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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米】
                                      ▌許志聖、鄭佳綺

壹、前言　

( 一 ) 稻作栽培概況

稻為禾本科稻屬的禾榖類作物，在亞洲型稻 Oryza sativa可分

為秈稻、 稻與爪哇型稻，臺灣栽培的稻作除花蓮縣光復鄉的光復

香糯與南投縣仁愛鄉的伊娜谷香糯米為爪哇型稻外，以 稻栽培面

積約占總栽培面積的 88％最多，秈稻栽培面積約占 7％，糯稻栽培

面積約占 5％。而位於亞熱帶的臺灣，先民為避免每年 1~3月的低

溫寒流、5~6月的梅雨及 7~9月的颱風的危害，將臺灣的水稻分為

第 1期作與第 2期作栽培，另外也有因灌溉水源而輪作產生的中間

作水稻栽培，使得臺灣水稻呈現栽培多樣化的型態。水稻生長的適

溫依生育期而不同，通常介於 20 ~ 30℃間，但在品種改良的大幅進

展下，水稻忍受高、低溫的臨界溫度不斷擴增，以幼苗期忍受的低

溫而言，在流水灌溉的保溫情形下，臺灣 稻可忍受 10℃以下低溫

約 7天，使得水稻栽培時期的調整更添加靈活性。99年臺灣全年栽

培面積為 243,862公頃，糙米產量達 1,167,972公噸，其中 1期作及

2期作栽培面積分別占全年作之 57%及 43%，但由於第 1期作的產

量較高，所以在糙米產量則 1期作及 2期作分別占全年作之 66%及

34%。

( 二 ) 稻米外銷現況

世界各國基於對該國農民的保護，通常會限制農產品的進口；

但對該國的消費者而言，生產量較少的農產品則希望能開放進口，

所以各國政府對農產品的貿易都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糧食作物的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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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更是如此。稻米的貿易依輸出產品型態可分為碾製米（糙米、半

碾白米、碎米等）、米榖粉、穀類粒片、穀類澱粉、穀類調製品等。

若以碾製米而言，臺灣稻米的外銷可分為出口與人道救援兩種，人

道救援視國際情勢與救援國的需求而定，如：90~91年輸往非洲若

干國家即是；出口也受國際糧食生產的豐欠而有不同，如：97年受

世界糧荒的影響，我國的餘糧出口創下 92年的最高量 33,855公噸，

主要出口國為澳洲，而 92~96年以日本為主要外銷市場，近 3年來

則以香港為主要市場，且有持續增加的現象，98~100年的出口量分

別為 230、333及 532公噸（表 1）。

表 1  98 ∼ 100 年我國稻米及其加工品出口量（公噸）

國家或

地    區

100年 99年 98年

碾製米 榖粉等 碾製米 榖粉等 碾製米 榖粉等

美國 40 2,518 42 2,273 12 2,217

日本 217 1,305 0 1,278 108 1,354

香港 532 434 333 485 230 345

澳洲 336 408 275 440 104 445

貳、稻米外銷品種及栽培管理

( 一 ) 外銷品種特性

我國自 80年代推動良質米推薦品種與單一品種小包裝後，以

單一品種為訴求的方式逐漸被重視，出口的稻米也改變傳統的混合

米狀態，取代以良質米品種為出口，但在商場上以利益為導向的基

本原則下，仍有非良質米的混合米出口。全球具有與國人喜食稻米習

性的地區僅日本、韓國及華人地區，所以目前較受國人喜愛的品種如：

臺 9號、臺農 71號、高雄 139號、高雄 145號、臺 16號等品

種也是出口的主力品種，此等品種具有晶瑩剔透的白米外觀與香黏

可口的口感，惟仍需要優質的栽培方法才能生產出優質的稻米。



6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特刊  第 112 號

( 二 ) 栽培管理要點

稻米的品質則受到生產時期的品種、產地、氣候、期作、栽培

方法、病蟲害、農藥使用、收穫與調製時期的乾燥、碾製等影響。

因此在選定優質稻米品種後，仍需有優質栽培法相配合，優質的稻

米栽培法包含下列各項：

1.培育優良地力：栽培良質米首重地力培育，地力高低影響產量及

品質。

2.育成強健秧苗：強健的秧苗可減少缺株，減輕移植傷害及低溫等

不良環境之影響，且成活迅速、生長旺盛，確保初期分蘗，進而

促進抽穗整齊，於產量及品質上助益甚大（圖 1）。

3.做好整地工作：前期作收穫後應即行粗耕、翻犁、曬田，以提早

促進土壤風化，並於插秧前灌水與施基肥，隨即進行第二次耕耘

並用蓋筒蓋平。

圖 1  強健秧苗減輕移植傷害，有助於產量與品質 (許志聖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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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合理化施肥的良質栽培奠定優質稻米的基礎 (鄭佳綺攝 )

4.做好插秧工作：插秧工作之良劣，初期影響水稻之成活及單位面

積株數，後期影響抽穗及成熟整齊度，因此必須掌握插秧適期、

力行淺植、採用適當栽培密度與南北走向、做好秧苗健康檢查等

工作。

5.做好雜草防除與福壽螺防治工作：臺灣的田間雜草生育旺盛，與

作物競爭水分及養分，且易滋生病蟲害，影響稻米品質及產量甚

鉅，而福壽螺啃食稻株，影響產量，應依照「植物保護手冊」所

推薦藥劑與方法審慎使用。

6.做好合理化施肥技術：參考田間土壤檢測結果，並依據稻株生長

發育需求的合理化施肥技術不但可以增加產量，而且可以提高稻

米品質（圖 2）。

7.強化灌排水管理：依據水稻生育階段對水分的不同需求而調整灌

排水的方法，不僅可以節省用水量，又可提高養分的有效性及稻

根的活性，而使生育健旺，具有增產及改善品質之效果。

8.觀察並辨明田間病蟲害發生種類與狀況，依照「植物保護手冊」

所推薦藥劑與方法做好病蟲害防治工作。

9.掌握收穫適期，做好乾燥等調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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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稻米主要外銷國檢疫規定與用藥容許 

( 一 ) 稻米出口的相關規定

我國在民國 87年針對稻米等糧食作物的產銷管理訂定「糧食管

理法，目的在調整糧食供需，穩定糧食價格，提高糧食品質，維護

生產者與消費者利益。此法第 7條規範政府為國家糧食安全，得予

限制糧食的自由輸出、入，並由主管機關公告，因此我國於 98年起

實施定期定價的出口總量與價格的管制，如：在 99年 1月至同年 7

月 31日間的出口總量為 5千公噸，且離岸價格需在每公噸 1,100美

元以上方能出口，但自 99年 11月至 100年 6月 30日僅規定出口總

量為 3萬公噸，價格則無規定，之後則無相關規定之公告。糧商業

者辦理稻米出口需向農委會辦理「稻米出口同意文件」，並在同意

文件核發後 2個月內出口，否則將暫停期出口申請 1年。在稻米輸

出種類與型態的多樣化下，政府對試驗用、新品種、取得品種權的

稻米的出口有相關之規定，可查詢農糧署網站之「稻米出口同意文

件核發要點 (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asp?CatID=311)」，或

洽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糧食產業組，電話：（02）2393-7231。

( 二 ) 稻米外銷國檢疫規定

通常外銷時，由出口商向輸入國政府植物檢疫單位洽詢該國植

物檢疫規定，並依輸入國植物檢疫規定，向防檢局基隆、新竹、臺

中或高雄分局申報輸出檢疫，經檢疫符合輸入國檢疫要求者，則核

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相關訊息可查詢防檢局對外貿易植物檢疫

查詢系統 (http://192.192.148.121/coa/hotnews_idx.php)。若干國家對

稻米輸入要求燻蒸證明（若包裝或堆置板為木材材質則一定需進行

燻蒸），則需至各分局或其認可之燻蒸場所進行相關燻蒸作業與核

發證明，方可放行。由於各國檢疫規定隨著新病蟲害而更動，因此

在正式外銷前宜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檢疫組

再次確認，電話：（02）2343-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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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農藥殘留容許量

食品安全是各國常使用之技術貿易壁壘措施，各國制訂之農藥

殘留量不同，在進行田間用藥管理時，應參考各國公告資料。稻米

外銷以輸往日本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最為嚴苛，於申請「稻米出口同

意文件」時，應檢附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五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驗證通過或符合日本農藥殘留檢驗新制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肆、外銷稻米收穫後處理與包裝

優質栽培的水稻收穫後，於乾燥中心或碾米商業者進行乾燥作業，乾

燥至 14.5±1度水分含量所得的稻米品質最佳，乾燥後的稻穀可暫置於低

溫冷藏桶以 15~18℃的溫度貯藏以待碾製。

1.碾製作業：糧商業者可針對出口國業者的要求，以一貫化稻米碾製機械

進行不同程度的碾製（圖 3），稻米依碾製程度的不同大致可分為糙米、

胚芽米、完整白米、碎米等，每個種類可依不同的碾製程度加以區分，

如國際通用含 5％碎米的泰國米（Thai rice 5% brokens）。

圖 3. 稻穀經一貫化碾製機進行不同程度的碾製 (許志聖攝 )



10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特刊  第 112 號

圖 4. 小包裝米需裝箱便利搬運 (億東公司提供 )

圖5.30公斤裝的稻米放置於堆高板直接裝櫃(億東公司提供)

圖 6. 裝箱完成後的稻米依其體積進行裝櫃

     ( 壽米屋公司提供 )

2.包裝作業：在一貫化作業機

械的操作下，碾製完成的稻

米可直接進行包裝作業，包

裝量與包裝方式均可依據出

口國業者的要求進行包裝，

包裝量由小包裝的 300公

克至大包裝的 30公斤，包

裝方式有真空包裝、脫氧

包裝、充氮包裝、自然包裝

等，不一而足。

3.裝箱（袋）作業：一定數量

小包裝的稻米將進行裝箱作

業（圖 4），3~5公斤裝的

稻米則進行裝袋作業，30

公斤裝的稻米則直接進行裝

櫃（圖 5）。

4.裝櫃：裝箱（袋）完成後的

稻米進行裝櫃（圖 6），貨

櫃通常採 20公噸規格，為

便利搬運，糧商業者通常以

堆置板與堆高機進行搬運。

伍、稻米外銷遭遇瓶頸與未來展望 

( 一 ) 稻米外銷存在問題

1.我國稻米生產成本過高：98年我國每百公斤稻穀生產成本高達 48

美元，比較國際糧農組織 2009年資料，同年日本每百公斤稻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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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成本 36美元，較我國為低；而生產成本高於我國的僅有衣索匹

亞、幾內亞比索、吉爾吉斯、馬拉威等生產環境差、單位產量低

的國家，此種高成本造成外銷上的阻礙。

2.國內並無足以代表我國稻米特色的品種或栽培產品共識：稻米輸

出國通常以該國特色的稻米產品為出口物，如：泰國輸出以茉莉

香米為大宗、印度與巴基斯坦輸出以 Basmati香米為主、日本以

越光為該國代表品種等，國內在品種與栽培特色均無法凝聚出足

以代表台灣特色米的共識，在國際行銷賣點缺少說服力。

3.缺乏對外單一貿易媒合窗口：目前稻米的出口由各米商業者或貿

易公司與國外公司直接交易，在無足以代表臺灣特色米的共識

下，國外業者具有較佳的買方優勢，在規格與價格均可以進行大

幅度的殺價與要求，業者若依其方式，利潤有限；若不依其方式，

以劣等米出口，影響我國商譽。

( 二 ) 未來展望

世界各國對糧食的貿易大都抱著嚴謹的態度、靈活的彈性進

行，但在烏拉圭回合談判後，各國被要求擴大農產品市場開放程度，

大農國家挾其低成本等優勢對開發中國家形成威脅，部份國家只能

採農藥殘留容許量、基改作物、品種權、病蟲害檢疫等措施作為技

術貿易壁壘的守勢方針，而在出口的攻勢作為則努力尋求輸入國需

要且具有本國特色的優質米作為工具。我國的稻米產銷在單位面積

產量增加、國人稻米消費量減少與飲食多樣化的現況，且留存有戰

備糧的考量下，糧食安全應不致出現危機。惟在稻米出口的作為較

無章法。若能結合國內優勢的稻作研發與推廣能量，生產具有臺灣

特色的優質稻米，建立對外單一貿易媒合窗口，鎖定華人優勢的國

家或地區行銷，或能再創我國稻米外銷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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