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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累積生育度數估測水稻品質及收穫適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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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杏芳、羅正宗、陳榮坤。2021。利用累積生育度數估測水稻收穫適期。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研究彙報 77：1-12。
水稻傳統以計算插秧或移植後天數來決定施肥及收穫的時間點，但其發育情形往往因品

種、氣候等因素而有所改變，以插秧後天數無法精準代表生育期。根據研究指出生育度數

(Growing Degree Days, GDD) 對作物生長發育的相關性可達 95%。本研究藉由抽穗後不同收

穫時期的生育度數與糙米外觀品質的變化，探討水稻主要栽培品種「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之最適收穫時期。試驗結果顯示，此三品種隨著抽穗後生育度數

增加，其糙米完整米率有隨之增加的趨勢，後期胴裂粒率增加，導致糙米的完整米率下降。

根據抽穗後生育度數與糙米的完整米率之結果，得到其回歸模式，由此模式顯示一期作「臺

南 11 號」、「臺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分別於抽穗後生育度數 733 度日、671 度日

及 649 度日為最佳收穫時期；二期作分別於抽穗後生育度數 718 度日、785 度日及 613 度日

為最佳收穫時期。過早收穫未熟粒率高，適時收穫才能獲取最高糙米完整米率，獲得最佳稻

穀品質。

現有技術： 現行臺灣水稻收穫時期判斷主要採計算生育日數及穀粒外觀判斷為主。

創新內容： 利用水稻栽培品種「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不同

收穫時期糙米外觀品質之變化及累積生育度數，以判斷最佳收穫時期。

對產業影響： 以生育度數判斷水稻「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

最佳收穫期，以獲取最佳稻穀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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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稻是臺灣最大宗的農作物，據農糧署統計，109 年水稻種植面積達 27 萬公頃，占所

有短期作物的 56% 以上；為確保糧食生產質量，適時的收穫才能確保稻穀的產量及碾米品

質。稻農常因擔心霪雨、颱風、豪雨等氣候影響，為避免受災導致損失而選擇搶收，不但容

易造成聯合收穫機競搶、缺工現象，也因會提早收穫導致未熟粒率及穀粒水分含量過高，烘

乾時間變長，導致收購價格降低，農民收益減少。此外，根據農糧署公糧稻穀驗收標準，以

及糙米國家標準 (CNS)，三等米之規格的未熟粒不得超過糙米總重 20%，未熟粒是指未成熟

或發育不良之整粒及碎粒，包括白粉質粒、青米粒。農民青割搶收，會因為未熟粒率過高，

而無法達到公糧收購標準，得不償失。

稻穀的碾米品質主要是由碾糙率、白米率及完整米率所決定 (6)。當稻米的完整米率高

時，外觀整齊劃一，烹煮後口感均勻，較受消費者青睞，因此完整米率的高低是決定稻米商

品價值的主要因素。提高碾糙率、降低碎米率即是確保完整米率的兩個主要方向。影響碾糙

率的因子很多，除了因品種本身特性如米粒長短、形狀及稻殼之厚薄等，亦受外在因素影 
響，如氮肥施用量、稻穀成熟期的溫度、收穫時期、收穫後乾燥、儲存及加工方法 (6,8,9,20) 

等。碎米粒的產生常是起因於有裂縫或稱之為胴裂的穀粒，在碾除穀殼或磨除糠層的過程中

受力破碎而形成碎米，胴裂情況可歸類為三種，即單一的橫斷、多條的橫斷、經度的或不規

則的 ( 有或沒有橫斷 ) 裂縫，因此胴裂粒率被視為判斷稻米品質的指標之一。在日本，分別

發現具有抗胴裂的稉稻與秈稻，且此為可遺傳之性狀 (25)，因此，育種家利用晚收穫、過度

乾燥或是反覆乾燥 - 吸水等方法 (16)，促進胴裂發生，進而選育出抗胴裂的品種。

根據 Russelle 等人的研究指出生育度數 (Growing Degree Days, GDD) 對作物生長發育的

相關性可達 95%(24)，以生育度數來預估作物生育期及生長狀況，較傳統生育日數法，準確性

更高，現今已被廣泛應用 (7)。本試驗以收穫時相對應之生育度數代表不同成熟時期，探討抽

穗後不同成熟時期與糙米之完整米率的關係，作為判斷收穫適期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與地點

本研究於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嘉義分場試驗田區進行試驗，本試驗自 107 年二期作至

108 年一期作，共進行 2 個期作。以「臺南 11 號」(TN11)、「臺南 16 號」(TN16) 及「臺

中秈 10 號」 (TCS10) 為試驗材料，插秧日期請參見 ( 表 1 )。
二、田區設計

各期作田間試驗皆採完全隨機設計 (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 CRD)，三重 
複，每試區面積為 540 × 360 公分，栽植密度為 30 × 15 公分，四周保護行為 5 行，每 4 
株 ( 2 × 2 排列 ) 為一取樣單位，每個取樣單位間隔一行及一列作為區隔，每重複有 15
個取樣單位，3 個重複共 45 個取樣單位。

三、調查內容

(一) 生育度數

於分場試驗田區的農業氣象站每日收集最高溫及最低溫等氣象因子之觀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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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抽穗後至收穫期間的累加測值。生育度數 (GDD) 的計算公式如下 (19)：

其中 Tmax 為每日最高氣溫，Tmin 為每日最低氣溫，Tb 為生長發育臨界溫 
度，當溫度低於 Tb 時，作物生長發育停止，本試驗依據 Nagata 等人的研究設定水

稻的臨界溫度為 10℃ (21)。計算抽穗後至收穫期間的累加值，即為該時段的生育度

數。

(二) 抽穗期調查

抽穗是指穎花之稃尖露出劍葉鞘的時期或狀態，分蘗長出可以充實的稻穗，可

作為產量構成因素之一者，稱為有效分蘗，分蘗不能長出穗或出穗不良者，稱為無

效分蘗。當 50% 的有效分蘗已抽穗，即為該取樣單位的抽穗期，分別調查每個取

樣單位之抽穗期。各品種之抽穗期請參見 ( 表 1 )。
(三) 稻穀水分含量

自抽穗後 20 天起，每隔 1 ～ 3 天以人力割取 3 個取樣單位，逢機取穀粒 30 
粒，以米麥單粒水分計 (model PQ-520, Kett Co., Japan) 量測濕穀之水分含量。

(四) 稻穀乾物重

收穫後之稻穗置入循環式烘箱 ( 正上儀器 )，以 42℃烘乾至稻穀水分含量為

13 ～ 14%。脫粒風選後隨機取 1,000 粒，利用烘箱以 80℃烘乾 48 小時，秤重測得

稻穀乾物重。

(五) 碾糙率

碾糙是指將稻穀的穀殼脫除後獲得糙米的過程，碾糙率是指糙米占稻穀重量的

百分比，故分別將脫粒風選後之穀粒及碾製後之糙米秤重，計算之。碾糙率計算公

式如下：

糙米重
× 100%

稻穀重

(六) 未熟粒率

未熟粒率是指未熟粒重占糙米重量的百分比。未熟粒係未成熟或發育不良之整

粒及碎粒，包括白粉質粒、青米粒。以人工去除碎米粒、未熟粒並分別秤重，計算

其比率。未熟粒率計算公式如下：

未熟粒重
× 100%

糙米重

(七) 胴裂粒率

胴裂粒率是指胴裂粒數占糙米粒數的百分比。隨機取 200 粒糙米，以糯米、白

米、糙米米粒透視器 (model TX-300, Kett Co., Japan，金震興代理 ) 目視判斷，胴裂

粒之鑑定標準是要在米粒胚乳上有斷裂紋，且斷裂紋完全橫斷者，判定為胴裂粒，

若裂紋未完全橫斷者，則不計為胴裂粒。胴裂粒率計算公式如下：

胴裂粒數
× 100%

糙米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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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糙米的完整米率

糙米的完整米率是指去除未熟粒及胴裂粒後，所得之完整糙米占糙米的百分

比。計算糙米的完整米率，並進行回歸分析。糙米的完整米率計算公式如下：

完整糙米重
× 100%

糙米粒重

表 1. 「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在兩期作之插秧日期及插秧後之

抽穗日數

Table 1. Transplanting date and days to heading of TN11, TN16 and TCS10 in two-cropping 
season.

Variety TN11 TN16 TCS10
Cropping season I II I II I II
Transplanting date Jan. 25 Aug. 3 Jan. 29 Aug. 8 Feb. 22 Aug. 1
Days to heading 92 77 84 70 88 69

四、統計分析

本試驗資料利用 R 軟體 (R 3.6.3) 進行回歸分析並繪圖，建立回歸模型，推估資料。

結果與討論

一、抽穗後之氣溫變化

水稻抽穗後的氣溫變化與稻米品質息息相關，研究指出充實期日均溫過高，容易造

成水稻最主要的供源葉片－劍葉，及穎果果皮葉綠素快速降解，導致光合作用效能降

低。此外，高溫也促進了穎果內活化氧族中的過氧化氫 (H2O2) 大量生成，導致細胞膜

脂質過氧化反應，進一步加速穎果 DNA 的分解及細胞死亡，這些生理反應干擾了水稻

最終產物－澱粉及儲藏性蛋白質的合成與累積，最終導致充實不良，穗重及糙米乾物重

下降；稻米外觀則產生嚴重的白堊質或胴裂，使得完整米率降低，死米比率增高，影響

稻米品質 (12)。高溫對稉型品種的生理傷害明顯比對秈型品種嚴重 (17)。

水稻秧苗對低溫抵抗性較弱，若遭遇生長臨界溫度 10℃以下的低溫，會出現葉片

黃化、生長遲滯及分蘗減少等現象，依據低溫程度及持續時間的不同，有不同影響程 
度，嚴重者甚至會萎凋死亡 (1)。秈稻秧苗的耐寒性較稉稻差 (14,15)，一期作秈稻要避免早

植，故一期作試驗中，「臺中秈 10號」較「臺南 11號」與「臺南 16號」晚植 3～ 4週 (表
1 )。

本試驗期間水稻抽穗後之日均溫，及「臺南 11號」、「臺南 16號」、「臺中秈 10號」

抽穗後生育度數如圖 1 所示，一期作日均溫隨生育進展逐漸上升，五月初持續一週日均

溫低於 25℃，此時，「臺南 11號」處於抽穗後 3～ 10天，「臺南 16號」處於抽穗後 7～
17 天，「臺中秈 10 號」則尚未抽穗，而在穀粒充實後期的日均溫介於 25 ～ 30℃。二

期作日均溫逐漸下降，穀粒充實後期的日均溫介於 20 ～ 25℃。兩期作所處氣候環境明

顯不同，一期作顯然較二期作處於高溫的環境下。根據前人研究指出 (2)，一期作穀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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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期溫度逐漸升高，稉稻授粉後，乾物質累積的有效充實期約為 11 ～ 13 天；二期作溫

度逐漸變低，有效充實期延長為 16 天，直線充實速率二期作低於一期作，一期作有效

充實期比二期作短，故兩期作分別進行各項比較分析。

圖 1. 水稻「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臺中秈 10 號」於一期作 (a) 及二期作 (b) 之
抽穗後生育度數及日均溫，藍色虛線為日均溫 25℃

Fig. 1. The growing degree days (GDD) and daily mean air temperature of TN11, TN16 and TCS10 
after heading in 1st cropping season (a) and 2nd cropping season (b). The blue dash line 
indicated daily temperature 25˚C

二、不同收穫期下的穀粒充實變化

為了解不同收穫期下穀粒充實之變化，所以在抽穗後 20 天起，每隔 1 ～ 3 天進行

收穫調製，比較不同收穫期與穀粒水分含量 (moisture content)、穀粒乾物重 (dry weights 
of grains)、碾糙率 (brown rice rate) 之變化趨勢。

(一) 穀粒水分含量

雨天收穫之稻穀受降雨影響，水分含量高於晴天，故排除雨天收穫之數據。抽

穗 20 天後，隨著生育度數的增加，收穫稻穀之水分含量有逐漸下降之趨勢，兩期

作的「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之穀粒水分含量與生育度

數之間呈現線性負相關 ( 圖 2a 及圖 2d)。「臺南 11 號」與「臺南 16 號」在一期作

的線性斜率數值一致，在二期作時，兩品種線性斜率數值亦相近，表示兩品種雖然

抽穗日期不同，但穀粒水分含量減少速度相同。「臺中秈 10 號」在兩期作的線性

斜率數值明顯比「臺南 11 號」與「臺南 16 號」高，這顯示「臺中秈 10 號」在田

間穀粒水分含量減少速度較「臺南 11 號」與「臺南 16 號」快。 
(二) 穀粒乾物重

抽穗後 20 天，一期作與二期作之穀粒乾物重，隨著生育度數的增加，初期有

逐漸上升之趨勢，後期隨著生育度數的增加，穀粒乾物重增加趨於平穩 ( 圖 2b 及

圖 2e )。不同期作間比較，可看出三品種在一期作之穀粒乾物重高於二期作。「臺

南 11 號」與「臺南 16 號」穀粒乾物重的上升趨勢相近，「臺南 11 號」穀粒乾物

重高於「臺南16號」，而「臺中秈10號」之穀粒充實初期，乾物重高於「臺南11號」

與「臺南 16 號」，後期上升較平緩，這表示早在試驗開始調查前，「臺中秈 10 號」

穀粒乾物質已開始快速累積，抽穗後 20 天，穀粒乾物質累積已趨於平緩。

水稻穀粒充實最主要端看澱粉累積，澱粉種類又依葡萄糖鍵結方向不同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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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鏈澱粉與支鏈澱粉，直鏈澱粉是各葡萄糖單體主要以 α (1 → 4) 糖苷鍵連接，每

個直鏈澱粉分子通常含有數千個葡萄糖單體。支鏈澱粉除了有 α-1,4- 糖苷鍵連接成

一直鏈，此直鏈上又可通過 α-1,6- 糖苷鍵形成側鏈，在側鏈上又會出現另一個分支

側鏈，形成樹枝狀分支結構的多醣。根據 Nagato 等人的研究指出 (22)，在穀粒充實

初期，秈稻品種不論在胚乳細胞增殖或是澱粉粒累積速度均高於稉稻品種，且秈稻

品種比稉稻品種更早達到穀粒成熟階段，此與本試驗結果相符，「臺中秈 10 號」

在穀粒充實初期，乾物重高於「臺南 11 號」與「臺南 16 號」。更有相關研究證 
明 (18)，秈稻穀粒澱粉累積速率高於稉稻，主要是因為秈稻的支鏈澱粉合成相關酵

素活性，在授粉後 10 天最高，支鏈澱粉合成相關基因表現量更是稉稻的數倍高，

之後逐漸下降；在授粉後 4 ～ 13 天，稉稻支鏈澱粉合成相關基因表現量緩緩上 
升，但表現量均低於秈稻，證明秈稻澱粉累積速度高於稉稻主要是因秈稻支鏈澱粉

大量合成，本實驗「臺中秈 10 號」在試驗調查初期穀粒乾物重高於「臺南 11 號」

與「臺南 16 號」，之後乾物重增加緩慢，很有可能是因為「臺中秈 10 號」在授粉

後 10 天支鏈澱粉合成相關酵素活性高，穀粒乾物質中支鏈澱粉快速累積。

(三) 碾糙率

一期作與二期作之碾糙率隨著抽穗後生育度數的增加，初期有逐漸上升之趨

勢，後期隨著生育度數的增加，碾糙率趨於平穩 (圖2c及圖2f )。「臺南11號」與「臺

南 16 號」碾糙率的上升趨勢相近，「臺中秈 10 號」之碾糙率上升較平緩。由不同

品種間進行比較，「臺中秈 10 號」碾糙率略低於稉型的「臺南 11 號」與「臺南 16
號」，主要是因稻穀粒型的緣故，秈稻細長的粒形碾糙率較低 (5)。而不同品種的稉

稻，也會因品種本身具有的特性如米粒形狀、稻殼厚薄，其碾糙率亦不同。此外，

諸如稻穀成熟期的溫度、氮肥施用量、收穫時期、稻穀乾燥、儲存及加工方法等不

同，亦會影響碾糙率 (6,8,9,20)。

三、不同收穫期對糙米品質的影響

為了解不同收穫期對糙米品質之影響，故前述碾糙後所得之糙米，繼續比較不同收

穫期與未熟粒率 (immature kernels rate)、胴裂率 (cracking rate) 及糙米的完整米率 (head 
brown rice rate) 之關係。

(一) 未熟粒率

一期作與二期作之穀粒未熟粒率隨著抽穗後生育度數的增加，有逐漸下降之趨

勢 ( 圖 3a 及圖 3d )。青米粒或未成熟粒的成因有很多，主要是因過早收穫，或因栽

培管理的緣故，導致成熟期不一致，例如：插秧過深抑制下節位分蘗，曬田過晚導

致分蘗時間延長，造成抽穗不整齊、施用之穗肥氮素比例過高等 (13)。低於 20/15℃
之日 / 夜溫可明顯造成未熟粒、青米粒、青死米粒及畸型粒比率的增加 (9)。

隨著抽穗後生育度數的增加，一期作與二期作之穀粒充實前期，穀粒未熟粒率

有逐漸下降之趨勢 ( 圖 3a 及圖 3d )。在相同生育度數下，「臺中秈 10 號」的未熟

粒率較「臺南 11 號」與「臺南 16 號」低，兩期作均有相同結果，與前述「臺中秈

10 號」之穀粒乾物質累積較快，導致其未熟粒率較「臺南 11 號」與「臺南 16 號」

低有關。

依照 CNS 糙米國家標準，三等米的未熟粒率需低於 20%，一期作「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此時的抽穗後生育度數分別為 623 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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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度日及 483 度日，此時，分別相當於抽穗後 35、35 及 25 天。二期作「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此時的抽穗後生育度數分別為 572 度日、

599 度日及 461 度日，此時，分別相當於抽穗後 40、42 及 31 天。

(二) 胴裂率

隨著抽穗後生育度數的增加，一期作與二期作穀粒胴裂率有逐漸上升之趨勢。

兩期作間做比較，在相同生育度數下，一期作的胴裂率明顯比二期作高，「臺中秈

10 號」在二期作胴裂率趨近於零 ( 圖 3b 及圖 3e )。

圖 2. 抽穗 20 天後之生育度數與稻穀水分含量 (a 及 d)、穀粒乾物重 (b 及 e) 及碾糙率 (c 及 f)
之關係

Fig. 2. Correlations between moisture content (a and d), dry weights of grains (b and e), and brown 
rice rate (c and f) in different growing degree days (GDD) during 20 days after h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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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粒充實期的天氣因素，如下雨、焚風及高溫，導致越晚收成的稻作越容易出

現胴裂米。日本有研究指出，日高溫超過 28℃，即可明顯導致胴裂率的增加 (19)。

成熟稻穀收獲時遭遇降雨，因穀粒水分含量變化大，也會提高胴裂粒的比率。而一

期作穀粒充實期 ( 五、六月 ) 之日高溫低於 28℃，108 年只有 7 天，且分布在 5 月

1 日至 5 月 8 日間，此時「臺中秈 10 號」尚未抽穗，「臺南 11 號」及「臺南 16 號」

尚處於充實初期。充實期遇高溫，使得一期作胴裂率比二期作高，這與前人試驗所

得之結果一致 (11)。此外，根據研究指出，長粒型的秈稻胴裂率較寬厚的稉稻低 (10)，

若以不同品種的秈稻作比較，可發現厚度薄的秈稻品種胴裂率較低 (25)。本研究結果

亦顯示「臺中秈 10 號」胴裂率比「臺南 11 號」及「臺南 16 號」低。

此外，收穫後稻穀水分含量變化太快或變化過劇，也容易造成胴裂發生，例如

稻穀以高溫烘乾方式急速乾燥、乾燥後稻穀含水率低於 12%，乾燥後快速吸濕等情

形，均會使胴裂粒增加 (3,4)。提早收穫稻穀水分含量高，烘乾時間延長或儲存過程

中也會因吸濕，導致規則的橫向胴裂。在栽培管理上，若在幼穗分化及抽穗期施以

適當的肥培管理，可有效減少胴裂粒的發生 (22)。

(三) 糙米的完整米率

去除穀殼、碎米、未熟粒及胴裂粒之後，即為完整糙米。隨著抽穗後生育度數

的增加，糙米的完整米率有逐漸上升之趨勢，後期隨著生育度數的增加，糙米的完

整米率逐漸下降。前期糙米的完整米率上升主要是因未熟粒率快速降低，而後期糙

米的完整米率下降主要是因胴裂率逐漸上升，使得碎米增加 ( 圖 3c 及圖 3f )。「臺

中秈 10 號」與「臺南 11 號」在一期作與二期作的表現一致，「臺南 16 號」在二

期作糙米完整米率較一期作高，主要是因「臺南 16 號」在二期作胴裂率較低，致

使糙米完整米率較高。

由回歸分析的結果推估糙米的完整米率，一期作「臺南 11 號」、「臺南 16 號」

及「臺中秈 10 號」分別於抽穗後生育度數 733 度日、671 度日及 649 度日為最佳

收穫時期，此時，分別相當於抽穗後 40、38 及 34 天。二期作「臺南 11 號」、「臺

南 16 號」及「臺中秈 10 號」分別於抽穗後生育度數 718 度日、785 度日及 613 度

日為最佳收穫時期，此時，分別相當於抽穗後 47、50 及 42 天。「臺中秈 10 號」

因未熟粒率較早趨近於零，胴裂率低，所以較另外兩品種早達到最佳生育度數。此

外，二期作的「臺南 16 號」胴裂粒發生較「臺南 11 號」晚，故最佳收穫時期較晚，

糙米的完整米率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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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抽穗 20 天後之生育度數與未成熟粒率 (a 及 d)、胴裂粒率 (b 及 e) 及糙米的完整米率 (c
及 f) 之關係

Fig. 3. Correlations between immature kernels rate (a and d), cracking rate (b and e), and head 
brown rice rate (c and f) in different growing degree days (GDD) during 20 days after 
heading

結　　論

目前農民判斷水稻收穫時期主要採計算生育日數、穀粒外觀或以未熟粒率多寡作為判別

依據。利用生育度數來評估水稻收穫適期較傳統計算生育日數法，具更高準確性。生育度數

的計算屬於非破壞性的檢測，無須反覆在田間取樣判斷穀粒成熟度，僅需在遠端計算生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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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即可判斷出水稻的收穫適期。農民可藉由本試驗結果應用於田間實務，以計算所種植品種

之收穫適期。實際應用時，可藉由中央氣象局設立的觀測資料查詢系統，查詢農地所在地的

每日氣象資料，獲取當地之每日最高氣溫及每日最低氣溫，依據生育度數的計算公式，計算

水稻抽穗後的每日生育度數並加總，即可推算該水稻於當地的最佳收穫時期，精準掌握最佳

收穫時機，獲取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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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growing degree days to estimate quality 

and optimal havest time in rice1

Lee, H. F., J. C. Lo and R. K. Chen2

Abstract

In tradition, farmers counted the number of days after transplanting the rice seedling 
to determine the time point of fertilization and harvest. However, the number of days after 
transplanting could not completely represent the growth stage.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the growing degree days has 95% correlation with crop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harvesting periods after heading and the head 
brown rice rate of rice. The goal is to find the optimal harvest time for the main rice cultivars 
‘Nardares No. 11’, ‘Nardares No. 16’, and ‘Taichung sen No. 1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ad brown rice rate of the three tested varieties increased with daily growing degree days (GDD) 
after heading. The rate of head brown rice decreased in the later growth stage due to the increase 
of cracking rate. Based on these results, a regression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head brown rice rate 
was developed. This model showed that the GDD of the optimal harvest time of the first cropping 
season for ‘Nardares No. 11’, ‘Nardares No. 16’, and ‘Taichung sen No. 10’ respectively were 733, 
671, and 649 degree days after heading. In the second cropping season, the optimal harvest time for 
‘Nardares No. 11’, ‘Nardares No. 16’, and ‘Taichung sen No. 10’ were 718, 785, and 613 degree 
days, respectively.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The current rice field management of the harvesting period in Taiwa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ount of growing days and appearance.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Changes in brown rice quality at different harvesting periods for ‘Nardares No. 11’, ‘Nardares 
No. 16’, and ‘Taichung sen No. 10’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Assist the rice field management for the optimum harvest time based on G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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