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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各種沒狀乳成分及衛生安企調室研究

張勝善 1)

院喜文 2)

施，宗雄 1)

摘 4是:本研究係以被狀筑中之一般成分及衛生安全性狀等ζ大項目寫試驗基.﹒進行調查本省
市售各種被狀乳成分及品質衛生狀況。本研究之調查期間為民國 69 年 11 月至 70 年 6 月。調查
之被品數共有 765 個。其結果如下:
根攘 CNS ﹒此次調查中之態乳絕大部分僅能列為甲車慶齡乳﹒而與包畫畫上鑽研為特級鮮乳實有
不符。稀釋調味酸酵乳之一般成分倘能符合 CNS 之標準。調味乳中之成分除乳脂肪不符語學﹒蛋
白質少部分不符標學外﹒其餘尚能符合 CNS 所訂之標準。

衛生安全性狀方函﹒ 149 個鮮乳梭品中有 3 個(

稀釋調味磁酵乳梭品中有 1 個(

0.7%

2.0 17..

)為大臨茵群鷗性反應者﹒ 143 個

)為大鷗菌群跨世反應者﹒ 13 個( 9.09%) 為試生寮鷗

性反應者。 473 個調味乳緣品中有 8 個( 1. 69% )為大臨菌群歸佐反應者﹒ 2 個(

0.42%

)為試

生素陽性反應者。全部 765 個樣品中之碳酸納及過氣化氫皆寫陰性反應者。

-、材軒
前言

本試驗於民國 69 年 11 月至 70 年 6
月，將台灣地區分成東、北、中、南四區，

隨著國民知識與生活水擎的援高，被

每區依品名、嚴牌、製造日期逢機採攘，

狀乳的消費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根攝農

四區共計踩得 765 個樣品﹒其品名及廠牌

林廳 (6) 資料顯示，民國 6ï 年每人每年牛

名稱分類如下:

乳總消費量為 15.6 公斤，而民國 68 年卸

村鮮乳(

Fresh milk )

躍至 29.46 公斤﹒可見國人已開蛤有接受

踩樣之廠牌計有昧全、統一、福樂、

並飲用牛乳的習償。本省市售各種被狀乳

百樂、人人、高大、德生、津津、將軍、

的廠牌很多﹒而各廠的生產設備不一，因

新興、台農、東海等 13 種﹒全部接品數

此﹒其成分及品質衛生亦有很大的差異。

為 149 個。

本試驗之目的即在調查本省市售各種被狀

乳是否合乎國家標準以及其衛生安全性如
何﹒籍以瞭解本省各種被狀乳的成分及品

質衛生狀況，提供政府檢驗機構及衛生安
全機構之參考。

ω稀釋酸酵乳(

Di1uted fermented

milk)
課樣之廠牌計有養樂多、統一多多、
國信健健美、干百樂酵母乳、百利酸酵乳
(橘子 、 頭呆)、味全亞 當、味全夏蛙

(綜合、百香、葡萄、芒 果 )、滋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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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福樂福樂多等 17 糧，全部樣品數為

測定。

143 個。
日調味乳(

( Infra-red moisture tester )(1, 3)

F1avored mi1k )

1、頭果牛乳(

App1e milk )

採樣之廠牌計有味全、統一、福樂、
百樂、百利、國信、台農、嬌挂、德生、

津津‘東海等 11 種，全部樣品數為 140

2、乳脂肪:以 Babcock method(2 ,
口， 15) 扭.il 定。

民乳蛋白質:以 Kje1dah1

method

(l ， 3 ， 11)1捌定。
失乳糖:以

CNS

所訂之高蜢酸餌滴

定法(7)測定。

個。

2、果汁牛乳(

Frui t mi1 k )

踩樣之廠牌計有味全、統一、福樂、

民黨糖:以手持糖度計(

Hand re-

fractometer ) (l~測定。

E 利、津津、德生、高大、東海等 8 種﹒

失灰分:依 AOAC 之方法(1 2)測定。

全部樣品數為 102 個。

7、 pH 值:以日本 TOA HM-108 型 pH

3、咖啡牛乳(

Coffee mi1 k )

採樣之廠牌計有味全、統一、台農、

百利、德生、養樂多、福樂等 7 撞，全部

樣品數為 96 個。

8、酸度;以乳酸表示法(5 ， 11 ，13)表示。
的衛生安全性狀分析
分析項目包括:

4、巧克力牛乳 (Choco1ate

mi1 k)

踩樣之廠牌計有味全、統一、台晨、

東海、津津、福樂、百樂、將軍、高大等
9 撞，全部樣品數為 81 個。

5、楊梅牛乳 (Strawberry

L 大腸菌群試驗:踩用 B.G.L.B.
method (3， 14; 扭，Ij定。

2、抗生素:踩用 T.T.C. ( 2 ， 3 ， 5 一、

Tripheny1tetrazo1ium
mi1k)

踩樣之廠牌計有福樂、百樂等 2
種，全部樣品數為 26 個。

6、椰子牛乳(

meter 測定。

Coconut milk )

踩樣之廠牌計有統一 ι 國信、津津

ch1oride)

Test(3 ， 5) 。
及碳酸鍋:踩用石蕊酸(

acid

Rocellic

)法(4 ， 5)測定。

4、過氧化氫:採用自凡酸 t

Vanadic

acid )法(3)測定。

等 3 撞，全部樣品數為 25 個。

7、被子牛乳 (Peach mi1k)

結果與討論

採樣之廠牌有國信 1 種﹒樣品數 2
值。

一、-彼此分分析

8、杏仁牛乳(

A1mond mi1 k )

探樣之杏 仁牛乳廠牌有百樂 1 種，

有關全部 765 個被狀乳樣品之一般成

分分析，取其平均值詳 列於表一。由市售

樣品數 1 個。

各廠牌鮮乳 149 個樣 品 調查之結果﹒除

二、方法

比重與沈搬物未檢驗外 ，其他如非脂肪回

測定項目及測定方法如下:
廿一般成分分 析
分析項目包括:

1、水分。:採用紅外線水分說，Ij定器

形物(由水分，乳脂肪 換算)

，乳脂肪及

酸度等絕大部分僅合乎 我國甲級鮮乳之國
家標準( CNS ) ( 8 ) ，而與包裝土標示之特
級鮮乳不符。

骨嘲捨 嘴巴枷
m+
』

表一‘:

供詛，tl 披狀乳之成分組成(其)

Tab1e 1. The composition of tested f1uid milk (%)
Fresh mi1 k
Di1 uted ferme r. ted mi1 k
Apple mi1 k
Fruit mil k
Coffee milk
Choco1at e rnilk
Strawberry rni1k
Coconut rn i1k
peach rnìl k
A1rnond rn i1k

149
143
140
102
96
81
26
25
2
1

*

Mean 土 S tandard

Moisture
88.11 宜。 .41*

Proteìn

Lactose

2.78 ::1: 0.12

4.57 :t: 0.16
3.74 :t: 0.32

Fat

85.49 主 0.15

3.0 ::1: 0.5
0.05 ::1: 0.03
0.55 ::1: 0.25

87.45 土 0.60

0.84 主 0.18

86.78 :t: 0.17

1. 04 :t: 0.23

1.44 ::1: 0.04
1.36 ::1: 0.11
1.43 ::1: 0.10

86.56 主 0.67

1. 22 主 0.34

1. 77 企 0.16

86.19 :t: 0.36

0.8 :t: 0.2

1. 98 ::1: 0.36

84.32 主 0.38

1. 12 :t: 0 . 38

86.19 ::1: 0.670.64 主 0.24

1. 67 主 0.26

85.20 ::1: 0.60
85.50

1.32 ::1: 0.04
1. 40

0.7 :t: 0.2
0.5

Sucrose

pn

Ash
0.71 土 0.03

15.41 全 0.46

0.29 :t: 0.06

4.69 主 0.15

14.03 主 0.44

0.40 土 0.02.

3.93 土 0.54

12.35 主 0.65

4. 26 :t: 0.-93
3.90 :t: 0.52
5.33 ::1: 1. 01
3.81 ::1: 0.53

13.33 :t: 0.09

13.18 主 0.62

0.34 :t: 0.02
0.39 :t: 0.02
0.48 :t: 0.04
0.57 :t: 0.i2
0.50 :t: 0.09

3.43 土 0.27

13.00 主1. 00

0.40 主 0.04

3.23

1 1. 0。

0.31

13.22 主 0.26

13.3 :t: 0.25

Acidity

6.56 :t: 0.02
3.61 :t: 0.07
4.84 :t: 0.19
6.38 宜。 .32

0.15 主 0.'01

0.52 宜。 .07
0.32 主 0.02
0.12 土 0.05

6.64 土 0.03

0.09 主 0.01

6.64 :t: 0.09
5.82 :t: 0.66

0.11 :t: 0. 0l
0.20 :t: 0.09
o. 09 :t: 0.03
0.24 :t: 0.14
0.07

6.10 土 0.54

5. 57 :t: 0.93
6.8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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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供詛.~披狀乳之衛生安全性狀分析

Table 2. Hygienic safety analysis of tested fluid milk
Hydrogen
Mi1 k produc ts
No. col iforms Antibiotics Sodium
carbonate peroxide
Fresh milk
149
3*
。*
。*
Diluted fermented milk 143
1
13。*
。
。
Apple mi1k
140
2
0,
。
。
Fruit milk
102
3
。
。
。
Coffee milk
1
96
。
。
Chocolate milk
1
81
1。
。
。
.~trawberry m
i1 k
26
1
。
。
Coconut milk
25
1。
。
。
。
Peach milk
2
。
。
。
。
Almond .milk
1
。
。
。
。
* No. of samples of positive reaction
鮮乳之比重與沈搬物﹒細菌數 e 磷 i 晦試
驗;稀釋調味酸酵乳之醋酵菌類及菌數 2

以及調味乳之細菌數等均有待進一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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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Compqsition and Hygienic Safety
of Fluid Market Mil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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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was to determine the general composition and hygienic safety of fluid market milk; The mi1k products
were fresh mi1k , di1uted fermented mi1k , and f1avored mi1k. The period of this survey was from November , 1980 to June , 1981. The total
samp1es were 765 and the resu1ts were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Chinese Nationa1 Standard (CNS) , : the majority of
fresh mi1 k on this survey were on1y grade A , not grade AA as the
packing 1abe1. The general composition of di1uted fermènted- mi1k
slightly met the specification of CNS. The genera1 composition of
flavored mi1k met the specification of CNS except mi1kfat and protel.n.
About the hygienic safety charac teristics , 3 (2.01%) of 149
fresh mi1k samples were co1iform positive reaction. 1 (0.7 究) 6f 143
d i1 uted fermented milk sample f? was coliform positive reaction , and
13 (9.09%) samples were antibiotic positive reaction. ~ (1. 69 咒) of
473 f1avored mi1k samplès were coliform positive reaction , and '2
(0.42 克) samples were antibiotic positive reacti6n. Sodium carbonate
and Hydrogen peroxide were detected negative from a l1 of the 765
samp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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