：+852 2342-6586 傳真：+852 2793-4586
馬來西亞子公司 5&7, Jalan Sepadu 25/123A, Sec 25, 40400 Shah Alam TEL:03-7499 3089 FAX:1700813619
http://www.tehmag.com.tw
E-mail:tehmag@ms37.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