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果味

轻果味特级初榨橄榄油，始于精心挑选的橄榄，
直接从树上手工采摘，并在几个小时内冷压。
所用的品种有:Frantoio, Leccino, Gentile和
Marinese。

甜中带着淡淡的苦味和辛香，适合所有的菜肴，
尤其是海鲜，增强香味和口味。

有化学分析和面板测试结果。原产地装瓶。

瓶装
100/250/500/750 毫升
罐装
3升,5升

中度果味

中度果味特级初榨橄榄油，源自精心挑选的橄榄，
直接从树上手工采摘，并在几个小时内冷压。
使用的品种有:Ogliarola, Peranzana和Ravece。

它的味道是苦与辣的平衡和持久的芳香成分，使它
成为任何菜肴的理想选择:鱼，烤肉，沙拉，或烹饪
美味的蔬菜。

有化学分析和面板测试结果。原产地装瓶。

瓶装
100/250/500/750 毫升
罐装
3升,5升

浓郁果味

特级初榨橄榄削皮，或浓郁的果味，源自精心
挑选的橄榄，直接从树上手工采摘，并在几个
小时内冷压而成。
所用的品种有:Ortice和Ravece。

它大胆的口味，带有持久的苦味和辣味，加上
朝鲜蓟和番茄的味道，使它适合作为第一道菜、
肉类和未煮或已煮的蔬菜的最后点缀。

有化学分析和面板测试结果。原产地装瓶。

瓶装
100/250/500/750 毫升
罐装
3升



AVECE

这款水果松特级初榨橄榄油，或者浓郁的
果味，是用各种各样的橄榄制作而成，直
接从树上手工采摘，并在数小时内冷榨而
成。

草本橄榄果味的特点是浓郁的绿番茄和朝
鲜蓟的味道，辛辣和苦涩的味道十分平衡，
特别推荐给鉴赏家。并授予无数的赞誉。

有化学分析和面板测试结果。
原产地装瓶。

瓶装
100/250/500/750 毫升

DOP

这款果味松皮特级初榨橄榄油，或浓郁果味，
产自经过DOP地理区域IRPINIA COLLINE
DELL'UFITA认证的橄榄栽培品种，直接从
树上手工采摘，并在数小时内冷榨而成。使
用的品种有:85%的RAVECE和15%的
OGLIAROLA。

浓郁的果味伴随着绿色番茄、青草、叶子和
朝鲜蓟的清香，以及持久的苦味和香料的味
道，推荐给鉴赏家。所生产的石油在装瓶前
都经过农业质量控制组织的认证并授予无数
的赞誉。

有化学分析和面板测试结果。
原产地装瓶。

瓶装
100/250/500/750 毫升

生物

这种特级初榨橄榄油来自精心挑选的有机
橄榄，
直接从树上手工采摘，并在数小时内冷榨
而成。
使用的品种有:PERANZANA, ORTICE和
RAVECE。

它的草本橄榄果味和协调的苦和辣口味使
它适合装饰盘子和烹饪所有类型的菜肴。
生产的石油批次在装瓶前由博洛尼亚的
CCPB认证并授予无数的赞誉。

有化学分析和面板测试结果。
原产地装瓶。

瓶装
100/250/500/750 毫升
罐装
3升



柠檬

FAM特级初榨橄榄
油的柠檬味来自意大
利橄榄和来自阿马尔
菲海岸的柠檬。适合
搭配鱼类和肉类菜肴
。

胡椒-辣椒

胡椒风味是由浸在
FAM特级初榨橄榄
油中的干辣椒获得的
。为你的菜提供理想
的热度。

欧芹

欧芹花是从FAM中
提取的欧芹特级初榨
橄榄油。适合搭配鱼
盘、海鲜沙拉和扇贝。

罗勒

罗勒风味是通
过浸泡获得的
干罗勒在FAM
橄榄油。搭配

青菜沙拉、意
式烤面包、肉、
披萨和佛卡夏
面包十分理想。

牛至

牛至味是通过浸
泡得到的FAM特
级橄榄油中的干

牛至。适合搭配
绿色沙拉、意式
烤面包、肉类、
披萨和意大利面
包.



.

迷迭香

迷迭香的味道
是通过浸泡迷
迭香干和FAM
特级橄榄油得

到的。适用于
肉类、披萨和
佛卡夏的调味

大蒜

蒜味是通过在
FAM特级橄榄
油中浸泡大约
一段时间而得

到的。理想的
口味，令人愉
快的大蒜。

藏红花

藏红花风味是由藏
红花的柱头浸泡在
FAM特级橄榄油。

搭配意式面、意式
烤面包、披萨和佛
卡夏十分理想

牛肝菌菇

肉丸香菇是将干肉丸香
菇浸泡在FAM特级初榨
橄榄油中制成的。适合

搭配意大利面、意式烤
面包、披萨和佛卡夏。

白松露

白松露的味道是通过
FAM特级橄榄油的注

入而得到的。适合搭
配松露薯条、马铃薯
泥、carpaccio沙拉
和意大利调味饭。

黑松露

FAM特级橄榄

油中注入黑色
松露香气。适
合做意大利面、
鸡蛋、蛋饼和
主菜。



历史

弗洛拉，安东尼奥和玛丽亚 · 特兰法格
利亚，是三个兄弟姐妹，他们都渴望实
现和巩固他们父亲马西亚诺的热情倡议，
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种石油生产艺术，
以伊尔皮尼亚这片几个世纪以来自然资
源丰富的土地为特色。

FAM 榨油厂成立于1997年10月2日。
该公司的总部是 Frantoio 本身占地面
积1800平方米(约20,000平方英尺)，
分开不同的生产阶段: 橄榄加工，储存，
包装和销售点。

橄榄园

由 Frantoio Fam 生产的橄榄，属于意大利以其独特
的葡萄酒而闻名的地区，如陶拉西、图佛格雷科、菲
亚诺迪阿维利诺以及贝宁托的法朗吉纳。周围都是阳
光普照的山谷和被纯绿植覆盖的倾斜的山坡，在这里
橄榄和葡萄都生长在它们理想的气候环境中。

Oleificio Fam 在陶拉西(Taurasi)占地大约7公顷的
土地上种植有机橄榄，约4公顷在米拉贝拉埃克拉诺，
约1公顷在文迪卡诺以及占地1公顷在卡尔维。

将近7公顷的土地上种植着“ Ravece”品种的橄榄。
Frantoio Fam 使用的其他橄榄也由当地生产商在周
边地区种植。

橄榄收获在10月中旬至11月底之间进行， 并收获后
的几小时内进行冷榨操作。



油磨坊

榨油机的储存和橄榄的清洗是在榨油前在一个
单独的房间里完成的。
该公司的轧机是由一个连续的两相系统
(不加水的萃取)模型Pieralist Leopard6组成
。

根据个人需要，使用两种不同的技术和系统进
行橄榄粉碎: 经典研磨和锤式粉碎。

橄榄糊的压制是在一个可控温度的封闭的不锈
钢桶中进行的。

制桶

不锈钢桶经过消毒，安装在一个黑暗、温度可控的房间里。
仓库大小不一，最大的仓库容量为3300公升。

仓库如此的组成是为了使产品的出品尽善尽美。在每个单
独的筒仓上都放置了一个说明标签: 果味，橄榄种类，橄榄
的生产区域。

从会议室通过玻璃电梯可以欣赏到橄榄桶窖的独特全景。

灌装

经过醒发或过滤(过滤时，使用纸箱纯纤维素)后，将油包装
好。

在灌装前将空气吹入瓶内，以确保在灌装前除去任何剩余
的异物。



品鉴大厅

品鉴室由Castellabate (SA)的建筑师Maria 
Rosaria Santarsiero设计，着实令人惊叹。一楼的
等候室有扶手椅和沙发，与外面的绿化相连。整个品
鉴室面积约1000平方英尺。
在这一年里，有许多有专家和著名厨师在此参与活动。

可追溯性

油类生产有一个严格的系统，以确保准确和可靠的追溯。
在每一个阶段，我们收集所有必要的信息，以便能够重现
油品的整个生产过程。

每一桶都可制成大量的产品，以独特方式鉴别每一种橄榄
并遵循它们的路线。所有进口橄榄的信息，转化，产量，
储存，包装和销售。

FAM生产的油品可追溯性得到认可认证机构的保证。

教育农场

Fam是坎帕尼亚地区一个教育论坛的一部分。Fam全年都
欢迎学校团体以及对橄榄油文化充满热情的人群前来。

我们组织参观流程。 由Flora Tranfaglia 安排油品鉴尝。

OLEIFICIO F.A.M. SAS DI ANTONIO TRANFAGLIA & 
C.

Via Garibaldi, 5 - 83030 Taurasi (AV)
Phone/Fax 0827 74232
Email:info@oliofam.com - oliofam@legalmail.it

mailto:%20info@oliof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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