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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酵與釀造的意義 將稻之外殼部（所謂的粗棟）取除 且主

會品加工的過程中，由於受到微 即得糙米，將越米以碟米機碟白，將
發
酵

生物產生的酵素或原料本身所具酵素 果皮、種皮、糊粉層與胚芽碟成米線
紅巳t有

理
的作用，有機物（即食品加工用原料） 而與胚乳分離，即得白米，精米程度

會逐次被分解而轉變成f區分子化合物 通常以碟白收率表示，碟白收率（%）

，而賦予製品良好風味，有時也產生 二白米重量(kg）／糙米重量(kg) x 100 0 

各種目的物質，即稱為發酵（fennen- 精白米簡稱白米，其碟白收率91-92%

ta ti on）。發酵原係指碳水化合物之變 ，七分白米為 93-94% ，五分白米為 95

化（分解）過程，但廣義上並不單指以 -96% ﹔胚芽米則為僅去除棟層（果皮

碳水化合物為材料，舉凡蛋白質、脂 、種皮、糊粉層）而仍保留胚芽和胚乳

肪及其他物質的分解現象包括在內， 都作為可食部的米，碟白收率的 95%

均稱為發酵。而以發酵原理製造酒、 。糙米中的合 75% 的澱粉，為釀成酒

醋、酒精、醬油、味嚐及醬等食品之 的主要樺源，台灣米酒屬於蒸餾酒，

工作則特稱為釀造 (brevving）。 對米精白度之要求較低，幾乎所有精

白度的米甚至糙米均可使用﹔日本清

二、米酒之釀造與發酵管理 酒不經蒸餾屬於釀造酒，對原料未精

（一）稻米 白程度之要求較高，一般清酒所用白

稻米依其外觀形態通常分成三種
米之碟白收率的 70% ，純米j商及吟釀

酒用白米更高達的 50% 。
：＠糗稻：米粒呈圍狀的短拉種，又

稱目本型（Japonica) ; ®牙山稻：米粒呈 （二）米酒之提成輝、玉皇

細的長粒種，又稱印度型(Indica) ; ® 以米為原料（使用一般米飯用蓬萊

爪哇稻：糗稻與rw 稻之中間系統，又 米即可），直接以生米狀態加水或經加

稱爪哇型（Javanica）。 水浸潰、煮熟成飯後，接入含有徽茵



（通常為根徽屬﹔間也opus）及酵母菌（

通常酵母菌屬﹔ Saccharomyces）之種

棚，先利用微茵產生之酵素將米或飯

中所舍之澱粉進行液化、糖化作用生

成單槍或雙塘，接著酵母茵利用所生

成之槍實為營養源行無氧代謝而生成

酒精，將所得j商 tJ蒸餾’調整餾出液

之酒精濃度至 20-25% ，加以充填、

密封，即成一般之米酒製品。其反應：

橄菌

mold 
( C6H100s ) n + H20 - :-• dex-
澱粉 α－amyrnse 糊糊

液化酵素

徽菌

本 mold

trin ＋丸。一一一一→ n ( C6Hu06) 
~－amylase 

葡萄糖
glucoamylase 
糖化酵素

酵母菌 酒精（乙醇） 二氧化碳
yeast 

一一一一→ 2n ( C2比OH) +2nC02 

（主）米酒之一股說淒

l改良在來法

(1）純粹培養徽茵（即回opus sp.）：洋

菜繡汁斜面培養基， 30°C ' 4-5 

目。

ο）純粹培養酵母茵（Saccharomyces 

sp.）：洋菜攔汁斜面培養基， 30

°C ' 8-10 日。

(3）碎米粉及麵粉以 7 : 1 比例混合，

殺茵後接種純粹培養之徽菌， 31

-32。C 培養 4-6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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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汁培養基殺菌後接種純粹培養

之酵母， 26-30°C 培養 4 日。

(5）製費留杯：朱棟與碎米混合殺菌後

，接種徽茵與酵母，力口水混合均

勻後捏成重約 30g 的團丸， 30-

32。C 培養的 60 小時即得白劑，

其水分的 8-10% 。

(6）取米洗漫、蒸熟。

(7）涼飯後拌入自劑，撕量的原料米

的 0.5-1.0% 。

(8）移入缸內，中央開一乳穴，覆蓋

保溫的 35。c ，經 18 小時糖化完

成，酵母作用開始發酵。

(9）的 6 目即發酵完成，期間應補原

料米 30-35% 的水調整糖度。

(10）酒膠的合 8-10% 酒精，蒸餾即

得米酒。

2. Amylo 是（工黨主產）

(1）：未如水、鹽酸（1000 : 3000 : 13) 

’蒸煮液化，即為液化膠冷卻備

用。

(2）洋菜斜面培養基上純粹培養之徽

茵（Rhizopus sp.），移植至鞠汁，

接入間歇殺茵之馬鈴薯箏， 36℃

保溫培養 4-5 目後接入液化膠中。

(3)35-40 小時後， 徽茵即生長，產

生白色菌絲， 槍分增至約 5% 。

(4）洋菜斜面培養基上純粹培養之酵

母 茵（Saccharomyces sp.），移植



至費留汁， 36℃保溫培養 24 小時 葡萄酒三種。發泡酒（sparkling ¥line) 米

接入糖分達 2-5% 之液化理賽中， 亦稱碳酸酒（c盯bonated wine）係指含有
)"@ 
且主

發酵旺盛時，每隔 3-4 小時通氣 二氧化碳的發泡性酒之總稱，製法包 葡
萄

20-30 分鐘。發酵過程中溫度上 括香檳酒式的瓶內發酵、啤酒式的發 )"@ 

升時需冷卻，不使溫度超過37°C ~ 酵槽式發酵後裝瓶及汽水式的通入二
類

之

(5）的經 8-9 日完成發酵。 氧化碳等三種。酒精強化葡萄酒（for-
瞳
if己I::. 

(6）蒸餾、調和即得米酒。 世tied ¥line）為酒精濃度較高 (16-20%) 且發主

、香味濃厚的葡萄酒，其係在發酵的 酵

、紅葡萄酒及自葡萄酒的釀造與鞏 葡萄汁中加入白蘭地，使停止發酵並
。自『

理
酵管理 經長時間時藏熟成而得之葡萄酒。 ~rt

（一）葡萄酒之三步類 成葡萄酒（缸，oma世c ¥line）乃以非發泡

依釀造方法的不同，葡萄酒可分
性葡萄酒為基礎，加入藥草、香料、

色素等製成之葡萄酒。此處僅以最基
非發泡性、發泡性、酒精強化及混成

本的非發泡性紅葡萄酒（red wine）與
等四大類（如表一）。非發泡性葡萄酒（

白葡萄酒（whi胎 ¥line）為例加以介紹
still ¥line）乃指於葡萄果汁或酒膠中添

，此二種葡萄酒之釀造工程與製程說
加酵母發酵製得之生葡萄酒，即所謂

明如表二。
之餐酒，依其色調可分由、紅及粉紅

表一 依釀造法之葡萄酒的分類

餐酒（table wine) 

非發泡性葡萄酒
自葡萄酒（white wine) 

紅葡萄酒（red wine) 

粉紅菊萄酒(pink wine) 

香檳（ch血np略ne)

發泡性葡萄酒
泡末菊萄酒（vin mousseux) 

葡萄酒 Sekt 

Spumante 

波特葡萄酒。ort)

酒精強化葡萄酒 雪利葡萄酒（she叮）

罵得拉島葡萄酒伽吋eira)

混成葡萄酒
苦丈葡萄酒（vermouth)

人工甜味菊萄酒（由1ifici叫 sweet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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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紅葡萄酒與白葡萄酒釀造製程要點之說明與比較

重點說明 紅菊萄酒（redw血e) 自葡萄酒（vvhite wine) 

原料葡萄→破碎除根→加亞硫

釀造 原料葡萄→破碎除模→加亞硫酸、補糖→發酵→ 酸→自然流出或壓榨→果汁補

工程 壓摔→後發酵→除渣→樟木桶fer 藏熟成→過搏、 糖→如酵母發酵→除渣→樟木
概要 澄清→裝瓶→fer 藏→成品 桶財聽熟成→過搏、澄清→裝

瓶→異于藏→成品

原料葫萄 完熱﹔外皮紅至黑紫色
克熱﹔外皮黃綠：使用紅葡萄
時不可使色素溶出至果汁中 4

剔除腐敗果：破碎、除授﹔自

破碎、除 剔除腐敗果：破碎、除壤，帶皮無需壓榨取汁： 然流出或壓榨取汁，儘可能減

模與壓榨 加 50-75 ppm 亞硫酸 少色素與單寧之溶出：加 50-

100 ppm 亞硫酸

菌元之製 殺菌果汁接種純粹培養酵母，於 20-25 。C 培養 2-
同左

備與添加 3 目，再擴大 10 倍培養，同溫下 1-2 日即可活化

添加 3-5% 菌元進行發酵：控制溫度（20℃）﹔不 儘可能移除果汁中所舍的蛋白

發酵之管理
使果皮等因 C02 產生而浮出液面：主發酵後已將 質、果膠等，較能製成高品質

必要之色素與單寧革出，壓持分離酒柏後移入槽 白酒﹔添加 3-5% 菌元進行發

中後發酵 酵：控制溫度（20°C)

除渣與橡木
吾吾酵後，酵母、酒石、蛋白質等沉澱於槽底，需

同左 l 財藏時間視實際情況調
縛除之，必要時可補充適量亞硫酸：財藏溫度以

桶財聽熟成
13-15℃為宜：財議時間視實際情況調整

整（一般而官軟紅酒為短）

裝瓶與fer 熹
過源、除菌：裝瓶：瓶宜橫放避免軟木塞乾燥：

同左
可長時間常聽

（二）紅葡萄酒之釀造

l 原料葡萄

，其組成分變化很大。糖分由葉子移

至果實中，其糟濃度可由 4% 增至

20-24% 之多，而使紅葡萄酒呈現紅

的顏色是來自葡萄漿果外皮的色素。

而存在於種子和外皮的單寧則是提供

葡萄酒風味中之苦味與澀味。

(1）台灣葡萄栽培品種：台灣重要經

濟栽培之葡萄品種如表三。

ο）葡萄品種特性與葡萄酒品質之關

係

葡萄植株自發芽到採收果實，每

個階段之 百期均隨品種、產地和氣使

而有所不 同 ， 葡萄漿果從成熟到採收

4 

葡萄酒之品質受原料葡萄之潛力

及釀造技術所左右 ，原料品種之選擇

十分重要。原料應於糖度充分、色調

達最高且完熟時於晴天之上午採收，



並立即運至工廠進行處理。

表三 台灣葡萄重要之經濟栽種品種

種 類 品 種 I性 狀

鮮食用早熟種 事樂但imrod seedless) 黃綠色，無種子，產量他

鮮會用早熟種 早生刊貝爾（Campbell e訂甘） 黑紫色，有種子，生長甚旺盛

鮮會用早熟種 香檳（ch血叩ion) 紫色，有種子，果穗小著色不整齊

鮮食用早熟種 六月鮮但utt叫o) 紫色，有種子，果穗中等大小酸味強

鮮會用中熟種 巨峰仕yoho) 黑紫色，有種子，果粒大，可岐穫三次

鮮食用中熱種 新玫瑰香。~eoMu目前） 果穗大型，黃色，有種子，果粒圓形

鮮食用中熟種 高砂 果穗大型，紅色，有種子，果粒長精圓形

鮮會用晚熟種 意大利。t叫iaIP65)
果穗極大型，黃色，有種子，果粒長精圓形，有
.香氣

鮮食用晚熟種 貝利 A(Muscat bailey A) 
果穗大型，黑紫色，有種子，果粒圓形，有濃重
果粉

釀酒用品種 金香(golden Muse前）
果穗中等大小，黃色，有種子，果粒長園，白酒
用主要品種

釀酒用品種 黑后(bl缸k queen) 果穗中等大小，黑紫色，有種子，紅酒和果汁用
品種

釀酒用品種 奈加拉的i唔副司）
果穗圓桂形，黃色，有種子，鮮脅和白酒用兼用
品種

果汁用品種 康可得（Conco吋） 果穗小型，黑紫色，有種子，果汁用最佳品種

2. 破碎與除硬

道至工廠之葡萄原料經計量後以

破碎降模機進行破碎與除棋，為避免

腐敗果之混入影響酒質，需預先選別

僅使用優良果加工。

3 果汁的改良

酒精濃度不超過一定限度（通常為

15。之果汁或酒膠中，通常允許添加

蕉糖、葡萄、果塘 ，其添加時機並無

限制。另亦於紅葡萄酒耳賽中添加 50-75

ppm 或於腐敗果中添加 100-125ppm

二氧化硫（以偏重亞硫酸餌 KiS20s 計

算前者 lOOL 加 10-15g ：後者加 20-

古巴），其目的：

(1）殺死野生微生物或抑制其繁殖。

(2）防止酵靠性氧化（防止褐變）。

(3）促進色素、單寧成分之溶出。

(4）凝固沉 降作用，有保持濯清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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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5）具氧化防止作用，使能正常熟成

。

(6）時藏中抑制醋酸茵、乳酸茵等造

成之腐敗。

4 葡萄酒酵母

將葡萄果汁發酵成葡萄酒之酵母

茵稱為葡萄酒酵母，通常以 Sacchar

amyc臼 cerevisiae 為主，葡萄園中之

微生物相中除此茵外，尚有其他如

血。缸-kera 司piculata 、 Candida vfd」ida 、

C扭曲，da kmsei 、且d也 membranaei三

aciens 等諸多酵母亦會進入釀造工程

。葡萄酒酵母 Saccharamyces cere叮叮－

ae 之生長除受野生酵母影響外，與葡

萄破碎、初期發酵、嫌氣狀態、酒精

及二氧化硫存在等亦有闕，其生長之

快慢影響製品風味。

葡萄酒之發酵至今仍有採用自然

發酵形式者，但一般均使用純粹培養

之優良酵母，此酵母多為耐高溫、耐

二氧化硫、發酵力旺盛之中溫性酵母

﹔另亦有使用低溫性酵母者。

5. 酒母之添加

亞硫酸鹽添加後 5-24 小時起，

添加旺盛發酵之酒呀 ， 其添加量的為

j~ 膠之 3 -5% 。 j面母之製法係將純粹

培養之酵母接種於 l,OOOmL 殺茵果汁

，於 20-25℃培養 2-3 目後，加入於

10,000mL 果汁中（二氧化硫含量 75-1

6 

OOppm），培養 1-2 日即得。

6 主發酵之管理

紅葡萄酒釀造的要點為於釀造過

程中自果皮溶出色章、單寧及自種子

中溶出單寧 o j西哥添加使隨著發酵之

開始，產生二氧化碳而使果皮（肉）浮

於液面形成厚蓋狀之果帽，此果帽易

為醋酸茵或產膜酵母等之溫床，產生

不快風味，同時也是色素、單寧溶出

緩慢之要因。為促進色章之溶出，可

使用沉降框，也可使用槳棒等每天數

次將果帽壓入液中或以抽取茉白發酵

槽干方將發酵液抽取循環使散布於果

帽表面。較先進之工廠亦有使用迴轉

式自動發酵機進行紅葡萄酒之發酵，

過去需勞力完成的膠之充填、攪拌、

發酵溫度管理、葡萄村與酒之分離、

相之排出作業等均可自動化控制，因

此亦能釀出色調良好且香氣安定之葡

萄酒。

7 壓榨與後發酵

主發酵後，巳將預定量的色幸與

單寧抽取出來，此時可將j固醇壓榨分

離酒材。將與相分離之葡萄酒移入酒

樽或酒槽，繼續後發酵至殘槍在 0.2%

(w/v）以下 ， 此期間會發生蘋果酸乳酸

發酵（malo-lactic fennen阻世on），隨著

酸味之降低副生香氣成分而增加香味

之複雜性。壓摔可使用水壓、油壓、

手動式夾層之籃型(basket可pe）壓拌機



，亦可使用兼具省力與良好拌汁效果 用自然流下浪（free run）或壓掙工程初 米

之 Vaslin 、 Willmes 、 Howard 等歐洲 期之果汁進行發酵，拌汁率的 60-75
)"@ 
且主

型壓拌機。 %＇越低者越能製得商品質葡萄酒。 葡
萄

8. 除澄 白葡萄酒用果汁通常使用 50-lOOppm )"@ 

主發酵終了後，酵母、酒石、蛋 二氧化硫。
類

之

白質等沉降於容器底部，葡萄酒逐漸 3. 果汁之沉降
瞳
if己I::. 

呈現淒清，為防止殘存酵母自家消化 二氧化硫之添加至少會使發酵延 且發主

具之發生及生物性減酸作用（蘋果酸乳 遲一目，上清液與以蛋白質、果膠質 酵

酸發酵等）或促進氧化性熟成，每年進 為主體之渣分離，僅使用上清液進行
。自『

理

行 1-2 次除渣，依需要亦可補添亞硫 發酵時，可製得質地細緻、香氣育之

酸鹽。 葡萄酒。此操作可使用高性能之自動

9 胖藏 排出型分離機。

經除渣之葡萄酒於 180-400L 樽 4 酒母之添加與發酵管理

中在 13-15℃下時藏 1-3 年，此時務 添加亞硫酸鹽後，經 5-24 小時即

必補酒至滿樽量以防產膜酵母之增殖 可添加下缸果汁量 3-5% 發酵旺盛之

。使用中空槽或混凝土槽時，熟成變 酒母，氣溫低的時期使用低溫酵母為

慢。樽內時藏終了，過塘後裝瓶時藏 宜。近年來白葡萄酒以生鮮與果香型

’瓶宜平放以防軟木塞乾燥，瓶內時 為主流，故葡萄酒廠以低溫（10-15℃）

藏時間越長越佳，通常 2-3 年。 長時間發酵者居多。將部分葡萄掉汁

（主）白葡萄酒之釀造
添加於葡萄酒之甜味補強法，可釀得

甜酸調和之果香風味葡萄酒。

l 原料葡萄及釀造概要：如紅葡萄酒
5 除法與財藏

之釀造。
第一次除渣宜儘早進行，除渣後

2. 破碎、除授及壓榨 補充適量亞硫酸鹽，並滿量時藏。時

自葡萄酒釀造之要點為儘可能減
藏溫度以 15°C 左右為宜，時藏場所

少色素及單寧之溶出，因而需儘快將
之溫度儘量減少變化 ， 以防止過度氧

果皮、種子與果汁分離。因此，造廠 化現象。
之葡萄在除去病害果、破碎後，宜立

即壓掉進行果汁發酵。提高果汁比率
（四）粉紅葡萄酒之釀造

雖然具經濟意義， 但高級酒多希望採 法語稱 vin rose ， 其係介於紅色

7 



和白色問之粉紅色葡萄酒。其可在紅

葡萄酒下缸 1-2 日後，果皮色靠一部

分溶出於發酵浪時，將果皮自發酵膠

分離而製得，也可自紅葡萄與白葡萄

之混合釀造酒製得，也可將紅葡萄酒

與白葡萄酒調配製得。

（五）葡萄白蘭地之製造

1. 概說

白蘭地(brandy）係水果發酵後蒸

餾製得的酒類之總稱，一般說「bran

dy」都指以葡萄為原料製得之蒸餾酒

，即為將葡萄酒蒸餾而得之酒精成分

裔的蒸餾酒，市售飲用白蘭地之酒精

度的 40-50% 。「grape brandy」為

brandy 之主流，以其他水果製成者均

為「fruit brandy」，需冠以該水果之

名稱以示區別。

白蘭地法國稱為 eau-de－叮e-de

叮n ，英國稱為 \Vine brandy ’美國則

稱 grape brandy F 名稱依國而異。白

蘭地之酒齡，有以星印表示者， 1 個

表示 3 年， 2 個表示 4 年， 3 個表示

5 年﹔有以文字表示者，法國AOC 規

定， vs 表示 2.5-3 年， V.S .O.P. 3-4 年

' Napoleon 3-4 年， XO 6 年﹔ V=

Veηr ' S = Superior ' 0 = Old ; P= 

Pale ' F = Fine ' X = Extra o 但是這些

表示方式依公司而異，幾乎巳近於亂

用，大多失去其意義 。

8 

2 原料葡萄之品種

與葡萄酒一樣，白蘭地的品質亦

為原料葡萄之品質所影響，故原料之

選擇十分重要，與葡萄酒不同處，宜

選用酸味強、糖分低之原料葡萄，一

般而言以酸 1% 以上、糖分 18-19% 者

為佳。

3 葡萄之壓榨、發酵

原料葡萄破碎後以壓拌機拌汁，

不強力壓掉，步留以 55-60% 為宜，

不使用亞硫酸鹽，添加酵母後於 20-

30°C 發酵，不除渣直接發酵。

4 蒸餾

蒸餾速度與蒸餾液之分割等均會

影響製品之品質，故蒸餾為白蘭地製

追上的重要工程。蒸餾機有傳統所用

的權蒸餾器印ot s世11）與英國專利蒸餾

器印a胎nt s世1）兩者。罐蒸餾器所得者

品質較佳，其有直九與間接加熱兩種

方式，銅質者最好，亦有使用不錚鋼

材質者。通常進行二次蒸餾， 2,000L

蒸餾器內置 1,000L 葡萄酒膠粗餾 10

小時可得 330L 酒精濃度 25% 左右之

洒淚﹔第二次蒸餾時去除少量初餾液

，收集中間餾出浪的可得 125L 酒精

濃度 68% 左右之無色透明蒸餾酒浪

(spirit）。初餾j夜與後餾液可合併而方去

下次葡萄酒粗餾前回加於其中。

5 貝于藏與熟成

蒸餾酒液~~藏於容量 200-400L



的橡木桶最佳，的 5 年即得製品，唯
（六）葡萄酒之成3

高級品時藏 25 年以上。有時亦易以

數十年時藏之酒混合調配酒齡短之新 我國並未對葡萄酒訂定國家品質

酒，調整成各種性格之製品。 或衛生標準，唯其為國際性產品，一

6. 克填、製品 般而言，其成分如表四。我國降了甲

充分熱成之酒加水調整酒精濃度
醇、鉛（重金屬）、二氧化硫等與食品

，並以焦塘等調整色調，經過濾、裝 衛生直接關連性較大的成分外，其他

瓶即得製品。
品質之標準尚未訂定。

表四 葡萄酒（含紅、白葡萄酒）之成分與含量

成 分 合 量

乙醇（e血anol) 90-140 g/1,000 mL 

甲醇（methanol)
25-300 mg/1,000 mL （我國葡萄酒 3,000mglL 以下，其他酒類

1,000mg/L 以下））

甘油（glycerol) 3-10 g/1,000 mL 

異戊醇（isoamyl alcohol) 20-340 mg/1,000 mL 

2,3－丁二醇（2,3-bytan ediol) 300-800 mg/1,000 mL 

總酸（total acids) 0.5-0.8% 

酒石酸（t祖t叮ic acid) 1. 7-3.0 g/1,000 mL 

頻果酸（rr叫ic acid) 0. 7-3.0 g/1,000 mL 

乳酸（lactic 前id) 0.10-2.0 g/1,000 mL 

檸檬酸（citric 前id) 0.02-0.5 mg/1,000 mL 

pH 2.9-3.6 

總二氧化硫（tot叫 S02) 50-300 ppm （我國規定水果酒含量為 250 ppm) 

總動（total phenol) 自 180-700 mg/1,000 mL ：紅 1,800-4,000 mg/1,000 mL 

殘糖（residu叫 sug訂） 白 4-60 g/1,000 mL ：紅 2-6 g/1,000 mL 

四、結語

酒之諺：『酒乃百葉之長』、『

酒為掃時憂愁的玉帶』、『酒有百害

分，因此酒類工業有其研究發展的必

要性。釀酒可說是科學與藝術結合的

學間，選擇適當的廠地，學習精湛的

技藝，透過完善的行銷策略 ，將是通而無一益』、『酒為最美味的藥』、

『酒為最具樂趣的食品』、『酒為最

有價值的飲料』’ 飲酒與生活密不可

往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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