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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德麥烘焙師團隊示範多款 2018 年超夯流行商品，秒殺髒髒包

「不髒不過癮，越髒越好吃」的髒髒包席捲全台，現場民眾吃的不

亦樂乎，現場不但有德麥技師群精彩演出，更有主持人與民眾熱情

的互動，讓四天當中氣氛炒到最高點。

德麥對每一位前來參觀的佳賓致上最大感謝，德麥食品

不斷的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烘焙交流，將台灣烘焙產業

與全球烘焙產業文化技術揉合，加深台灣烘焙的多元與

實力，我們一直不斷努力前進，更感謝好朋友們的支持

與信賴，我們期待明年國際烘焙展再次相會，也期許明

年德麥更能呈現全新風貌，讓嘉賓們來一趟德麥都能如

獲至寶，將烘焙推向更嶄新的視野。

“

”
烘焙展圓滿落幕

舞台區

國內烘焙業的年度盛事，今年德麥食品以嶄新的設

計展演出豐富精彩的烘焙展覽盛會

01
 主題報導1

2018 國際烘焙展環遊世界在德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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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四葉乳製品特別設置甜點專櫃，展出德麥

專業烘焙師團隊運用三支新品研發出的乳製

甜品，更特別邀請日本四葉專屬西點師傅山下

佳美到現場，親自展示四葉北海道十勝系列產

品用途廣泛、輕盈順口等特色；多款亮麗的甜

品外型加上師傅的專業解說，吸引大批消費者

圍觀詢問，排隊人潮盛況空前，現場販售的

「四葉北海道十勝草莓捲」更是銷售一空！不

少消費者試吃後表示，使用【四葉北海道十勝

系列】產品的甜點不僅外型搶眼，吃起來既香

濃又輕盈順口，令人眼睛為之一亮，成為德麥

本次在烘焙展最大亮點之一。

來自荷蘭食品的 ZEELANDIA，荷蘭食品區

有別以往展示設計，特別規劃健康麵包區

與具話題性的「岩燒蜂蜜蛋糕」、「肉鬆

貝貝」「健康維康吐司」，等主題商品，

Zeelandia 在荷蘭已有一百多年的經驗遍佈

全球，更通過 ISO9001 與 HACCP 的專業食品

認證， 採用 Zeelandia 生產的烘焙原料， 

一定能幫助您做出更暢銷、更美味的麵包、

西點和蛋糕。

日本四葉乳製品 
來自北海道的美味

樂比水果 18 度 C 冰淇淋完美結合

來自荷蘭的健康風味

首度於烘焙展與南投知名巧克力工房 18 度 C 合作，運用法國樂比水果泥推

出天然低脂、低糖的 Gelato18 義式手工冰淇淋，打破人們對冰淇淋的既定

印象，提供只加新鮮水果的美味冰淇淋，法國樂比果泥是選用頂級優質完熟

水果，完美保留果實的營養、色澤與美味，將最天然的水果風味完美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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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麗寶黃金巧克力 法國 PCB PURE

麵粉的原味饗宴 維尼 &TMC 飲品

黑玫瑰

樂多零售

比利時嘉麗寶巧克力此次主打相當剛好不甜

膩的焦糖巧克力口味，以豐富的太妃糖，奶

油，鮮奶油點綴，帶一點鹹味刺激味蕾的「黃

金巧克力」，吸金的視覺效果，是糕點師傅

詢問度破表的巧克力專區。

熱情、大膽、創意來自法國 PCB 巧克力裝

飾，這次以「純淨」風格詮釋 2018 春夏

新品，運用調色盤的概念豐富產品創意呈

現。

德麥進口極具知名品牌的「日本製粉、日東

製粉、增田製粉、法國莫比麵粉」，近幾年

食品的安全性相當重視，選用麵粉就極其重

要，我們堅持嚴格把關以食品衛生法及農產

品檢查法為基準所生產的安全小麥才是最安

心最有保障最值得您信賴的麵粉原料。

法國維尼利口酒、果露嚴格挑選最頂級的水果品

種，再加上各類植物的根、葉、皮、花、果實和種

子等，創造出超過 45 種的口味，現場特調各式風

味的利口酒與果露讓在場民眾體驗。

TMC 咖啡現場製作美式咖啡拿鐵咖啡等，讓民眾體

驗，從一顆生豆到一杯咖啡，讓現場深入咖啡豆產

地探索咖啡美妙之處。

此次黑玫瑰引進最新技術商品：

《黑玫瑰單一產區巧克力杯》

使用 69% 調溫巧克力製作而成，原產地菲律賓南邊黑玫瑰巧克力

杯薄亮，純手工製作，特殊的發酵技巧讓巧克力杯有果香及堅果

風味。

《黑玫瑰水果風味塔殼、多穀物風味塔殼》

純手工及天然奶油，皮薄且脆，美味可口且質地優良；天然香草

籽製作內層噴蛋汁再回烤，無防腐劑，無人工香精及色素；非轉

基因及不含反式脂肪。

零售小包裝區，多樣的產品選擇與早已家喻

戶曉的日本麵粉品牌，使現場每天都擠滿人

潮購買，許多商品秒殺完售，現場更開課示

範鬆餅、義大利麵等教學，是消費者即使在

家中，也能擁有與世界同步的頂級美味。

76



98

02
最新消息

將北海道酪農的美味直送台灣！

獨家合作北海道十勝奶霜強勢登台

德麥食品長期致力於高品質烘焙原料的進口，今年更積極與日本農協乳業最大品牌、業務用乳製品

占全日本約 25%的【四葉乳業】合作，引進 100%北海道牧場乳源製作產品，以高規格品管嚴格把關，

獨家推出全新商品【北海道十勝奶霜】，讓機能性奶霜更易於使用在各式料理，口感與安心感再升

級，宣示為台灣烘焙原料界帶來活水！積極深耕台灣市場的四葉乳業亦表示：「目前雙方合作的三

支『四葉北海道十勝系列』產品，是去蕪存菁後的集大成之作，加上有德麥這樣兼具世界觀與在地

化專業的事業夥伴，對未來合作充滿信心。」未來亦不排除新增更多獨家合作產品。

素有「酪農王國」之稱的北海道「十勝」，是全日本最適合乳牛成長的健康環境，因其廣大的肥沃

土地，以及得天獨厚的涼爽環境，讓乳品內的乳脂肪含量高而穩定，每一批乳製品都保有北海道純

淨草原的「濃、醇、香」。本次德麥和四葉乳業獨家合作開發的【四葉北海道十勝奶霜】，即保留

了最香醇的生乳味，以其超群的化口食感，甫上市之際即造成轟動！打破過去多數人對乳製品容易

膩口的印象，【四葉北海道十勝奶霜】滿滿濃郁乳香在口中擴散的同時卻清爽無厚重感，絕佳的化

口性讓人忍不住一吃再吃，每一口都能感受來自酪農王國的天然乳香！不用大費周章出國奔波，在

臺灣就能品嘗到日本直送的夢幻清爽美味！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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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言蜜語
珍愛媽咪

面對即將到來的母親節，慶祝活動也自然不少，

許多民眾會於當日帶母親上餐廳、準備蛋糕、送

給母親，德麥準備了各式精選的母親節蛋糕，要

與店家一起掌握感恩大商機。

03

Q 媽咪 推薦：法國 PCB 轉寫紙

甜心媽咪 推薦：母親節插牌

妳是我的花朵 推薦：德群康乃馨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主題報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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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女王 推薦：嘉麗寶草莓鈕扣

宇宙的愛 推薦：豹紋淋醬

粉愛 推薦：荷蘭原味幕斯粉

彩虹焦糖布蕾捲 推薦：焦糖布蕾粉

貴夫人 推薦：PCB 裝飾巧克力

瑪芬法蘭酥蛋糕 推薦：NP 卡士達粉

純潔的母愛 推薦：德麥南非黃金桃

 You light up my life.

桃心桃柑 推薦：愛迪達芒果餡

甜心媽咪 推薦：母親節插牌



歐洲甜點奇幻師 Doyen 聯名德麥食品與黑玫瑰將

帶來一場結合東方之美與西方之華的甜點魔幻秀

報名方式 : 

A 方案 :訂購 5000 元黑玫瑰產品 

B 方案 :現金 1500 元 ※名額有限 從速報名 !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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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玉瑞 師傅

19

04
精選配方

師傅簡介

東西合璧的魔法師

現任德麥食品西點烘焙技師

烘焙資歷超過 20 年

‧ 資歷：六福皇宮西點主廚、假日皇冠飯店、美國 R-J 烘焙主廚、君悅飯店

‧ 品項特長：所有類型西點，以巧克力慕斯為主

‧ 技術專長：掌握歐日流行流行訊息，擷取概念調和，兼具視覺與味覺美味

超柔巧克力蛋糕 (2 盤 )

全蛋..............................1050

超柔蛋糕粉.........................735

水.................................157

SP 快速 75 蛋糕乳化劑 ................42

沙拉油.............................262

嘉麗寶54.5% 苦甜巧克力鈕扣.........262

嘉麗寶可可粉 ........................84

巧克力香緹

全蛋..............................1050

超柔蛋糕粉.........................735

水.................................157

SP 快速 75 蛋糕乳化劑 ................42

沙拉油.............................262

嘉麗寶54.5% 苦甜巧克力鈕扣.........262

嘉麗寶可可粉 ........................84

森林莓果餡

紅龍冷凍綜合莓 ....................1000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110

蔓越莓汁...........................600

玉米粉..............................50

柑曼怡香橙干邑甜酒 ...................5

櫻桃奶醬

NP 卡士達粉.........................76

牛奶...............................250

瑪卡龍專用糖粉 ......................60

卡地亞動物鮮奶油 ...................800

德麥金牌吉力丁粉 ....................12

水..................................60

冰鑽櫻桃酒50%.......................10

淋面

水.................................300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600

葡萄糖醬...........................600

煉奶...............................400

德麥金牌吉力丁粉 ....................40

水.................................200

嘉麗寶33.1% 絲絨純白巧扣...........550

色素 ..............................適量

Happy Mother's Day

森林莓果蛋糕

Forest Fruit Cake

      MMM.M MMMMMM MMMM MMM.  

母親節西點講習

一年一度的重要節日母親節即將到臨，德麥引領潮流精選多款精緻母親節蛋糕，要讓大家要有最不一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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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蛋糕 (60*40) 4 盤

瑪卡龍專用糖粉 .....................500

杏仁粉.............................500

全蛋...............................420

蛋黃...............................270

蛋白...............................920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330

鑽石牌低筋麵粉 .....................400

奶油餡 (320g)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140

水..................................38

蛋白................................85

飛雪金磚奶油 .......................685

咖啡奶油餡

奶油餡.............................800

卡士達餡..........................1100

摩卡濃縮醬..........................22

卡魯哇..............................70

咖啡水

甘納許 (400g)

蘭姆葡萄餡 ( 每層 500g)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120

水.................................100

摩卡醬..............................20

冷開水.............................300

冷萃咖啡濃縮液 .....................300

卡地亞動物鮮奶油 ...................320

牛奶...............................160

葡萄糖漿............................38

嘉麗寶54.5% 苦甜巧克力鈕扣.........650

飛雪金磚奶油 .......................175

Happy Mother's Day

 歐培拉蛋糕

     Opera Cake

MMMMM MMM MMM MMMM MMMM MMM MMMM. 

卡士達餡

牛奶...............................920

卡士達粉...........................280

20

金鑽蛋糕

酒漬櫻桃 ( 夾餡 )

金鑽甘納許

水.................................415

飛雪金磚奶油 ........................75

沙拉油.............................163

卡地亞動物鮮奶油 ....................70

鹽...................................4

M85麥芽糖 .........................250

嘉麗寶 100% 純苦巧克力鈕扣 .0.........88

蘇打粉...............................8

嘉麗寶可可粉 .......................193

鑽石牌低筋麵粉 .....................193

玉米粉..............................75

蛋黃...............................500

蛋白...............................750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383

百鑽塔塔粉...........................7

卡地亞動物鮮奶油 ...................666

牛奶...............................510

葡萄糖漿...........................444

香草精..............................50

摩卡濃縮果醬 ........................22

嘉麗寶可可粉 .......................211

嘉麗寶54.5% 苦甜巧克力鈕扣.........111

金牌吉力丁粉 ........................45

水.................................275

 濃情櫻桃蛋糕

     Cherry Cake

       MMM MMMMM MM MM MMMM.

Happy Moth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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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那 (60*40) 2 盤

雞蛋...............................300

蛋黃...............................226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134

鑽石牌低筋麵粉 .....................114

蛋白...............................600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300

海藻糖..............................80

百鑽塔塔粉..........................10

鑽石牌低筋麵粉 ......................60

玉米粉..............................30

荷蘭義大利蛋白霜 ....................14

芒果香堤

四葉北海道十勝奶霜 ................1500

樂比冷凍芒果果泥 ...................450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90

百香芒果餡

樂比冷凍芒果果泥 ...................250

樂比冷凍百香果果泥 .................340

蛋黃...............................340

全蛋...............................390

大日本明治製糖上白糖 ST.............350

飛雪金磚奶油 .......................410

德麥金牌吉力丁粉 .....................6

水..................................30

  熱帶風情

     Fruit Cake

   MMM MMM MMMMMM MM MM MMMM. 

Happy Moth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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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義法餐飲名師聯合講習 東方之美甜點饗宴

Luigi Stinga         Tristan Simon Gregory Doyen

9廿四8廿三

4十九 5二十

16三月小15三十

23初八22初七

29十四 30十五

10廿五

6廿一

17初二

24初九

11廿六

7廿二

18初三

25初十

1十六

12廿七

19初四

26十一

2十七

13廿八

20初五

27十二

3十八

14廿九

21初六

28十三

兒童節 清明節

Sunday 日 Monday 一 Tuesday 二 Wednesday 三 Thursday 四 Friday 五 Saturday 六

高雄

愚人節

台中 台北

台北

休假日

上班日

義法餐飲名師
聯合講習

義法餐飲名師
聯合講習

義法餐飲名師
聯合講習

東方之美甜點饗宴

台北 德麥四 PM 1:00-PM 5:00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31 號(02)2298-13474 月 26 日

東方之美甜點饗宴 - 報名方式 : A 方案 :訂購 5000 元黑玫瑰產品 B 方案 :現金 1500 元 名額有限 從速報名

台北總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31號                 電話：(02)2298-1347  傳真：(02)2298-2263

台中營業所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20路32號               電話：(04)2359-2203  傳真：(04)2359-3911

高雄營業所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55號                   電話：(07)397-0415   傳真：(07)397-0408

宜蘭辦事處     宜蘭市民權新路132號                      電話：(03)931-5823   傳真：(03)931-5818

花蓮辦事處     花蓮縣新城鄉花師街15號                   電話：(03)824-6923   傳真：(03)824-6023

新竹辦事處     新竹市警光路40號                         電話：(03)523-3068   傳真：(03)523-3013

嘉義營業所     嘉義市育人路432號                        電話：(05)236-6298   傳真：(05)236-6297

台南辦事處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一段122號              電話：(06)273-7250   傳真：(06)273-7251

無錫芝蘭雅     江蘇省無錫市錫山經濟開發區友誼北路312號  電話：0510-83774575  傳真：0510-83777471

香港(潤富)公司 觀塘鴻圖道16號志成工業大廈2樓A座         電話：+852 2342-6586 傳真：+852 2793-4586

馬來西亞子公司 5&7, Jalan Sepadu 25/123A, Sec 25, 40400 Shah Alam TEL:03-7499 3089 FAX:1700813619

http://www.tehmag.com.tw      E-mail:tehmag@ms37.hinet.net 

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1264

高雄 德麥

德麥

德麥

台中

台北

三

四

五

PM 1:00-PM 6:00

PM 1:00-PM 6:00

PM 1:00-PM 6:00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 55 號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31 號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0 路 32 號

(02)2298-1347

(07)397-0415

(04)2359-2203

4 月 18 日

4 月 19 日

4 月 20 日

義法餐飲名師聯合講習 - A 方案 :現金 1500 元  B 方案 :購買特級冷壓橄欖油 1瓶 +陳年酒醋 1瓶 +義國莉 1箱

※維尼飲品開始時間為 PM 4:00-PM 6:00

※12 點半即可陸續進場，現場備有多款精緻西點供貴賓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