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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梯田的存在

早期銀河社區德高嶺一帶因山勢陡峭，當

地農民只能在山坡開闢梯田耕種，大多種植經濟

作物，但隨著時代改變、年輕人不再務農，這百

年的水梯田也進入休耕或廢耕的狀態，雜草叢生

無法看見梯田的原貌。銀河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林立岡先生有感於社區擁有良好的環境，但水梯

田卻不復當年綿延層疊的景象，豐富的田間生態

隨之消失，可惜之餘，便積極爭取水保局經費挹

注，並於民國104年正式通過農村再生計畫，開

始了社區復耕的工作。

復耕的水梯田曾經吸引青年回農種植越光

米，但收成不佳且生長環境也不適合，短期內無

法有效吸引更多的年輕人接續水田管理，復育工

作停擺而呈現荒蕪狀態。基金會108年開始透過

場勘、評估，建議在休養生息的水梯田進行整

地、種植綠肥作物，形成錯落有致的田園景觀，

吸引外來賞景的人潮與社區景觀亮點；待花期結

束後翻耕入土，還可以製造水梯田的天然肥份。

去年休耕期間基金會便協助綠肥─波斯菊種子，

撒於水梯田中，開花時花海滿布，搖曳生姿，社

區也舉辦導覽活動，邀民眾體驗豐富的生態之

旅。除此之外，

同時協助社區生

態改善與強化，

包括生態池修

復、志工培訓、

研習活動等。

沿著北宜公路一路直駛左轉進入新北市新店區銀河路，途中經過知名景點─

銀河洞瀑布與銀河越嶺登山步道口，其間山景地貌與豐富自然生態吸引著我的目

光。位於大崎腳附近的銀河社區，毗鄰木柵貓空且地處於低海拔150至350公尺間，

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及多樣性的昆蟲、蝶類棲息，宛若一間自然教室。

A區保持湛水狀態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設置的農夫市集平台，鄰近水梯田的上方，
剛好是個很不錯的觀景平台

復耕契機的共存與共榮

看見銀河社區發展協會復育的水梯田，也看見了

復耕的契機，為打造一個生態、生活、生產的生存環境

而努力，在保全農村文化的同時社區協會也藉由社區轉

型，以生態旅遊促進經濟發展，也繼續擴建水梯田，並

在周圍增設農夫市集，藉此吸引觀光客，使農民有直接

的經濟收入。同時，結合當地著名景點銀河洞，推動系

列登山活動，發展生態觀光，提供更多元就業機會，增

加青年返鄉的意願。

地球環境破壞急遽增加，透過生態社區、復耕的理

念以修補目前鄉村人口老化的社會結構以及自然環境的

危機。值得稱揚的是，銀河社區能有目前的前瞻發展，

一步接著一步落實推動，歸功於社區居民與志工的努

力，在共同的理念支持下，共同參與、學習，配合社區

協會所安排的生態培訓課程及食農教育，盡心盡力擘劃

銀河生態社區的願景，提高社區的能見度，也吸引了諸

多日、韓、港的觀光客群，來此登山取景，享受自然景

致與美好環境。

我們能做什麼？

大自然給予我們良好的生存環境，相對的我們也應

嘗試回饋於自然，無止盡的開發、破壞，最後的結果就

是大自然反撲，與自然和諧共存就是最美最好的願景。

生趣盎然的復耕行動

水梯田的價值不僅生

產糧食，而且具有滯洪、

蓄水、淨化與涵養水資

源、防止土壤侵蝕與坡地

崩塌等國土保安功能，以

及提供生物棲地多樣性，

保全環境生態鏈，調節微型氣候。

銀河社區的水梯田，因為土壤、水質、排水狀態

的差異，規劃出A、B、C三區，社區專任生態老師余

有終說：A區具蓄水功能，長期保持「湛水」狀態，有

效控制雜草，形成天然濕地景觀。B區規畫種植水陸共

生植物—荷花、荸薺、金針花等，兼具美觀及蓄水涵

養的功能外，還能提供蛙類、昆蟲藏身之地。C區的時

令蔬菜耕種區，依每個時節種植季節蔬菜，之後也由

社區志工共同耕種、維護、管理，成為有機農作體驗-

共學、共耕、共食研習場域。

未來藍圖朝向運用原始生態工法以濕生植物復

育，營造水生、陸生植物、昆蟲及動物，以適合他們

生活與生存的棲地環境為目標，更延伸至後方生態造

林，創造更多對野生動、植物的友善環境，不單景觀

美化更具教育休憩意義。過去農夫依循節氣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的耕作習性，使大自然循環往復，生

生不息，復耕後

的水梯田，有了

水源的滋養，使

得整體生態棲息

環境更加多元豐

富，青蛙、水鳥

等生物也都會再

次歸隊。

C區在今年2月初已經開始翻土耕種

播撒波斯菊種子，等待花開

態生 社 區 的 復 耕 契 機

梯田花海–波斯菊

水梯田ABC區

文│許鈴蘭



農業產銷會訊  97期p2
│
│
│
顛

│
覆
│市
│集│經│營│││

圖．文
│黃俊

誠．水
花園有

機農夫
市集．

秘書長

快閃

農夫市集

的嘗試與關鍵

在談論
快閃市

集之前
，首先

要先定
義

什麼是
快閃市

集，以
及傳統

農夫市
集又為

什麼要
開創這

條路。

從第一
個農夫

市集開
始，已

過了11

年，全
臺灣市

集在過
了新鮮

期後，
逐漸面

臨到人
氣下滑

的情況
。更因

為近年
氣候變

遷，夏
季異常

嚴熱且
幾乎長

達半年
以上，

這重創
了市集

，也因
此我們

不斷的
尋求市

集進到
室內的

機會。
也因為

一些機
緣開啟

和誠品
書店的

合作，
並在農

糧署北
區分署

指導與
支援下

，2019年6月嘗試
了第一

次

快閃市
集。營

業額還
不錯，

等同給
了我們

一個強
心針。

2020／04∼2020／11 

水花園╳誠品‧整年度溫暖合作

┤以食光演繹，大地與小農的季節採集├

四個季節，9場展售會，從春天橫跨整個夏秋
到冬天，精選每個時節裡，順應天地人的產

物，藉由小農市集，將大地上的消息捎來。請

掃描臉書QR-code連結最新的快閃訊息。

←水花園團隊也會提供部分道具供市集夥
伴陳列擺設，目的在於希望營造整體風格
的美感與和諧／誠品R79。

→道具與擺放說明的技巧

↑每一檔快閃市集都有完整的主題企劃、商品規劃與「打卡
點」布置，圖為展售入口的甕牆設計，在商場裡營造出了農
家意象／誠品信義。

←2019年9月進駐誠品R79地下商場的展售會，在人來人往
的捷運要道樹立醒目的宣傳物／誠品R79。

以筆者目前經營的經驗來說，快閃市集有幾項要素︰

第一皆為與大型商城合作，並且為室內或半戶外

場地，更重要是場地都是商城裡的精華地，展售停留

時間為12到14天不等，隔月則移師其它場地。

其次是整體空間美學佈置，為了完成這個目的，

有時甚至於達到專業佈展的層級，提昇與輔導個別農

家的陳列美感是必要的。

最後是大部份人都不會意識到的，主辦單位與農

夫之間的高度組織化。也因此筆者這篇會多談論何為

高度組織化。

傳統的農夫市集，是我們的基礎與起源，但筆者

因為身為秘書長，在職責與感情上，投入了協會與筆者

個人公司資源。也因此相對於其他市集，水花園

有著完整的行政團隊與商業邏輯，看似沒什麼的

洽談協商，往往卻是關鍵。舉例來說，在不同的

商城間，市集要協同誠品書店談下場地，至於能

談下的是精華地還是角落邊，這就關係著主事者

的業務能力與人脈，而這些都需要手腕與時間累

積，是另一種與農民的專業分工。

而不同的商城若願意釋放出精華地，往往也會

伴隨著要求，一方面是營業額不能低於坪效，另一方

面是展售空間的佈置。營業額要高有其行銷和宣傳專

業，展售空間的佈置除了美感外，前置作業更需耗費

大量人力與物力，其實光是上述兩點，基本上就等同

商業模式裡的前期投資。這些都需要專業的團隊與評

估，非把農民聚集起來就能成事。

農民及農加工者，透過市集組織化後，

第一件事是約法三章，對外的談判統一由主

辦單位發言，而重要事項，市集幹部們會關

起門來討論，一旦有共識，組織則全力動

員。也因此從傳統市集和快閃市集兩個身份

的不斷轉換間，我們並不具備合作社的民主

投票機制，我們比較像是代議制或精英集體

領導制。也因此我們雖是農民組織，但卻有

著不輸民間商業公司的戰鬥力。

筆者非政治學專家，無法評論是合作社的民主

投票機制適合快閃市集，還是精英集體領導制適合。

但卻觀察到非常有趣的現象，首先我們沒有一些合作

社的表決爭吵，看似放棄部份民主，反而讓我們夥伴

間發展出好感情。過去戶外市集會強調農夫親身販

售，主要原因之一是當天銷售，當天帶回，原場地復

原。但因為商城在室內必須統一結帳下，夥伴們反倒

能排班表，輪流在展售區互助介紹市集夥伴們彼此的

農產，也因為彼此的共生利益連結起來，自然形成互

助情誼。且在不耽誤農事的情況下，還能有農產品在

展售區持續銷售，不失為一個好處。也因為這樣的經

驗，我們在其後的制度規劃，往往會優先考慮創造共

生利益，而非制度上的投票表決。

共生利益說起來好聽，其實就是成員間組織起

來，賺單打獨鬥所賺不到的組織財。當然群體有整體

考量的不得已，不可能滿足到所有人的需求，但因為

有了共生利益，寬容與體諒會自然在群體間流動。畢

竟困苦生善心，難。我常在導覽有機市集時說，市集

一點都不美，因為農民在務農之餘，假日還要來賣

菜，求的不過是生存罷了。

易經說：「窮則變，變則通。」別人口中的快閃

市集創舉，或形容我們是農創，其實都只是我們夥伴

們想活下去，不得不的作為。努力求生存並不輕鬆，

但我們苦中帶笑。歡迎每週六來臺灣大學蒲葵道的水

花園買菜，或如

遊牧民族一樣，

追著我們不定期

的快閃市集，支

持臺灣小農。

❶陳列的方式絕對需要美感的養成
❷配合「春耕．茶」的主題，現場
布置雅致茶席與簡單的茶葉知識展
示，讓消費者對小農茶葉有更深的
體認。

❸展架不使用現成的花車，而是與
建築師一起設計出符合農夫市集風
格的木作攤車，並且在結構上也相
當方便於收納以進出室內商場／誠
品信義。

位於臺大蒲葵道的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
有著假日悠閒採購的氛圍。

❶

❸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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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朝向主要城市集中發展，都會區的交通壅塞、停車空間短少等問題，加深

了城市內貨車運送的不便利性。在都會區中，相較於汽車配送，機車配送具備了高機動

性、停車難度低、油料成本節省等優勢，成為市區短距離宅配或店配重要運輸工具。機

車的機動性雖解決配送上的便利，但若無良好的保鮮措施，尤其在夏季炎熱的高溫環境

下，無法確保農產品在溫控範圍內維持鮮度，當消費者收貨時，可能因失溫而影響產品

品質，嚴重時甚至產生食安問題。

為滿足城市最後一哩冷鏈物流配送需求，國內業者採用輕量型保冷袋或保冷背包搭配保冷

片，滿足在機車冷鏈物流上之品質與效率，並保持生鮮食品的風味與安全。

▼ ▼高機動性之機車物流搭配冷鏈保鮮技術

國內低溫物流配送多以貨車做為主要運輸工具，其中B2C宅配業者面臨

配送點過多，導致車廂門頻繁開關所造成的失溫問題。隨著新型態商業模式

興起，生鮮電商冷鏈物流配送需求增加，因生鮮電商少量多樣的特性，受限

於配送溫層需求不同，若單一溫層商品未裝滿整車，無法達到運輸效率化。此外，目前農

產品大多使用傳統的保麗龍箱當作保冷容器，若採用保冷箱搭配不同溫度的保冷片，可滿

足高效率、低成本、多溫層的多溫共配服務，同時可大幅減少環保問題。

國內零售通路商在跨足電商服務後，消費者使用線上購買冷凍品的需求增

加，目前東部地區冷凍車每週僅出車2趟，消費者從下單到取貨時間長。可

使用保冷箱搭配-18℃保冷片，將消費者預購的少量冷凍品放入保冷箱中，物流

業者再利用每日出車的冷藏車餘裕空間共配，可滿足冷凍預購品快速到貨需求。

▼ ▼貨車多溫共配冷鏈保鮮技術

農產品自蔬菜裁切廠冷藏庫出貨至客戶，為等待所有訂單貨品全數備齊後，

再一併裝車運至轉運中心或連鎖店，此時，會先將部分已完成貨品放置於等待

區，如遇到出貨數量較多的時候，農產品處於常溫狀態等待的時間變長，容易提

高發生斷鏈之風險。此外，在機場或港口無專用溫度控制區域，需低溫保管貨品

在等候裝卸期間亦有失溫的風險。因應貨品暫存需求，應用方便拆卸的軟性暫存

保鮮容器，可協助阻隔熱氣，使低溫品在短時間暫存或無法即時進入低溫存放的

環境下，降低失溫之風險。

▼ ▼暫存冷鏈保鮮技術

▼ ▼智慧物流解決方案

除透過上述的冷鏈物流保鮮設備應用，還可藉由IoT平台、智慧監控APP、溫度感測器等現代化資訊技術
的導入，紀錄與監控全程儲運溫度變化。如保冷箱或保冷背包結合溫度感測器，再以行動

管理APP或IoT平台作為查詢與管理介面，使物流業者和消費者皆能掌握產品在物流歷程中
的狀態，確保產品滿足運配服務之保鮮訴求，一旦發生食安事件時，也可釐清責任歸屬與

問題點。

隨著物流作業多元化，應用工研院發展的冷鏈保鮮設備，結合溫度感測器、智慧監

控APP與IoT平台等智慧物流解決方案，可提高冷鏈物流作業彈性，降低物流成本，並確
保農產品流通的品質與安全，更可讓消費者安心、放心的享用臺灣優質農產品。

Agricultural products

之

保 鮮 技 術 應 用

的農作物調整不同高度的掛法∼

❶水稻︰每分地懸掛10個左右，高於穗稻40~60公分順

風方位，每兩公尺左右懸掛一個以防麻雀。

❷果樹︰每2~3公尺於果樹周圍適時懸掛，以防山豬、

獼猴、昆蟲、果實蠅。

❸瓜果類︰每2~3公尺掛於棚架、網架、以防瓜實蠅、

昆蟲等。

❹十字花科葉菜類︰每分地10~20個，1公尺高度適時懸掛

以防蛾類產卵孵出幼蟲危害。切記不要掛在樹裡面，一定要掛在樹

周邊，以順風方向去掛，這樣最有效果，鳥忌不直接接觸作物，無

農藥成分，時效大約一個月，以安全友善環境的方式維護作物。

在本次座談會中也特別感謝四益科技有限公司及樂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熱心贊助提供了一個月份免費鳥忌試用包，送給各區農會

及農友，本會也將於日後持續追蹤使用效果並提供相關服務，倘若

其他地區農友對此產品有興趣也可自行與經銷商聯繫。

文│張承宏

相信農友在生產的過程中難免都會碰到一些用藥安

全問題及農作物遭遇到動物破壞的狀況，因此本會特別

於2020年2月14日邀請大臺北地區各區農會及農友舉辦了

一場行銷座談會，會議中由四益科技有限公司的羅宏明

先生，介紹該公司所研發的生物防治新產品，期能提供

農友以友善環境為前提的安全無毒防治誘餌，以有效的

達到防治效果。

在此也簡單介紹一下「鳥忌」產品特性︰這是藉由改變環

境中的氣味，達到讓鳥類、瓜實蠅、果實蠅、蛾幼蟲、山豬、獼

猴、其他昆蟲聞到覺得不適合，不會想要靠近農作物；而這氣味，

乃是藉由鋁箔袋裡木醋及菸草的氣味散發，類似大火燒過的味道，

就是運用這個原理（就像2019澳洲大火，動物都不喜歡聞這個味

道）。換言之鋁箔袋上有一個鳥忌的貼紙，掀開露出內藏兩個小

孔，暢通洞口以利氣味散發出來，使用時切記不要完全將貼紙撕

掉，不然容易進水會影響到氣味，而降低效果，農友可根據所種植

廠商資訊∼

產品研發︰四益科技有限公司／羅宏明

連絡電話︰04-25340085

經 銷 商︰美林植物保護有限公司／曾祥義 
連絡電話︰03-389-2508

農產品物流是泛指農產品自產地採收開

始，先運送至當地分級包裝場經過重量、大小

分級與分裝作業，再放至低溫倉庫暫時儲存，

直到出貨前的包裝處理等一連串的作業，部分

農產品還會需要額外加工作業，例如生鮮蔬菜

需要截切處理、肉品要分切與包裝等，最終經

由運配作業送達到消費者的手中。

農產品種類包括禽、肉、水產、蔬菜、水

果、蛋等產品，而其特點是種類廣泛、產期不

同、重量不一、包裝方式與產量均不同，且處

理方式差異大。不同於工業品，因農產品是具

有生命的動物性與植物性產品，在物流保鮮運

配的過程中如果遭受到外部環境溫度的變化，

將影響農產品的品質。因此農產品的運送途程

中，需要借助適當的保鮮技術與設備再結合溫

度監測與管理，以確保品質。

為實現農產品「從產地到消費者手上或

餐桌上」維持鮮度並降低損耗的目標，工業

技術研究院研發的冷鏈保鮮技術，如︰保冷箱

（袋）、保冷片等，可以適時提供農產品供應

商與物流業者在運輸與配送等不同情境中的

應用，如貨車多溫共配、機車物流與臨時存

放保鮮等需求。另外，結合溫度感測器、智

慧監控APP與IoT平台等智慧物流解決方案，

可以掌握運配過程中溫

度的變化，進而採取適

當的應變措施。

防災大作戰

〔備註〕

B2C：Business to Customer（企業對消費者）．IoT：Internet of �ings （物聯網）． APP：Application（應用軟體）

文│林文馨   田宜遜．工業技術研究院

❶長效型保冷箱
❷輕量型保冷箱
❸不同溫度的保冷片

保冷背包外觀圖

軟性暫存保鮮容器

↑內裝牛奶的保冷袋

←保冷箱

❷

❶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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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朝賢．宏基蜜蜂生態農場

當您在購買蜂蜜時，是否常有些疑問，價格為何居高不下、

上等蜂蜜該如何保存…等等，以下將由蜂蜜達人賴朝賢先生

為您解說。

臺灣原產蜜和進口蜜有甚麼差別？

各個國家都有生產不同的蜜源植物蜂蜜，如好市多的苜

蓿蜜，而臺灣進口最大宗的外國蜜則為泰國龍眼蜜。

由於國人較喜愛國產龍眼蜜，單價亦最高，蜂農多以採收龍

眼蜜為優先考量，甚至近三年每年蜂蜜的進口量約3~5000公噸

中，有七成以上約是泰國進口的龍眼蜜。

泰國龍眼蜜一般給人「低價、混摻」的既有印象，但主要問

題在於某些業者為了壓低成本，在其中混摻果糖、澱粉糖摻大米

糖漿或其他劣質蜜，而這種「調和蜜」早在國外即混摻好了，香

氣完全不同於「純龍眼蜜」，卻當作純臺灣龍眼蜜銷售。

Q 1

該怎麼分別高級蜜和廉價蜜？

風味好的純正蜂蜜價格自然就越高，臺灣目

前仍舊以龍眼蜜為主流，只要是透過第三方檢驗酵素

含量高、香氣好的統稱純蜜。

廉價蜂蜜則區分為二種，第一種以果糖調和香

精、色素，無半點真實蜂蜜的『澱粉糖漿』，俗稱假

蜜，第二種則以真蜂蜜調和糖漿，比例不等，即稱

為『調和蜜』，算是合成蜜的一種。近年較常見是真

蜂蜜混和劣質蜜，將低酵素量的蜂蜜混合高的，讓其

澱粉酶活性剛好符合國家標準，當成好蜂蜜銷售，這

雖然不算是假蜜的一種，但可以壓低成本銷售，稱為

『混合蜜』，此種蜂蜜更可完全通過國家檢驗，防不

勝防。所以除了真假蜜的判別外，堅持誠實的蜂蜜品

牌，才是消費者的唯一保障。

Q2

為什麼蜂蜜嚐起來有酸有甜？

蜂蜜最直接的酸是轉化中的葡萄糖酸，葡萄

糖酸讓蜂蜜呈現弱酸性，或是因蜂蜜轉換過程產生的

酒氧化出的醋酸，而花蜜原本就有各種花所分泌的天

然酸，如檸檬酸、果酸等。

大多數沒有稀釋的蜂蜜，吃起來甜，但稀釋了喝

會有微微的酸味，主要是夠甜

的話味蕾會欺騙你，就像檸檬

水不加糖超酸，加了糖喝起來

就沒有那麼酸一樣，實際上酸味

都在，只是未稀釋的超高甜度會讓

你感覺不出酸來。（假蜜熱沖泡不酸，

是澱粉糖漿即所謂『果糖』）

Q3

為什麼蜂蜜不能曬太陽？

國外因為天氣冷，常以曬太陽來避免結晶，

蜂蜜會因高溫易出現分層以及變稀的現象，但並不影

響食用。

影響蜂蜜的不是太陽，而是「溫度」與「水分」，

雖然蜂蜜的滲透壓、弱酸性、水解出的過氧化氫殺菌

力，讓絕大多數的細菌和黴菌無法生存，但有少數來

自於蜜蜂腸胃道中的耐糖性酵母菌及乳酸菌可以存

活，這兩種細菌除非蜂蜜含水率低於17% 才會完全沉

睡。

一般蜂蜜的含水量須為20%以下，來降低耐糖性

酵母菌及乳酸菌活動力，但如果常曬太陽讓溫度升

高、或保存不良導致蜂蜜含水量分離，蜂蜜即逐漸劣

化、變質，發泡且出現酒味、酸味，這時就不建議再

食用。

所以儲存溫度不要過高，且蜂蜜有吸濕性，瓶口

需蓋緊別讓含水率升高，則可以保存3年。

Q6

為什麼只有維尼吃蜂蜜？螞蟻卻不吃？

蜂蜜的含水量20%以下，水分低，吸食不

易，較不吸引螞蟻。

所以取用蜂蜜後要注意關緊瓶蓋、擦乾淨瓶口，

避免因潮解導致蜂蜜含水量增加，螞蟻就會跑進去偷

吃，或造成蜂蜜發酵變質。

Q8

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蜂蜜嗎？

對糖尿病患者來說，建議宜稀釋50倍，且糖

尿病患者必須評估自己一天的攝取量不能超出攝取限

制範圍。（正常人吃蜜一天以不超過120克為宜）

蜂蜜一直作為營養補充及治療用途，富含豐富

的維生素B6、維生素C、鐵、鋅等，且具有抗氧化等

功能。整體來說蜂蜜的升糖指數低於蔗糖和葡萄糖，

有研究指出蜂蜜相對葡萄糖或果糖可提升高密度膽固

醇、降低三酸甘油酯、低密度膽固醇，因此能有效降

低病患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風險。

雖然蜂蜜對人體有幫助，但蜂蜜的主要成分仍為

糖類，食用過量的蜂蜜仍會讓病患的血糖快速增加，

但相對的也易於吸收與代謝，所以應是目前較好的代

謝糖。

Q9

懷孕、哺乳期間及嬰幼兒可以喝蜂蜜嗎？

爭議癥結點在肉毒桿菌，事實上臺灣蜂蜜檢

驗多年未發現含肉毒桿菌，蜂蜜中有肉毒桿菌應屬個

案，尚無實證。

請媽媽們不用擔心在懷孕期間食用蜂蜜會影響小

朋友的健康，因成人的腸胃消化功能健全，餵奶中的

媽媽吃蜂蜜最好了，這可是很好的營養補給品，可放

心食用。

蜂蜜為天然採集，因此一歲以下嬰兒，因腸壁菌

欉發育尚未具足，生菌的適應較成年人差，容易受到

影響，暫不建議食用。

Q10
蜂蜜到底能不能加熱？

大家常常聽到蜂蜜不能加熱，但為

什麼料理卻能加入蜂蜜呢？

答案是蜂蜜不宜高溫加熱，蜂蜜因

為加熱而讓酵素活性流失，但並不代表

蜂蜜加熱後不能食用喔！

國外常有蜂蜜的異國料理，

像是蜂蜜當成烤肉醬、拿來燉煮牛

肉，而蛋糕加蜂蜜，烤熟了會有香

噴噴的風味，更是大家喜愛。

Q4

成分項目
種類

蜂蜜 龍眼蜂蜜

水分含量（％） 20 以下 20 以下

蔗糖含量（％） 5 以下 2 以下

糖類含量（％）
（果糖和葡萄糖含量之總和）

60 以上 60 以上

水不溶物含量（％） 0.1 以下 0.1 以下

酸度（meq H+/1,000g）❶ 50 以下 30 以下

澱粉酶活性（Schade unit）❷ 8 以上 8 以上

羥甲基康醛（mg/kg）❸ 40 以下 30 以下

宏基蜜蜂生態農場

蜂蜜會越陳越香嗎，還是要吃新鮮的好？

蜂蜜放太久風味會有所改變，大多數人會趁

新鮮食用。除了酵素的活性會因時間而遞減，香氣也

會逐漸的淡失，顏色也會越來越深，俗稱褐變。

蜂蜜最佳品嘗的時間是採收後的6~10個月內，放

幾年後雖不至變壞，褐變就成了俗稱的老蜜。

Q5

為什麼蜂蜜冷藏後會變的硬邦邦？

結晶的蜂蜜並不是變質。換言之，蜂蜜品質

的好壞與結晶不具相關性。

冷藏會促進蜂蜜結晶，也有常溫就開始結晶，如

果結晶可利用隔水加熱，慢慢融化後再倒出。若長時

間高於60℃，容易破壞蜂蜜的酵素及香

氣風味。

蜂蜜結晶是一種自然現象

與物理狀態，不能判定真假，有

的蜂蜜在蜂巢上就已結晶，會結

晶主要是「結晶核」與「葡萄

糖」，蜂蜜中飽含的葡萄糖，於

低溫時容易產生結晶，因此正好跟謠傳相反，會結晶

的蜜通常是真蜜。蜂蜜結晶時營養與酵素並不影響蜂

蜜品質。（但葡萄糖含量高的調和蜜也會結晶）

Q 7

蜂蜜 10關於               的       個問題  
甜
蜜

的
煩惱

……

❶meqH+即為milliequivalents acid。
❷蜂蜜的澱粉酶活性，其數值會隨儲放時間增長而降低。
❸蜂蜜的羥甲基康醛含量（hydroxymethylfurfural，簡稱HMF），
其數值會隨儲放時間增長而上升。

CNS-1305  蜂蜜國家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