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畜產品加工 

實習項目：中式香腸、臘肉、跨域教學迷迭香香腸、 

白肉雞分切、鹽酥雞、雞湯、貢丸、板鴨 

畜 產 保 健 科 一 年 級  陳 同 學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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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香腸 

香腸製作表： 

․2.0 公斤 

原料名稱 百分比(%) 重量(公克) 

原 

料 

肉 

豬瘦肉 70 1400 

豬背脂 30 600 

小計 100 2000 

調 

配 

料 

(以原 

料 

肉 

重 

為 100%計

算) 

食鹽 1.0 20 

砂糖 5.0 100 

味精 0.5 10 

肉桂粉 0.05 1 

五香粉 0.05 1 

白胡椒粉 0.1 2 

酒 3.0 60 

磷酸鹽 0.2 4 

亞硝酸鈉 0.012 0.24 

異抗壞血酸 0.05 1 

小計 9.962 199.24 

合計 109.962 2199.24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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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過程： 

   

豬瘦肉經絞肉機絞碎 將豬背脂切丁 秤配料 

 

   

秤配料 
萃取鹽溶性蛋白，將

原料攪拌均勻 
放入充填機裡 

 

   

灌腸 整形、分節、除氣泡 吊掛乾燥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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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反思： 

    還沒進加工廠前我們就有先把配方表用

好，到加工廠後剛開始是先將豬瘦肉放入絞

肉機絞碎備用，再來就是將背脂切丁，切脂

肪時要趕快切，不然融化了就會很難切，秤

配料要非常的專注看數字有沒有超過，攪拌

瘦肉時要小心，因為用攪拌機攪拌時要把安

全網打開，在這之前應先把機器停止，否則

一個不小心就很容易發生意外，把肉放進充填機裡

不要有縫隙要壓平，不然要灌腸時就會發生氣爆，

會很麻煩，灌腸很好玩，雖然剛開始整形會一下粗

一下細的，要把過粗的往前擠才會好看，整形分節

好的香腸如有氣泡就要把氣泡戳破，最後就是吊掛

乾燥香腸，吊掛時要讓香腸呈 V 型，U 型香腸出來

會不美觀。 

    我們有吃自己做的香腸，只能說格外的美味，畢竟是自己做得很有

成就感，操作加工實習時，用到的每台機械都要非常小心及專注，每台

機器都有危險性，它是機器不是人，不能判斷什麼是人的手，做的過程

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希望能有更多實習的機會練習。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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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肉 

臘肉製作表： 

․1.5 公斤 

原料名稱 百分比(%) 重量(公克) 

原 

料 

肉 

帶皮豬腹脅肉(五

花肉)或帶皮後腿

肉 

100 1500 

調 

配 

料 

(以原 

料 

肉 

重 

為 100% 

計算) 

食鹽 5.0 75 

砂糖 3.0 45 

味精 0.5 7.5 

白胡椒粉 0.1 1.5 

茴香粉 0.1 1.5 

花椒 0.1 1.5 

亞硝酸鈉 0.01 0.15 

小計 8.81 132.15 

合計 108.81 1632.15 

 

 

(二)請填寫燻煙製作時之條件： 

1.常使用之燻煙材料: 硬木塊 。 

2.燻煙溫度: 65 ℃。 

3.燻煙時間: 60 分鐘。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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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過程： 

   

量寬度(約二指寬) 切五花肉秤重 將五花肉切條 

 

   

去軟骨、硬骨、乳頭 秤配料 將配料塗抹均勻 

 

   

冷藏、醃漬 水洗 吊掛乾燥、燻煙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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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反思： 

    製作臘肉的步驟較少也較簡單，要先量五

花肉的寬度，兩根手指的寬度 3 公分要用 3

次，再來就是切五花肉，一樣要趕快切，不然

融化了後面別組就會很難切，切完了要的份量

就要將五花肉再切成條狀，然後去軟骨及硬

骨，還有秤配料要將配料混合，塗抹在五花肉

上後冷藏醃漬，再來就是把醃漬完的五花肉水

洗，再以不銹鋼掛鉤

掛臘肉拿去乾燥及燻煙，掛時要注意不要掛五花

肉太邊邊，不然很容易掉下來。 

    製作臘肉比做香腸還快速，後來我們也有將

臘肉真空包裝，賣給學校各個處室的老師，這是

一個很好的體驗，自己做自己賣，真的很有成就

感，也很感謝跟我們買的老師們，製作臘肉的過

程就是切五花肉很困難，因為很硬然後又切歪，力道應再大點，有第一

次吸取經驗的機會，願下次做時更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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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教學迷迭香香腸 

關於香草植物，我今天學到： 

⚫ 具有香氣、療效，可以入菜或茶飲之植物。 

⚫ 環境：全日照（秋、冬、春）或半日照（夏） 

⚫ 各論：1.左手香或到手香。 

          2.迷迭香ｰ（冷）（去腥）、精油。 

          3.甜薰衣草ｰ茶飲、精油（安眠）。 

          4.薄荷ｰ（提神）。 

          5.芳香萬壽菊ｰ茶飲、精油（有百香果味）。 

          6.檸檬香茅ｰ湯底、茶飲入菜。 

 

成本計算： 

瘦肉：   4.8   公斤，共   720   元 

豬背脂：   1.2   公斤，共   60   元 

迷迭香使用：   60   克，園藝科提供 

產品總重：    6.323    公斤 

製作時間：    2   小時，基本時薪 168 元/人*6 人*2 小時，人力成本為

2016 元。 

售價：一支迷迭香香腸我認為售價    35    元是合理價格。 

結果：販售後我們實習收入為    1740   元。 

扣除成本，我們實習收入有   ｰ 1056   元，配合製作時間，你認為這樣

的售價合理嗎？如果不合理應該改為    50   元呢？ 

如果你是消費者，你願意購買的價格是一支    45   元呢？ 

你覺得下次可以試試那些香草植物呢?(有機會讓它變成產品唷！) 

我認為可以試看看檸檬香茅。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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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介紹香草植物 介紹香草植物 

 

 

 

嗅香草植物的味道 嗅香草植物的味道 

  

迷迭香 迷迭香香腸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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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次跨域教學的課程，你有甚麼收穫呢？ 

結合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會不會讓你更有興趣上這門課？ 

 

⚫ 原來還可以加入香草植物到香腸裡增添風味，使我對香草植物更加的

了解。 

 

⚫ 有興趣，因為結合不同領域的知識感覺更有創意，讓自己有意想不到

的點子可以創造物一樣的食物。 

 

 

 

心得反思： 

這次是由園藝科老師跨域教學香草植物，使我知道香草植物可以加

入哪些食品當中，我們使用了迷迭香香草植物做成迷迭香香腸，我們也

有去各處室賣迷迭香香腸，我們一條賣 20 元，虧了不少錢，使我知道背

後的成本遠遠是消費者預想不到的，所以有些東西賣那麼貴不是沒有道

理的。 

這次做香腸比第一次還更熟練，可以試著一個人操作灌香腸，還會

灌腸衣，有機會就多練習，做出來的香腸看了很有成就感，雖然過程中

遇到了不少瓶頸，但學會了就是一次經驗，知道該怎麼操作，知道自己

該改進的地方在何處，下一次操作就要避免再犯同樣的錯，願能每一次

操作都在進步。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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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肉雞分切 

操作過程： 

   

屠體除毛 切雞翅膀 取下雞翅膀 

 

   

切雞腿 取下雞腿 分切處理中 

 

   

切雞胸 分切處理中 取雞胸、里肌肉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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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肉雞分切部位： 

   

三節翅 二節翅 翅腿 

   

翅中 翅尖 骨腿 

   

棒腿 去骨帶皮腿肉 蝴蝶棒 

   

雞排 里肌肉 帶皮清肉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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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肉雞分切成品： 

 

 

鹽酥雞、雞湯 

操作過程： 

    
將雞胸、雞柳裹漿 將雞胸、雞柳裹粉 下油鍋炸 成品 

 

 

 
準備配料、雞肉 成品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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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反思：  

剛開始看老師分切看似很簡單，但實際操

作起來我認為要取下雞翅膀及雞腿的時候要很

用力，然後刀子不能切到骨頭會傷刀子，我記

得要取下里肌肉時，因為還沒完全解凍，導致

難取出然後手冰到發麻，接著我們按照肉雞標

準規格分切圖切出各部位，再來就是將這些分

切完的拿去炸成鹽酥雞和煮成雞湯，炸鹽酥雞

使用的部位是雞胸及雞柳，而煮雞湯使用到的就

是剩下的部位，煮雞湯前老師讓全班每人帶一項

材料，老師說：因為大家的不一樣跟付出，才能

讓雞湯這麼美味，班級中也因為大家的差異跟團

結班上才會越來越好。這兩個我都很喜歡，尤其

是鹽酥雞很快就被吃光光了。 

對於這次肉雞分切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在

同學協助下才順利完成分切的，希望下次分切能不靠同學協助，自己就

能分切好，吸取經驗，讓每次實習更進步點。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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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丸 

操作過程： 

   

退冰絞肉 將絞肉放置攪拌缸 攪拌扛下放冰塊降溫 

 

   

加入脂肪、配料 萃取鹽溶性蛋白質 冷藏 

 

   

捏貢丸 將整型好的下鍋 成品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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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反思： 

做貢丸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溫度，溫度一旦太

高就容易乳油崩解，所以攪拌缸下會放一盆冰塊

加水，保持低溫狀態，直到瘦肉萃取鹽溶性蛋白

質，接下來放脂肪及配料速度都要迅速，會有黏

手的感覺，就可以把攪拌缸放進冷藏室降溫，拿

出來開始捏貢丸，為了不讓

貢丸溫度升高而失敗，所以這個過程也要迅速。 

自己做的貢丸很大顆，很有飽足感，這次操作貢

丸前已經有先操作過一次了，是帶國中生操作，第二

次操作就比較熟悉步驟了，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問

題，最重要的是注意溫度，然後瘦肉跟脂肪要攪拌均

勻，跟做香腸一樣，有經驗就能得心應手。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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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鴨 

板鴨製作表： 

․2.0 公斤 

原料名稱 百分比(%) 重量(公克) 

原 

料 

肉 

原料鴨 100 2000 

調 

配 

料 

(以原 

料 

肉 

重 

為 100% 

計算) 

食鹽 5.0 100 

砂糖 1.0 20 

味精 0.1 2 

白胡椒粉 0.1 2 

茴香粉 0.1 2 

花椒 0.1 2 

亞硝酸鈉 0.01 0.2 

小計 6.41 128.2 

合計 106.41 2128.2 

 

 

(二)請填寫燻煙製作時之條件： 

1.常使用之燻煙材料: 硬木塊 。 

2.燻煙溫度: 65 ℃。 

3.燻煙時間: 60 分鐘。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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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過程： 

   

屠體除毛 切鴨腳、鴨翅 鴨腿關節脫臼 

 

   

去除鴨眼、鴨舌、下

顎、尾脂腺、泄殖腔 

切開並去除內臟、淋

巴結 
將鴨壓成扁平狀 

 

   

切斷肋骨 塗抹配料 吊掛乾燥、煙燻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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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反思： 

我認為處理鴨前面的步驟沒有很困難，困難

在開腹部的時候，鎖骨很難切要使用很大的力氣

才能切斷，然後要切除淋巴時，要小心不能切到

皮，還有將鴨壓成扁平狀時肋骨要斷 4～5 根，

在塗抹配料時，鴨的肋骨很容易刺到手，所以塗

抹調味料時要小心一點，板鴨吊掛方式就是鉤子

插到兩邊翅膀下，然後將鴨頭掛到中間的圓圈

裡，再拿竹筷子將板鴨撐平，就可以拿去乾燥和

煙燻。 

對於操作板鴨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在操

作時都不太順利，還沒有熟悉步驟，尾脂腺也是

切了好久才取下來的，鴨的腹部跟背部要分好，

免得開錯面，吸取教訓，有機會再做時，就好好地完成它。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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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心得反思： 

    檢定的前一晚我很緊張，很怕自己做不好，再來去考前知道了只有

我一個是單數，更緊張了，我抽到的還是板鴨，壓力山大，真的很緊張

還要裝鎮定。 

    我一開始先做香腸，後面要攪拌調味料那些，最後竟然忘記加米

酒，就又再裝回去加米酒攪拌，浪費掉了這些時間，但香腸沒有什麼大

問題都是可以補救的，重要的是板鴨，板鴨我第一個尾脂腺切的很好

看，第二個我用很久就是用不下來，時間也快來不及了，就狂冒汗，然

後後來要開腹，我不小心開到背…，真的很慘，只能加緊腳步做完。 

    有點後悔不先處理板鴨，做香腸也浪費掉了一些時間，不過給了我

很大的體悟，讓我知道自己哪裡不足，哪裡還需要再多練習，也給了我

不錯的經驗，一個人完成了香腸及板鴨，雖然很倉促的趕完，但往好處

想，也是蠻值得開心的。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