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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由於現代生活的變遷，外食人口增

加與團體膳食供應之普及，餐飲衛生與

安全已經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

餐廳型式從小吃店、餐廳、大型餐廳、

中央廚房團膳業至連鎖超商便當，規模

愈來愈大，餐飲衛生與安全之挑戰性也

愈大。醫院團體膳食，由於服務對象是

病人，衛生安全管理更加重要。

醫院團體膳食的食材種類繁多，

且諸多來自大量生產的廠商，有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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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屬異物是團體膳食衛生安全管理中非常重要的項目，影響層面涵蓋顧客抱怨、顧

客生命安全及廠商聲譽等。目前國內食材品質仍良莠不齊，食材異物之管控極具挑戰

性，惟相關資訊闕如。本研究收集 2 年以上的食材金屬異物異常事件並探討污染來源，

期提供資訊以提高餐飲管理者對於高風險食材之認知。本研究於某醫學中心營養部門進

行，收集時間自 2009 年至 2011 年共 28 個月。以金屬檢測機檢驗盤餐與餐盒，探究可

能異常食材，並進一步分類統計。期間檢測餐數約 180 萬份，金屬異物共 32 件，發生

率約 5 萬分之 1 。金屬異物種類以鋼刷 16 件佔最大比例 （ 50 %），其它依次為鐵釘、

銹鐵片及訂書針。食材來源以蔬菜、豆製品、米飯、蛋糕及肉鬆之風險最高。為保障顧

客飲食安全、除加強此類食材供應商作業區衛生安全之輔導外，建議團體膳食單位應設

置金屬檢測機以落實品質管理。

關鍵字：團體膳食、食品安全、金屬異物、金屬檢測機



陳珮蓉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4 .

有 很 好 的 品 質 認 證，如 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CAS（certified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s t a n d a r d s）、H A C C P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ISO（ i n t e r na t iona l  o rg an i za t ion  fo r 

standardization）等，但部分食材並無相

關認證之制度或供應廠商不足，因此，

食材安全問題仍須靠使用單位層層把關。

食材安全除了生物性、化學性，如防腐劑、

農藥等外，物理性如夾雜異物也是很常

見的問題且「食品衛生管理法」（1）與「食

品安全管制系統」（2）皆列入規範與危害

管控之項目，如沙石、塑膠繩等。異物

一旦攝入人體，依材質與形狀、年齡層

與健康狀況，將造成身體不同嚴重度的

危害，小孩與老人、玻璃與金屬等尖銳

物質危險性較高（3-5）。Olsen（6）曾收集

西元 1972 - 1997 約 25 年有關物理性飲食

異物之文獻報告，經分析統計並供美國

FDA（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制定相關食品衛生安全管制措施之參考。

其分析的 190 件尖硬物理性異物有玻璃、

金屬、塑膠、木頭及其他物質，其中金

屬異物佔 84 件，造成身體傷害有 3 件，

割破口腔或喉嚨。另外，其統計也發現，

各種類異物長度 7 mm 以上之尖硬物質

造成傷害之危險性明顯增加。

醫院病人屬健康狀況較差的飲食族

群，食品異物對其影響更大。為能管控

病人餐食之金屬異物，醫院購置金屬檢

測機並裝置於輸送帶尾端，為每一份餐

點做最後把關。經過這項品質管控過程，

發現即使經過食材驗收與前處理之品管

過程，餐食成品仍有金屬異物之夾雜。

有鑒於目前國內外針對金屬異物之報告

仍相當缺乏，本研究收集超過 2 年的餐

食金屬異物種類並將高危險食材整理發

表，期藉此提供同業參考，增進其對食

材安全之認知並擬定相關品質管制措施

以提升餐飲衛生與安全。

研究方法

資料收集

自 2009 年起至 2011 年期間共 28 個

月，收集經金屬檢測機檢出之盤餐與餐

盒金屬異物，並調查異物之盤餐來源。

將金屬異物與食材來源分類並進行統計

分析。所有供應的盤餐與餐盒皆需經過

金屬檢測機檢測，總計檢測約 180 萬份

餐食。

檢測方法

金屬檢測機採用 ANRITSU KD8024-

AW，檢測靈敏度約可檢出球形直徑 2.0  

mm 或條狀 1 mm ( 寬度 ) × 3 mm ( 長度 ) 

之金屬物質，靈敏度等相關檢測機之設

定，於使用前依據待測餐食之種類設定

適合之模組，以符合實際之需求。每餐

開始配餐前依開機流程操作，開機後待

畫面顯示功能正常，並由營養師使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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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金屬片確認金屬檢測機功能，即可開

始配餐。當金屬檢測機偵測到金屬異物，

會發出警示鈴聲並停止輸送帶運作。營

養師需將餐食打開，逐道查檢菜餚或點

心至找到金屬異物為止。將異常餐點拍

照後，續追查金屬異物來源，包括營養

室廚房與供應商之製作流程與作業環境

等，將調查結果記錄以便後續統計分析。

統計方法

統計研究期間之供餐數與金屬異物次

數，計算金屬異物之發生率。另將金屬異

物與來源食材予以分類再統計件數，採描

述性統計方法。

研究結果

   研究期間經金屬檢測機檢測的餐食

包括病人盤餐、病人點心及員工便當等，

總共約 180 萬份，金屬異物共  32  件，發

生率約 5 萬分之 1 。金屬異物種類以鋼

刷 16 件佔最大比例 （ 50 %），其它依次為

鐵釘 3  件 （ 9%）、銹鐵片 3 件  （9 %）、螺

絲釘  2 件 （ 6%）、及訂書針 2 件 （6 %）；

其他金屬異物有罐頭蓋切角、鐵銹片、鐵

絲、鐵片、銅大型訂書針及焊接鐵片等

各 1 件（圖一）。

經探究金屬異物之食材來源發現，以

蔬菜（8 件）與豆製品（7 件）最多，其次

是米飯 （ 4 件）、蛋糕麵包 （ 3 件）及魚肉

鬆（ 2  件）；另外為罐頭蓋切角或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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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各種金屬異物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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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經金屬檢測機探測出之金屬異物

圖三、鋼刷之食材來源與件數

A： 豆干丁中夾雜銹鐵片；B：豆干丁夾雜鋼刷 
C：海綿蛋糕內含訂書針； D：魚鬆內含鋼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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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食材而無法區分之來源。蔬菜的金屬

異物種類包括：鋼刷、訂書針、螺絲釘；

豆製品的金屬異物為鋼刷與銹鐵片；米飯

的金屬異物為鋼刷、鐵絲及焊接鐵片；蛋

糕麵包的金屬異物為鋼刷與訂書針；魚肉

鬆的金屬異物皆為鋼刷。有些金屬異物夾

雜食物中且不容易察覺，如圖二。

 鋼刷是金屬異物的最主要來源，且

分布在各類的食材。將此 16 件鋼刷污染

再細分食材來源發現，豆製品（5  件）與

蔬菜（4 件）最多，其次為麵包類、肉鬆類、

米飯類及器具各 1 - 2 件，如圖三。

 再分析遭金屬異物污染的各類食材

品項發現，蔬菜類中以深綠色葉菜類為主，

如紅鳳菜、萵苣菜、油菜、青江菜等；豆

製品項目有豆干丁、豆腸、麵輪及白干絲；

米飯類包括白飯與糙米飯；麵包類有海綿

蛋糕與奶油餐包；加工肉品有肉鬆與魚鬆。

另外，烤盤裂縫夾雜鋼刷並斷掉一段污染

烤肉，以及蕃茄罐頭開罐時切角掉入蕃茄

燒肉等器具缺損、清潔或前處理作業過程

亦發生金屬污染事件。

討論

由為期 28 個月的研究得知，查檢

約 180 萬份餐食共測得 32 件金屬異

物，發生率約 5 萬分之 1。金屬異物

以鋼刷為主；而食材來源以蔬菜類與

豆製品最多。麵包蛋糕類與魚肉鬆這

類已包裝食品含鋼刷之危害風險高，

值得重視。目前衛生單位對於食物中

毒案件登錄與案例參考資料較多，但

有關金屬異物之查察與登錄資料相對

闕如以致於餐飲業無法借鏡學習。事

實上，金屬或其他異物污染食品事件

查證有其難度，原因包括：受害者除

非有立即性與可察覺的傷害，否則可

能吞在體內而不自知；再者，相關業

者未主動報告而缺乏資訊來源。極有

限的一篇文獻， McCanse 等人（7）於西

元 1958 - 1978 共 20 年期間，分析一

家有 240 床外科病床的 550 床社區型

醫院有關住院病人的病歷資料中有吞

食異物之紀錄，共有 26 案例，其中 

16 例曾接受過治療。手術取出之異物

包括金屬與非金屬物質各 7 件與 9 件，

有雞骨頭、牙籤、玻璃碎片、鋼絲刷

子、錢幣、金屬環及牙齒填充物等異

物。然而， 僅有 4 人知道自己吞下異

物，其餘皆未察覺。本研究係以供餐

過程之資料分析，結果可作為預防金

屬異物污染之預防，避免金屬異物遭

人吞食而造成傷害。

鋼刷為一種清潔用具，對於鍋具汙

垢具有很好的清潔效果，因此廣泛被家

庭與餐飲業使用。由於使用鋼刷時用力

搓洗鍋具，久之鋼絲會斷裂而污染作業

環境，也很容易直接污染食品。一旦被

吞入人體，因其尖細材質，容易造成消

化道之傷害。豆製品製作過程燒焦的鍋

子、烘焙食品的烤盤及炒肉鬆的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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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菜瓜布不易清洗，因此業者普遍使

用鋼刷。豆製品的供應商大多是規模小

的工廠，作業環境衛生通常不理想，僅

有的一兩家取得相關衛生品質認證的豆

製品工廠，又因為品項少且價格高，醫

院團體膳食機構接受度不佳，以致於豆

製品之衛生安全風險一直存在。醫院團

膳使用的麵包蛋糕類須依據各種疾病營

養之需求而規格特殊，但需求量小，稍

具規模且衛生品管制度良好的的烘焙食

品工廠合作意願低。而一般的麵包蛋糕

店之作業空間與衛生安全如同一般餐飲

業，知識與自我要求皆不足。研究期間

於蛋糕麵包發現 2 件鋼刷，其中 1 件為

深色巧克力海綿蛋糕，進貨驗收時都難

察覺，直至配餐線上經過金屬檢測機才

被發現。由於進食海綿蛋糕無須太多咀

嚼，一旦遭鋼刷污染，容易吞入體內造

成傷害。

目前許多大型醫院採購已截切清洗

的蔬菜，雖為 CAS 認證之截切蔬菜合格

廠商，但服務能力與品質仍有諸多問題，

多數難達到醫院之要求，以致於供應商

也愈來愈少，經常須面臨無廠商投標之

窘境。蔬菜類的金屬異物種類多元且污

染原因較難釐清，鋼刷、大小訂書針、

鐵釘等皆在列。這些蔬菜類之金屬異物

可能是採收、清洗、包裝作業環境受污

染，又大量截切清洗過程未被察覺，且

CAS 認證之截切蔬菜合格廠商，並未被

要求加設金屬檢測機之品管措施，因此

截切蔬菜仍存在金屬異物之風險。蔬菜

的金屬異物有 8 件，佔總數 32 件的四分

之一，比例相當高。

團體膳食發展至今，大部分食材都

經過許多層次的加工處理，微生物、化

學性、物理性等衛生安全品質管理的挑

戰也愈來愈大。有關微生物與化學物質，

衛生單位有較完整的原料與製作流程的

輔導措施，而物理性物質因危害事件以

單一個別傷害較多，傷害多為局部性而

鮮少致命，查證困難且容易被忽視，因

此管理措施相對缺乏。物理性的異物除

肉眼檢查外，需運用如磁鐵、金屬檢測

機、X –Ray、食物雷達系統等相關儀器

才能有效檢測（8），然因設備昂貴且因各

種不同食材與裝盛規格即需要不同的儀

器與各式規格，一般團膳業難以負荷龐

大成本，故使用情況並不普及。基於上

述研究結果與提升團膳安全，建議相關

金屬異物之管控措施：（1）加強查訪食

材供應商之作業環境，牆面天花板是否

有鐵鏽、廚具是否老舊裂痕與鐵釘螺絲

鬆脫、是否使用鋼刷等，豆製品商與麵

包廠須列重點查察對象；（2）廚房應禁

用鋼刷，尤其有部分工作勞務委外者，

應嚴格查檢外包人員是否擅自使用鋼

刷；（3）膳食製作單位須隨時檢視廚具

與器具之完整性，避免使用銲接的器具；

（4）避免使用以訂書針包裝的食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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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禁用訂書機處理餐卡等文件資料；

（6）裝設金屬檢測機做驗收食材與成品

檢驗的品質管制。

結語

 飲食遭金屬異物污染之問題值得重

視。依據本次研究，金屬異物之高風險食

材包括豆製品、蛋糕麵包及蔬菜類，金屬

異物以鋼刷最多，此結果可供餐飲業擬訂

相關品管措施之參考以達到預防金屬異物

與保障顧客飲食安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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