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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儲存高品質玉米之關鍵技術 
 

對美國農民而言，玉米的品質在農場甚至在春天播種時就已開始管控。農民根

據玉米之成熟率、快速乾燥及高產潛力等特性，選擇適合種植的土壤、氣候及

地點。從收穫到儲存，嚴格落實管理技術，以確保玉米在農場使用或其它地方

銷售時，仍有最高的品質。 

 

即使商業穀倉比大部分農場的穀倉儲存量大，一些農民仍會選擇將穀物儲存在

自己的儲料倉中。收穫前保持機械、儲倉、風扇及通風系統之衛生，是確保優

質玉米及成功儲存的第一步 。 

 

到秋天，玉米通常在水分含量最低時採收，盡量避免使用額外的機械乾燥。採

收時機械裝置必須使穀

物損失減到最低，並盡

可能去除雜質、破碎玉

米及異物。 

 

一旦玉米運到儲倉，若

需要的話，農民需快速乾燥，根據不同條件用溫暖或涼爽的空氣通風，使玉米

之含水率降低到 14%。愛荷華州玉米農民 Dennis Friest 強調，這是儲存及維持

優質玉米的重要關鍵。 

 

“這是(含水率 14%)儲存玉米最佳的標準。” 他說 “在這比例中，穀物不會變

質。” 

 

儲倉中之玉米在儲存期是可監控的，依不同的營銷計畫，監控期為 3-9 個月。

綜合使用目測檢查、取樣及使用感測器、監視器，皆有助於儲倉內保持適當的

溫度和濕度。  

 

在整個儲存期間，天氣變化決定儲倉的管理。當氣溫下降時，須降低儲倉中穀

物溫度至倉外溫度。 同樣地，在溫暖的月份，須逐漸溫熱穀物至外界溫度以

避免水氣凝結。  

“這是(含水率14%)儲存玉米最佳的標

準。 在這比例中，穀物不會變質” – 

Dennis Friest, 玉米農民 

http://www.grains.org/
https://twitter.com/@usgc
https://twitter.com/@usgc
https://www.facebook.com/usgrainscouncil
https://www.facebook.com/usgrainscouncil
https://www.youtube.com/user/USGrainsCouncil
https://www.youtube.com/user/USGrains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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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穀物協會出版其

2014/2015 玉米出口貨物品

質報告，報告中量測美國

準備裝運至海外之玉米樣

品。這是第四年的報告同

時是 2014/2015 玉米收穫

品質報告的相對刊物，提

供美國玉米作物在採收時

品質的相關細節。 

早期 2014/2015 美國玉

米出口其各項成績通常優

於或等於美國 2 號玉米，

而水分則與前一年相同。  

化學屬性指出，油脂含

量較上一年多，而蛋白質

及澱粉含量則與 2013/2014

相似。物理屬性方面，應

力裂紋較低，內核尺寸較

大 ， 而 真 密 度 則 高 於

2013/2014的出口樣品。  

所有樣品的黃麴毒素及

嘔吐毒素含量皆安全地低

於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規範的標準。 

貨物品質報告還量測其

它物理因素，全面提供包

含加工、耐儲性及處理時

可能潛在的破損情形。 

美國玉米生產者承諾其

出口的客戶，致力於分享

有關美國玉米品質可靠

的、透明的和客觀測量的

報告。 

 

  

美國穀物：保證品質之方法 

當運送高品質

穀物到世界市

場時，美國農

民有多種選擇

以維持品質。 

乾燥的儲存袋 

當現有設施儲滿時，多出

的穀物有時是暫時曝露在

外的。現今，巨大的聚乙

烯袋可用在農場內及農場

外。這些包裝袋的容量達

254 噸(1 萬蒲式耳)，可儲

存水分低於 15%之穀物。 

農場的儲存監控 

一系列的儲倉內部感應器

監測濕度、溫度和二氧化

碳。除外部安裝的控制板

外，許多系統連上無線網

路，可由電腦和行動裝置

監控，並自動發送警報。 

攜帶式水分測試 

手持式裝置量測穀物溫度

及水分，對暫時儲存系統

和抽查時特別有幫助。大

部分包括簡單的數據傳輸

軟體及可追蹤讀取的功

能。 

輸送系統 

特別設計以保存穀物品

質，這些系統可以是傳送

帶式的，在輸送穀物時以

溫和處理，或是氣動式

的，用空氣去除灰塵和非

穀物物質。 

清潔 

用各種方法將穀物儲存前

之碎粒和碎片去除，可減

少進一步處理、通風成本

和儲存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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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完整報告可參考： 

http://grains.org/key-

issues/grain-supply-and-

demand/corn-harvest-

quality-and-export-cargo-

reports.  

與玉米種植者保持聯

繫。從他們準備工作開

始、種植、生長，一直到

收成 2015 美國玉米穀物。

從 Facebook 頁面，海外買

家與客戶可直接從農民中

獲得全美國玉米的資料。 

海外客戶和終端用戶能

夠透過農民提供的照片和

資料即時了解 2015 年的美

國玉米作物品質。該頁面

還分享種植、生長及採收

期間的一系列影片。 

觀看者可以經由其他社

群媒體平台搜索標籤跟

隨 ， #plant15#grow15 或

#harvest15。 

美國玉米帶的農民非常

高興能夠使用頁面與他們

來自世界各地的客戶進行

溝通。 

請參考 Facebook：

www.facebook.com/GrowC

orn  

非農場儲存穀物之品質管理 

 

非農場儲倉比農場儲倉有更多的儲存容量，在美國，大產量的農民通常在採收

時即出售他們的穀物給這些設備商。據美國農部資料，美國商業儲倉容量為

2.72 億公噸(107 億蒲式耳)。 

 

大型商業儲倉設施

接收來自多種來源

的穀物，因而有不

同的水分和品質狀

況。這些設備混合

穀物來源，以生產

質量穩定的產品，

符合國際客戶合約

規格為最終目標。 

 

自儲藏至出口之品

質維護需要規劃和

管理，以避免潛在

的問題並滿足客戶

的期望。  

 

“大型商業設備在穀物儲藏期根據容積做適當的設計，是管理穀物品質之基

礎。”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儲糧專家 Carol Jones 博士如是說。 

 

在儲藏中穀物溫度是監控的

一個關鍵因素。了解不同穀

物性能、適當的監控技術和

特殊的穀物品質管理，這些

適當的訓練是必要的，例如

通風過程中正確的壓力。許

多州政府在推廣服務時與州

立大學合作，為穀倉員工提供此類訓練。 

 

其他農民、穀倉操作員和人員要考慮的是，增加處理可能導致更多的破損因而

有較低品質的穀物。 

 

 

 

 

 

 

 

“穀物處理最好根據其生長和儲藏管理

條件。無論如何，遵守指南是減少破

損之關鍵。”  – Carol Jones, Ph.D.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grains.org/key-issues/grain-supply-and-demand/corn-harvest-quality-and-export-cargo-reports
https://www.facebook.com/GrowCorn
https://www.facebook.com/GrowCorn
https://www.facebook.com/GrowCorn
https://www.facebook.com/Grow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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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物處理最好根據其生長和儲藏管理條件，”Jones 說“無論如何，遵守指南是

減少破損之關鍵。” 

 

有效的穀物管理可避免儲藏中可能產生的昆蟲和黴菌。影響儲藏的問題有水分

含量與穀物的溫度，穀物的長儲存時間易受不利條件及害蟲影響。  

 

“沒有科學證據指出儲倉裡的害蟲是來自採收穀物的土地,” Jones 說。 “因此，

必須在秋季時衛生適當通風冷卻至室外溫度，以抑制蟲患。”  

 

雖然可用特別的化學處理防治穀物昆蟲，但在合約上有些客戶是不允許的。為使穀物符合這些合約，專

家建議以額外的衛生工作去減少病蟲害的產生。 

 

最終，未來的穀物使用者規定的穀物品質將會列在穀物買方的合約中。 非農商業儲倉使用多種管理技術，

並努力為美國農民到國際買家提供品質穩定的各種穀物產品。  

 

 

化學和物理特性有助於玉米品質等級 

 
美國農民生產穀物，在各地理區域上，其土壤、溫度和氣候皆有很大的差異。然而，他們使用的管理工

具以生產和採收優質的玉米作物是相同的。 生長條件、採收的時機、處理設備、儲存作法和運輸方式，

皆會影響穀物品質。 最後到官方分級時，基本的化學和物理特性將影響最終的成績。 

 

美國的玉米分級制度列入購買端許多之物理特性。最初分類是由玉米的顏色判定：黃色、白色或混合。

玉米的特殊等級分配包括玉米粒凹痕，在頭帽的部分，它的內核具有明顯的凹陷或凹痕；硬質玉米，圓

形頭帽中具有一個內核，但比凹痕內核小；蟲蛀玉米，表示有昆蟲的存在；糯質玉米，正常玉米的澱粉

變種。 

 

此外，穀物品質的分級可從物理、衛生和本身的品質特性來定義。 

 

物理品質特性包括水分、重量、籽粒大小、總

損傷數量、熱損傷、碎粒、應力裂紋和易破損

性-這是由處理、運輸和儲存所致。 這些問題在

大量穀物處理系統中是無法避免的，但適當的

監控去發現問題並精確的分級，可大大減少玉

米對出口品質的影響。  

 

 

衛生特性包括真菌和黴菌毒素的量、昆蟲、齧齒動物排泄物、異物、有毒的種子、殺蟲劑殘留、氣味和

灰塵。只要遵守步驟，從玉米採收前、到乾淨的儲倉設施及正確的儲存和監控，可將這些影響因素大為

降低。  

 

 

 

 

"從農場到出口，我們已有完善的操作制

度。 國外客戶可期望美國有一致的品質。

"  – Carlos Campabadal,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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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內在品質特性包含碾磨產量、油含量、蛋白質含量、硬度、密度、澱粉含量、飼料價值、發育能力

和耐儲性。 這些因素取決於各種玉米及從種植到採收的環境條件。這些特性是遺傳且無法改變的，且在

大多情況下，對品質有正面之影響。 

 

分級者使用的檢測設備，有一系列的篩網分離和集中碎粒和雜質(BCFM)。 這機械可從樣本中去除較大和

較細的顆粒物質，以檢測 BCFM 的百分比。 根據美國聯邦穀物檢驗局(FGIS)，損害報告百分比並列入品

質等級在 FGIS 網站手冊中有說明，可參照網址 http://www.gipsa.usda.gov/fgis/public_handbooks.aspx. 

 

根據測試特性分配數值等級，數值等級從美國 1 號至美國 5 號，再加一個不符合這些數值等級的美國樣

品級。當某一特定的分級高出另一個，因為玉米透過營銷通路，通常多個來源的混在一起，因此內在品

質分級是採計多個樣本平均起來的值。 

 

Carlos Campabadal, 堪薩斯州立大學糧食科學與工業系教師及國際穀物計畫專家表示，儘管有不同的等級

名稱，國際客戶仍可期望美國農民提供一年四季相同的品質。  

 

"從農場到出口，我們已有完善的操作制度,”他說， “國外客戶可期望美國有一致的品質。”  

 

美國農民為國內和國際客戶竭盡全力種植並出售高品質的產品。 “我們一直在努力改進，” Campabadal 說， 

“且我們始終不負眾望。”  

 

分級過程確保一致的產品 

 
美國穀物生產和行銷體系主要優勢，是為全世界的客戶提

供品質一致、公正的測試分級、分類和價格。在美國的行

銷體系裏，穀物出口的品質，同時受合約及產品規格監督，

綜合性、持續發展的政府規範方針涵蓋穀物檢驗、抽查、

分級及秤重。這些穀物標準和檢驗程序目的在確保品質一

致的產品，並促進美國穀物的貿易和銷售。 

 

穀物出口按正式官方證明強制要求依等級銷售。它必須通

過美國農部的聯邦穀物檢驗局進行檢查和正式秤重的處理

過程。這些技術人員觀察和驗證秤重及裝載穀物、監控刻

度和穀物流通安全。所有的結果都有報告證書，代表經過

完整的檢查。  

 

買家可要求品質資訊的附加檢驗服務，或做為賣方的一項

服務。但這過程中的任何證書，包括最後的資訊都不是正

式由 FGIS 出示之證書。  

美國穀物分級及檢測 

多步驟的過程以確保品質 

農場採收及儲存 
分級及採樣 

透過 FGIS或認證的獨立公司，抵達非農儲倉或穀

倉後進行， 

 

裝載

貨船 
裝載檢查 

透過 USDA和 NCB進行空船檢驗 

分級採樣 

透過 FGIS 或認證公司進行裝貨後之檢

驗 

秤重 

透過認證的電子秤秤重裝載之

穀物 

證明 

出口文件準備，及如果需要的話，由 AHPIS 出

具植物檢疫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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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國參加穀物產銷與品質考察團摘要報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牧場管理科 林瑞蓬科長 

 

考察期間：103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22 日（共 12 天） 

 

摘要報告： 

一、此次考察主要參訪 4 家玉米農場、1 家農民合作社、2 家玉米酒精及酒粕工廠、

2 家玉米檢驗站、3 家穀物公  司、2 家穀物轉運站（貨櫃及火車）、愛荷華州博覽會、

1 家船運公司及 1 家穀物檢驗公司等。 

二、本次參訪之玉米農場每 面積約為 1,100-1,400 英畝（445-567 公頃），均採不

翻犁（No till）方式，除完全使用大型農機具外，於播種前即採土壤樣品（30 呎 x 30

呎採一個樣品）檢驗水分及肥分等，將資料輸入電腦並配合衛星定位系統（GPS），

供農民於各個區塊 進行不同施肥、土壤改良、灌 、選擇種植品系及播種密 

度等之種植規劃，將農業生 充分結合科技技術以提高 量降低生 成本。 

三、Nebraska 州有 75 %之農地有灌 系統，適時提供作物水分，避免因乾旱而減 ，

雖增加設備費用但穀物 量   亦因此提高。 

四、玉米酒精及酒粕工廠為降低設廠經費，近年多為乾式製造法，為提升玉米酒粕

（DDGS）品質，於乾燥過程亦  改以蒸氣乾燥方式進行（溫度較低時間較長），以避

免破壞營養成分，通常 1 加侖玉米酒精成本約為 1 bushel 玉米價格/2.8+20 美分（如

玉米每 1 bushel 價格為 400 美分，400 美分除以 2.8，加上 20 美分，等於 163 美分/

加侖，換算為 42.9 美分/公升，換算為約台幣 13.3 元/公升），美國一般汽油中添加

10%酒精。美  國生 之酒精出口巴西，巴西亦出口其生 之（甘蔗）酒精至美國。

玉米酒精生 過程約 生各 3/1 之酒精、DDGS 及二氧化碳。通常供應工廠附近畜牧

場使用之 DDGS 為未經乾燥。 

五、玉米檢驗站為美國農業部所屬之 GIPSA 設立，為獨立單位，各地檢驗站之採樣程

序及檢驗方法均一致，設備亦經美國農部（USDA）許可，每 3 年評鑑一次，每站有

其業務區域，檢驗項目為水分、一般穀物分級項目（容積重、破碎粒及夾雜物、損害

粒）及黴菌毒素等。亦接受私人委託檢驗，穀物出口則為強制檢驗。 

六、美國各地設有穀物集貨場，一般為農民將穀物以貨車運至 村集貨場，再以火車

運至河邊集貨場，續以駁船（barge）運送至港口集貨場再裝船出口，以密西西比河

流域為主要運輸命脈，由中部玉米帶往南運至墨西哥灣，經巴拿馬運河出口至亞洲各

國（近年來則多改由西部港口出口），運輸成本以水運費用最低，其次為火車，貨車

最高。 

 

http://www.grains.org/
https://twitter.com/@usgc
https://twitter.com/@usgc
https://www.facebook.com/usgrainscouncil
https://www.facebook.com/usgrainscouncil
https://www.youtube.com/user/USGrainsCouncil
https://www.youtube.com/user/USGrains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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