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雜糧
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工作坊導論

我國 2020年進口雜糧約 800萬公噸，而國產雜糧產量約 52萬公噸，僅占國

內需求量的 6%，又因極端氣候、全球疾病發生頻繁，導致國際糧食生產波動，若

高度仰賴進口雜糧，勢必影響我國糧食安全。

因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自 2016年推動大糧倉計畫，以提高雜糧進口替

代率及雜糧經濟產值為目標，促進稻田轉作雜糧及休耕地活化，並輔導重建國產

雜糧產銷價值鏈。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轄區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為重要雜糧生

產區，本場亦致力於雜糧作物品種研發及栽培技術改良，已研發大豆 11個品種、

玉米 30個品種、落花生 20個品種、胡麻 1個品種等，且商品化程度高，有助於

推動大糧倉計劃，但雜糧產業之上、中、下游各階段仍存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包

括國產價格競爭不易、人力與機械化需求高、產銷鍵結程度不足等。

有鑑於此，本場因應疫情，假Google meet線上會議平臺召開 4場線上工作坊，

分別針對大豆、玉米、胡麻、落花生等 4作物，邀集產官學研各界代表進行研討，

藉此盤點國內雜糧生產關鍵技術與配套措施，進行產業問題分析，並據此擬定具

體改善或解決策略，以優化國產雜糧產業結構，提升國產雜糧競爭力，鞏固糧食

安全基礎。

產業現況

大豆為我國主食雜糧之一，具進口替代潛能。2020年我國進口大豆約 260萬

公噸，為雜糧進口第二大宗，其中 97%為榨油或飼料用之基改黃豆，非基改食用

大豆占 3%，而國產大豆以非基因改造為其特色，以食用為主，2020年栽培面積為

3,431公頃，年產約 4,447公噸，占整體市場的 0.17%，食用市場的 1.7%，顯示其

具有成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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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2020年進口硬質玉米約 440萬公噸，為雜糧進口第一大宗，甜玉米及其

製品則約進口 3萬公噸。而國產硬質玉米自 2013年推動休耕地活化，栽培面積大

幅成長，2020年約栽培 16,212公頃，產量 78,392公噸，僅占整體市場的 1.8%，

尚有大幅成長空間，且因收購價不比甜玉米、玉米筍等產品，因此農民仍偏好以

栽培食用玉米為主。2020年食用玉米產量約 129,588公噸，以供給國內為主。

表 1. 雜糧工作坊之參與單位及人數
作
物
別

線上
工作坊
日期

參與
人數
(人 )

與會來賓

大
豆

7 月
12日 27

農糧署陳立儀組長、鄭永青科長、陳玉蓮技士、林宜昕課員、中都農業生
產合作社馬聿安理事主席、義竹雜糧生產合作社翁育群理事主席、丸莊食
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莊英堯董事長、麒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陳水冰董事
長、朝陽科技大學健康農糧中心錢偉鈞主任、農業金融局王淑貞專員、臺
南市政府農業局趙子恩先生、東石合作農場余律毅董事長特助、臺灣農業
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鄒篪生榮譽理事長、李宜映理事長、宋婉芝研究專
員、陳韋辰副研究員等

玉
米

7 月
14日 26

農糧署鄭永青科長、賴志昌技正、陳玉蓮技士、林宜昕課員、保證責任嘉
義縣御良田玉米生產合作社謝勝麒理事長、農嘉雅米安心農場翁崑晃先
生、雲林縣土庫鎮青農高宗懋先生、高宗甫先生、裕農顥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張韡耀董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莊汶博副教授、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歐陽
瑋科長、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趙子恩先生、東石合作農場余律毅董事長特
助、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鄒篪生榮譽理事長、李宜映理事長、
宋婉芝研究專員、陳韋辰副研究員等

胡
麻

7 月
16日 35

農糧署陳立儀組長、鄭永青科長、陳玉蓮技士、林宜昕課員、西港區農會
陳月英總幹事、蔡俊吉主任、臺南青農安定分會李昆桓副分會長、安定區
農會王寶民總幹事、許晉榮主任、王寶庭農事指導員、善化區農會楊和東
主任、蘇子傑農事指導員、嘉振企業有限公司陳玉振總經理、國立嘉義大
學許育嘉助理教授、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林俊耀技正、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趙
子恩先生、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賴柏羽研究助理、東石合作農場余律
毅董事長特助、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鄒篪生榮譽理事長、李宜
映理事長、宋婉芝研究專員、陳韋辰副研究員等

落
花
生

7 月
20日 23

農糧署陳立儀組長、鄭永青科長、陳玉蓮技士、林宜昕課員、東石雜糧生
產合作社余兆豐理事主席、莿桐合作農場李首清場長、虎尾鎮農會林惠雯
主任、彰化芳苑花生生產陳銘緯先生、環球科技大學生物技術系曾雅秀老
師、蜂巢數據科技公司林泰佑執行長、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趙子恩先生、東
石合作農場余律毅董事長特助、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鄒篪生榮
譽理事長、李宜映理事長、宋婉芝研究專員、陳韋辰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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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胡麻年消耗4萬公噸以上，其中95%仰賴進口，2020年約進口4.3萬公噸。

而胡麻國內栽培面積約 2,300公頃，年產 2,200公噸，以臺南市稙植最多，約占全

國的 79%。國產胡麻籽實含油量高且風味濃郁，深受國人喜愛，然其不利機械收

穫，採收所需人工費用高昂，也使國產胡麻產品價格偏高，以黑麻為例，進口黑

麻每公斤約 50∼ 70元；國產每公斤約 180∼ 250元，價差達 3∼ 4倍，為產業

主要面臨之瓶頸。

我國落花生進口採關稅配額制度，以保護國內花生產業，2020年進口量 6,775

公噸，約占整體市場的 10%。我國落花生以秋作為主，年栽培面積 19,652公頃，

產量約 58萬公噸，以雲林栽培面積占 7成為最大產區。國產落花生採後約 75%經

收購商及脫殼業者進行籽粒加工，剩餘有 15%走向帶殼加工 (蒸煮花生等 )，10%

作農民留種用。我國花生風味佳，深受國內外消費者喜愛，具外銷潛能，惟因臺

灣氣候濕熱，易影響乾燥品質，為臺灣落花生需跨越之主要難題。

預期目標

一、大豆

2020年我國進口大豆約 26萬公噸進入食品加工業者進行豆漿、豆腐、醬油等

加工產品製作。國產大豆以非基因改造食用級大豆為生產目標，方具市場競爭力。

而透過臺南改良場之研發成果可發現，目前品種潛力單位面積產量可達 2.5公噸，

以此前提下，訂定以取代食用大豆市場 10%為目標，2萬 6千公噸約需推廣 1萬

公頃。決策單位可以縮短當前單位產量 1.3公噸與潛力單位產量 2.5公噸間的差距，

及提升大豆耕種面積則

達到 1萬公頃以上為方

向，進而提升國產大豆

自給率達 1%之目標。

圖 1. 大豆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作坊目標訂定

總目標

次目標

細項目標

• 生產非基改食用大豆

• 取代進口食用大豆市場10%
• 提升國產大豆自給率達1％

• 提高單位面積產量2.5噸/公頃
• 提升大豆栽培面積至1萬公頃

總目標

次目標

細項目標

• 生產非基改食用大豆

• 取代進口食用大豆市場10%
• 提升國產大豆自給率達1％

• 提高單位面積產量2.5噸/公頃
• 提升大豆栽培面積至1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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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米

國產玉米則須強調非基因改造為主要優勢

與價值，依據不同種類分別訂定目標：食用

玉米以提升國內消費量

為目標；硬質玉米則以

提高栽培面積至 2萬公

頃，年產量可達 10萬公噸為目標。

三、胡麻

近幾年臺灣每年胡麻平均進口量約 4萬公

噸，國產胡麻占國內市場進口量約 5%，自給率

仍明顯偏低，而進口胡麻生產成本較國產胡麻成本低，且進口原料於國內加工可

標示產地為臺灣，顯示市場標示區隔性弱，種種問題導致國產胡麻較難和進口胡

麻競爭，在推動國產胡麻產業過程明顯出現瓶頸，針對此情況以促進國產胡麻產

業發展為目標，次目標為提昇國產胡麻自給率達 10%，並針對國產胡麻產業現況

訂定各細項目標，包含降低國產胡麻生產成本達 40%、提升國產胡麻生產品質及

安全、建立國產胡麻市場區隔以提高消費端認同及購買意願等。

圖 3. 胡麻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作坊目標訂定

總目標

次目標

細項目標

• 生產優質國產胡麻，促進國產胡麻產業
發展

• 提升國產胡麻自給率達10%

• 降低國產胡麻生產成本達40%
• 建立國產胡麻市場區隔，提高消費端認同及

購買意願

四、落花生

目前臺灣落花生進口採關稅配額制度，以保護國內花生產業，2018∼ 2020年

平均進口量為 4,819公噸，約占整體市場的 8%，國產花生自給率高達 92%。依據

農業統計年報及農產品產地價格查報系統資料顯示，近二十年落花生種植面積變

圖 2. 玉米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
上工作坊目標訂定

非基因改造玉米
為生產目標

硬質玉米

栽培面積達
2萬公頃

年產量達
10萬公噸

食用玉米
提升國內

消費量

青割玉米
媒合有機、
履歷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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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趨勢，由最初 2001年的 25,182公頃，緩慢減少至 2020年的 19,652公頃；產地

平均每公斤價格則由 2001年的 36.26元，逐漸上升至 2020年的 60.69元。落花生

目前仍屬關稅配額項目，在產地價格增加，但種植面積卻呈現遞減趨勢。透過工

作坊討論分析，主要可能原因，為採收後缺乏完善乾燥設備、農業人口老化及極

端氣候造成地下發芽、腐莢等澇害災損問題，降低農民種植意願降低。因此透過

大雜糧產銷價值鏈工作坊，以減緩國產花生生產面積逐年下降現象，為當前國產

花生產業發展總目標，其次要目標則為維持每年 20,000∼ 21,000公頃的生產面積，

細項目標依次為：完善脫殼加工產業及專業農民需求乾燥機械、建置乾燥示範中

心及強化耐逆境及高油酸花生新品種，改善加工技術瓶頸及降低農民災損。

圖 4. 花生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作坊目標訂定

總目標

次目標

細項目標

．減緩種植面積下降，維持國產花生安全
穩定生產面積

．維持年總生產面積20,000~21,000公頃

．完善產業及專業農民需求乾燥機械
．建置乾燥示範中心

．強化耐逆境及高油酸花生新品種

．改善加工技術瓶頸及降低農民災損

表 2. 雜糧 (大豆、玉米、胡麻、落花生 ) 產業瓶頸與建議配套措施
構面 瓶頸 配套措施

品種

大豆、玉米、胡麻與落花生不

耐乾旱、豪大雨，導致產量低

甚至無收成。

①選育耐旱、耐澇大豆、玉米、胡麻與落花生品種。

②改善農水路，定期疏通排水系統。

秋行軍蟲危害玉米，導致硬質

玉米、青割玉米生產成本增加。
選育耐抗秋行軍蟲之玉米品種。

胡麻品種易裂莢不適合機採採

收，採收仰賴人力，成本高。

①選育不易裂莢之品種，以適合機械採收。

②持續改良採收機械，並搭配現行品種進行損耗率

試驗與成本分析。

落花生生育後期易發芽。儲藏

環境不當，易變質產生油耗味。

引入優良品種 (系 )，如高油酸、具適度休眠性 (不
易地下發芽 )之品種進行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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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瓶頸 配套措施

栽培

管理

單位產量偏低，影響供應穩定

度

①導入智慧化栽培技術，改善肥培管理策略，提升

產量。

②進行轉契作獎勵標準分為兩段式政策，避免農民

為了只領高額獎勵金不作田間管理或不適當播種

期種植導致品質及產量差，可強化科研成果與政

策措施的結合性，如採用改良場建議適當播種

期、栽培管理及單位面積產量品質達標則可提高

補助額度。

氣候變遷下病蟲害防治不易，

特別是玉米採收期前施藥可能

農藥殘留超標，不施藥則商品

價值降低，甚或無收益。

①改良場與地方政府共同完備病蟲害預警系統監

測，導入智慧型 IPM防治策略，透過監測預警
及無人機精準噴藥技術等，結合天敵防治，持續

減低防治藥量，並於講習會加強教育關鍵施藥期

並於田間輔導落實辦理。

②鼓勵農藥業者申請新藥登記或延伸使用範圍。

大豆與落花生農民多自行留

種，致使品種混雜甚或品質劣

變，影響產量與品質。

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輔導契作主體導入種子三級繁殖

生產體系，發展與小農合作，建立衛星農場供應制

度，包括種子、肥料、農藥等管理規格化。

胡麻無登記可用除草藥劑，大

面積栽培時雜草管理不易

盤點胡麻栽培各時期所需藥劑與用藥成效，協助推

薦可延伸使用於胡麻殺草劑之農藥品項，或試驗單

位篩選胡麻雜草防治可用藥劑供主管機關評估。

機

械

化

採收機數量不足或不適用，且

採收季節與紅豆撞期，導致錯

失最佳收穫期

①大豆採收機為扶撥輪式採收機，目前機種每日收

穫 2公頃，盤點國內已有機械數量，建議適當配
比擴大面積數與收穫機數量。

②持續優化玉米採收機械，降低採收時果穗損害

率。

農業人力老化，傳統背負式機

械不利老農民使用，需導入自

動化機械協助耕作。

①輔導建立農事服務業，協助栽培技術諮詢、提供

病蟲害防治全套服務、導入無人機與植物醫生，

發展即時治療、精準用藥技術，開發各區不同季

節搭配不同適種品種栽培模式以避開季節性災

害，以分散採收期，提升機械設備使用率。

②進行生產成本結構完整檢討分析，鎖定占比最高

部分發展省工機械，拆解栽培流程，針對不同階

段導入適用機械，並以開發無人機具替代人力作

為長期科技目標，發展全自動化栽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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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瓶頸 配套措施

採後

處理

乾燥中心、採後處理中心（含

乾燥、分級、倉儲功能）數量

不足，影響品質、分級與供貨

的運作

①落花生乾燥中心預計 2021年底於嘉義東石成立
1處，未來收購濕花生，減少農民圍路曬花生之
苦。

②與地方政府合作，落實集團產區輔導策略，地方

或可爭取加碼補助，並組織倉儲物流輔導團隊，

評估供貨設備建置方案與成本。落實推動集團產

區生產模式，提供集團產區耕作與產銷履歷補

助。

③建立收購、加工、製造、運輸等各階段，完整黃

麴毒素滋生風險評估資訊，釐清黃麴毒素茲生關

鍵階段及因子，以有效控管。

①小農之產品控管。

②小農若有烘乾機械可以大幅

提高保存期限或議價空間；

惟現有法規規定補助加工機

械，必須備有集貨場。

①輔導理集貨調製中心發揮代工處理功能，及建立

收費標準，以協助小農烘乾調製處理。

②蒐集各品種於不同管理下之品質，如破碎率、夾

雜率、蛋白質含量或機能性成分差異之資料，並

建立資料庫。

③調查小農對冷鏈的需求，佈局中衛系統，研發適

用設備或合作機制。

行政

管理

玉米實際栽培狀況與期程難以

完全符合契作合約規範或種植

申報辦法，缺少彈性因應措施，

使農民利益受損。

栽培申報勘查研議採開放式制度，由業者彈性自主

選擇栽培時間。

銷售

通路

①資材成本逐年提升，使玉米

種植成本提升，然如硬質玉

米收購價仍僅 9元，使農民
契作意願不高。

②缺少精準產量預警系統及暢

通收購價格協商平臺。

①落實導入 HACCP、ISO22000等食品安全檢驗機
制，拓展通路，提高產品終端價格。

②導入智慧化科技管理，以機械化、數據化建立生

產、採後處理等 SOP。透過全國全年生產期程規
劃，分散乾燥中心服務時間，提升服務覆蓋率。

加工

加值

進口花生仁價格低且加工成品

不需標示原料產地，易與國產

品混淆。大幅壓縮國內花生產

品市場空間與價格，降低農民

投入生產的意願。

建立產地標章，明顯區隔進口產品及進口加工後之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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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瓶頸 配套措施

加工

加值

政府鮮少將加工業者列入輔導

補助及配套措施的對象，導致

業者採用國產雜糧意願不足。

①完善國產大豆對全國消費者的推廣與宣傳，強調

國產之價值與優勢，並建立與大型加工廠的契作

制度，合作開發產品，增加產銷鏈結度。農糧署

運銷加工組協助針對加工業者研擬輔導措施，以

提升加工端對生產端的拉力。

②異業合作其他農產品開發多元優質產品，如青蔥

花生、蒜片花生。復育特殊品種，如白仁花生，

創造臺灣獨特產品，開發多元市場。開發延長保

鮮期之加工處理措施，如焙炒後凍存技術。

③與產業界合作進行新興品種風味品評，以確認其

加工風味與品質。

胡麻油產品需求高，然加工廠

數量不足，年前農民需排隊榨

油。

盤點目前大糧倉政策工具於胡麻產業中的落實率，

重新評估及研擬適用的輔導及獎勵措施，提升計畫

效果。

以健康養生為導向，發展雜糧

全方位利用模式，應開發多元

產品及強化國產品價值與優

勢，並加大推廣力道。

①辦理食農教育、體驗活動等，強化品牌經營，提

升顧客忠實度。

②國產與進口產品同質性高，需開發具市場差異性

之商品，如胡麻嫂麻油達。設計多元化精品銷售

模式，如建立品牌、異業合作 (麻油虱目魚肚 )、
機能性特色規劃、低碳足跡綠色行銷等，與農會

合作媒合高價市場以及因應疫情轉換行銷模式，

開發線上社群行銷等模式。

年輕市場消費意願減少，應強

化國產品保健機能性。

提升國產品機能性，如高木酚素胡麻、高蛋白大

豆，以推動國產雜糧特色化、精品化。並結合營養

師專業，宣傳國人健康飲食時同時搭配國產食材的

推廣，如油脂攝取可建議以國產堅果 (即花生 )為
主，並透過食農教育強調花生其均衡營養成分，提

高消費者消費意願。高油酸、或白仁新興特色品

種，以提升栽培效能及刺激年輕市場。結合在地文

化建立臺灣花生創新品牌，區隔年輕、中老年、觀

光市場之特色，協助生產方與末端銷售方合作，針

對不同族群開發商品，提高各別吸引力，如年輕族

群重視創新安全；中老年市場重視健康養身；觀光

市場重視特色風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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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瓶頸 配套措施

金融

問題

倉儲存放成本高，且需與高經

濟農產品 (如水果 )競爭空間。
前期採收與採後處理等工具資

金投入成本高。

①組織倉儲物流輔導團隊，評估供貨設備建置方案

與成本或協助整合可存放倉儲處所。

②農業金融局提供低利貸款，並與地方政府合作，

協助研擬降低土地取得成本之方案或地方資金補

助措施。

集團產區主體需同時負擔契作

收購與供貨工作，對現金流需

求高。

針對集團產區業者貸款方案，可按集團面積、銷售

合約等條件，降低信用貸款門檻以及減輕現金流壓

力。

循環

利用
玉米芯可否開發利用。

開發玉米芯製成菇太空包之技術，增加副產物收

益，取代進口原料。

結　　語

本工作坊為線上活動，與會人員討論熱烈，直指產業問題核心，並擬定具體

目標及策略，可供決策單位參酌。大豆為了提高品質與產量、建立標準化分級與

完整代耕體系及協助倉容與現金流問題，並強化加工端的鏈結及銷售管理，在科

研部分可建立品種與品質之資料庫、進行品種改良與肥培改善、並增加國產大豆

加工適性之相關研究。輔導方案則建立分級標準、成立大豆生產農事服務業、發

展大豆全方位利用模式，建立銷售平台或訊息推播。政策方案則建議轉契作獎勵

標準分為兩段式政策、組織倉儲物流輔導團隊、研究降低信用貸款門檻，研擬使

用國產加工業者之輔導措施。玉米產業在科研部分可進行抗秋行軍蟲、適合夏作、

適合加工等品種選育、建立防治秋行軍蟲的推拉策略 (push-pull system)，並進行玉

米鮮果穗採收機開發。輔導方案則為建立秋行軍蟲整合性管理策略 (IPM)、宣導無

人機噴藥、強化非基改硬質玉米的特色及計畫性生產模式。政策方案則建議提高

收購價格、延伸藥劑使用，並建立氣象預警制度、栽培申報勘查研議採開放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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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協助生產端業者做冷鏈設備。胡麻產業為了建置完整機械化安全生產栽培體

系，降低栽培成本、提升品質並促進產業鏈異業結盟以區隔國產及進口市場。在

科研部分可選育適合機械化採收、高木酚素、不同色系等品種、盤點生產成本結

構、進行安全防治資材之研究、研究國內消費者喜好趨勢及潛力市場的探討。而

輔導方案則成立胡麻機械生產農事服務業或代耕團體、導入機械化採收及產銷履

歷驗證，輔導胡麻加工端場域 (如榨油廠等 )申請產銷履歷加工場域驗證及異業媒

合多元行銷。政策則建議明確訂定胡麻乾燥處理藥劑、殺草劑之品項及協助區隔

使用國產原料及進口原料之加工品。並加速防治藥劑無人飛行載具之相關法規、

研擬加工業者輔導及鼓勵措施。花生產業則以改善加工油耗問題與提高品質與產

量、完善花生乾燥設備、形成乾燥中心及農事服務業團體，並強化食品安全檢驗

機制及行銷通路。科研部分加強開發高油酸、多元化特性之新品種及新型乾燥設

備或改良現有乾燥機。輔導方案為成立高油酸花生生產專區。輔導種子專業生產

體系及建立花生加工製程標準化及品管制度、建立 HACCP、ISO22000等食品安

全檢驗機制。政策方面則建議獎勵業者成立生產專區。建立高油酸品種產業鏈。

獎勵引進落花生新型乾燥或改善現有設備。簡化農產加工、處理廠土地合法化，

及加工製造登記證取得方案。增加冷藏、冷凍設備與空間，建立花生採後運輸、

儲存冷鏈等標準化程序。本專案討論之四種雜糧於生產管理面上共同面臨栽培成

本比進口產品高、部分機械化發展仍不足等問題，策略中以發展農事服務業為共

同策略，透過整合防治工作、協助機械代耕等，可降低生產成本，維持品質穩定；

加工銷售面則皆需更進一步之教育推廣、產銷媒合，及發展完整冷鏈保鮮技術，

以提高消費量及穩定銷售市場。期於大糧倉政策輔導及科研投入的合作下，可持

續提升國產雜糧產銷競爭力的發展，維持我國糧食健康優質與安全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