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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1 日本的法律上是如何定義清酒的呢？
在以下酒類中，酒精濃度未滿 22 度者即定義為清酒。
a.

以米、米麴和水為原料，使其發酵並過濾後的酒。

b.

以米、米麴、水，以及清酒粕等法令規定之物品為原料，使其
發酵並過濾後的酒(僅限該原料中的法令規定物品的總重量未
超過米(含米麴)的重量的 100 分之 50 者。)。法令規定之物品為，
酒精、酒母(日本傳統酒)、糖分、有機酸、氨基酸、清酒。

c.

在清酒中添加清酒粕並過濾後的酒。

Q2 酒米是否也被作為食用米呢？
日本人在食用米方面偏好黏性較強的米，但是黏性強的米在釀酒作
業上效率欠佳並不適合釀酒。因此，酒米雖然也可食用，但由於黏度
較低，實際上並不適合作為食用米。

Q3 1kg 的白米約可釀出多少清酒呢？
以純米酒來說，1kg 的白米約可釀出 2.1L 的原酒(酒精濃度 18%)。若
是酒精濃度 15%的話，約可釀出 2.5L 的清酒。
假設白米的精米步合為 60%，則糙米 1kg 可釀出成品 1.5L。

Q4 1 公頃的稻田收成後約可釀出多少清酒呢？
以酒造好適米的山田錦為例，1 公頃的稻田約可收成 4000kg 的糙米。
若在與 Q3 相同的條件下，約可釀出 6000L 的清酒。
食用米的話，1 公頃的稻田約可收成 6000kg 的糙米。

Q5 為什麼吟釀酒的原料是稻米卻散發出一股果實香氣呢？
原因並不是因為添加了果實香料。
分析吟釀酒的成份，可以了解其中富含與果實相同的香氣成份也就
是酯。這種香氣是酵母在發酵過程中形成的，條件是必須在 Sec. 8.5 所
說明的環境下進行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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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稻米栽種時期的天候對於釀酒是否也有影響呢？
當然，稻田的收穫量會因為天候而異。當稻子結穗成粒時，若該年
的氣溫偏低且日照不足，由於米中的蛋白質增加的關係，酒中的氨基
酸也會增加，釀成的酒的味道會比往年還要濃。相對的，若該年氣溫
偏高，則會形成不易溶解的澱粉結構，如此一來米粒不易溶解而產生
較多酒粕，釀成的酒味也會偏向淡麗(Sec. 8.1.3)。

Q7 麴菌是在什麼地方培育出來的呢？
在糙米上培育麴菌，使孢子附生後形成的就是種麴。種麴是由日本
幾家專門生產種麴的業者所培育，酒廠則向這些業者購買。

Q8 種麴的種類是否會影響酒的味道或香氣呢？
香氣是由酵母所產生的，基本上種麴的影響並不大。而且，在清酒
的味道方面，雖然麴所產生的酵素量愈多，米就愈容易溶解、酒味就
愈濃；但是，就酵素量與酵素的均衡層面來看，比起種麴的種類，造
成更大影響的可能是麴的製作方法。

Q9 聽說麴菌也是黴菌的一種，是否安全呢？
麴菌的近緣種中有一種黃麴黴菌，會產生一種叫做黃麴毒素的黴菌
毒素，所以麴菌也曾經被懷疑是否也有產生毒素的可能。但是，早已
確認日本所使用的麴菌中並未含有可能產生黴菌毒素的成份。並且，
最近的運用基因進行研究的結果中，也證實了麴菌裡缺少可以產生黴
菌毒素的基因。

Q10

為什麼清酒的酒精濃度會高於葡萄酒和啤酒呢？

酒精濃度幾乎是取決於剛開始發酵時的糖份濃度。剛開始時的糖份
濃度若高，則酵母的活動將受限制，例如葡萄酒和啤酒的糖份濃度一
開始就偏高。相對的，清酒的麴酵素所帶來的澱粉糖化作用，是與酵
母的酒精發酵同時進行的，因此糖份濃度不會升高，而發酵是在酵母
活動少受抑制的狀態下進行，結果酒精濃度就升高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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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為什麼許多清酒的酒精濃度都大約是 15 度呢？

清酒的原酒的酒精濃度約是 17%～20%，以釀造酒而言，算是酒精
濃度偏高。由於直接拿來佐餐的話酒精濃度過高了，所以在出貨時大
多會加水調整至 15%左右。吟釀酒等清酒由於風味細膩，因此出貨時
的酒精濃度通常會稍微偏高，大約是 17%。另外，以前的日本酒稅法
規定中，清酒的酒稅是以 15%為基準，每差 1%的稅額也會有所變動，
這也是造成影響的原因之一。

Q12

是否有酒精濃度較低的酒呢？

有些清酒的酒精濃度約在 14%~5%之間，通常甜味與酸味較強，或
者是氣泡酒。

Q13

清酒中所使用的添加物有哪些呢？

防腐劑、色素、香精、香料等都未使用。釀造時被允許使用的添加
物有促進發酵的鹽類，以及使用於酒母中的乳酸和酵素劑等。在糟粕
沈澱和過濾的過程中，允許使用活性碳、柿單寧、二氧化矽，以及過
濾助劑等，不過並不會殘留在清酒中。

Q14

清酒與葡萄酒在酸度上有何差異？

請參閱 Sec. 7.4 與表 1.1。

Q15

清酒、啤酒、葡萄酒的成份分別是什麼呢？

請參閱表 1.1。

Q16

在打開酒樽供應樽酒的開幕儀式或是宴會上(Sec. 3.3.5)，清酒
會連同鹽一起端出來，為什麼鹽適合搭配清酒呢？

因為，鹽具有藉由氨基酸增強甘味的作用。比方說只要在雞湯這種
富含氨基酸的湯中加入少量的鹽，就會美味加倍。因此，對於含有大
量氨基酸的清酒來說，鹽自然是佐酒良伴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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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

起司和清酒似乎也頗搭配，為什麼呢？

來自牛奶的蛋白質被微生物分解成氨基酸後便形成甘味成份，而起
司中即富含這種甘味成份。這些微生物雖然並非與清酒完全相關，但
由於是乳酸菌、酵母，以及黴菌，而且經過發酵與熟成所形成的香氣
成份也相似，因此可以說起司和清酒也是好搭檔(Sec. 5.2)。而且，絕大
多數的起司在製造過程中都會使用大量的鹽，酒則如同 Q16 所說明的
和鹽十分搭配。

Q18

清酒似乎也適合搭配海鮮，為什麼呢？

在清酒與海鮮的組合下，幾乎感受不到海鮮的腥味。產生腥味的主
要原因，是來自海鮮富含的不飽和脂肪酸 DHA 與 EPA 等經分解後所產
生的醛類。有報告指出，與含有亞硫酸的葡萄酒相比，若在清酒中添
加了 DHA，則產生的醛類會比較少。

Q19

清酒的熟成潛能是？

經過入火的清酒，由於酒精濃度比葡萄酒還要高，所以不會腐壞。
出貨之後貯藏在室溫下 6 個月，或是放在冰箱或酒窖中一年左右，品質
仍可維持與出貨時幾乎相同。若再持續貯藏的話，瓶中會慢慢產生美
拉德(Maillard)反應或是氨基酸分解反應，在日漸顯色的同時，也會出現
愈來愈強烈的焦糖或堅果般的香氣，並且反映苦味的物質也會增加。
但是，並非這一瓶酒就這樣不能喝了，可以試著將酒避開光源照射貯
藏在低溫環境裡，或許有可能成為擁有琥珀色的古酒。
另外，若是吟釀酒等具有果香與風味清爽等特色的酒，則建議在一
年以內飲用。

Q20

加熱成溫酒之後，化學成份會有何變化呢？

酒精濃度會減少 0.1～0.3 度，並且，醛類含量與加熱前相比減少約
10~22%，醋酸乙酯等沸點較低的酯類和硫磺化合物的硫醇等也會減少。

Q21

清酒的熱量有多少呢？

若以酒精熱量是 7.1kcal/g，一般糖份和蛋白質的熱量是 4kcal/g 來計
算，由於平均每 100g 的清酒中含有酒精 12.3g、糖份 4g、蛋白質 0.5g，
因此清酒的熱量約是 105k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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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

清酒是否可使用在烹調上？

如同法國菜和義大利菜少不了拿葡萄酒作為調味料一般，清酒也是
日本料理中不可或缺的調味料。除了用來燉菜和做湯之外，煎肉煎魚
或是煮白米飯時都可以添加清酒。

Q23

日本有哪些清酒的品評會呢？

(1) 全國新酒鑑評會
全國新酒鑑評會約有 900 家酒廠參展，是日本最大規模的品評會。
第一屆於 1911 年舉辦，目前由酒類綜合研究所與日本酒造組合中央會
共同舉辦。參展酒以吟釀酒每一場一款為限，約有 25%的參展酒可獲
選為金賞酒。
(2) 全美日本酒歡評會
自 2001 年起在檀香山舉辦，2010 年的審查分成大吟釀酒 A、大吟釀
酒 B、吟釀酒、純米酒這 4 個獎項。
(3) 國際美酒大賽
在倫敦舉辦的 IWC 自 2007 年起增設了清酒獎項，2010 年的審查，
分成純米酒、純米吟釀酒與純米大吟釀酒、本釀造酒、吟釀酒與大吟
釀酒，以及古酒這 5 個獎項。

Q24

在哪裡可以學習釀酒呢？

請參閱 Sec.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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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

日文的商品標籤上有何標示內容呢？

日本法律規定，清酒標籤上必須標示以下 1～7 項的內容。8～12 項
適用於符合法律所規定的特別釀酒品質標準的產品(附件Ⅱ)。標籤上也
記載了貯存與飲用的注意事項、熟成期間、品質等級，以及有機米成
份的使用等資訊。

1 酒精濃度

8 特定名稱

2 原材料名
(水除外)
3 商品名稱
(例如以日文標示日本酒與清
酒兩種名稱)

9 清酒類型

4 內容量
5 製造時期
10 精米步合
11 酒米種類與產地
12 清酒產地
6 酒廠名稱與地址

7 不得販售清酒予未成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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