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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標籤計算器的應用營養標籤計算器的應用 ––
經驗分享座談會經驗分享座談會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營養標籤計算器的應用營養標籤計算器的應用
http://www.cfs.gov.hk/tc_chi/programme/programme_nifl/nlc-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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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1. 例子一 : 計算器基本功能

• “1+7”示範

2. 例子二 : 計算器更多功能

• 固體/ 液體食物

• 修整 / 未修整格式

• 列表格式/ 直線格式

• 中文/ 英文 /中英文

• 其他功能( 中國營養素參考值百分比，附加其他營養素)

3. 例子:  練習使用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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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例子一 : : 產品資料產品資料
• 產品︰麥餅

• 淨重量︰250克
• 包裝總表面面積︰>200平方厘米

• 營養資料來源︰
– 實驗室報告 / 供應商

• 標示的營養素︰''1+7''
– 能量(千卡)
– 碳水化合物(可獲得)

• 營養聲稱︰無

• 營養素表達方式︰每100克
• 其他資料︰

– 中文

– 數值根據技術指引作出修整

ABC實驗室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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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例子一: : 產品營養資料產品營養資料
ABC 實驗室︰檢測報告

產品名稱︰麥餅
檢測結果(每100克)
檢測項目︰

能量︰379.8 千卡
可獲得碳水化合物︰80.4克; 糖︰1.48克
總脂肪︰2.2克;  飽和脂肪︰0.489克;  反式脂肪︰0.375克
蛋白質︰9.6克
鈉︰794 毫克

檢測者: 李小明 核對者: 陳大文
附註: 批號394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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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二二: : 為為樽裝雜果汁製作營養標籤樽裝雜果汁製作營養標籤

所需資料

1. 果汁配料的種類及其分量

2. 果汁的製作過程[可能需要相關的調整系數(例
如︰保留系數，產量系數)]

3. 來自相關食物成分資料或其他來源的配料營養素
數值

4. 按照配方製造的果汁分量



NLC_ESS_Part2_090612_Chi.ppt6

例子例子二二: : 產品資料產品資料
• 產品︰雜果汁
• 淨重量︰150毫升
• 包裝表面面積︰>200平方厘米
• 標示的營養素︰''1+7'' + 膳食纖維

– 能量(千卡)
– 碳水化合物(可獲得)

• 營養聲稱︰無
• 營養素表達方式︰

– 每100克
– 每包裝(每瓶為150毫升)

• 其他資料︰
– 果汁100克 = 115毫升
– 中英文
– 未修整格式(作後期編輯)
– 中國營養素參考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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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收集配方及製作過程收集配方及製作過程

配料:
1. 橙 4個大裝，臍橙
2. 士多啤梨 200克
3. 糖 20克

步驟︰

1. 將橙清洗及切開一半，用榨汁機榨汁。

2. 士多啤梨經清洗乾淨後，除去葉和蒂，
並切開成四分。

3. 把士多啤梨、橙汁及糖放入攪拌機。

4. 把雜果汁攪拌至均勻液體，然後入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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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調整原材料重量調整原材料重量

*計算去除果皮，果肉，核及經製作過程而流失的重量改變:
1. 由 USDA Yields Table估計

2. 於製作過程中直接量度

配料 1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配料(來源) 實際重量
(克)

製作過程 可食用部分
系數(%)*

可食用部分重量
(克)

準備的產量
(%)*

製作過程後
的產量 (克)

橙(美國) 1195.6 去皮，榨
汁，攪拌

49 [585.844] 100 58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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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3a.  查找及相加查找及相加配料配料之營養素數值之營養素數值

橙汁(美國)營養素
(每配料單位)

資料庫
營養素數值

(每100克)= A1

保留系數= 
R1

A1 x R1

能量(千卡) SR21 45 1 45

蛋白質(克) 同上 0.70 [1] 0.7

脂肪(克) 同上 0.20 1 0.2

飽和脂肪酸(克) 同上 [0.024] 1 0.024

反式脂肪酸(克) 專家意見 0 1 0

可獲得碳水化合物(克) 同上 10.4 - 0.2
=10.2

1 10.2

糖(克) 同上 8.40 1 8.4

膳食纖維(克) 同上 0.2 1 0.2

鈉(毫克) 同上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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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3b. 可用資料庫及其他調整系數可用資料庫及其他調整系數
• 來自美國，澳洲及中國的配料

– 美國資料庫之橙汁及澳洲資料庫之士多啤梨

! 無反式脂肪酸的資料

營養專家意見︰假設為0
– 中國資料庫之糖

! 無反式脂肪酸，飽和脂肪酸及糖的資料

營養專家意見︰假設所有脂肪為0 ，總碳水化
合物為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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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保留系數例子搜尋保留系數例子︰︰烤果仁之鈉烤果仁之鈉(Na)(Na)

來源: 美國農業部的《 USDA Table of Nutrient Retention Factors, Release 6 
(2007) 》(http://www.ars.usda.gov/Services/docs.htm?docid=9448)

http://www.ars.usda.gov/Services/docs.htm?docid=9448
http://www.ars.usda.gov/Services/docs.htm?docid=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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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密度 = 1.01g/ml
• 1湯匙 = 15毫升 = 15.15克

搜尋相對密度例子搜尋相對密度例子︰︰醋醋

來源: 澳洲新西蘭食品標準管理局 (2002)《營養標籤使用者指南》.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_srcfiles/revised_NIP_User_guide_july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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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11 -
Indicative specific gravities of a selection of 
beverages and other liquid
foods (for reference purposes only)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_srcfiles/revised_NIP_User_guide_july02.pdf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_srcfiles/revised_NIP_User_guide_july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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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士多啤梨的營養素士多啤梨的營養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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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士多啤梨的營養素士多啤梨的營養素(2)(2)

新鮮士多啤梨 (澳洲)營養素
(每配料單位)

資料庫
營養素數值

(每100克)= A1

保留系數 = 
R1

A1 x R1

能量(千卡) NUTTAB 92 ÷ 4.2 =
21.905

1 [21.905]

蛋白質(克) 同上 [1.7] 1 1.7

脂肪(克) 同上 [0.1] 1 0.1

飽和脂肪酸(克) 同上 [0.0] 1 0

反式脂肪酸(克) 專家意見 0 1 [0]

可獲得碳水化合物(克) 同上 [2.7] 1 2.7

糖(克) 同上 [2.7] 1 2.7

膳食纖維(克) 同上 [1.4] 1 1.4

鈉(毫克) 同上 [6] 1 6

配料 2

製作過程後
的產量 (克)

可食用部分重量
(克)

製作過程

(步驟3)(步驟2)(步驟1)

準備的產量
(%)

可食用部分系
數(%)

實際重量
(克)

配料(來源) 

[198.782]100[198.782]97去蒂, 攪拌204.93士多啤梨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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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4a. 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 : 配料配料11

• [(0.7克 x 4千卡) + (0.2克 x 9千卡) 
+ 10.2克 x 4千卡) = 45.4千卡

• 45 vs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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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a.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 : 配料配料 2 2 及及 33

砂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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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4b. 確定資料的準確性確定資料的準確性

砂糖(中國) 砂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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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5a. 為一樽為一樽100100毫升果汁印製標籤毫升果汁印製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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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5b. 為一樽果汁印製標籤為一樽果汁印製標籤: : 連中國營養素參考值百分比連中國營養素參考值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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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三三: : 產品資料產品資料
• 產品︰生菜沙律配烤胡桃加香草醋

• 淨重量︰650克
• 包裝總表面面積︰>200平方厘米

• 標示的營養素︰''1+7'', 膳食纖維

– 能量(千焦)
– 碳水化合物(總)

• 營養聲稱︰無

• 營養素表達方式︰

– 每食用份量( 每食用份量為260
克，每包裝食用份量為2.5)

• 其他資料︰

– 英文

– 修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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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收集配方及製作過程收集配方及製作過程
配料

1. 生菜(澳洲) 2個，大約700克
2. 胡桃仁(英國) 100克
3. 黃豆油 (美國) 3 湯匙

4. 香草醋(美國) 2 湯匙

步驟

1. 除去生菜外葉及莖底部。清洗乾淨，拍乾及撕成形狀適中之塊件。

2. 將胡桃仁放入微波爐烤1分鐘，再搗碎成小粒。.
3. 將配料2 ，3 及4 各自放入小膠袋，然後連同生菜放入容器內。

補充資料

• 黃豆油的相對密度︰1 湯匙 = 13.6克 [來源︰USDA SR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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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生菜的的營養素生菜的的營養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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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生菜的營養素生菜的營養素(2)(2)
配料1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製作過程 可食用部分重
量 (克)

製作過程後
的產量 (克)

配料(來源) 實際重
量(克)

可食用部
分系數(%)

準備的產量
(%)

生菜 (澳洲) 700 除去外葉及莖底部 [75] [525] 100 [525]

[26][1][26][同上]鈉 (毫克)

[0.4]1[0.4][同上]糖(克)

[1.5]1[1.5][同上]膳食纖維 (克)

[1.9]1[0.4+1.5 = 1.9][同上]總碳水化合物 (克)

[0]10專家意見反式脂肪酸(克)

[0]1[0][同上]飽和脂肪酸(克)

[0.1]1[0.1][同上]總脂肪 (克)

[1.0]1[1.0]同上蛋白質(克)

[40]1[40]NUTTAB能量 (千焦)

A1 x R1
保留系數

= R1

營養素數值
(每100克)= A1

資料庫

生菜 (澳洲)
營養素
(每配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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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胡桃仁的營養素胡桃仁的營養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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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胡桃仁的營養素胡桃仁的營養素(2)(2)
配料 2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製作過程 可食用部分重
量 (克)

製作過程後
的產量 (克)

配料(來源) 實際重量
(克)

可食用部分系
數(%)*

準備的產量
(%)*

胡桃仁 (英國) 115.9 烤1分鐘，搗碎 [100] [115.9] 99.9 [115.784]

[6.65][0.95][7][同上]鈉 (毫克)

[2.6]1[2.6][同上]糖(克)

[3.5]1[3.5][同上]膳食纖維 (克)

[6.8]1[3.3+3.5 = 6.8][同上]總碳水化合物 (克)

[0]1[0][同上]反式脂肪酸(克)

[5.6]1[5.6][同上]飽和脂肪酸(克)

[68.5]1[68.5][同上]總脂肪 (克)

[14.7]1[14.7]同上蛋白質(克)

[2837]1[2837]UK能量 (千焦)

A1 x R1保留系數 = R1
營養素數值

(每100克)= A1
資料庫

胡桃仁 (英國)
營養素
(每配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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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黃豆油的營養素黃豆油的營養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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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黃豆油的營養素黃豆油的營養素(2)(2)
配料 3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製作
過程

可食用部分重
量 (克)

製作過程後的
產量 (克)

配料(來源) 實際重量(克) 可食用部分系
數(%)

準備的產量 (%)

黃豆油(美國) 3湯匙 = 40.8 -- [100] [40.8] 100 [40.8]

[0][1][0][同上]鈉 (毫克)

[0]1[0][同上]糖(克)

[0]1[0][同上]膳食纖維 (克)

[0]1[0][同上]總碳水化合物 (克)

[0.533]1[0.533][同上]反式脂肪酸(克)

[15.65]1[15.65][同上]飽和脂肪酸(克)

[100]1[100][同上]總脂肪 (克)

[0]1[0]同上蛋白質(克)

[3699]1[3699]SR21能量 (千焦)

A1 x R1
保留系數 = 

R1

營養素數值
(每100克)= A1

資料庫

黃豆油(美國)
營養素
(每配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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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答案︰︰香草醋的營養素香草醋的營養素(1)(1)



NLC_ESS_Part2_090612_Chi.ppt29

答案答案︰︰香草醋的營養素香草醋的營養素(2)(2)
配料4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製作
過程

可食用部分重
量 (克)

製作過程後
的產量 (克)

配料(來源) 實際重量(克) 可食用部分系數
(%)

準備的產量
(%)

香草醋(美國) 2湯匙 = 30.3 -- [100] [30.3] 100 [30.3]

香草醋(美國)
營養素
(每配料單位) 資料庫

營養素數值
(每100克)= A1

保留系數 = R1 A1 x R1

能量 (千焦) [SR21] [369] 1 [369]

蛋白質(克) [同上] [0.49] 1 [0.49]

總脂肪 (克) [同上] [0] 1 [0]

飽和脂肪酸(克) [同上] [0] 1 [0]

反式脂肪酸(克) [同上] [0] 1 [0]

總碳水化合物 (克) [同上] [17.03] 1 [17.03]

膳食纖維 (克) 專家意見 0 1 [0]

糖(克) [同上] [14.95] 1 [14.95]

鈉 (毫克) [同上] [23]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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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a.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 : 配料配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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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a.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 : 配料配料 22

• [(14.7克 x 17千焦) + (68.5克 x 
37千焦) + 6.8克 x 17千焦) = 
2900千焦

• 2837 vs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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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a.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 : 配料配料 33

• [(0克 x 17千焦) + (100克 x 37
千焦) + 0克 x 17千焦) = 3700
千焦

• 3699 vs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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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a.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加入已調整的營養素數值於計算器: : 配料配料 44

香草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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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4b. 確定資料的準確性確定資料的準確性

香草醋(美國) 香草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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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為每份沙律印製標籤為每份沙律印製標籤



NLC_ESS_Part2_090612_Chi.ppt36

多謝!

請填寫及交回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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