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回總是令人煩躁難耐，在
汗流波背時，來一口冰品讓那沁涼的

感覺從嘴中蔓延至全身各處，真是一

大享受。每到夏天各家廠商分別用盡
心思推出各種口味的冰品來滿足消費

者，而在琳螂滿目的冰品中，可約略

分為冰淇淋（ice cream）、有淇淋（soft

ice cream）與冰棒（ice b旺），其中又以

冰棒最為蓬勒發展，如鮮乳冰棒、羊
乳冰棒、紅豆牛乳冰棒 ，甚至榴樟

冰棒也出現於冰品市場中。

冰淇淋、霜淇淋與冰棒的差異，除原

料配方之不同外，最大的差異在於製
造過程之不同。製造冰淇淋時，冷凍

機在凍攪時會將空氣均勻混入原料，

以及具有將混合原料冷凍的功能，而

由冷凍機退出之冰淇淋半成品先由充

填機充填於容器中，然後再放置於－3

0°C～－40°C 下凍結，即成冰淇淋（冰淇
淋製作流程如圖一），因此冰淇淋的組

織中含有微小的氣泡（如圍二），故

其口感較冰棒細緻。霜淇淋為不經過
硬化過程之半圓態冰淇淋，其凍結之

時間較短，僅的 3 分鐘左右。冰棒則

是先將原料混合，然後充填於模具中

，再直接置於－30°C～－40°C之冷凍機中

凍結，即成為冰棒的成品（冰棒之製作
流程如圖三）。各種市售包裝冰棒如圖

四，而市售冰棒之成品則示於圖五。

冰棒的種類主要有添加鮮乳或奶

粉等乳品成分的乳製品冰棒，以及添

加其他非乳製品之材料，如雞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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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冒產軍 事再銘煒、自太城

果、綠豆、紅豆、巧克力．．．．等之非乳
製品冰棒。由於乳品含有蛋白質、脂

肪、乳糖等成分，因此乳製品冰棒配
方中所添加的內容物與非乳製品冰棒

50～60。C

-20～ －30。C

園一、冰淇淋與霜淇淋之製追過程圖

圖二、冰淇林的組織模式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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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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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冰棒之製造迫程

圖四、各種可倍色裝冰棒

團五、市售冰棒之成品

的成分不同，而非乳製品冰棒也依會

材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配方，例如雞蛋

中含有蛋白質與脂肪等成分，故製作

雞蛋冰棒時，就不需添加與紅豆冰棒

等量的脂肪，而就有一樣的口感了。

冰棒所以具有綿密的口感，除了
要使用品質優良的材料外，更著重在

材料間相立的比例關係上。表一及表
二為製造冰棒時，各種原料之常用比

例。冰棒的固形物含量的為 17～35 % 

’固形物太多會使成品的口感大硬，

圓形物太少會形成較多的冰晶，因此

圓形物的多寡會影響冰棒的整體口感

。以羊乳冰棒為倒，羊乳之之乳固形
物的為 13 % ＇榷的含量的為 8.5 % ' 

乳化劑及安定劑的含量的為 0.5 % ' 
因此羊乳冰棒的總固形物含量的為 2

2% 。一般羊乳冰棒的口感較水果口
味的冰棒為軟，其因羊乳中含有蛋白

質及脂肪，且羊乳冰棒的固形物含量
較高，故在不添加其他添加物的情況

下，羊乳冰棒的口感較水果口味的冰
棒滑）I煩，而水果口味的冰棒因為水分

含量較多，形成之冰晶較大，因此軟

硬。一般商業化生產之冰棒，其配方

屬於廠商的商業機密，因此每一家廠

商必定經過多次之實驗測試獲得獨特
之配方，然後再製造出迎合大眾口味

及具有特色的產品。製作冰棒時，需

要添加一些食品添加物，如乳化劑、

安定劑、糖、食用色素等，以提升冰
棒的口感、色澤及成品的穩定性。茲
將常用於冰品製造之添加物種類及作

用，分別介紹如下：
一、乳化劑（Emusifiers）：在正常的情

形干，油與水會分成兩層而不會

互溶，但經過激烈的攪打，使其

中 的一種液體分散在另一種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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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乳製品冰棒之原料及配合例

原料名
配合量 脂肪 無固再脂多乳物 甜味度 總固醇物
() () 

(]
() () 

乳抽 20 16 16 

植物J性脂肪 19 19 19 

個日糟脫脂煉乳 15 0 4 1 63 104 

脫脂乳粉 68 64 64 

砂塘 9.1 9.1 9.1 

＊備粉末 3.1 0.6 2.9 

安定劑 04 。4
事L化劑 。3 。 3
水 614 

合計 100 0 35 10 5 16.0 33 0 

中而成為混合狀，此操作過程即

稱為乳化﹔而凡能使乳濁浪形成

穩定且不互相分離的物質，則稱

為乳化劑。乳化劑的乳化作用來

自於分子中的親水性基與親油性

基等兩方面的作用，而兩者的平

衡稱為 HLB ( Hydrophile-lipo

phile b世ance ）。乳化劑在食品

上的應用，可區分為使油分散在

水中的 O/W 型，其產品如鮮乳

、冰棒等乳製品﹔而另外一型則

為使水分散在泊中的 W/O 型，

其產品如沙拉醬、乳瑪琳等。由

於鮮乳或還原乳中含有 3.2～4.0

%之脂質，故一般乳製品冰棒的

添加 0.2～0.5%之乳化劑，而為了

使冰棒的口感更好，廠商常會再

添加一些油脂。至於其他非乳製

品類冰棒因為其成分中不合脂肪

’故不添加乳化劑。

二、脂肪 ：脂肪的添加可使冰棒的口

感滑）1煩。一般冰棒的脂肪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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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水果冰棒之原料及配合例

原料名
配合量 脂肪 無固那脂乳物 甜陳度 總固醇物

() () () () 
() 

相橘果汁 30.0 2.9 

相橘果肉 10.0 1.7 

砂搪 1日。 1日 。 1日 。

安定劑 。4 。4
水 41 6 

合計 100.0 18 0 23 0 

較冰淇淋為少，約為 2～5% ，但

雪糕冰棒的脂肪含量就較高，因

此雪糕冰棒的口感較一般的冰棒

滑）1煩。

三、安定劑：安定劑又稱改良劑，具
有防止冰晶生成、增加冰棒硬度

、保持冰棒形狀、減少加工過程

的熱傷害，並能增加冰棒的保型

性與融解性、避免冰棒在保存過

程中之品質變化，以及維持冰棒

在食用時的品質等功能。在冰棒

中常用的安定劑，包括動物膠、

藻槍酸鹽、植物膠、纖維衍生物

(CMC ，援基甲基纖維素）等。

一般冰棒的安定劑含量，的持。

2~0.5 %。安定劑的添加可使冰

棒在食用時具有良好的口感，不

會似水結成的冰塊般堅硬，而且

融解的速度不會太快，故消賽者

能有充分的時間品嚐。

四、糖：在冰棒之原料中，糟的添加

最具有畫龍點晴的效果，而由於



添加槍之種類不同，也會賦予冰

棒不同的風味。例如一般挫冰店

生意之好壞，乃取決於糖水的風

味，而要做出好吃的冰棒其道理

亦相同。一般常用的糖，包括葡

萄糖、麥芽糖、黨搪等，而每一

種槍都有獨特的風味，因此要試

驗出最適合的添加比例才能製造

出好吃的冰棒。另外，樺的添加

也可以降低結冰點、提高製品之

總圓形物含量，並使冰棒之組織

圓滑。一般冰棒的添加 12～18

%的塘，而適量糖的添加可使冰

棒的風味改善很多，但糖添加過

量會使消費者在食用後感覺黏膩

，而且由於健康概念之影響因此

目前大部分消費者較喜歡低槍之

冰棒，故各類冰品亦有逐漸將槍

含量降低的趨勢。

五、食用色素：有些顏色特別鮮豔的

市售冰棒，往往是添加人工色素

。常用的食用色素為赤色或黃色

合成著色料，而若依照衛生署公

佈的使用標準來添加，則對人體

不會產生危害。隨著環保與生機

飲食觀念之抬頭，因此在將健康

擺在第一）I價位的消費理念下，食

用色素的添加也勢必會越來越少

。

六、其他：如依不 同需要添加人工香

料或其他材料（紅豆、綠豆、芋頭

一），以增加成品的吸引力或提高

消費意願。例如一般消費者不容

身接受羊乳的風味，因此在製作

羊乳冰棒時，就可添加如紅豆、

綠豆、芋頭等材料，以中和羊乳

的氣味，因此可使不喜歡羊乳氣

味的人也可以接受羊乳冰棒。

另外，在選購冰棒時，也要注意
冰棒的製造與販售過程是否衛生，尤

其在夏天溫度很高時，容易使冰棒融

化或變質，而導致細菌的污染。夏天

吃冰消暑時，也要看清楚冰棒的熱量

，不要一口氣吃太多，而經過一個夏

天後才發覺身體巴變的更有份暈了。
一般而言，一枝冰棒的熱量約介於 1

50～200 大卡間（市售冰棒的熱量如

表三）。若一口氣吃太多冰棒，除了
能量的負擔外，尚會使腸冒道疇動功

能下降，降低小腸之消化吸收功能，
增加食物滯留在腸冒進的時間，而造

成腸冒進的不迪。因此食用冰品時，

除要適量外，並應保持愉快的心情細

嚼慢嘸，才能吃的冰涼、吃的健康。

表三、市售冰棒之熱量

休品名稱 （熱大量卡） 休品名稱 （熱大量卡）
布T雷糕 200 倒是：按 215 

八寶牛胡体 235 芋泥牛胡休 200 

紫米手工豆体 165 甜筒体淇淋 215 

主工豆粉棵沐 175 蛋捲沐淇淋 250 

小麥草葫葫体 127 再t淇淋餅乾 1日。

曠世奇派 238 情人果脆体 200 

粽子祥 105 芋泥米吉日休 154 

手工豆牛胡体 210 一口煉乳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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