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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鏈(冷凍或冷藏)的盲點

測試項目 溫度 說明

儀表溫度 -20℃ ◆冷風出口位置
◆食材餘溫
◆冷空氣循環庫內均溫 -17℃

食材表面溫度 0℃ ◆冷能傳遞不均
◆外冷內熱
◆細菌孳生
◆營養/風味消失
◆保存期限短

食材中心溫度 45℃

推估



藥品GDP 規範-溫濕度測繪評估(Termperature Mapping)

項目 說明

目的 決定設置溫度監測設備的位置→確保其經歷極端溫度波動

實施步驟

¤建立儲存區溫度測繪與監測SOP及計劃書 (Protocol)
需要先完成倉庫平面圖(必須要有空調冷氣位置,⻑寬⾼尺⼨，進出門與貨架,棧板等明確標
示)，有了電子檔後再依此決定出Mapping點數、位置。測繪計畫書內容須包含:測繪點數、
位置、合格或允收的條件(溫度+濕度，例:25度C以下，65%RH以下，需考量產品本身儲存條
件規範或參照仿單說明)。

¤Mapping點數決定參考準則
■以面積平均法評估儲存空間大小設計擺放位點，需考量產品擺放位置、高度及設備 (儲架)。
例如：每4平方米(2M*2M)離地1.5M處擺放⼀點，儲架區應每⼀儲存空間均擺放⼀點。

選用工具：單點連續式記錄器/多點式溫度記錄器/ USB溫溼度資料收集器等。

設定紀錄器:設定每6或10分鐘紀錄⼀次，持續7天。
讀取記錄結果，列表附於報告中，繪製記錄圖，計算其各點溫度平均值並列出最高溫處。
所有監測點記錄值溫度均需滿足該儲存區需求。

評估方式

◎實務上，走道或非儲位區可以免測
◎貨架高度高於3公尺者,應做上、中、下三點，上點的位置應置於以後可能放貨的最高位置

(非貨架最高處，若置貨高度高於貨架則需向上延伸)。
◎如為貨架:堆貨高度小於3米，則做上、下兩點即可。
◎高風險區（熱區或熱點)要加點:例如出入⼝處、空調回風⼝、鄰近窗邊或⻄曬區等
◎⽇常監測點不設限只有⼀點，應視儲存區⼤⼩⽽有所評估。
◎建議於⼾外放置⼀個比對點,如此可觀察戶外環境溫濕度變化，並對比室內狀況!(可證明室
外環境溫溼度條件之變化並不會影響室內)。



溫濕度測繪評估點-上、下共兩Mapping點

資料來源：http://blog.sina.com.tw

http://blog.sina.com.tw


溫濕度測繪評估點-上,中,下共三Mapping點

資料來源：http://blog.sina.com.tw
上,中,下共三Mapping點

http://blog.sina.com.tw


藥品GDP 規範-溫濕度測繪評估(Termperature Mapping)

資料來源：http://blog.sina.com.tw

http://blog.sin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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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濕度測繪評估區域
（單位：平方公尺）

重料架：53 組
輕料架：34 組

輕料架存放區

溫濕度測繪評估(Termperature Mapping)

T1=6x24x7=1008筆溫度記錄
( ∑      /    ，溫度計錄次數 )

Data蒐集

T1=-12.6℃
T2=-15.4℃
T3=-15.8℃
T4=-16.4℃
T5=-17.1℃
T6=-18.2℃
T7=-19.6℃

記錄圖

暫存倉
（0℃)



農牧場
養殖場
捕撈

預冷處理
急速冷凍

加工廠
中央廚房

低溫運輸

低溫
物流中心

零售商﹙門市﹚

低溫運輸 低溫運輸

採收/屠宰/加工(預冷或急速冷凍或急速冷卻)
流通階段(配送或倉儲或門市)
食材或食品驗收標準為中心溫度(品溫)。

種類 前處理 目的 關鍵

生鮮蔬果
預冷

◎抑制微⽣物⽣⻑與繁殖
◎抑制呼吸作用(CO2)與⼄烯(C2H2)
生成
◎延遲不良之⽣⻑（如發芽、⻑根等）

◎急速預冷：將食材中心溫度迅速降溫，脫離20-70℃微生
物快速孳生繁殖溫度。

例如;草苺在 0.5℃冷風中壓差預冷，可在 1 小時 15 分鐘內
由 24℃降至 4℃。

生鮮肉品
預冷+
急速冷凍

◎抑制微生物⽣⻑繁殖，延⻑保存期限。
◎延緩酵素分解反應

◎預冷：例如豬肉在在 12 小時內將後腿中心溫度迅速降溫
至7℃。

◎急速冷凍（零下-35-40℃）：在30 分鐘內通過最大冰晶
生成帶（0～-5℃），使冰晶數量與體積極小化。
◎⻑期存放：至少-25℃冷凍(搭配真空包裝），抑制酵素
活性與氧化作用。
◎短期（冷藏）存放：保鮮膜(聚⼄烯PE→透氣不透水）+
泡利龍淺盤(聚苯⼄烯PS→不透氣&水）

湯頭
急速冷卻

◎抑制微生物⽣⻑繁殖，延⻑保存期限。
◎減少營養素氧化耗損
◎減少風味耗損

◎急速冷卻：例如95℃牛肉麵湯頭在在 30-35分鐘
時內將中心溫度迅速降溫至7℃。

◎避免中心溫度過高及外冷內熱問題

茶飲
急速冷卻

◎抑制微生物⽣⻑繁殖，延⻑保存期限。
◎抑制變色與營養素(兒茶素/茶酚/維
生素)氧化耗損
◎減少風味耗損

◎急速冷卻：例如95℃綠茶在18分鐘內冷卻至 18°C
◎避免中心溫度過高及外冷內熱問題

食品供應鏈 中心溫度
◎18℃-鮮食
◎ 7℃-飲料

中心溫度
18℃或7℃

中心溫度
18℃或7℃

中心溫度
18℃或7℃

中心溫度
18℃或7℃



⼀般傳統降溫的缺點

冷卻方式 特性

靜置冷卻 ☺食品汙染度高，中心散熱不易，不
建議採用。

風扇冷卻 ☺食品汙染度更高，中心散熱不易，
不建議採用。

冷氣冷卻
☺食品中心溫度不易冷卻，消耗能源
大。

☺冷氣設計無法負荷容易損壞。

浸水冷卻

☺操作流程難以規劃，很難單人操作。
☺高溫洩料搬運至冷卻區冷卻流程操
作困難
☺放流水量大，冷卻時間過⻑，中心
散熱不易。



急速冷卻商品優勢

烹煮→冷卻→真空包裝色澤保留 傳統風乾冷卻vs.急速冷卻 雞翅與雞湯⼀起冷卻

麻辣鴨血急速冷卻，吸滿麻辣湯 滷味急速冷卻傳統冷卻分層且不均勻急速冷卻均勻度佳



◆美味提升：

◆生菌數少：

◆保存期限延⻑：

◆創造獨特口感：

◆品質穩定：

↑ 香氣保留與溫度的關係

急速冷卻優勢

湯頭
急速冷卻

◎抑制微⽣物⽣⻑與繁殖，延⻑保存期限。
◎減少營養素氧化耗損
◎減少風味耗損

◎急速冷卻：例如95℃牛肉麵湯頭在在 30min內
將中心溫度迅速降溫至7℃。

◎避免中心溫度過高及外冷內熱問題

茶飲
急速冷卻

◎抑制微⽣物⽣⻑與繁殖，延⻑保存期限。
◎抑制變色與營養素(兒茶素/茶酚/維生素)氧化耗損
◎減少風味耗損

◎急速冷卻：例如95℃綠茶在18分鐘內冷卻至18°C
◎避免中心溫度過高及外冷內熱問題



傳統高溫熱充填的缺點



傳統高溫熱充填的缺點



急速冷卻與低溫充填的優點



低溫充填的優點



藥局連鎖化+超商化







藥品優良運銷規範(GDP)



項目 說明

密閉 ◎避免藥物吸潮變質，出現溶化、發黴、發酵、粘連等潮解現象；同時避免藥物氧化而變質。
◎防止藥品因揮發與風化而失效（如薄荷油、香精、酒精、碘製劑等易揮發，阿托品、硝酸甘油等片劑易風化）。

溫度

冷藏藥品
2~8℃

包括疫苗、抗毒素、免疫血清和體內診斷製品等。常見的有B肝疫苗、免
疫球蛋白、破傷風抗毒素等蛋白質，類脂、多糖或蛋白質複合物。

溫濕度監控

◎連續溫度紀錄器
超溫警示燈號及警示
音、年度校正、常設
備用紀錄器
◎溫度異常遠端連線警
報系統
24小時連線至急診藥
局、警報音及電話語
音通知
◎濕度紀錄器
觀察紀錄每日最高、
最低濕度
◎每日依「環境溫溼度
警示檢核表」巡視溫
濕度紀錄器運作狀態
；每月統整溫度紀錄
「藥品冷藏/冷凍/室
溫溫度管制表

胰島素 穩定性易受溫度、光照、震動等影響，對溫度的要求比較
嚴格。避免冰凍。

不活化疫苗
怕冷又怕熱皆需冷藏在2~8℃且不能結凍，太冷或太 熱
皆會危及疫苗效價及品質。例如B型肝炎疫苗、5合1疫苗
(白喉、百日咳、破傷風類毒素、小兒麻痺)

微生物製劑
活菌製劑⼀般不耐熱，溫度越⾼，存活時間越短，在2℃
～8℃相對穩定，否則會達不到治療效果。常見的有含雙
歧桿菌、 乳酸桿菌、嗜熱鏈球菌等活菌製劑等。

抗菌藥物 抗生素、合成抗菌藥、抗真菌藥等

外用藥物 滴眼液、滴鼻液、滴耳液等外用藥品。

栓劑
栓劑是在人體37℃的體溫下逐漸融化吸收發揮藥效。會
因氣溫過高出現軟化而不易使用，甚至發生質變，如酸敗、
色變、水油分離、出現臭味等。

維生素類 注射用水溶性/脂溶性維生素或副甲狀腺素（Parathyroid 
Hormone）。

抗腫瘤藥物 常⾒的有⻑春新鹼 (Vincristine)、紫杉醇（Taxol，
paclitaxel等。

冷凍藥品
-15 ~ -25℃

活性減毒疫苗：怕熱不怕冷，如小兒麻痺疫苗儲存於健康服務中
心或醫療院所時應保持在-15℃ 以下。

避光 紫外光能加快藥品的分解和破壞，特別是維生素類和抗生素類藥，遇光後顔色會改變，藥效也會降低，甚至會變
成有害、有毒的物質。例如:結構不穩定的抗生素經光線照射後也會很快失效，甚至變成有毒物質。

藥品存放條件



抗生素藥物分類

Doxorubicin
小紅莓



機轉 藥名 MOP&特性 副作用

Alkylating
Agents

Chlorambucil
醫藥行銷師(107)

◎口服給藥
◎治療淋巴球性白血病(Leukemia)/多發性骨隨瘤

◎毒性較小
◎輕度/中度骨隨抑制
◎易增加白血病發生率

Cyclophosphamide
醫藥行銷師(107)

◎口服給藥/需經P-450酶代謝成活化形式才有Alkylating
作用
◎治療乳癌/頑固型類風濕關節炎

◎引起出血性膀胱炎
◎予大量水分增加腎臟排泄率
白天給藥，以免影響睡眠品質。

Cisplatin

◎含鉑的抗腫瘤劑，它對不同種類細胞DNA生合成產生選
擇性和持續性的抑制作用。
◎對多種腫瘤均有效果，如轉移性睪丸腫癌、轉移性卵巢
腫瘤及膀胱內轉移型細胞腫瘤。

◎骨髓抑制/噁心/嘔吐/腎毒性
◎耳毒性(不可與
Aminoglycosides類抗生素倂
用)

抗代謝藥物

葉酸
拮抗劑

Methotrexate
(MTX)

醫藥行銷師(107)

◎抑制二氫葉酸還原酶(Dihydrofolate reductase)，使
FH2無法還原成具活性的 FH4，阻斷DNA複製。
◎低劑量治療兒童急性白血球及淋巴瘤/頭頸部腫瘤/乳癌。
◎無法通過血腦障壁，若治療中樞神經性腫瘤需脊管注射。

◎噁心/嘔吐/落髮/口腔炎/腎毒
性
脖子僵硬/腎毒性
◎◎◎◎

嘌呤
拮抗劑

Mercaptopurine
(6MP)

◎結構為嘌呤類似物，在體內轉變成活化型式核酸，抑制
核酸(DNA 或 RNA)合成，阻斷核酸(DNA 或 RNA)合
成，抑制癌細胞的⽣⻑與增殖。
◎口服給藥/治療急性淋巴球性白血病

◎骨髓抑制/肝毒性

密拮抗劑 Fluorouracil
(5FU)

◎結構似尿嘧啶(uracil)，抑制胸腺嘧啶合成酶，阻斷
dUMP轉化成 dTMP 的過程，而干擾 S 期 DNA 合成。
◎靜脈注射/治療固體狀種瘤(結腸/乳房/卵巢/胰臟/胃/肝)

◎骨髓抑制/落髮/噁心/嘔吐

激素類 Tamoxifen
醫藥行銷師(107)

◎動情素拮抗劑
◎口服給藥/肝臟代謝
◎緩解停經後婦女的乳癌/子宮內膜癌

◎噁心/子宮內膜增生

抗生素
（細胞毒性)

Bleomycin
醫藥行銷師(107)

◎為Glycopeptide結構，產生Free Radical與腫瘤細胞
DNA結合，破壞雙股螺旋。
◎治療頭頸部鱗狀細胞癌/惡性淋巴瘤

◎肺部纖維變性/發燒/落髮

Doxorubicin
小紅莓-醫藥行銷師(107)

◎插入DNA/RNA的結構，產生抗癌 free radicals及干擾
topoisomerase II的功能，使得DNA無法複製。
◎治療乳癌/淋巴瘤/⽩⾎病⾝經⺟細胞瘤

◎心臟毒性（心衰竭)
◎紅色尿、噁心、嘔吐、腹瀉、
嚴重掉髮

有絲分裂
抑制劑 Paclitaxel(紫杉醇)

◎有絲分裂中微小管抑制劑致使快速分裂的腫瘤細胞在
有絲分裂階段被牢牢固定，使微小管不再分開，使癌細
胞複製受阻斷而死亡，阻斷細胞於細胞周期之G2與M期。
◎靜脈注射
◎治療乳癌/軟巢癌/前列腺癌

◎胃腸不適

抗腫瘤藥物整理





GDP物流系統



世界主要咖啡品種

阿拉比卡種
(Arabica)

◎為最早發現的咖啡品種，起源於衣索比亞。
◎佔世界產量約2/3以上，是現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品種。。
◎主要產地有：中南美洲各國、巴⻄、哥倫比亞、非洲的衣索比亞、坦尚尼
亞、阿拉伯半島的葉門、印尼等地。
◎咖啡豆呈青綠色，有特殊香味及甘酸，與其他咖啡調配飲用尚佳，咖啡因
含量較低，約1.1 - 1.7％，適合⼀般⼤眾⼝味。

羅巴斯塔種
(Robusta)

◎起源於剛果，特性是耐高溫、耐旱，味道略苦冷後
仍有香味。
◎佔世界產量約1/3以上。
◎咖啡豆外形較為渾圓，中間有裂溝且溝紋很直，顏色
為褐色。
◎咖啡因含量2-4％，較阿拉比卡豆的高2~3倍。。

利比利加種
(Leberica)

◎最早發現於利比亞，豆仁呈⻑形、顆粒⼤，頭稍尖、狀似⼩⾈，品質低
劣，酸性太重，極少拿來飲用。
◎此品種數量極少，大部分用於綜合咖啡及製造咖啡精，巿場上很難見到。

咖啡的味道
主要為「四
味⼀香」

1.酸味：咖啡的果酸-丹寧酸、酸性脂肪。
2.苦味：咖啡烘焙度-咖啡因、粗纖維、蛋白質、醣份。
3.甘味：咖啡的甜味-醣份、優質丹寧酸。
4.醇味：咖啡的口感-礦物質。
5.香氣：丹寧酸、揮發性脂肪、蛋白質、醣份。







梅納反應(Maillard reaction)



表6.4 咖啡豆產地品種與特性分析
圖6.10 咖啡輕火烘焙與
重火烘焙之比較



⻑榮海運-全球航線



21,413 TEUs貨櫃船

■ 船⻑：400公尺 ■ 船寬：58.8公尺 ■ 船深：32.5公尺
■ 載重噸位：205,000噸 ■載重吃水：16公尺
■ 航速：24節 ■總裝載櫃數： 21,413 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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