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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法令介紹
 「糧食管理法」：為調節糧食供需，穩定價格，

提高品質，維護產銷利益之最高位階法源；本法主

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與糧食管理有關法律：

 「食品衛生管理法」：主管機關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縣、市為縣、市政府。

 「消費者保護法」：經濟部制定，主管機關中央為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地方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標準法」：主管機關經濟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主管。

 依據糧食管理法制定「糧食管理法施行細則」、「糧
食標示辦法」、「公糧稻穀驗收標準」…等。 3



貳、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介紹
 一、稻米檢驗相關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1.稻米詞彙(CNS 13446，N 1126)

 2.稻穀(CNS 2423，N 1057)

 3.稻穀檢驗法(CNS 3493，N 4045)

 4.糙米(CNS 2424，N 1058)

 5.糙米檢驗法(CNS 3491，N 4043)

 6.白米(CNS 2425，N 1059)

 7.白米檢驗法(CNS 3492，N 4044)

 8.穀類檢驗法－取樣(CNS 13475，N 4163)

 9.稻米酸鹼值檢驗法－BTB-MR試驗法(CNS 15214，N 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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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CNS穀類檢驗法－取樣：

 單點取樣品（原始樣品）、批取樣品、檢驗室樣品、檢驗用

樣品、存檔樣品、備份樣品。

 袋件取樣－未滿十袋（件）者，每袋均須取樣。

 十袋至百袋者，隨機取十袋。

 百袋以上者，以總袋數開平方值，小數全捨。

 小包裝取樣以外包裝為單位，取樣數量同上，每件外包裝隨

機取樣一包。

 檢驗室樣品均分為檢驗用樣品、存檔用樣品及備份樣品。存

檔用樣品應密封完整，妥為存放。

 稻米取樣器具：目前以六號米刺及區段取樣管較為普遍。

 稻米分樣器具：以錐形二分器及四分器（或人工四分法）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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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介紹

 三、CNS稻米檢驗流程

 1.單點取樣品（混合）→批取樣品（縮分）→檢驗室

樣品（縮分）→檢驗用樣品、存檔用樣品、備份樣品

（稻穀800公克以上、糙、白米400公克 以上）。

 2.檢驗用樣品（稻穀做容重量測定）→縮分為分析

樣品A、B兩份各約200公克（B樣品做水分測定）。

 3.A樣品做性狀鑑定、類型鑑定。

 4.稻穀A樣品以檢視方法挑出夾雜物、發芽稻穀、破損

稻穀，糙、白米A樣品以檢視及試驗篩（孔徑1.7mm、

1.4mm）挑出夾雜物。

6



貳、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介紹

 5.A樣品約200公克（稻穀礱碾成糙米後約160公克）

縮分約100公克（稻穀為約80公克）兩份，取其中一份

分析（稻穀）、（糙米）熱損害粒、（發芽粒）。

 6.剩餘再均分至約25公克（稻穀為約20公克）分析被害粒

、異型粒、碎粒、白粉質粒、（未熟粒）。

 7.稻穀中發芽糙米與發芽稻穀合計為發芽粒、其他被害粒

與破損稻穀合計為被害粒。稻穀及糙米必要時加工成白

米檢視熱損害粒。

7



貳、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介紹

 四、CNS稻米規格
1.稻穀品質規格－稉、秈型各分一、二等兩種，圓、長糯

不分等。

2. 糙、白米品質規格－稉、秈型各分一、二、三等三種，

圓、長糯不分等。

3.短粒型米及中粒型米適用稉型規格表，長粒型米適用秈

型規格表。

4.單粒糙米品質判定優先順序：

 a.熱損害粒 b.發芽粒 c.被害粒 d.異型粒 e.碎粒

f.白粉質粒 g.未熟粒

5.單粒白米品質判定優先順序：

 a.熱損害粒 b.被害粒 c.異型粒 d.碎粒 e.白粉質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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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規定及要點
 公糧稻穀驗收標準：

 1.容重量：每公升稉穀530公克、秈穀490公克以上
（以美製Seedburo容重量測定時要將上方漏斗口與公

升容器口之距離調整為5.08公分，卸下後刮平稱重

，測定三次取其平均值）。

 2.水分：不得超過13％。

 3.夾雜物：不得超過0.5％。

 4.熱損害粒：不得超過0.5％（因微生物性熱損害而導

致米粒正常顏色變成黃色或深黃色之整粒或碎粒）。

 5.發芽粒：不得超過1％(發芽、發根或有此痕跡之整

粒或碎粒，包含腐芽粒（胚芽已變色及腐爛之米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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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被害粒：不得超過5％（因濕度、病蟲害或其他原因

而呈現出明顯損害及變質之整粒或碎粒，包括病蟲害

粒（遭病、蟲及黴菌等侵害之米粒）、胴裂粒（胚乳有

裂痕之米粒）、畸形粒（變形之米粒）及褐色粒（米粒

之表面呈褐色者）等，不包括熱損害粒。

 7.異型粒: 不得超過5％(不同類型之米粒)。

 8.碎粒：稉穀不得超過4％、秈穀不得超過8％（斷裂之米

粒，其大小為整粒三十粒之平均粒長四分之三以

下，四分之一以上者）。

 9.白粉質粒：稉穀不得超過7％、秈穀不得超過5％。

 10.未熟粒：不得超過15％。(指未成熟及（或）發育不良

之整粒與碎粒。)     

10                                                       



11

公糧濕穀品質經收規範

 夾雜物：不得超過3%，為無法通過5.66mm篩網與通過

2.83mm篩網之物質；及留存於篩網上除稻穀

以外之物質。

 發芽粒：不得超過1%，依CNS稻穀國家標準判定。

 被害粒：不得超過5%，依CNS稻穀國家標準判定。

 異型粒：不得超過5%，依CNS稻穀國家標準判定。

 未熟粒(含青米粒)：不得超過17%，依CNS稻穀國家標

準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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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檢驗)的目的及工作內容
 確保各公糧委託倉庫或加工廠（以下簡稱加工
廠）依本署各撥售作業要點及委託合約等規定，
將公糧稻穀或糙(白)米加工為糙(白)米、搗(切)
碎糙米、切碎白米或其它型態成品之碾糙、精
白及搗(切)碎等一貫、非一貫加工過程。

 確認公糧稻米委託加工成品數量及品質符合規
定之各項程序 。

 包括清點數量(包數)、抽磅重量、取樣、水分
測定、品質規格分析、開立公糧稻米檢驗報告
表及驗收證、樣品米封存 。 13



參、規定及要點

 撥售公糧稻米驗收作業須知：

 1.公糧稻米：指公糧倉庫或加工廠加工之糙米、白

米、碾碎糙米、及切碎白米。

 2.糙米比照國家標準第三等級糙米辦理。

 3.白米參照國家標準並依撥售或買賣契約辦理。

 4.熱損害粒最高限度：當期米依等級規定，前一期

0.6%、前二期1%、 前三期1.5%、前四期2%、前五期

2.5%、前六期及以上者3%。前期米指以本會撥售之

當期米為基準往前推算之各期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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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驗收經常糧之新鮮度時，以其白米之酸鹼值判定，

當期者應高於pH6.7，前一期應高於pH6.5。新鮮

度品質檢驗方法以BTB-MR多粒米試管法測定。

 6.當年第一、二期米，係指當年一、二期所生產、

經收之新穀，其撥售期間一期米由當年九月一日

至翌年二月底止，二期米由翌年三月 一日至八

月底止。

 7.應由具檢驗資格人員依礱碾通知單執行檢驗。

 8.檢驗地點：應於原加工廠為之，必要時得由分署
（辦事處）指定地點，檢驗時應會同工廠人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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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包裝時，袋口內摺並縫繫標籤，內籤縫入袋內，

外籤露於袋外，內外籤均應加蓋工廠印戳，並標

明種類別、年期別、加工日期。

 10.包裝袋嚴重破損、污染或遭蟲害者，不予檢驗，

應重新包裝後再行檢驗。

 11.米袋應堆儲光線充足及乾燥之倉庫，二袋並排

一列，縫口向外，每列堆高十袋，列間空隔一公

尺以上，以其他方式堆儲時，應不妨礙檢驗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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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糧濕穀品質經收規範

 最低容重量： 單位：公克/公升

稻穀水分 稉 秈 圓糯 長糯

24%以上～未達28% 540 500 520 490

28%以上～未達32% 550 510 530 500

32%以上~未達35%

(天候異常時適用)
560 520 54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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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別 包袋重量 食米淨重 檢查用米 合計重量
縫線
顏色

標籤顏色

50公斤裝PP編織袋 0.120 50.000 0.03 50.150 白色 1.原料糙米：
白色（稉種）、
綠色（秈種）。
2.軍糧：
粉紅色。
3.機關糧、專
案糧、學午糧、
國內救助糧、
援外糧：白色。
4.加工用米：
橘色。
5.搗碎糙米：
藍色。

50公斤裝PP編織袋
飼料米袋

0.093 50.000 0.03 50.123 白色

30公斤裝PP編織袋 0.070 30.000 0.03 30.100 白色

20公斤裝三層積層
塑膠內包袋

0.095 20.000 0 20.095 

20公斤裝PP編織外
包袋(內裝20公斤
密封包裝白米)

0.065
20.095
(含內包
袋重量)

0 20.160 白色

20公斤裝PP編織援
外及經常糧包袋

0.065 20.000 0.03 20.095 白色

1公噸裝PP編織太
空袋

2.4 1000 0.09 1002.49 白色

公糧包裝及重量 單位：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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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編織袋包裝公糧稻米之檢驗，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清點袋數：確認受檢公糧稻米數量。

（二）重量之檢驗：使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效期

內之電子磅秤，先校正衡器，並將受檢公糧稻米分

組，每組抽選三至五袋，逐袋秤量。平均重量未達

第五點規定基準者，該組視為不合格。重量以公斤

為計算單位。

（三）抽樣：以使用米刺抽樣檢驗為準。抽驗數量以該批

總袋數逢機抽取三分之一為原則。必要時，得分組

檢驗、逐包檢驗或解包檢驗之。另一公噸裝PP編織

太空袋必須逐包以六號米刺於上、中、下層，或用

區段式取樣器自袋口垂直向下取樣一點檢驗。抽樣

時先以目視進行判別，並將所抽取之所有樣品均勻

混合後，以均分器或四分法縮分。 20



（四）水分之檢驗：以校驗合格之水分測定器測定
三次取其平均值，其平均值超過第四點規定
基準者，該批（組）視為不合格。

（五）品質之檢驗：以會碾基準米樣品進行比對鑑定、
品質規格分析，品質未達第四點規定基準者，該
批（組）視為不合格。

（六）每批公糧稻米檢驗完畢後，填具樣品米品質標籤
（附表四）黏貼於樣品米袋上，並將該袋之樣品米
編號，冷藏保存至少三個月，以備查核之需。

（七）檢驗合格者，由檢驗人員或由其監督公糧業者在包
裝袋縫合之標籤上加蓋檢驗合格印戳後，交公糧業
者妥善保管，如有變質公糧業者應負賠償責任。
檢驗不合格者，原縫合標籤應當場撕毀並通知公糧
業者搬移，重新調製包裝後，再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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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包裝（含PE/NYLON/PE三層積層塑膠膜包裝）

公糧稻米之檢驗，應遵行下列事項及相關照片
（一）清點包數：確認受檢公糧稻米數量。

（二）重量之檢驗：使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效

期內之電子磅秤，先校正衡器，抽選三至五袋逐

秤量。平均淨重不符標示重量者視為不合格。重

量以公斤為計算單位。

（三）抽樣：於裝填二氧化碳靜置結塊後或包裝後抽驗，

抽樣數量為該批總袋數之開平方值，並以漏氣包

為優先抽樣對象。漏氣包數量未達應檢驗數量部

份，仍須以未漏氣包逢機取樣檢驗。抽樣時先以

目視進行判別，並將所抽取之所有樣品均勻混合

後，以均分器或四分法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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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分之檢驗：以校驗合格之水分測定器測定三

次取其平均值，其平均值如超過第四點規定基

準者，該批視為不合格。

（五）品質之檢驗：以會碾基準米樣品進行比對鑑定、品

質規格分析，品質未達第四點規定基準者，該批視

為不合格。

（六）每批公糧稻米檢驗完畢後，填具樣品米品質標籤黏

貼於樣品米袋上，並將該袋之樣品米編號，冷藏保

存至少三個月，以備查核之需。

（七）檢驗合格者，由檢驗人員按該批合格之袋數核發專

用標籤，並由檢驗人員或由其監督公糧業者在標籤

上加蓋檢驗合格印戳後，交由公糧業者將標籤以塑

膠袋包裝縫繫於專用PP編織外袋或黏貼於PE包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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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規定及要點

 公糧稻穀專倉保管作業：

 稻穀驗收標準以國家標準第一等級品質規格經收，
水分可達14％。

 自認無變質之虞者，水分得放寬至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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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規定及要點

 稻米衛生安全標準：

 黃麴毒素限量標準10ppb以下（1ppb=十億分之一）。

 赭麴毒素a限量標準5ppb以下

 食米重金屬限量標準

 1.「汞」限量標準0.05ppm（1ppm=百萬分之一）。

 2.「鉛」限量標準0.2ppm。

 3.「鎘」限量標準0.4ppm。

 農藥殘留量容許標準：204項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PesticideList.aspx?nodeID=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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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糧稻穀碾糙率作業要點

1.公糧碾糙率之試碾，每三年分別以第一期與第二期稻穀

實地公開舉行。

2.公糧碾糙率依試碾結果決定，惟稉稻穀不得低於百分之七十

七點一五，硬秈及軟秈稻穀不得低於百分之七十五點一五。

3.鑑定稻榖每公斗容重量，應將稻榖離斗口十二公分之上方，

平均以六秒時間倒入斗內，平斗後再予秤量其重量。

4.公糧委託倉庫應繳公糧碾糙率為前點之稻榖礱碾糙米百分率

除以百分之一百點零四。

5.超過公糧碾糙率部分，由委託倉庫自行處理，惟不得堆置在

糧放置處所或以公糧袋包裝，並應於每期稻穀全數碾製並驗

完成後十日內處理完畢，違反上開規定經分署限期改善，屆

仍未改善者，該批稻米統歸本會處理，公糧委託倉庫不得異

議。 33



 收購天然災害稻穀作業要點

一、 收購標準：

 1.容重量：

 稉種稻穀一公升容重量未達五三０公克。

 秈種稻穀一公升容重量未達四九０公克。

 圓糯稻穀一公升容重量未達五一０公克。

 長糯稻榖一公升未達四八０公克。

 2.水分：不得超過13％。

 3.夾雜物：不得超過1%。

 4.衛生要求：不得有腐敗、變色、異味、

污染、發霉或含有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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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稻穀加工之糙米品質驗收規格及作業:

 驗收規格：

1.水分不得超過百分之十四點五。

2.夾雜物不得超過百分之零點五。

3.其他規格項目，包括熱損害粒、被害粒、異型

粒、碎粒、白粉質粒及未變糯粒等，則必須符

合其原收購災害稻穀品質。

 驗收作業：

1.加工前，應先由分署人員均勻抽取稻穀樣品，

混合後於分署檢驗室碾成糙米，分析品質規格

與製作報告，並保留樣品以做為加工後驗收糙

米之比對樣品。經驗收合格者，加蓋檢驗合格

章戳。

2.加工之災害糙米應於包裝袋縫繫黃色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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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售各項公糧品質規格標準、及儀器介紹：

1.軍糧：白米CNS稉型二等標準。

2.學校午餐、專案糧及機關學校員工食米：

白米CNS稉型二等標準、糙米CNS稉型三等標準

（機關糧秈白二等、秈糙三等）。

3.釀酒糧：糙米CNS稉型三等標準。

4.米製品加工用米：白、糙米均為CNS稉、秈型三等標準。

5.糧食人道援外食米：白、糙米均為CNS稉、秈型三等標準。

6.飼料米：為搗碎糙米依「辦理稻米撥作飼料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搗碎率95%以上、不得有發酸、發霉、

變質、結塊或嚴重蟲蛀情形）。

註：軍糧、學午糧、專案糧、機關糧、米製品加工用米之白

米碾白米率均為稉白85%、秈白86%。援外糧之白米碾白

米率為稉白87%、秈白8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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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量：一公升容量之重量。

5.08cm

漏斗高度與公升容器頂

端之距離維持5.08公分

關上活門倒入米樣打開活

門讓所有米樣落入下容器

，多餘掉入承接米盤。

以刮板迅速刮平公升容器，

再移動漏斗。

以天平測定公升容器內樣

品重，即得一公升樣品之

容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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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一公斗。

 稻穀離斗口12
公分處，6秒
倒入斗內。

 滾棒水平刮平
斗口後，秤量
即為一公斗稻
穀容積重。

 不要搖晃震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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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化學檢驗方法介紹
一、稻米之主要成分及品質：

1.澱粉：直鏈性澱粉與支鏈性澱粉，直鏈性澱粉含量

越低，黏性越高。

 在來米、秈米：高直鏈性澱粉（＞25﹪）。

 稉米：低、中直鏈性澱粉（12－25﹪）。

 糯米：0－5﹪直鏈性澱粉。

 良質米：直鏈性澱粉低於20﹪，一般白米宜小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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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化學檢驗方法介紹

支鏈性澱粉

直鏈性

直鏈性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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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蛋白質：四種儲藏性蛋白質

 一般以粗蛋白質含量為主。

 糙米蛋白質中必需氨基酸比率較其他禾榖類佳，與燕
麥同屬於優良榖類蛋白質來源。

 白米蛋白質含量與食味評價值呈負相關，含量超過

9﹪以上，會造成食味品質劣化。
3. 脂肪質：甘油醇與脂肪酸

 糙米中必需脂肪酸含量高，營養品質良好。

 脂肪酸是米粒「酸度」的最主要因子。

 不飽和脂肪酸高之種子容易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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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礦物質與維生素：鎂、鉀、鈣……….

5.酵素、核酸等具有生化活性之大分子

 與種子之「生理活性」相關，可表現出種子壽命。

6.上述各主要組成分在榖粒中之分佈

 除澱粉外、其他成分幾乎都是由外向內含量依次遞
減，以糊粉（糠層）中含量最豐富。澱粉含量則由
外向內漸增，白米中仍含有相當的蛋白質與少量脂
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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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稻米新鮮度酸鹼值檢驗法
（BTB-MR多粒米試管法）：

 試劑配法：以 0.15g Bromthymol Blue（BTB）加
0.05g Methyl Red（MR）溶於100ml 95%的乙醇中配
成原液，置於深棕色瓶中，保存於冰箱中備用(原液)。

 檢驗方法：

 1.取原液以蒸餾水稀釋50倍作為試劑（即取1ml原

液加蒸餾水至50ml）。試劑以當日使用為原則。

 2.取白米樣品3克置於45ml試管中。

 3.以量筒量取稀釋50倍之試劑30ml，加入試管中。

 4.蓋上蓋子，以手腕力量上下顛倒試管五次（來回

算一次）。

 5.靜置試管5分鐘。

 6.將試管墊於白紙上，反應溶液與標準色卡比對

判定酸鹼值。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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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糯米與非糯米判別方法：
〈一〉原理：糯米與非糯米(粳米、秈米)之澱粉

組成不同，糯米之澱粉大多由支鏈

性澱粉組成，其直鏈性澱粉含量一

般僅為0%~2%，非糯米之直鏈性澱粉

含量則較高。利用二者直鏈性澱粉含

量不同及直鏈性澱粉與碘液呈藍色反

應之原理，可判定糯米與非糯米。

非糯米於碘液呈紫藍色，

糯米於碘液呈茶褐色。

與梗、秈米之澱粉組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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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白米、切半糙米。

〈三〉設備：100ml量瓶，培養皿或燒杯，

電子天平。

〈四〉試劑配法：

1.將2g碘化鉀放入100ml量瓶中加入適量蒸餾

水使其溶解。

2.再溶入0.2g碘，添加蒸餾水至100ml，此即

為碘原液。置於棕色瓶中，保存於冰箱，

用期限為一個月。

3.使用時取原液以蒸餾水稀釋10倍作為試劑

，並限當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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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驗方法：

1.樣品米粒置於培養皿或燒杯中。

2.以滴管加入適量試劑稍加搖動，靜置三分鐘。

3.觀察米粒顏色變化，呈紫藍色者為非糯粒，

呈茶褐色者為糯米。

注意事項：

1.判斷糙米樣品時，因糙米之糠層顏色會影響顏色

之判斷，因此須先將糙米粒由中間橫切，再加入

碘溶液，由橫切面處判斷顏色變化。

2.試劑一次不要加太多，以免顏色過深影響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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