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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選題 30 題（佔 60%） 

D 
1. 下列那些輔助劑在品評味道濃郁的樣品時，可以使用來清除口腔的味道，以便減少

攜帶效應（carry-over effect）？ 

甲.水 

乙.無鹽餅乾 

丙.米飯 

丁.新鮮饅頭或淡麵包 

（A） 甲  

（B） 甲乙  

（C） 甲乙丁  

（D） 甲乙丙丁 

D 
2. 下列何種味道不是食品的四種基本味道？ 

（A） 酸味  

（B） 甜味  

（C） 苦味  

（D） 辣味 

D 
3. 顏色效應對其他感官特性的交互作用，下列何者為非？ 

（A） 紅色與綠色可以增強甜味 

（B） 黃色則降低甜味 

（C） 黃與綠皆可降低酸味 

（D） 紅色會將低對鹹味感受 

D 
4. 若要決定產品配方改進的方向，應該要採取下列何種方法？ 

（A） 配對比較法  

（B） 九分制喜好評分法  

（C） 類別標示法 

（D） 適合度法 

D 
5. 進行消費者型感官品評時，下列方法何者不適宜？ 

（A） 順位法  

（B） 評分法  

（C） 多項比較法  

（D） 一、二點比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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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 下列何者為澱粉類黏著劑的主要缺點？ 

（A） 毒性 

（B） 黏著速率慢 

（C） 昂貴 

（D） 顏色差 

D 
7. 包材廢棄物的處理，回收再利用之前，那兩個步驟最為重要？ 

（A） 計價與秤重 

（B） 清洗與壓縮 

（C） 裝箱與綑綁 

（D） 收集與分類 

B 
8. 條碼的主要功能是下列何者？ 

（A） 填補空白 

（B） 提供產品資料 

（C） 顯示刻度 

（D） 美觀 

B 
9. 易開罐之罐蓋主要材質為下列何者？ 

（A） 鐵  

（B） 鋁  

（C） 錫  

（D） 玻璃 

C 
10. 包裝提供盛容的功用，因此有利於食物？ 

（A） 降低成本 

（B） 吸引消費者 

（C） 儲藏與運輸 

（D） 分類 

A 
11. 依據 ISO14855 方法，評估高分子聚合材質的生物降解性質，通常會在那個溫度條

件下進行？ 

（A） 58±2 oC 

（B） 48±2oC 

（C） 38±2 oC 

（D） 28±2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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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 高分子塑膠材質若結晶度增高，會造成下列何者下降？ 

（A） 融點 

（B） 通透性 

（C） 密度 

（D） 體積 

A 
13. 聚乳酸酯有何特性？ 

（A） 線性聚酯類高分子材質 

（B） 石油副產品 

（C） 氧氣通透性低於 PET 

（D） 以上皆非 

C 
14. 拉伸包覆材質需測試其穿刺強度，此法主要在測量材質的那種能力？ 

（A） 抗軟化 

（B） 防止硬化 

（C） 吸收能量 

（D） 避免靜電吸附 

D 
15. 使用當歸作為保健產品食材時，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 根得以複方方式供為食品原料  

（B） 以根作為食品原料時，配方不得涉及中藥藥方  

（C） 莖跟葉可供食用  

（D） 不得使用萃取濃縮物作為原料 

A 
16. 下列試驗中，何者為評估食品添加物時最重要且具意義之項目？ 

（A） 亞慢性試驗  

（B） 致畸性試驗  

（C） 亞急性毒性試驗  

（D） 急性毒性試驗 

B 
17. 配方設計時，在含氨基酸或蛋白質的食品中添加葡萄糖的相對最大困擾為下列何

者？ 

（A） 太甜  

（B） 容易褐變  

（C） 易變味  

（D） 易吸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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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8. 下列何者可用於飲用水處理之殺菌劑？ 

（A） 過氧化氫（雙氧水）  

（B） 苯甲酸鈉  

（C） 丙酸鈉  

（D） 次氯酸鈉液 

B 
19. 依營養學的角度，最佳的鈣：磷攝取比率為下列何者？ 

（A） 2：1  

（B） 1：1  

（C） 1：2  

（D） 彼此無相互關係 

C 
20. 下列何者非食品添加物所需進行之毒性評估試驗內容？ 

（A） 急性毒性試驗  

（B） 致畸胎性試驗   

（C） 熱原試驗   

（D） 亞慢性試驗 

C 
21. 甜精（Dulcin）為食品加工中違規物質，其因為？ 

（A） 造成缺鐵性貧血  

（B） 造成心肺衰竭  

（C） 易使血紅素轉變為變性血紅素  

（D） 易引起視網膜損壞 

A 
22. 依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之規定，同時使用多種抗氧化劑時，每一種抗氧化劑

之使用量除以其用量標準所得之數值（即使用量／用量標準）之總和應： 

（A） 不得大於 1  

（B） 不得大於 2  

（C） 不得大於 3  

（D） 依使用之抗氧化劑種類而定 

A 
23. 葡萄糖胺（Glucosamine）在工業上是經由下列何者水解製成？ 

（A） 甲殼類動物之甲殼 

（B） 牛骨 

（C） 豬皮 

（D） 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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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4. 下列那種植物花青素配基（Anthocyanidins）的結構式中含有甲氧基（OCH3）官能

基？ 

（A） 矢車菊色素（cyanidin）   

（B） 天竺葵色素（pelargonidin）    

（C） 飛燕草色素(delphinidin)   

（D） 芍藥色素（peonidin） 

C 
25. 目前常使用下列何者來測定微量礦物質與重金屬？ 

（A） 氣相層析儀（GC）  

（B） 高效率液相層析儀（HPLC）  

（C）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  

（D） 光譜儀（Spectrophotometer） 

C 
26. 衛福部護肝功能評估方法中，建議實驗動物的肝臟組織病理切片需要進行染色，染

色的方法可包括下列那些染色法？ 

甲.Gram stain 染色法 

乙.Auramine Rhodamine stain 染色法 

丙.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H&E）染色法 

丁.Masson’s trichrome 染色法 

（A） 甲+乙 

（B） 乙+丙 

（C） 丙+丁 

（D） 乙+丁 

D 
27.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中有關食品作業場所之廠區環境應符合的規定，下列何

者正確？ 

（A） 排水系統應經常清理，保持暢通，不得有異味 

（B） 禽畜、寵物等應予管制，並有適當的措施以避免污染食品 

（C） 地面應隨時清掃，保持清潔，不得有塵土飛揚 

（D） 以上皆正確 

C 
28. 油脂結晶型態主要以何種鍵結方式使各單體間相互鍵結？ 

（A） 離子鍵  

（B） 氫鍵  

（C） 凡得瓦力  

（D） 化學鍵 



104年度保健食品研發工程師能力鑑定考試 

科目：保健食品品質管制 

考試日期： 104年 07月 18日 11:00~12:30         第  6  頁，共  8  頁 

6 

C 
29. 有關冷凍食品技術發展與應用，以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食物的比熱（specific heat）會受到凍結狀態而改變，凍結點以上的比熱小於

凍結後的食品比熱 

（B） 任何食品凍結時，都會有過冷點（super-cooling）現象發生 

（C） 浮動床式（fluidized-bed）冷凍設備適用於平板塊狀的食品，因為其能提供最

有效的熱傳導效果 

（D） 相較於食品未凍結的狀態，冷凍食品解凍後更容易腐敗 

B 
30. 下列何者常作為冷凍魚漿的抗凍劑？ 

（A） 食鹽   

（B） 蔗糖   

（C） 胺基酸   

（D）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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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答題 10 題（佔 40%） 

作答方式：請依題號順序作答於答案卷上，並請務必正確標示題號，否則不計分 

1. 請說明品評員感官敏感度的測定。 

*參考解答： 

須測定品評員的各種閾值（threshold）：閾值為”感覺器官所能感受到的最低濃度”，包

括絕對閾值（由無感覺到有感覺的最低濃度）、識別閾值（能確實辨識出來的最低濃度）、

差異閾值（能辨識的最低濃度差）、臨界閾值（在高濃度範圍無法察覺其濃度之增加或甚

至感覺到痛苦無法忍受的最低濃度）。 

2. 請列舉說明食品感官品評的樣品處理原則主要有那些（至少五項）？ 

*參考解答： 

稀釋與載體、溫度之控制、器皿使用、樣品量、樣品數、樣品均一度、樣品受評之方式、 

樣品代碼及排列次序、樣品有關資料等任何 5 項即可。 

3. 發泡聚苯乙烯主要特性為何？ 

*參考解答： 

A. 質量輕、 

B. 斷熱、 

C. 阻音、 

D. 減少撞擊為極重要的包裝用緩衝材質 

4. 真空包裝之功用及目的？ 

*參考解答： 

真空包裝其目的主要是防止食品好氣性菌之生長及防止食品氧化。 

5. 無錫鐵皮（Tin-free steel）主要構造有那些材質？ 

*參考解答： 

油膜、氧化鉻膜、金屬鉻膜、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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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食品包裝用之塑膠材質的溶出試驗所使用之溶劑主要有那幾種？ 

*參考解答： 

A. 水、 

B. 4%醋酸溶液、 

C. 正庚烷、 

D. 20%酒精溶液。 

7. 在研發補充鐵質以改善缺鐵性貧血的配方設計中，那一種維生素最常被添加？為什麼？ 

*參考解答： 

A. 維生素 C  

B. 維生素 C（ascorbic acid）其具有還原性，可使小腸中無法被吸收的三價鐵（Ferric）

還原成可被吸收的二價鐵（Ferrous） 

8. 試述鋅在人體中的主要功能？ 

*參考解答： 

A. 酶的組成成分或酶的啟動劑、 

B. 促進生長發育與組織再生、 

C. 參與免疫功能、 

D. 促進維生素 A 代謝 

9. 當你在設計一含 EPA+DHA 的保健配方食品時，如添加些 EDTA，會有何效果？為什麼？ 

*參考解答： 

A. 延長該產品的儲藏時間。 

B. 因 EDTA 可熬合產品中的 Cu 或 Fe 離子，以避免其促進 EPA+DHA 等不飽和脂肪酸

的氧化。 

10. 請介紹檢測真菌總數方法與檢測總生菌數方法，在培養基的使用及培養環境有何不同？ 

*參考解答： 

培養基換成 SDA 培養環境在 20~25℃（室溫），培養 5~7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