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醬油是指以傳統釀造法、速釀法

（新式釀造法）或混合法所製成的調

味液，包括添加食鹽、糖類、酒精、

或化學調味料、防腐劑等製成者。其
中釀造醬油是指以黃豆、脫脂黃豆或

黑豆及小麥、米等穀類，經蒸煮或以

其他方法處理，並經樹苗培養製成之

醬油劑，或在此加入蒸煮米或蒸煮未

經費智菌糖化者，並加入會鹽水，或加

入生醬油，使其發酵及熱成所得之澄
清調味料。化學醬油是指以醬油膠或

生醬油添加黃豆等植物性蛋白質經酸

分解處理所得之胺基酸液，使其發酵

及熟成所得之淒清液體調味液（又稱
新式釀造醬油或速釀醬油）。混合醬

油是指以釀造醬油與化學醬油混合調

製者。

另外一般醬油是指以大豆、脫脂

大豆、黑豆及小麥、米等為原料，依
前述方法製成之醬油。生醬油是指發

酵熟成後之醬油麼，經壓榨所得未經

任何處理之液體。其他之特殊醬油則

有黑豆醬油，是指以黑豆及小麥、米

等當原料製造醬油鏘，依釀造法製成

者。蔭油（ in-yu）是指以黑立為原料

製造醬油辦者。淡色醬油是指其色度

(Abs 555 nm ） 小於 3.0 或標準色大
於 19 以上者。薄鹽醬油是指其鹽度

(NaCl）以氯離子計算低於 12% ，且
不得添加防腐劑者 。醬油膏是指在既
成醬油中添加黏稍劑 ， 使黏度在 25℃

屏科久食科系 鄧3是旦旦、謝實全

達 250 cps 以上者（包括蔭油、壺底

油）。日本則有濃口醬油（koikuchi

soy sauce ），是指以大豆加入的等量
之小麥當原料製成醬油捕者。淡口醬

油（ usukuchi soy sauce ）是指以大豆
或大豆添加少量小麥當原料製造醬油

耕者，同時在醬油膠中添加或不添加

蒸米或蒸米經費留茵糖化過者，在製造

過程中抑制醬油色澤濃化者。溜醬油

（因nari soy sauce ）是指以大豆或大
豆添加少量小麥當原料製造醬油耕者

。再生醬油（ processed soy sauce ）是
指以大豆添加的等量之小麥當原料製

造醬油瀾，並加入生醬油，使發酵成

濃厚醬油（ high density soy sauce ）者
，又稱為甘露醬油（ sweet soy sauce 
）。白醬油（ siro soy sauce ）是指以
小麥添加少量大豆當原料製造醬油辦

者，同時在製造過程中強力抑制其色

澤濃化者。黑豆醬油、濃口醬油、改

口醬油及溜醬油則稱為釀造醬油，化

學醬油或混合醬油又稱為胺基酸醬油

。

二、釀造醬油之釀造法

台灣的釀造醬油與目本的濃口醬

油的釀造方法類似 。

l.J東半L

醬油是使用蛋白質原料 、澱粉質

原料及食鹽等所製造者。

1 - 1.蛋白質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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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釀造醬油之蛋白質原料為大

豆。在製造醬油時大立中所舍的油分

是無用的成分，故很早就以廉價的脫

脂大豆來代替整粒大豆。脫脂大立又

可分成兩種，一種是以壓力使蒸煮大
豆中的油分摔出役之所謂的壓榨脫脂

大豆，另一種是使用溶劑把大豆中的

油分抽出後之所謂的抽出脫脂大豆。

目前製造醬油的原料都使用抽出脫脂

大豆，壓榨脫脂大豆也可以製成良好

的醬油。抽出脫脂大豆的一般成分大

概的情形則如下表所示。（園一為脫
脂大立之顆粒）

圖－為脫月皆大豆之顆粒

抽出就脂大豆的化學成分（%）

水分 粗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 粗脂肪 纖維 灰分

12~13 48~51 I 20~22 I 0.1~1.0 4~5 5~6 

1-2.澱粉質原料

醬油的澱粉質原料則以小麥（

wheat）最適合，其他告澱粉豐富的

原料，如米、大麥（b肛ley）、玉米

(m血ze）、高梁（ sorghum, milo) 

等也可使用。小麥的一般成分大的如

下表所示。
小麥的化學成分（%）

水分 粗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 粗脂肪 纖維 灰分

11~13 9~13 I 60~-65 I 2~3 3--4 2~3 

小麥的蛋白質含量不很高，但其

胺基酸組成中的 glutamic acid 很多（
的佔總蛋白質的 32% ）。碳水化合物

中的合 10%的聚戊曙（主要是聚朮曙

），此對形成醬油之黑色章（melanin
）會有幫助。同時也含有較多的植酸
鈣鏡甸甸咀n）磷酸化合物。

1-3.食鹽

使用市敗的普通粗鹽（NaCl 量均

在 94%左右）

1-4.附 （ start旺 mold)

種辦需具有單位量的袍子數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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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子的發芽率要寓，雜茵數要少，

乾燥保存性要高等條件。要選擇使用

蛋白臨分泌力較強的菌株當種劑。單

獨使用醬油用或味增用種劑。同時使

用鹼性蛋白晦（ alkaline protease ）較

強的米鞠菌（Aspergillus 。可Z聞）與a

－澱粉臨（包－amylase）較強之醬油耕茵

(Asperg1lus sojae ） 當種潮時可提高

原料利用率、得到較好風味。（圖二

為米潮茵 （Aspergillus oryzae ） 之菌
種型態）



圖.；.為求越菌 （Aspe.早illus oryzae）之菌種型態

1-5.水

使用自來水（不合消毒劑）或普

通的井水即可，但要避免使用鐵分很

多的水。
1-6.添加物

適當的使用鮮味料、甜味料、著

色料、著香料、防腐劑等（後述）

2.製造洗手星

脫脂黃豆月 小麥

（或黃豆）

（精選） （精選）

撒水 士告炒

蒸煮 粗碎

冷卻

混合←種趨

製翅

醬油趣

？﹞→他→÷
開放式發酵

醬油曲事（豆瓣醬） 「I 食鹽
• 「一 食鹽水←︱ 米
高榨 \jf L . 

下腳 生醬油
（醬渣） ︱

古／↓ 醬色 ︱ 「化學分解液及食鹽水
抽取番油 飼料 甜味料口 ︱

（或廢棄） 防腐劑︱︱ ︱

調和醬油

澄清過濾

包裝

成品醬油（甲級 CNS)

3.原料處理

3-1.脫脂大豆之處理

目前都使用 NK 式加壓迴轉蒸煮

罐與減壓冷卻裝置處理。為使蒸煮後

之脫脂大立的水分達 60～62% ＇故在

NK 加壓迴轉蒸煮罐中依脫脂大豆重

量比加入 120~130% ( 100 kg 脫脂大
豆加入 120～130kg 水）的冷水，即以

其內設之灑水管使一面迴轉一百灑水

，灑完水後繼續使迴轉 5-lOmin使吸

水均勻，然後在迴轉中遁入加壓蒸氣
使達 1.8kg/cm2 維持 5 分鐘（或 2.0kg

/cm2 維持 3 分鐘），再經減壓急速冷

卻到 40°C時，在密閉條件下使移入具
有 S叮ew 攪拌器之密閉混合槽中與割

碎烙炒小麥及醬油耕種混合。蒸煮終

了在 10～25 分鐘內使壓力降到常壓，

並使用 j et condenser 進行減壓急速冷
卻。在罐內冷卻到 40°C後直接加入用

量之 112 量的醬油樹種與﹔培炒割碎小

麥使混合，如此可以解決逼入冷風遭

雜茵污染的問題。

3-2.小麥的處理

培炒小麥的目的是在＠熱糊化澱

粉使微生物容身分解與利用，®蒸發

水分使身於割碎，®殺死附在粒面之

雜茵等。

小麥精選後，以鐵製平板鍋培炒

，再加以割碎。大規模則在鐵製迴轉

圈筒內攪拌烙炒，再以滾筒式磨粉裝
置（ roller）等割碎器割碎。割碎的程

度以 30mesh 篩可通過之粉末需達到

%左右。培炒的程度是炒到小麥整體

成狐狸色（褐色），使青臭味消失左
右即可。（圖三為經培炒之小麥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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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為超培炒之小麥顆拉

3-3.鹽水的調製

將市販食鹽溶於冷水，配成所需

濃度之鹽水，濃度太高則使其分解作

用或發酵作用無法順利進行，濃度太

低在夏季也有腐敗的危險。 Baume 19 
～20。為適當的濃度（換算成 NaCl 之

%為 22.5～23.7% ＇平均為 23.1% ) 
要混合的鹽水先冷卻到 0寸。C左右，

再與醬油費留混合時就會使醬油膠之溫

度上升到 15℃左右，如此具有調整醬

油膠之 pH 、提高氣的溶解卒，並可

防止沉澱發生腐敗、色澤濃化。

4.製飽

4-1.原料的混合

把蒸煮大豆分散在清潔的水泥床
或平板上使冷卻，上面再加上割碎小

麥使充分攪拌混合 o NK 式的情形則

在蒸煮權內的蒸煮大豆上直接加入割

碎小麥混合（如圍四），或移到密閉

混合槽中混合（脫脂大豆：小麥＝＝ 5 
: 5~ 6 : 4 ），如此會使大豆中過剩的

水分（ 60～62% ）大部分被乾燥的小

麥吸收， 使全體主剛好的水分量（的

47% ）左右。

24 

圖四為蒸罐兩蒸者的大豆與加入的碎水麥攪

拌混合

4-2.傳統製鞠法

A攔室（k吋i room) 

鞠室培育床以不錚銅製（黑豆咧

外），文架採不錯銅或其他經防蝕處

理者。攔室之一邊設計有 l m 寬的出

入口，設計成可自由開閉之雙重拉門

，天花板設計成能自由開間之大夫窗

2～3 個，使便方去換氣，天窗高度以 2

2m 左右即可，保溫則使用電熟，培

育床兩個通入蒸氣管，適度的加以保

溫，沿著兩壁設置低的棚架，便於放

置攔盤。

B辮盤（ koji tray) 

依地方不同其大小也不同，長 6

Ocm ，寬 30cm ，深 7cm 左右的木製

盤。近年則用 6 倍大面積之大型潮盤
或使用合成纖維（ s訂an）布，容易作

業也很清潔白

C醬油耕種（mold s個t前）

當原料（大麥片：數皮二 1 : 1 
或蒸煮糙米混合草木灰）冷卻到 40°C

左右時，散佈將首使充分混合，要使

少量的攔茵（接種量為 0.1% ，接種較
多可縮短製作時間 ，較少時會延長製

作時間）均勻的混合，則先以少量割

碎小麥與鸚茵充分混合後，再散布於

原料中使充分混合 。再置於鞠室或分



裝於鞠盤上培養（袍子數達 8xl08 個／

g 左右）。醬油樹苗袍子播種後 1~2

小時的有半數會發芽，實際經 20 小

時左右肉眼就可見到茵的生長， 37～3

8℃是最適茵絲生長。
D醬油攔製造

原料與醬油耕種（圖五為市售之

耕種）混合（ 4 目瀚的接種量是對原

料。1%' 自費留為 0.2～0.3% ）後，將

物料堆入撕盤使中央較高（ 20～30cm

），若堆積太多則使以後所產生之溫
度太高不易使溫度降低，故堆積量需

適量。堆積後就移入事先調節成 28。C
左右的鞠室中，需使空氣的流通與水

分及溫度的散發良好。

圖Jt.）島市售之翅種

入室後劑物料的品溫，在水分蒸
發時會被奪去潛熟 ，故在開始時品溫

會下降，然後隨著辮茵繁殖所產生的

溫度而漸使品溫上升。堆積後約經 2
0 小時時品溫到達 38～40°C 時即需進

行第一次翻拌，其目的是降低鞠品溫

，補給新鮮空氣，排出鞠茵呼吸作用

產生之 C02 及不要的氣体，並打散結

塊，使攔均勻，散發過多的水分。為
使各鞠盤保持均等溫度，需把上下、

內外翻盤調換堆疊位置（上方及內側

較身高溫，下方及外側較身低溫）
作業中需打闊天窗（ ceiling ven世lator 

）使溫度及水分散發，引入新鮮空氣
，攔品溫會呈 31～33 。C 0 

第一次翻拌後經 5～6 小時，攔溫
會再升到 40°C左右，攔表面茵絲發育

呈白色，會產生醬油潮特有香氣，此

時進行第二次翻拌，隨後繡溫雖會再

上升，此時劑的水分大部分巳失去，

在第二次翻拌後保持原狀放置，溫度
也不會上升過寓，若超過的。C時，再

加以適當堆積過即可。

E. 出鞠（ finished k句i)

第二次翻拌後的經 20 小時，茵

絲之伸長就會停止，出現產生袍子之
鞠時製攔即告完成。再放置一晝夜使

水分散發，從堆積起的經三晝夜後就

從樹室移出（稱為四回潮），此稱為
出欄（ finished koji ）。以肉眼觀察時
在繡的表面是茵絲呈灰色並無袍子附
著，在棚內部著生大量袍子而呈黃綠

色，茵絲充分伸長進入大豆中，沒有
異臭較乾者較好，出繡的水分的 26%
左右，出辦重量的與原料重量相同。

製捕之重點是在製出蛋白質分解酵素

力價高、無異臭、異味，雜茵少（先

其是枯草茵的污染），使原料成分損

失達最少。如維持鈞。C左右的品溫可

使蛋白質分解酵素力價提高 （一般高

溫製的樹樺化力較強，低溫製的樹酸

性 protease 較強），但攔茵的生長適

溫是在 33℃左右，故過去要用 4 日撕

( 72 小時），但為了要減少雜菌污染
把製捕時間縮短為 45 小時（ 3 日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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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把培養溫度提高到 30°C左右。

4-3.機械製攔

機械製繡的形式很多，從的 30
cm 厚之鞠層上部或底都給予強制通

入（ forced aeration ）無茵空氣，給予

保溫保濕的方法。
目前多採用通風機械製攔（圖六

為機械製撕機），能節省勞力又可得

到酵素力價高、很均質的攔。通風機

械製攔法分成強制通風式與表面通風

式。前者又分成床上強制通風式與迴

轉鼓式。一般最常被使用的是床上強

制通風式，在製辦室中具有多子L板的

框台上均勻堆積鞠物料使達 20～40cm
厚，由物科層底部強制通予經調節溫

度、濕度的空氣，促進辦茵生長同時

進行調節鶴的品溫。由物科吹出進到

辦室的空氣，一部分經排氣口排出，

這部分則以新鮮空氣經由空調機送入

框台干方使循環。被進入製鸚室的空

氣是通過空調機內一定溫度的清水清

洗過，是清潔而且被調成所定的風溫。

區六為機械製趟機

5.室主酵

5-1原料配合

一般脫脂大立與小麥是以等重量
比例來製造醬油瀾，混合（膠化）水

則用 Baume 19～20。（ NaCl 22.5~23.7 

%’平均 23 . 1 % ）之鹽水加入原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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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大豆與小麥之容積的和，即大的

為（大豆重÷比重 0.6) + （小麥重÷比
重 0.75 ）的和）之 1.2 倍左右（稱為

12 水）即可。加入其 l l 倍和 1.3 倍

時則各稱為 11 水和 13 水。咧如脫脂

大豆 lOOOkg ＋小麥 1000 kg ＋種辦 2
000 g 製成醬油潮，再與 3600 L 之鹽

水混合（膠化）時就相當於 12 水，

假定對原料的利用率為 82%時，由此

種醬油鞠可得到鹽分 17%的生醬油的

4011 L o 

5-2. 混合（膠化，下缸）

在水泥槽或玻璃纖維桶等混合容

器中加入鹽水（夏季，鹽水經冷卻至

O～5。c ＇可過免沉澱及醬油的濃色化

），加入打散放冷的醬油攔，以壓縮

空氣攪拌，給水（mashing water ）的

比咧，以前的 10～11 水左右，現在使

用脫脂大豆普通則用 12～13 水。混合

鹽水較少可得到較好的品質。

5-3.膠的攪拌

混合攪拌後經一週辦就會浮上表

面，此時需以攪拌棒充分刺破，使很

快吸水沉澱，若大慢時，就會有獨與

鹽水混合不均勻的部分產生溫熱，使

有害茵繁殖產生臭氣。因此在開始混

合時就打入壓縮空氣而使之可以攪拌

。例如下缸後 l～7 日，每日攪拌一次
10 分鐘，第 8 日～40 日則每三天各攪

拌一次 7～10 分鐘， 40 日以後每週攪
拌一次 10 分鐘。攪拌太多會使醬油
膠變黏稍螃礙發酵’應依發酵狀況由

二目一次 ，三回一次使次數漸減。品

溫管理在混合（下缸 ）後一個月維持

15。c ，然後使室溫升高到詣。c ，經的

半個月間品溫會到達 28。c ，會促進發

酵’的經 5 個月再打入冷風使膠溫降
到 15。C 0 （圖七為發酵中之醬油膠）



圖七為發酵中之醬油路

子4發酵微生物

混合後，生活在膠中進行發酵熟

成之有用微生物則很多，主要的則有

下列。
(1 ）徽茵類

利用原料培養的辦菌，會分泌蛋

白醋、澱粉體及其他多種酵素，這是

分解原料成分的原動力，翻苗在製造

醬油之商會鹽濃度及缺氧的膠中是無

法生長，在混合役的 3 個月就會完全

死滅，隨後只靠其所分泌的酵素進行

分解作用。

(2 ）酵母類

在電賽中繁殖的酵母主要是來自醬

油耕及外界，任何一種均耐鹽性強，

分成主發酵酵母與調熟酵母，前者為

魯酵母菌（ Saccharom yces rouxii) 
在 22%食鹽濃度仍可進行酒精發酵，
會水解胺基酸各別生成其相對應的高

級醇’賦方去醬油之固有芳香，同時使

數胺酸生成唬珀酸，酒精發酵時會伴

隨產生醋酸、乳酸、唬珀酸等有機酸

，使味道濃醇、色澤鮮麗。後者主要

為團酵母茵（ Tomlopsis versatilis) 
主要在膠熟成期繁蘊，會產生醬油香

氣的 4－乙基癒創木酌（ 4-ethylgu也acol
），耐鹽性較前者弱，酒精發酵能力

更弱。

( 3 ）細菌類

膠中有用細菌種類很多，最重要

的為乳酸菌，與膠熟成關係最重要的

是嗜鹽小球首 （Pe品的ccus halophil
us ） ，是四連球茵、嫌氣性或微好氣

性的 homo 型乳酸菌，也會發酵五碳

塘，耐鹽性很強，在 20%食鹽下也能

生長，發酵力也很強，生成 dl－乳酸。
除乳酸茵之外也有枯草茵及馬鈴薯茵

之類，酵素力很強也很有用，但幾乎

無醋酸茵生長。

5-5膠之發酵熟成的化學變化

l 醬油發酵成熟之化學變化：
(a）糖化作用

澱粉鵲

澱粉等 一一一一一一’， 糖類

(b ）蛋白質分解作用

蛋白時

蛋白質 一一一一一＋ pep心ne, peptide • 

細菌或酵母
胺基酸 .. 有機靈類或有機酸、醇類（醬油鮮味

之重要成分）

( c ）脂肪分解作用

脂肪時

脂肪一一一一一＋ 脂肪酸＋甘油＼、 已

+ B消化

醇類 一一一一＋ 高級脂肪圖畫乙酪

( d ）酒精發酵作用

酵母
糖類（ a ） 一一一一＋ 酒精（ Max. 4%) 

( e ）酸發酵
細菌

糖類（ a ）一一一一＋有機酸

( f) 合成作用（色、香、味生成）

醇類＋脂肪酸類→香氣

糖類＋胺基酸→黑色素反應（色）

胺基酸＋聾基類→鮮味

此為成熟作用 。

5-6.膠的腐敗

偶而在酵的會鹽濃度很低時，腐

敗茵會增殖分解胺基酸生成具有惡臭

的酌 、甲 盼 、 indole 、 skatole 、甲基
硫醇、 H2S 等化合物，此稱為膠的腐

敗變成不能食用。大部分在腐敗時乳

酸會顯著增加（不發生惡臭 ，但使酸

激增而使分解作用停止的情形稱為酸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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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壓榨（pressing)

近年大都以化纖製之四角布（稱

為手帕）來壓榨。如在過塘槽中鋪上

nylon布，每塊布上加 12峙的膠，如

此重疊 330 塊先使自然過塘，然後再

給予加壓過濾（圖八為醬油廠壓榨機

）。這個使作業方便，壓榨率也很高

，布的破損非常少。摔出來的第一道

液汁為生醬油，相稱為生柏，生村中
還含很多的醬油，再使溶於適當的水

或稀鹽水（稱為 second wash），再壓
榨。此時摔出的第二道液汁稱為二道

醬油或二道洗出液。這個相稱為 soy

mash cake 。中等以上的工廠近年來不
取第二道醬油的情形較多。普通 1 kl 

醬油膠可得 0.6～0.8 kl 的生醬油。

圍八為醬油最壓榨機

5-8.加熱與加工（pas扭urization and 

processing) 

壓榨混合的生醬油置於熱水板式

（或管式）加熱器加熱到 87～侶。C殺

死樹苗及酵母茵、細苗等。此稱為
pas扭1的za世on ，是很重要的作業。

A.加熱（ pastel也zation ）之目的

其目 的為＠香味的調熱（matu血ig

）（除去生醬油臭與產生良好的香氣引

起食慾， 使生成盤及縮蜂類） ＇＠殺
茵（加熱殺死生活在生醬油中之各種

發酵菌， 保全品質） ＇ ®使酵素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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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使溶存在生醬油中之各種酵章

失活，防止品質變化），＠使渣沉澱

，．．．使色澤濃鮮麗化（加熱使黑色素
增加，使有好的色調），＠溶解防徽

劑（醬油之防徽劑需在高溫才能溶解

）等。
B.加熱溫度

在 75。C保持 30～40 分鐘，或加熱

使液溫達 80°C時就停止也可以。隨後

把加熱過之醬油移至另一個容器中自

然放冷。

C加熱用機械

近年來，中上工廠全部都使用連

續多管式加熱器（ continuous mul世－

pipe heatβr）。進而也應用熱交換器
之方法，此種方法使作業簡便，香氣

成分的飛散較少是理想的方法。

D添加料的添加（ addi世ve 吋dition)

一般都在加熱時就添加所需的各

種添加料，僅以生醬油為製品時，則

只要添加防徽劑，其他的東西就不需

添加。實際上會添加大量之軸的第二

道醬油液及其他的增量劑使製品化，
故要使用各種添加料來調整其品質。

普通所用的添加料，甜味料有砂

糖、精製糖蜜、甘草草、人工甜味料

等，另外鮮味料則有胺基酸液、教胺

酸納（味精）、核菩酸等化學調味料

( 5'-ribonucleotide ）、唬珀酸或其二
銷鹽等，給予適量添加增加其味道，

或添加少量焦糖（ c缸目nel ）增強其色

澤濃度。
E.使渣下沉（ se曲nen個世on)

加熱使沉降渣產生，加熱沉降渣

(pasteurized lees ） 是溶存於醬油中
的蛋白質，因加熱而使之與磷酸鹽等
無機物結合凝固沉澱的東西。加熱過

的醬油（pasteurized soy sauce ）放冷



的一週時渣就會完全沉降（此稱為

se曲nents叩缸，前on），取其上清浪當

製品。

F.過塘（血甘甜on)

只有除渣很難使醬油透明時，需

再經助濾器過濾，助濾劑主要是用

Celite o Celite 是矽藻土之精製品，是

良好的助濾劑，經此過濾後，就會成

完全透明的色澤。

普通醬油之分析值 (12 水混合，生醬油） (%) 

Bmime 
總氮

胺基態 直接還
NaCl 酸度 I 酸度 II pH 級衛能 酒精

度 氣 原糖

24.3 1.81 0.91 3.46 18.8 13.75 12.00 4.7 0.70 1.16 

PET 瓶在製作時因不需添加安定劑、

可塑劑等安全性寓，防止水分損失及

把加點後呈透明的醬油盡量裝滿 著色效果良好，遮斷水氣、氧氣、耐
在清潔的樽（barrel ）、瓶、權、 PE 落下衝擊性寓，對香氣吸著較少，透
楠、 PET 瓶（ polyest間，）等適當容器 明、輕量等故被用得很普遍。一般醬

中，加以密封時藏或販賣。近年來 油的品質如下表所示。

一般醬油

6笠，裝Z孟晶質

區分 甲板品 乙級品 丙級品

具優良釀造醬油固
醬油固有之色澤與 具良好之色澤與香味

性狀 有之色澤與香味，

且無異味、異臭 4
香味，且無異臭 c ，且無異味、異臭 4

總氮量（g/100 ml) 1.4 以上 1.1 以上 0.8 以主

時基態氣（g/100 ml) 0.56 以上 0.44 以上 0.32 以上

總固形物（合鹽除外）（%） 13 以主 10 以上 7 以上

夾雜物 不得含有 不得含有 不得含有

內容量
須與標示之容積符 須與標示之容積符

須與標示之容積符合
合 合

註：釀造醬油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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