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現代物流/物流技術與戰略 2010年06月 第45期

焦點報導 FOCUS

追求高品質的顧客滿意保證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文/編輯部

地    坪：650坪
預 冷 室：30坪*2座
冷 凍 庫：30坪*2座
冷 藏 室：7坪*1座
回 溫 室：7坪*1座
冷 凍 車：7輛
平均趟次：2-3次/天
冷凍設備集成商：邰利公司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小檔案

大得利加工廠的大門綠化另人耳目一新

設立時間：1991年7月
公司地址：臺北縣新莊市環河路691號
資 本 額：新台幣3,000萬元
營 業 額：新台幣2,500萬元/月
負 責 人：林榮昌先生
總 經 理：林明輝先生
營業項目：生鮮、冷凍、冷藏肉品處理批發零售
營業範圍：大台北地區、桃園、中壢
員工人數：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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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號開始物流技術與戰略雜誌與

邰利冷凍工程事業部合作企劃，針對台灣食

品加工中小企業轉型創新的故事做成焦點報

導，獲得廣大的迴響，本期冷凍達人陳昭良

總監再次推荐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其

在逆境中不畏難辛、愈戰愈勇，在傳統與保

守的行業中，創立新局，這即是台灣中小企

業最寶貴的精神，另人動容的篇章，將帶給

讀者不同的啟發。

傳承家業 
在豬肉行業裡算是少見的年輕人，大得

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林明輝總經理是家族事

業第三代。其祖父早期從事活豬買賣，父親

經營大台北地區除了肉品市場外唯一合法的

民間屠宰場，母親則在台北市最大型的綜合

市場環南市場裡販售豬肉。

豬肉是餐桌上最常見的動物性食品之

一，在一般家庭的餐桌上，即可看見利用豬

肉所做出的多種不同口味與形式的家常菜

餚，而其也是飯店、餐廳裡美食料理的重要

食材，所以豬肉可說是人們重要且喜愛的動

物性蛋白質來源。

15年前林總接手母親所經營的豬肉攤，

除了原本的零售外，也開始對外供應餐廳、

便當店等。林總表示，豬肉攤雖只有1.5坪大

小，但是生意最好的時期，平均一天的淨利

是6~7萬新台幣，當時光攤位經營的轉讓金

就近千萬，現在所謂的地王和豪宅的單價根

本無法與之相比。

但是林總並不以此為滿足，當業務擴大

開始雇用司機送貨時，即發現品質無法如自

己親送般的好掌控，所以即開始添購冷凍冷

藏的設備，希望藉由流程、設備和管理來達

到一致的品質，維持品質與信譽。

但是好光景從1997年開始產生了變化！

危機即轉機
早期豬肉製品是台灣重要的外銷品之

一，但由於1997年3月20日台灣爆發口蹄疫

疫情，使得豬肉外銷市場嚴重受阻。不過塞

翁失馬，焉知非福，此次的重大衝擊，正好

給台灣政府重新將整個畜牧產業適當地規範

與整合，於1998年5月通過“畜牧法”的立法

並具體落實，首先第一要務即建立合法的屠

宰場，改變與扭轉原先私宰的風氣，使合法

豬肉屠宰比率一躍為95%以上，提昇產業面

對競爭的能力，奠定往後建立與推動生產履

歷的基礎。

此次的衝擊，改變了台灣豬肉產銷的生

態與結構，最直接的衝擊，即是原本以外銷

為主的肉品加工廠皆紛紛轉為內銷，造成台

灣本地豬肉市場價格的破壞與毛利的降低。

以內銷經營為主的林總也在此次劇烈的震盪

中深刻地體會到，要維持既有的業務與保有

一定的利潤，必須與市場做出區隔與建立品

牌；同時，7－11通路經營的成功，也給了

林總正面的啟發，林總了解唯有直接面對客

戶，開發自有通路，掌握市場，才是贏家，

但其先決條件就是必須掌控好品質，管理

好每一個環節，提高產品的規格，做出差異

化，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另一個觀念的改變則是2002年台灣加入

WTO的機緣，那年台灣開放國外豬肉進口，

林總也積極地爭取配額，並得以接受美國農

業部的接待，到美國參訪觀摩，親眼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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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在肉品生產上對品質的用心與堅

持，並深受感動，回台後從自身做起，全力

在品質的管理上加以精進。林總原先所學是

與食品完全不相關的電子學，雖說是家族事

業，但終究非本科出身，不過在採訪的過程

中，看他對食品科學的相關專有名詞朗朗上

口、對品質管理的關鍵數字掌握精確，絕不

輸給本科系的高材生，可見其對於本業的投

入與鑽研，令人佩服。

由於林總的堅持與用心，大得利不僅僅

成功地擺脫口蹄疫的陰霾，更無畏於進口肉

品的威脅，跨大步地往前邁進，致力於台灣

本地豬肉產品的經營，並成功取得肉品最高

標章CAS的認證。

預冷室為決勝關鍵
大得利廠房的外觀看起來像是高科技公

大得利加工廠廠房的外觀可媲美電子工廠

大得利林明輝總經理(左)與邰利冷凍工程事
業部陳昭良總監合影

司，內部也是窗明几淨、一塵不染。這座臨

近大台北地區，位於新莊與樹林交界，新落

成的CAS分切廠，在土地，建築物與設備上

投注相當的資金，光冷凍冷藏設備的經費即

佔1/5，同時建造了一座業界唯一的污水處理

廠。整棟建築物處處可見特色，林總特別說

明光罩的設計，其角度與一般傳統採光向下

不同，是採用採光更佳向上的角度。

邰利冷凍工程事業部陳昭良總監回想起

當時進行的過程，大得利整廠的規劃與設計

光討論就長達一年的時間，陳總監幽默的表

示，咖啡從熱的變成冷的，再從冷的變成熱

的，不斷地研討，只是為了林總好還要更好

的堅持。林總也對於邰利冷凍工程團隊24小

時的服務熱忱給予高度的肯定與讚賞。

整座二層樓高的建築，預冷室的面積就

佔了1/4，和同業以冷凍庫為主的設計有很大

的不同，而預冷室的大小，也代表著分切場

的運營能量。林總進一步說明預冷室的重要

性，他認為豬肉品質的關鍵在第一道關卡預

冷室就決定了一切。預冷室的功能是確保高

保水性與減少含水率，更重要的是生菌數的

抑止和保鮮度的控制。邰利陳總監表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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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得利屠宰廠一隅

屠宰場一進門的警示標誌大得利設置現代化的污水處理設備

總經理辦公室設有監視系統，可同時監視四
個主要進出貨區域

得利對於預冷室的投資高出同業的1.5倍。

豬肉是由25%的固形物與75%的水分所

組成，預冷室的功能即是利用控制溫度與時

間技術來將豬肉本身組織內的水分鎖住，即

所謂的保水性要高；同時也要確保在預冷的

過程中，水份的留失要少，即所謂的失重率

(含水率)要低。目前大得利的預冷室設定為

7℃以下，屠體必須在預冷室裡預冷10-12小

時，在精密的控制下，以達到「步留」即失

重率1%以下的目標。

一條龍的服務
大得利比其他的分切場更具優勢的另一

個關鍵點，即是提供屠宰到分切一條龍的服

務，藉由上下游的整合，使得分切廠的設立

為屠宰場延長了工時，增加了產能。

大得利對於豬隻的選購有其專業，每

天從台北縣肉品拍賣市場選購豬隻，再運回

大得利屠宰場繫留等待屠宰。屠宰後的大分

切屠體利用冷凍車運送至分切場的預冷室

碼頭。林總表示，路程雖短，但冷凍廂型車

的使用可以提供一個密閉式的空間，防止

運送過程中其他外在因素的感染。屠體體溫

約37℃-40℃，利用掛勾送進預冷室，靜放

10-12小時，待中心溫度一隅達到-7℃以下的

理想狀態時再進入分切室做部位分切。

作業流程

拍賣市場→繫留→屠宰→放血→燙毛槽
→脫毛機→取內臟→刮毛→

依各部位分切
→包裝

屠宰場 分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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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拍賣市場運回的豬隻，先暫停在繫留欄
裡，等待屠宰

屠宰後大分切的屠體以冷藏車運送至分切廠

預冷室設計軌道式的掛勾以利存放屠體

屠體的入口

˙屠宰

大得利本身有自營的屠宰場，宰殺後的

屠體以冷藏車送至大得利分切場，由分切場

做加工處理，以下我們由圖片來介紹各個環

節。

分切室實景 溫度在1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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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員工更衣室

工作人員皆著橘色鮮艷的工作服

步驟1－清洗、刷鞋處

男/女性員工洗手間

大得利非常重視安全衛生的環境，從以

下場地我們可以看出衛生是從最細微的地方

管理開始。

˙ 清潔區作業

步驟2－消毒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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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烘手機

步驟5－業界少見的浴塵機

步驟6－感應式手部消毒機

刀械消毒機

步驟3－洗手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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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皮機

中分切一分為三的輸送帶

再依各部位分切

分切好裝籃

分切後由輸送帶送至包裝室，中間設備為金
屬及異物檢測器

依客戶需求再細分切作為原料肉

依客戶需求，做各種分切處理，分切處

理完全以標準化作業 。

˙分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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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肉出口設立自動門簾 冷凍庫入口

入庫區設有監視攝影機 冷凍區使用油壓式揚升堆高機

˙冷庫設備

冷庫設備由邰利公司規劃做最適合化、

最經濟化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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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設計有蓋以利防潮，且提高高度

料架式冷凍庫一 出貨區出口

二層式冷凍庫二，和回溫室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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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的置物籃投入口

刀械保管室設有紫外線殺菌箱

一次加工室置物籃的清洗室

乾淨空籃的置放室 避免交叉污染

˙其他區域 

每一個作業環節，都有它特別的功能，

為了標準化管理安全衛生，將刀械、容器分

別置於不同的地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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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庫-3℃-0℃

回溫室-1℃~2℃

急凍庫-45℃

絞肉機

砍排機及切片切絲機

˙冷藏設備加工機械

冷庫設備由邰利公司負責規劃設計，總

是能夠得到滿意的規劃，邰利公司是從客戶

的角度出發，因此也讓大得利節省經費，又

得到最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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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

在其他的品質管控上，大得利皆有別於

同業採用更高一級的規格來執行，配置有本

科系的駐廠專職衛管人員。大得利的品管室

每批皆自主檢驗如大腸桿菌、生菌數、金黃

色葡萄球菌、藥物殘留、沙門氏菌等，相同

檢品每半年再送SGS檢驗一次。

落實滿意保證
林總效法直銷商的作法，以“滿意保

證”做為客戶服務的最高原則，滿意保證、

不滿意包退。

品管室1 

檢驗室1

檢驗室2 右為無菌操作枱

記錄報表檔案櫃記錄詳細

設有客戶參觀走道與櫥窗，避免干擾現場作業

品管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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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得利獲得CAS優良農產品(肉品)驗證

大得利的客戶遍及大台北地區各五星級

飯店、調理食品加工廠、醫療院所、傳統市

場，各式大小餐廳、連鎖餐飲的中央廚房、

團膳等，在2010年3月新通過檢驗，獲得畜

產會通過的CAS優良農產品(肉品)驗證，取得

第99011100號CAS標章。大得利的客戶幾乎

涵蓋了所有的通路形態，問到要如何同時滿

足這些營運模式不同的客戶，林總的回答還

是”品質”二個字。

下一步林總將進軍難度最高的超市及量

販店。林總表示做量販與超市的重點不在利

潤與營銷，重點在於藉由面對消費者來提升

自己的品質，以市場的要求來要求自己的員

工，品質管理的提升才有正面的作用。

林總以率隊打奧運來比喻，大得利對

於品質的要求必須得到客戶的肯定才是真實

的，正如好的選手必須經過奧運的洗禮與考

驗，才知高手如雲、天外有天，才知道強

者中的強者是如何，對於品質的追求也是如

此。林總不以通路的獲利來盤算，反而是將

通路的要求視為最高的挑戰，其對於品質的

堅持有如超人般的毅力與決心，這是一種永

續經營的持久戰略。

期許與展望
記者被林總以追求品質精進為目標的精神

所感動，林總仍自謙的說，自己沒有太遠大的

想法，只是想把品質做好。林總表示，雖然目

前的產能約30%，但對於未來的規劃，不在急

於把市場的規模擴大，發展重點除了原來半屠

體、大分切、原料肉、部位肉的處理，將再推

進到一次加工(切絲、切片、切丁)、二次加工

(醃製品)到三次加工(蒸煮、熟食)。豬肉最好品

質是僵直前(屠宰後4-6小時)的肉，林總希望藉

由冷藏的加工技術，加長肉品的保鮮期、保水

性和乳化性，來達到如僵直前肉的品質。

另一方面是橫向延伸產業的發展，往

生物科技研發，如膠原蛋白、肥皂等。林總

表示管理者也必須有產值，不能只是要求員

工。而帶領產業邁向高產值、精緻化，提升

產業價值，就是林總對自我產值的要求。

林總對於肉品生產履歷的建立也有其積

極的想法，希望可藉由優良牧場的飼養、屠

宰場的繫留、分切場的處理、溫控良好的配

送等，建構從農場到餐桌的策略聯盟。

一個30人的公司，典型的台灣中小企

業，但是其對品質的自我要求絕不亞於國際

大廠。我們在年輕的林總身上，看到台灣最

值得尊敬的態度。

SofiLin
註解
不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