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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隨著日式飲食文化的輸入，國內近年

飲用清酒風氣日益盛行 (圖1)，若能選育
適合臺灣氣候環境栽培的清酒釀造用米 
(酒米) 品種，發展本土釀造的清酒，則能

提升稻米價值及增進農民收益，甚至有望

改善國內稻米生產過剩問題。本文將介紹

日本清酒分類、酒米之品種特性及日本主

要酒米品種，並探討國內酒米加工產業發

展與育種現況。

日本清酒分類

依據日本國稅廳公告之「清酒製法品質

表示標準」 (日語：清酒の製法品質表示基

準)，釀造過程使用的原料及製程須符合標
準，且原料米須使用符合日本農產物檢查法3
等規格以上之糙米，方可作為「特定名稱酒」

販售。

「特定名稱酒」依據生產原料及精米

率 (日語：精米步合) 分為「純米酒」、「純

米吟釀酒」、「純米大吟釀酒」、「特別純米

酒」、「本釀造酒」、「吟釀酒」、「大吟釀

酒」、「特別本釀造酒」等八類 (表一)，日本

國內消費量以「純米酒」最多。清酒須具備獨

特製程才能稱為「特別純米酒」及「特別本釀

造酒」，例如使用特殊的酵母搭配特定製程

進行醱酵等。精米率即原料糙米精白留存之

比例，以白米及糙米之比例計算，例如精米率

70%、即為磨削糙米30%表面。糙米的表層為

胚及糠層，富含蛋白質、脂質、維生素及礦物

質，對於其他酒品可提供特別風味，但對於釀

造清酒則容易產生雜味，因此精米率愈低，代

表磨削糙米表面愈多，風味也會愈純粹，相對

的由於成本高，通常價位也較高。

製作清酒的酒米與食用米不同，食用米

蒸煮後即可食用，酒米製成清酒尚需經過精白

文／圖 ■   劉祐廷

1  臺灣歷年清酒進口量 (引用自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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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削及製麴醱酵等過程，是故酒米所需的特

性也有別於食用米。

酒米之品種特性

為了釀造品質優良的清酒，酒米品種的

選擇尤為重要。酒米品種所需之特性為穀粒

大、心白、低蛋白質含量、吸水性佳及消化性

佳等五種特性，原因如下：

一、穀粒大

穀粒大小的指標為糙米千粒重，糙米千

粒重與心白出現率有正相關，此外，糙米千粒

重較大的米粒，精米時間短，精米過程的碎米

率也較低。酒米品種之糙米千粒重，未滿24克
分類為小粒，24～26克為中粒，超過26克為
大粒。

二、心白

心白為穀粒中心形成之白堊質，白堊質

由於澱粉粒排列不緊密存在許多間隙，使得光

線折射而看起來不透明，容易吸水產生龜裂。

對於酒米而言，心白讓麴菌能更有效地將菌

絲延伸到白米內部，有利於米麴的培育及蒸米

的糖化過程，提升清酒品質。

三、低蛋白質含量

糙米蛋白質含量對清酒的品質影響甚

鉅，蛋白質含量高除了影響消化性及吸水性，

更使清酒產生雜味。糙米蛋白質含量可利用

食味計進行非破壞性測量 (圖2)，酒米品種之
糙米蛋白質含量通常為7%以下。

四、吸水性佳

白米的吸水性優良，則更容易讓麴菌菌

表一、特定名稱酒的分類方式 (引用自日本國稅廳網站)
特定名稱 原料 精米率 米麴使用比例 香味等條件

純米酒 米、米麴 - 15%以上 香味、色澤良好

純米吟釀酒 米、米麴 60%以下 15%以上 低溫醱酵、特有香味、

色澤良好

純米大吟釀酒 米、米麴 50%以下 15%以上 低溫醱酵、特有香味、

色澤良好

特別純米酒 米、米麴
60%以下且具
特別製造方法

15%以上 香味、色澤良好

本釀造酒 米、米麴、食用酒精 70%以下 15%以上 香味、色澤良好

吟釀酒 米、米麴、食用酒精 60%以下 15%以上 低溫醱酵、特有香味、

色澤良好

大吟釀酒 米、米麴、食用酒精 50%以下 15%以上 低溫醱酵、特有香味、

色澤良好

特別本釀造酒 米、米麴、食用酒精
60%以下且具
特別製造方法

15%以上 香味、色澤良好

備註：食用酒精通常以糖蜜製成，添加量限制為白米重量的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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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延展。吸水性指標分為吸水量及吸水速度，

通常以當地酒米品種作為對照。 

五、消化性佳

好的消化性有利於蒸米的糖化過程。消

化性以蒸米吸水率、蒸米經澱粉酶消化後的

糖度及甲醛態氮作為指標，一般以當地酒米

品種作為對照。

日本主要酒米品種介紹

日本酒米的栽種遍布全國各地，栽培面

積最大的地區分別為兵庫縣、新潟縣及岡山

縣，各地酒米品種超過100種。根據日本農林

水產省之調查，2019年日本產量前三大的酒
米品種分別為山田錦、五百万石和美山錦 (表
二)，其品種特性如下：

一、山田錦

於1936年命名，有「酒米之王」稱號，

主產地為兵庫縣。特性為大粒 (糙米千粒重約

28.1克)、心白、蛋白質含量低，並且外層硬度

高，精白過程之碎米率低。每公頃糙米收穫量

約4,200～4,500公斤，2019年每60公斤收購
價格約15,000～40,000日元 (食用米品種越光
每公頃收穫量約5,100公斤，收購價格每60公
斤約12,100～14,300日元)。 

二、五百万石

於1957年命名，主產地為新潟縣。特性

為大粒 (糙米千粒重約26.1克)、心白、蛋白質

含量低，但精米過程容易破碎，不適合高度精

白，因此日本市面上少見以五百万石生產之大

吟釀等級清酒。每公頃糙米收穫量約5,300～

5,500公斤，2019年每60公斤收購價格約
13,100～15,800日元。

三、美山錦

於1978年命名，日本全國80%以上的美
山錦來自長野縣及秋田縣。特性為中粒 (糙米

2日本佐竹
米粒食味計

表二、日本2019年釀造用米產量前十名品種 
　　　(引用自日本農林水產省資料)

排序 品種
糙米產量

(噸)
產量佔比

(%)

1 山田錦 34,503 35.7 

2 五百万石 19,324 20.0 

3 美山錦 6,604 6.8 

4 雄町 2,954 3.1 

5 秋田酒こまち 2,567 2.7 

6 吟風 1,841 1.9 

7 ひとごこち 1,837 1.9 

8 八反錦1号 1,784 1.8 

9 出羽燦々 1,628 1.7 

10 越淡麗 1,38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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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粒重24.3克)、心白、蛋白質含量低，並且外

層硬度較高，適合高度精白，另外美山錦擁有

早熟及耐寒特性。每公頃糙米收穫量約6,000
公斤，2019年每60公斤收購價格約14,000～

18,000日元。

國內酒米加工產業發展與育種現況

釀造清酒需具備合適的酒米品種、釀造

技術及設備，為因應逐日增加的清酒需求，國

內清酒產業持續投入發展，並推出許多清酒產

品 (表三)。臺灣菸酒公司桃園酒廠的玉泉花酵
母吟釀清酒‧山櫻花，特別使用山櫻花酵母，

酵母對於清酒的風味有重要影響。國立臺灣

大學的森の藏為大吟釀等級的清酒，使用的糙

米原料為本場與臺灣大學共同育成的‘臺南16
號’。霧峰農會酒莊的產品包含極清與初露，

初露分別有吟釀及大吟釀等級的產品，使用在

地特色香米釀製。中福酒廠生產的吉野吟釀，

糙米原料使用‘吉野1號’，‘吉野1號’為日治時
期專門進貢日本天皇所種植的品種，具備大粒

及心白特性。台中六十五為陳韋仁先生釀製的

清酒，陳韋仁先生是一位通過日本認證的釀

酒師 (日語：藏人)，自行募資於日本租借設備
生產清酒，使用的糙米原料為‘臺中65號’；‘臺
中65號’為臺灣第一個以雜交方法育成的水稻
稉型品種，也是民國30年代臺灣主要的栽培
品種，國內酒廠的清酒產品包含大吟釀等級之

清酒，顯示酒廠已克服精米率及釀造製程等

技術問題，而使用的糙米原料包含眾多品種，

顯見酒廠積極嘗試並尋求國內適合清酒釀造

之水稻品種。

目前國內育成唯一的釀酒專用水稻品種

為‘苗栗1號’，具有小粒、心白及蛋白質含量低

等特性，適合釀製蒸餾酒，惟目前未進入清酒

表三、國內知名清酒產品

產品名稱 原料 精米率 製造廠商

玉泉清酒 臺灣蓬萊米 - 桃園酒廠

玉泉純米清酒 臺灣蓬萊米 70 桃園酒廠

玉泉台灣之美純米吟釀清酒 臺灣蓬萊米 60 桃園酒廠

玉泉花酵母吟釀清酒‧山櫻花 高雄139號、臺東30號、臺東33號 55 桃園酒廠

森の藏 (純米大吟釀) 臺南16號 42 國立臺灣大學

委託桃園酒廠製造

極清‧臺灣清酒 臺農71號 60 霧峰農會酒莊

初霧‧純米吟釀 臺農71號 60 霧峰農會酒莊

初霧‧純米大吟釀 臺農71號 45 霧峰農會酒莊

吉野吟釀 吉野1號 60 中福酒廠

台中六十五＊ 臺中65號 - 陳韋仁

＊ 台中六十五為陳韋仁先生使用臺灣水稻品種於日本釀製的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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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化階段。本場亦引種日本三大酒米品種之

美山錦於臺灣栽培，由於臺灣日照長度較日本

短，導致美山錦產生抽穗期提早、米粒較小、

蛋白質含量增高及產量降低等情況。為了改善

美山錦提早抽穗的情形，並維持美山錦的酒米

優良特性，本場目前與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

系合作，以‘臺南16號’作為貢獻親，利用回交

育種法輔以分子標誌，將‘臺南16號’的延緩抽
穗期基因導入美山錦，目前正進行品系純化作

業，後續將完成酒米適性檢定，期望能育成適

合於臺灣氣候栽培的美山錦近同源系 (圖3)。
日本研究指出，食用米品種越光具有優

良的吸水性及消化性，惟不具心白且帶有千

粒重不足之缺點，因此不適合釀造清酒。水稻

‘臺南16號’為越光的晚抽穗近同源系，同樣

擁有優良的吸水性及消化性；本場為開發新品

種酒米，於‘臺南16號’的粒型改良過程中，選

獲具有大粒及心白特性的‘臺南16號’心白品系 
(圖4)，亦具有作為清酒釀造用米的可能性。

本場以不同思維進行新品種酒米的開

發，期望育成不同特性的清酒釀造專用水稻品

種，提供酒廠多樣的選擇。未來若以本土酒米

品種搭配在地優質水源，加以酒廠業者的創

新思維，或可發展成為臺灣在地的清酒特色

飲品與文化，促進國內清酒產業發展。

未來展望

日本清酒價格高昂，原料酒米之稻穀收

購價格平均比一般食用米高出20%以上，農民

栽種酒米可獲得更高收益。釀造清酒需具備

合適的酒米品種、釀造技術及設備，現今國內

飲用清酒風氣日益盛行，在地清酒產業持續發

展，期盼未來國內能選育出多個適合清酒釀製

之酒米品種，以提供廠商選擇，開發在地清酒

產業，提升稻米價值，增加農民收益，並促進

國內稻米產業發展。

3  本場目前選拔之酒米親本及新品系植株外觀，新品系抽穗期
延緩，植株高度及穗數皆高於親本

4  本場目前選拔之酒米親本及新品系糙米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