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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麵包源自於荷蘭，主要特色是表面塗有一層米穀

粉麵糊，麵糊中添加酵母發酵，隨著麵糰的膨脹而膨脹，

但因為表層米穀粉的麩質含量較少，很難成形、會散開，

在烘焙時凝膠化和焦化會裂開呈現虎皮花紋，又稱為老虎

麵包。米麵糊外表讓麵包帶有一層雜色、微甜、硬脆的獨

特的味道，有外酥內軟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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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烘焙百分比 重量(g)

主

糰

材

料

M50米穀粉 100 740
咖啡粉 2.2 16
細砂糖 20.3 150
食鹽 1.6 12
乾酵母 1.6 12

冰水
43 320

依天氣溫度調整水量

雞蛋 13.5 100
奶油 12 90
洛神蜜餞 5.4 40
蜜漬桔皮 5.4 40
芒果乾 10.8 80
番茄果乾 10.8 80
核桃 10.8 80
合計 237.4 1760

表

面

米

糊

材

料

水 13.5 100
可可醬 20 150
細砂糖 2 15
沙拉油 1.4 10
咖啡即溶粉 1 8
乾酵母 0.3 2
再來米粉 13.5 100
純米穀粉 2 15
合計 53.7 400

花費時間 難易程度

直接法

★★★
表面裝飾

前一天60分鐘
當天3小時30分鐘

＊製作難易程度：初級★

　　　　　　　中級★★

　　　　　　　高級★ ★ ★

產品數量

6個

荷蘭咖啡 包

＊每日營養素建議量之基準值：熱量2000大卡、
蛋白質60公克、脂肪55公克、碳水化合物320
公克、鈉2400毫克。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0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100公克
熱量 898.0 大卡 299.3 大卡
蛋白質 32.4 公克 10.8 公克

脂肪 17.7 公克 5.9 公克

　飽和脂肪 12.4 公克 4.1 公克

　反式脂肪 0.2 公克 0.1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54.1 公克 51.3 公克

　糖 55.2 公克 18.4 公克

鈉 796.1 毫克 265.4 毫克

主 糰材料 表面米 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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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面 糊製作：將水、可可醬、細砂糖、沙拉油、咖啡粉、乾酵母、

再來米粉、純米穀粉等材料放入鋼盆拌勻，室溫發酵30～60分鐘

後，放置冷藏8～12小時。

2. 將M50米穀粉、咖啡粉、細砂糖、食鹽、乾酵母、雞蛋和冰水等材料

放入攪拌缸，以「1速」打成糰 (捏起時粉不會飛) 後，改成「2速」

打到 糰成糰，不會黏手狀態，再加入奶油，繼續打至 糰表面光亮

後，再加入洛神花蜜餞、蜜漬桔皮、芒果乾、番茄果乾和核桃等拌

勻。

3. 第1次基本發酵置於室溫60分鐘後，用手掌輕壓 糰，將 糰光滑面

在下，將 糰1/3處向中間折入，轉動換另一端向下折入1/3處，以手

掌按壓 糰的接合。

4. 第2次基本發酵室溫30分鐘。

5. 分割 糰，一個 糰分割300 g /個×6個，將 糰放於灑上米穀粉的

工作檯上， 糰壓扁，以手掌包覆住 糰，並將 糰光滑面朝下，以

手指大拇指和食指尖捏緊 糰兩兩對角，捏緊 糰底部接合處，將

糰放置於烤盤上。

6. 中間發酵置於室溫30分鐘。

7. 糰放於工作檯上，灑上米穀粉； 糰翻面以手掌壓平，將 糰於

1/3處輕輕捲起，轉向再向下折壓；於另一端1/3處輕輕拉起 糰向下

折壓，以手指按壓接合處壓緊成長條形，並排列於烤盤上。

8. 最後發酵：28℃、濕度75%，30分鐘。

9. 發酵完成的 糰取出，以抹刀均勻塗抹一層表面 糊，並於 糰上方

再篩灑上米穀粉。

10. 烤箱先預熱，並將煮沸水放入鋼盆製造蒸氣，烤箱烘烤上火210℃/下

火170℃，時間22～24分鐘。

11. 出爐後，置於成品架放涼即可。

製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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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糰 (攪拌)

表面裝飾 糊 (攪拌)

基本發酵

泝酵母和水放入鋼盆拌勻

後，再依序放入咖啡粉、

糖、可可醬、沙拉油、米穀

粉、再來米粉等材料拌勻

沴刮落沾黏於鋼盆的 糰，

室溫發酵30～60分鐘後，
冷藏備用

沊將所有乾性材料放入攪拌缸中，

再加入冰水和雞蛋攪拌

沝加入奶油至攪拌缸中攪拌

沀 糰攪拌光滑

泞 糰拉出薄膜，確認均勻網狀 
結構

泀再加入洛神花蜜餞、蜜漬桔皮、

芒果乾、番茄乾和核桃等拌勻

洰將 糰置於烤盤 泍第1次基本發酵：室溫60分鐘 泇基本發酵至2倍大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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糰 (分割)

整型 (滾圓，中間發酵)

沰 糰翻面以手掌壓平，將

糰於1/3處輕輕捲起，轉向
再向下折壓，並堆疊 糰

泹將 糰轉動90度，再次於
另一端1/3處輕輕拉起 糰

向下折壓

泏再將堆疊 糰於1/3處輕輕
捲起，轉向再向下折壓

泩再次將 糰轉動90度，再
次於另一端1/3處輕輕拉起
糰向下折壓

泑第2次基本發酵室溫30分鐘 炔分割 糰重量300 g /個×6個

炘 糰放於灑上米穀粉工作檯

上，將 糰光滑面朝下並

糰壓扁，左手拿起 糰以手

掌包覆住 糰

炅右手以手指大拇指和食指

尖捏緊 糰之兩兩對角

炓捏緊 糰底部接合處，將

糰放置於烤盤上，中間發酵

室溫30分鐘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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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長方形 糰翻轉

光滑面朝上

整型 (長方形示範)

最後發酵 表面裝飾

烤焙 成品

炆 糰放於工作檯上，

灑上米穀粉

炄 糰以手掌壓平，再翻

面，將 糰於1/3處輕輕
捲起，轉向再向下折壓

炑於另一端1/3處輕輕拉
起 糰向下折壓，以手

指按壓接合處

炂放置於烤盤上，最後發酵30分鐘
炚取出冷藏之裝飾用 糊

炃以抹刀將 糊塗抹於 糰表面

牪 糰表面均勻塗抹一層 糊

狖米穀粉置於篩網，灑在 糰上

狋烤箱烘烤上火210℃/下火170℃，
烤焙22～24分鐘

狘荷蘭咖啡 包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