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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大豆
產銷策略分析及行動方案

◆文圖 /吳昭慧、孫銘賢、陳勵勤

前　　言

臺灣在 19世紀初期便有大豆栽培記錄，可能是早期移民自中國傳入，當時以

綠肥栽培居多。臺灣光復後，隨著畜牧業及經濟起飛，日常生活對於大豆需求殷

切，遂使大豆成為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栽培面積曾高達將近 6萬公頃。之

後因廉價大豆開放進口，臺灣大豆栽培面積逐年減少，至 2008年生產面積未達百

公頃，此時正逢糧價高漲，糧食危機引發全球發生 20多起抗議及暴動，隨後各國

農業政策都以糧食安全為重心。農糧署以提高糧食自給率、維護糧食安全為目標，

輔導休耕農地轉契作進口取代作物，2012年訂定「獎勵契作大豆 (黑豆 )作業規

範」，國產大豆栽培面積從 2012年 79公頃急速增加至 2017年達 3,187公頃，但

2018年之後栽培面積停滯在 3,000公頃左右 (圖 2)，無法再增加。因此臺南區農

圖 1. 大雜糧產銷價
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

作坊－大豆場次，由

楊宏瑛場長主持，台

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

管理學會協辦，邀請

產官學研等單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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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改良場邀請產官學研代表共同召開大雜糧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作坊，針

對產業現況進行問題分析，並研擬科研策略，期望藉由此交流活動，優化國產雜

糧產業結構，進而提升國產雜糧競爭力。本文即針對會議結論進行深入討論，研

擬確切行動計畫，以期推動大豆產業蓬勃發展。

產業發展現況

一、世界大豆產銷概況

依據 FAO之統計資料 (表 1)，2019年世界大豆栽培面積為 12,050萬公頃，產

量達 33,367萬公噸，其中美國 9,679萬公噸，約 29.0%，巴西 11,426萬公噸，約

34.2%，阿根廷 5,526萬公噸，約 16.6%，中國 1,572萬公噸，約 4.7%，印度 1,326

萬公噸，約 4.0%。以上五國大豆生產量共約佔世界大豆產量之 88.5%。2019年世

界大豆出口貿易共達 15,538萬公噸，美國出口 5,238萬公噸，約 33.7%，巴西出口

7,407萬公噸，約 47.7%，阿根廷出口 1,005萬公噸，約 6.5%，美國、巴西及阿根

廷三國合計出口量達世界大豆出口量之 87.9%，其中主要進口國為中國 9,128萬公

噸，約佔出口量之 60.2%。世界大豆市場以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為主要供應國，而

中國為主要進口國，任一方供需有所變化，對市場之影響力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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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2∼ 2020年國產大豆栽培面積 (資料來源：農情報告資源網 )



國產大豆產銷策略分析及行動方案

19

表 1. 2019年世界大豆產銷概況
栽培面積

(萬公頃 )
產量

(萬公噸 )
平均產量

(公斤 /公頃 )
2019出口貿易量

(萬公噸 )
全世界 12,050 33,367 2,769 15,538
美國 3,035 9,679 3,189 5,238 (33.7%)
巴西 3,588 11,426 3,184 7,407 (47.7%)
阿根廷 1,657 5,526 3,334 1,005 ( 6.5%)
印度 1,113 1,326 1,191 10
中國 842 1,572 1,780 11

中國出口量 11萬公噸，進口量 9,128萬公噸 (60.2%) 資料來源：FAO

二、國產大豆及進口大豆供應鏈

國產大豆及進口大豆供應鏈如圖 3，2020年進口大豆約 260萬公噸，約 15% 

(39萬公噸 )直接作為飼料利用、75% (195萬公噸 )供應榨油業者製作大豆油，其

後豆粕作為飼料，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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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國產大豆則生產 4,447公噸，生產者採收後交由契作主體，

契作主體約 5% (222公噸 )作種原、4% (178公噸 )作飼料，80% (355公噸 )則販

售食品加工業者或食品代工業者，11% (489公噸 )則進入零售市場 (圖4)或包裝場，

然後進行食品加工。

圖 3.國產大豆及進口大豆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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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9萬公噸

75% 195萬公噸

10% 26萬公噸

260萬公噸

5% 222公噸 4% 178公噸 80% 3558公噸

11% 489公噸

4447公噸

國產大豆佔進口量0.17%，佔食品加工用1.7%

圖 4. 國產食用級
大豆之小包裝販售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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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進口國家

重量

(公噸 )
新臺幣

(千元 )
價格

(元 /公斤 )

基
改
大
豆

美國 1,370,827 16,155,414 11.8
巴西 1,042,840 11,636,762 11.2
阿根廷 84,823 942,407 11.1
加拿大 985 11,240 11.4
合計 2,799,475 28,745,823 11.5

非
基
改
大
豆

加拿大 52,685 970,765 18.4
美國 29,384 541,653 18.4
法國 2,731 51,738 18.9
澳大利亞 628 15,757 25.1
印度 498 5,322 10.7
俄羅斯 40 783 19.6
南非 22 544 24.7
日本 18 938 52.1
合計 89,006 1,587,500 18.5

基改大豆97%

非基改
大豆3%

美國
54.8%

巴西
41.7%

阿根廷
3.4%

加拿大
0.04%

資料來源：農產品進出口統計

圖 5. 2020年大豆 (黃豆 )進口情形

圖 6. 2020年黑豆進口情形

2020年臺灣進口大豆約 260萬噸，基改大豆約佔 97%， 

非基改大豆佔 3%。基改大豆主要進口國為美國佔 54.8%、

其次巴西佔 41.7%，平均到港價每公斤 11.5元。非基改

大豆主要從加拿大進口，其次美國，平均到港價每公斤

18.5元 (圖 5)。黑豆則進口 9,622公噸，主要 71%從中國，

其次加拿大及美國，平均到港價每公斤 25.8元 (圖 6)。

進口國家
重量

(公噸 )
新臺幣

(千元 )
價格

(元 /公斤 )
中國大陸 6,867 184,384 26.9
加拿大 1,429 33,126 23.2
美國 1,326 30,868 23.3
合計 9,622 248,378 25.8

中國大陸
71%

美國
14%加拿大

15%

資料來源：農產品進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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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分析及強化重點

進行大豆之上、中、下游業者代表分析其商業模式如圖 7，發展國產大豆的經

營理念為建立國產大豆品牌、強調供貨與品質的穩定，且協助小農經濟發展。整

個產業價值主張則為提供國人經安全檢驗品質掌控之非基改大豆以及促使土地多

元化利用。而國產大豆的經營理念及價值主張經由加工產品開發、行銷活動、網

路廣告宣傳，或透過強調品質均一、價格合理、供應穩定及網路廣告宣傳販售至

烘焙店、餐廳、零售通路、中小型豆製品加工廠、賣場。進而以大豆雜糧及豆製

加工品為其收入主要來源。而要達到品質均一及供貨穩定則需透過產銷履歷、農

友契作，獎勵補助，農民全程參與及品種改良，與契作農合作並輔導成立集團產

區，透過核心資產如良好品種及採後處理設備，再與相關機械供應夥伴合作，以

建立品牌及供貨與品質的穩定。此外夥伴關係中的契作主體除了生產機械供給、

圖 7. 國產大豆商業化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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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產區取得政策補貼及金流風險承擔，以協助契作農友或產區進行優質大豆生

產。支出部分則為廠房設備機械成本、損耗、折舊、薪資成本、採購成本，此外

收購品質不均之大豆則會增加處理成本。因此整個大豆商業模式分析目前較為薄

弱的項目亦是未來要強化的部分，例如增加品質及供貨穩定性，行銷通路之拓展

及降低金流風險等。

產業問題分析

提升大豆產業發展需建立完整之產銷鏈結，目前從生產、採後調製處理、加

工至銷售端各環節探討其面臨之問題，以提出相關發展策略供參。

一、生產面

(一) 品質不穩未標準化：不同期作不同栽培模式導致採收後大豆品質良莠不齊，

增加採後處理成本或降低加工廠使用國產大豆的意願。且各地產品規格與標

準訂定不一致，收購上沒有標準可依循，而未分級大豆流入市場，導致市場

價格混亂以及造成國產大豆品質不佳之負面形象。

(二) 產量低：目前臺灣大豆品種只要栽培管理良好，平均每公頃可達 2,500∼ 3,000

公斤。但農業統計年報近 10年國產大豆單位產量明顯降低，2012年臺灣平均

產量每公頃 2,001公斤，2020年平均產量每公頃則只有 1,298公斤。除了氣候

變遷天然災害頻傳之外，主要原因是集團化管理不足，未於適當季節播種以

及以領取契作獎勵金為目的之粗放栽培。

(三) 供貨不穩：大豆生長期易逢梅雨季與颱風，影響收成品質，且小農偏好自主

產銷，不易建立全年穩定供應制度。

(四) 代耕體系不完善：代耕資訊不透明，採收量能 (採收機 )不足，採收期常與紅

豆採收競爭，形成排擠作用。簡易型乾燥中心及完整乾燥、分級、倉儲採後

處理中心數量不足或未能發揮理集貨中心之代工服務，影響分級與供貨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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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產銷機具近年補助雖多，但部分機具通用性強，是否落實於大豆產業優

先應用或移為他用，機具是否能發揮效能無閒置。

(五) 土地取得成本過高，不利

廣設採收後處理廠。

(六) 主要以秋季生產供全年，

收穫後有倉容問題 (圖 8)，

倉儲冰存空間設置成本高，

且需與高經濟農產品 (水

果 )競爭。

(七) 集團產區經營主體需同時

負擔契作收購與供貨工作，

對現金流需求高，周轉不易。

二、加工面

(一) 政策較少將加工業者列入輔導及補助等配套措施的對象，致使誘因不足，採

用國產大豆有限。

(二) 國產大豆品質好價格高，新鮮機能性成分高，但國產大豆分級差，造成與進

口產品市場區隔性不明顯。

(三) 缺乏國產大豆加工適性之相關研究及加工產品樣態有限。

(四) 大豆的營養價值高，國產大豆應朝健康食品開發，以提高產值。

(五) 大豆加工製品富含高量蛋白質，其水活性高於 0.85且酸鹼度高於 4.6時，如

無適當高溫蒸氣加熱殺菌則產品易腐敗，如豆製產品無添加物，皆需冷藏保

存且使用期限短，對溫度敏感性較高，且消費者購買意願低。

(六) 大豆以傳統食品或釀造為主，提昇年輕族群買氣應朝多元食品開發及創新產

品品項。

圖 8. 大豆收穫後有倉容問題，為確保品質穩定需
大型溫控倉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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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面

(一) 黃豆製品多元，應加強推廣食用量較大的豆腐、豆干、豆皮等產品。

(二) 在日本大豆使用於煮豆需求量僅次於豆腐及納豆，國產大豆在行銷端可強化

煮豆料理的應用與推廣，讓大豆料理走入日常以提高使用量。

(三) 國產大豆銷售平台廣度不夠，消費者不知道購買管道。

(四) 植物性蛋白質的商品是很有市場與經濟價值的，銷售端應朝此目標拓展外銷。

(五) 素食風潮席捲全球，在臺灣吃素人口漸增，除為了宗教、環保，大部分人更

為了「健康」而選擇素食，根據國民營養調查的結果，約有 10%國人選擇素

食飲食。而蛋和豆類是素食者主要的蛋白質來源，衛福部的「素食飲食指南」

中，將葷食的「豆魚肉蛋類」修改為「豆 (蛋 )」類。 若素食者要攝取到足夠

的蛋白質，除了雞蛋，還可以多食用黃豆、豆腐、豆漿、豆干、豆皮等豆製品。

因此在銷售面可以與素食業者合作，推廣國產大豆素食料理競賽、食譜宣傳

及相關行銷活動，以強化素食人口對國產大豆的認知與購買意願。

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

針對國產大豆產業問題，可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如下列說明及其精簡如表 2。

一、提高品質與產量及建立標準化分級

良好以及穩定的品質可以讓消費者對品牌產生信任，進而形成品牌忠誠度。

因此要建立國產大豆之高品質形象，其產品規格要一致，應有品質分級制度，未

達標準之次級貨應再作篩選調製或其他用途使用。並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降低生產

成本，以及配合產銷履歷標章凸顯國產大豆安全衛生之形象，進而提升國產大豆

競爭力。其研究、輔導及政策之行動方案如下：

(一) 研究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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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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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差異之資料，並建立資料庫，以利發展各地區最適栽培品種與栽種時期

之管理模式。

2. 因應未來多變之氣候環境及消費市場需求，選育耐逆境、機能性、風味佳、

高蛋白、高產耐病之食品級大豆品種，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及品質。

3. 改善肥培管理與根瘤菌利用，提升大豆蛋白質含量。

(二) 輔導方案

1. 針對現有品種進行優缺點

盤點，並與業者需求品質

進行比對，建立分級標

準，使供應商、加工業者

可有所依循，可按級別收

購所需大豆，並作為後端

市場價格參考。

2. 維持良種繁殖機制，並建

立優良種子供應系統，提

高種源純度，確保優良品

種之遺傳特性及品質，避

免種子混雜及帶病降低生

產效能及品質。

3. 辦理講座觀摩 (圖 9)輔導農民導入智慧化栽培，病蟲害共同防治，正確用藥

及栽培管理，建立文宣單張以輔導農民提升臺灣大豆競爭力。

4. 產銷履歷之輔導，提升國產大豆品牌形象，以健康安全生產提升國產大豆品

質。

(三) 政策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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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辦理田間示範講習提升農民栽培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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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農水路基礎建設，提高豪雨後田區排水速度，降低作物受影響程度。

二、建立完整代耕體系及協助倉容與現金流問題以達周年穩定供貨

大豆從整地播種至採收之農機具，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於 2020年辦理大豆機械

化場域示範，大部分農民均能採行機械化生產，然而大豆採收後夾雜物、破碎粒

及損壞粒之去除等調製工作非常繁瑣，亦影響品質甚鉅，需再強化採後處理烘乾、

調製及冷藏設備投入或代工處理，以協助小農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國產大豆品

質，建置完整生產鏈。其研究、輔導及政策之行動方案如下：

(一) 研究方案

利用氣候條件預測，建立全國各產區各期作標準耕作模式與適作品種，以拉

長國產大豆供應期。

(二) 輔導方案

1. 成立大豆生產農事服務業，整理代耕農機具補助名冊，代耕資訊透明，以利

農民查詢。調查補助之採收機、乾燥機等農機具使用情形，增加大豆專用機

具，利用率不高者或使用作物品項不符則財產轉移至需求者以增加機具使用

效率。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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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農業經營專區或集團產區，導入集團產區獎勵補助方

案，並與小農合作，發展衛星農場供應制度，透過規劃不同產期參與式種植

模式，降低供貨不穩問題。

(三) 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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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農地銀行及農業金融局協助研究方案以降低設置採收後處理廠之土

地取得成本或資金補助措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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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門檻以減輕現金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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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加工端的鏈結及銷售管理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為我國現行健康農業政策主軸之一，經驗證農民均

遵行臺灣良好農業規範進行各項操作，並對消費大眾公開生產過程重要資訊，對

於消費安全有極大貢獻。因此輔導農民正確用藥及進行生產履歷之紀錄，以訴求

在地、新鮮、安全為目標與進口大豆作市場區隔，同時建立加工導向的大豆生產

策略，強化加工端鏈結及銷售管理。其研究、輔導及政策之行動方案如下：

(一) 研究方案

1. 增加國產大豆加工適性之相關研究，選育高蛋白質及加工適用性良好之品種，

以對接加工業者之加工品質要求及購買國產大豆的意願。

2. 利用生物性水解或發酵國產大豆提升其保健機能性，穩定國產大豆素材原料

安全和品質，開發新素材之保健產品，提高國產大豆多元產品功能性及創新

性。

(二) 輔導方案

1. 以健康蛋白質之攝取來源為導向，發展大豆全方位利用模式，與企業共同合

作開發加工食品，並與多媒體、零售通路合作，結合食農教育 (圖 10)進入校

園午餐及日常料理之食譜教學推廣示範，養成民眾消費豆製品的習慣，以提

升大豆經濟價值及使用量。

2. 強化國產大豆品牌的認

知，強調國產之價值與

優勢，建立消費者容易

洽購之國產大豆銷售平

台或訊息推播。

(三) 政策方案

協助使用國產大豆加工

業者研擬輔導措施，以提升

加工端對生產端的拉力，以

利與大型加工廠的契作媒合。
圖 10. 推動大豆食農教育豆漿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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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
發展策略

科研方案 輔導方案 政策方案

提高品質與產量及

建立標準化分級

①建立品種與品質

之資料庫

②品種改良

③肥培改善

①盤點品種優缺點，

建立分級標準

②維持良種繁殖機制

①轉契作獎勵標準分

為兩段式政策

②改善農水路基礎建

設

建立完整代耕體系

及協助倉容與現金

流問題以達周年穩

定供貨

各期作標準耕作模

式與適作品種

①成立大豆生產農事

服務業 
②建立集團產區以及

小農合作發展衛星

農場供應制度

①組織倉儲物流輔導

團隊

②研究降低處理廠土

地取得成本方案

③按面積、銷售等降

低信用貸款門檻

強化加工端的鏈結

及銷售管理

增加國產大豆加工

適性之相關研究

①發展大豆全方位利

用模式，提升經濟

價值及使用量

②強化品牌認知，建

立銷售平台或訊息

推播

協助針對使用國產大

豆加工業者研擬輔導

措施

結　　 論

2020年我國進口大豆約 260萬公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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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產大豆以食用級大豆為目標，2020年種植

面積 3,431公頃，生產 4,447公噸，占整體國內大豆市場的 0.17%，食用加工市場

的 1.7%，推廣國產大豆仍有很大進步空間。以目前品種潛力單位面積產量可達 2.5

噸，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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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

針對產業問題加以克服才能突破目前一直維持 3,000公頃的瓶頸，期盼這次大雜糧

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作坊，深入討論，研擬的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能讓

國產大豆產業更進一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