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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玉米
產銷策略分析及行動方案

◆文圖 /謝禮臣

前　　言

雜糧作物，泛指除稻米以外的糧食作物，如：大豆、落花生、甘藷、玉米、

胡麻等，是僅次於稻米的大宗作物。在過去，雜糧作物曾是臺灣最重要的糧食作

物，肩負糧食安全、社會安定等重要任務，因此在 1950年代栽種面積曾高達 43

萬公頃。然而，隨貿易自由化及民眾飲食習慣的改變，其栽種面積已逐漸下降至 7

萬餘公頃。再加上主要雜糧品項 (如：黃豆、小麥及玉米 )幾乎仰賴進口，而小眾

雜糧也因生產成本過高、農村人口老化等問題，而面臨生產斷鏈等危機 (陳孝宇 , 

2019)。近年來，隨著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活化休耕地」、「大糧倉計畫」

等政策，雜糧作物栽培面積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其中，玉米在栽培面積的增長上，

也有顯著的提升。

圖 1. 玉米線上工作
坊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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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國產玉米的供應體系並進而鏈結各端缺口，臺南場在今 (110)年 7月分

辦理「大雜糧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作坊」(圖 1)，討論現階段玉米產業所面

臨之瓶頸並彙整成本文，內容中先是針對玉米產業現況做說明，並根據目前玉米

產業結構上所面臨的困境做分析探討，透過決策工具取得共識，接續擬定行動計

畫方案，期許在未來的玉米產業上能有更妥善且全面的配套措施，以有效翻轉玉

米產業所遇困境。

玉米產業發展現況

玉米，原產自美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糧食作物之一。根據 2019年農業統計要

覽指出，2017年全球玉米收穫面積達 197,466千公頃，僅次於小麥的 218,425千公

頃。而其總產量達 1,164,401千公噸，高於小麥的 773,477千公噸與水稻的 769,829

千公噸，高居第一。由於玉米有優良的耐逆境能力且營養價值高，故不少國家將

其做為主食使用，如 : 非洲中部、中南美洲或亞洲的菲律賓、印尼或泰國等。此外，

世界上生產的玉米約有 48% 是用於動物飼料，而 10∼ 12% 做為青割或青貯之用，

全球年產約 5億公噸。除了做為食用或飼料用途，有一部分的玉米是做為加工使

用，如 :玉米糖漿、玉米油等 (詹雅勛 , 2016)。

在臺灣，玉米主要區分成三種類型，包含：硬質玉米、青割玉米及食用玉米。

據農產品進出口統計資料指出 (表 1)，2020年穀物類玉米進口量總計為 4,511,586

公噸。其中以巴西進口量 2,531,964公噸最多，占總進口量的 57%。美國進口量

表 1. 2020年玉米 (穀物 )進口量統計 (量：公噸；值：千美金 )

國家別
合計 玉米 ,穀類 玉米 ,澱粉 玉米 ,穀類粒片 玉米 ,穀類澱粉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巴西 2,531,964 507,000 2,531,396 506,754 323 143 245 103 - -
美國 823,053 169,252 822,372 168,228 16 18 1 1 664 1,005
阿根廷 743,134 144,554 743,134 144,554 - - - - - -
其他國家 413,435 98,888 326,463 63,034 6,238 5,387 709 340 80,025 30,128
合計 4,511,586 919,694 4,423,365 882,570 6,577 5,548 955 444 80,689 31,133

(資料來源 :農產品進出口統計 )



國產玉米產銷策略分析及行動方案

31

表 2. 2020年甜玉米進口量統計 (量：公噸；值：千美金 )

國家別
合計

甜玉米 ,
生鮮冷藏

甜玉米 ,
冷凍

甜玉米 ,
脫水及乾製

甜玉米 ,
調製

甜玉米 ,
罐頭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重量 價值

泰國 23,417 23,541 1 5 1,543 1,522 - - 191 362 21,681 21,653
法國 3,126 5,527 - - - - - - - - 3,126 5,527
美國 2,883 4,406 - - 434 631 9 4 - - 2,440 3,771
其他國家 3,039 2,344 33 9 2,413 1,827 6 28 29 74 559 405
合計 32,465 35,818 34 14 4,390 3,980 15 32 220 436 27,806 31,356

(資料來源 :農產品進出口統計 )

823,053公噸及阿根廷進口量 743,134公噸則分別占總進口量的 19%及 16%，位居

第二大及第三大進口國 (圖 2)。

食用玉米中，以甜玉米進口占居多數。據農產品進出口統計資料指出 (表 2)，

2020年甜玉米總進口量共計為 32,465公噸。其中，自泰國進口量為 23,417公噸，

占比達 72%，是為最高。進一步觀察，自泰國進口的甜玉米主要針對冷凍甜玉米

及甜玉米罐頭兩類為主。而法國進口量 3,126公噸及美國進口量 2,883公噸則分別

占總進口量的 10% 及 9%，位居第二大及第三大進口國 (圖 3)。

圖 2. 2020年巴西、美國、阿根廷及
其他國家之玉米 (穀物 )進口量佔比

圖 3. 2020年泰國、法國、美國及
其他國家之甜玉米進口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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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自民國 97年開始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後，硬質玉米栽培面積

開始逐漸增加。從圖 4中觀察，在民國 96年的硬質玉米栽培面積為 6,778公頃。

而隔年推行「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後，面積增加 948公頃，達 7,726公頃。伴隨政

策推進，在民國 102年續接推行的「活化休耕地」政策，使硬質玉米的栽培面積

出現顯著提升。從圖 4中觀察，民國 101年的硬質玉米栽培面積為 6,612公頃。在

民國 102年推動「活化休耕地」政策後，面積增加 1,738公頃，使當年度栽種面積

達 8,350公頃。進一步，自 103∼ 109年，栽培面積與過去相比，不僅大幅增加至

少 5,000公頃以上，且均穩定維持在 13,000公頃至 16,000公頃的範圍內，可見政

策推行成效。

深入觀察硬質玉米栽種的縣市分布，依 2020年農情報告資源網資料指出，臺

南市全年作栽培面積為 8441.96公頃，占硬質玉米總栽培面積的 52%，實屬最高。

其次為嘉義縣全年作栽培面積 5656.16公頃，占硬質玉米總栽培面積的 35%，排名

第二。而第三名為雲林縣，其全年作栽培面積為 1360.4公頃，占硬質玉米總栽培

面積的 8%。若將雲嘉南三個縣市的硬質玉米栽培面積加總，則占比達 95%。換言

之，種植硬質玉米最主要的產區，便是臺南市、嘉義縣及雲林縣 (圖 5)。

圖 4. 民國 96年至民國 109年硬質玉米全年作栽培面積統計 (資料來源：農情
報告資源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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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食用玉米歷年栽培面積則相對穩定。自農情報告資源網的資料指

出 (圖 6)，自民國 96年至民國 109年，共 14個年度的食用玉米栽培面積均維持

在 10,000公頃以上。而在民國 102年推動「活化休耕地」政策後，面積增長更加

明顯。觀察自民國 102年到民國 109年的栽培面積發現，這 8個年度的面積介於

12,000公頃至 16,000公頃間，其增加幅度約為 10∼ 30%。

圖 6. 民國 96年至民國 109年食用玉米全年作栽培面積統計 (資料來源：農情
報告資源網 )

圖 5. 2020年全年作硬質玉米在臺南
市、嘉義縣、雲林縣、花蓮縣及其

他縣市的栽種面積占比 (資料來源 :
農情報告資源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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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觀察食用玉米的主要栽培縣

市，據 2020年農情報告資源網的資

料指出，雲林縣全年作栽培面積為

7279.79公頃，占食用玉米總栽培

面積的 46%，實屬最高。而嘉義

縣及臺南市的全年作栽培面積分

別為 2161.15公頃及 2011.97公

頃，各占食用玉米總栽培面積的

14% 及 13%，位居第二大及第三

大種植面積。若將雲嘉南三個縣市

的食用玉米栽培面積做統計，則其占

比達 73%。換言之，雲林縣、嘉義縣

及臺南市為種植食用玉米的主要縣市

(圖 7)。

商業模式分析與強化重點

有鑑於在玉米產業上，仍存在許多產業鏈結上的缺口有待改善，故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透過與玉米業者訪談，了解其商業營運模式，進而分析生產端、加工端、

銷售端等不同面向所存在的產銷問題。

本調查工作自 2021年 4月份開始著手，並與雲林縣西螺鎮「鮮綠農業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熊亞萍董事長及陳順情總經理、嘉義縣義竹鄉「保證責任嘉義

縣御良田玉米生產合作社」的謝勝麒理事長、「農嘉雅米安心農場」的翁崑晃先

生及嘉義縣六腳鄉「裕農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張韡耀董事等進行訪談工作。

最終，藉由訪談、記錄等方式，歸納出玉米產業上的商業模式圖 (Business Model 

Canvas) (圖 8)。

「商業模式圖」是由 Alexander Osterwalder與其團隊所提出，藉由拆解商業模

式為九大相互有關聯的元素並輔以視覺化方式加以呈現，以提供分析者理解商業

圖 7. 2020年全年作食用玉米在雲林縣、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花蓮縣等縣

市的栽種面積占比 (資料來源 : 農情報告
資源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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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並了解其定位 (Osterwalder, A., 2010)。在商業模式圖中，最為重要是銷售端的

「顧客」。唯有先了解顧客是誰以及他們需要什麼之後，才能進而回推供應端該

如何滿足顧客的需求。

在玉米產業上，主要的顧客包含：大型量販店 (如：家樂福、大潤發、好市

多等 )、全聯、美廉社、便利商店 (如：全家、統一等 )、連鎖餐飲集團 (如：王品、

八方雲集等 )或是主推有機食材的永豐餘、臺灣好農等。因此，業者們的價值主

張主要針對國產玉米、鮮貨供應為目標，並輔以產銷履歷、有機標章等強化商品

價值。經由業務推廣、批發代理商或是網路行銷等方式，與顧客取得連結管道。

並藉由販售鮮果穗、玉米罐頭、玉米筍或是加工副產品 (如：玉米鬚茶、玉米冰

棒或玉米汁 )等商品獲取收入。進而與顧客間藉由穩定供應品質優良的貨源且維

持合理的商品價格，因此與顧客取得對品牌認同的信賴感。最終回歸在經營理念

上擁有穩健收益、健康樂活及友善環境的品牌概念。

圖 8. 國產玉米商業化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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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理解銷售端的需求基礎上，供應端的規劃便更顯重要。玉米產業生產

模式主要與契作農戶、合作供應廠商等關鍵夥伴合作。由於擁有長期的合作關係，

故建立良好的配合度與默契，再加上擁有共同理念與利潤共享，因此能維持穩定

的夥伴關係。藉由計畫性的生產規劃，使產品能穩定供貨。並輔以產銷履歷驗證、

行銷分析等作業強化關鍵的生產活動。同時，由於擁有關鍵的玉米栽培品種、栽

培技術及經驗、能快速減少田間熱的壓差設備等核心資產，因此在玉米生產供應

上能順利推進。此外，在供應鏈運作過程中，所需承擔的成本支出，包含耕作生

產成本、契作成本、冷凍物流成本及管理、採購與薪資成本等，也是不容小覷。

透過完整的供應鏈體系運作，最後回歸到經營理念上的穩健收益、健康樂活及友

善環境的品牌概念。

產業問題分析

透過商業模式的分析，玉米的產業現況中，存在不少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品種及生產技術問題

(一) 秋行軍蟲防治問題

自 2019年 5月到 6月份秋行軍蟲伴隨西南氣流進入臺灣後，對本土作物栽培

出現極大挑戰。目前該蟲已在玉米、高粱、狼尾草等禾本科作物上均發現蹤跡。

其中，玉米的危害情況最為嚴重。當玉米進入節間生長期時，秋行軍蟲易躲藏在

新葉所包覆的空間內，以致化學藥劑不易接觸而使防治效果降低 (圖 9)。另外，

玉米進入吐絲期，該蟲易從花絲處進入果穗內，除啃咬花絲外，也會啃食果粒，

造成商品價值降低甚至引發穗腐病等情況發生 (圖 10)。

(二) 適栽品種需求

氣候變遷威脅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生產力，長期改變溫度和降雨型態，亦有

部分氣候變遷影響生長季、病蟲害型態，影響作物生產及價格等。臺灣地處亞熱

帶，但北回歸線橫跨，加上面積不大，易受洋流影響，屬熱帶性海洋及亞熱帶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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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秋行軍蟲藏匿在新葉的包覆空間內，不易察覺

又鄰近大陸，亦受大陸性氣候影響。近年來，受全球氣候暖化影響，呈現氣溫偏高，

而降雨量則有多次全年異常偏低，但日降雨強度則有偏高情況發生，顯示臺灣在

全球氣候變遷中，氣候將有氣溫偏高且降雨偏少的情形 (許嘉錦等 , 2013)。由於

上述的諸多因素，使得不同季節對栽培之玉米品種要求有所差別。

二、管理瓶頸

(一) 人力不足以致省工機械需求增加

據研究指出，1990年 , 1995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以及 2015年共 6次

臺灣地區人口的普查結果，發現臺灣地區的人口結構有成長的趨勢，但從事農業

的人口結構卻呈負成長的現象，包括農家戶數和農家人口數的負成長。其中，農

家人口數由 430萬減至 271萬人，顯示農業人力不足，農業勞動力常出現季節性、

區域性缺工問題，產業經營發展因而受限 (吳惠卿 , 2019)。

有鑑於此，對省工機械的研發便顯得更加迫切，以食用玉米而言，在鮮果穗

收穫時期，常常需要大量人力協助採收作業。在人口持續老化的農村社會中，玉

米鮮穗採收機的需求便因應而生。

圖 10. 秋行軍蟲啃食玉米籽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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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玉米筍採收作業不易

近年來相當熱門的玉米筍

(圖 11)，在田間栽培上因行株

距過密，以致田間作業不易，

也有改善空間。

(三) 政策訂定期程的執行困難

對小規模經營的農友而

言，為達成計畫性生產食用玉

米目標，將採大田區分批種植

方式經營。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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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

少彈性因應措施，致農民利益

受損。

三、採後處理：食用玉米冷凍 /冷藏設備需求增加

食用玉米在經過採收後，為減少田間熱以確保品質，經常需要透過冷藏設備

(如：壓差、真空預冷等 )來完成預冷作業。因建置冷鏈設備所需資金龐大，目前

業者在缺乏資金或土地資源，無法因應產品容納量有效擴大相關廠房建置。

四、價格與產銷問題

根據統計，臺灣每年自國外進口的穀物類玉米及甜玉米分別有 450公噸及 3.2

萬公噸，是相當可觀的進口量。由於進口玉米價格明顯低於國產玉米，以致國產

農品的競爭能力薄弱。另外，在極端氣候之影響下，也容易有產銷失衡的問題發

生。

圖 11. 玉米筍為玉米幼嫩雌穗，因鮮嫩可口且容易
搭配，常見於各式菜餚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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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本文針對品種及生產技術問題、管理瓶頸、採後處理及產銷與價格問題等不

同面相分別提出研究、輔導與政策面向的行動方案，詳述如下，並整理成表3供參。

一、品種及生產技術問題

(一) 秋行軍蟲防治問題

1. 科研方案

⑴抗秋行軍蟲的品種選育：藥劑防治雖可快速抑制害蟲密度，但仍非為長

久之計。109年初，朴子分場與臺灣大學農藝學系莊汶博副教授合作，從

CIMMYT引進抗秋行軍蟲品系的玉米材料，經適應性試驗篩選後，已初步挑

選出適合臺灣氣候生長且具良好抗蟲能力的品系，將再繼續做後續選拔作業。

⑵建立防治秋行軍蟲之推拉策略 (push-pull system)：推拉技術為新興農耕法，藉

由植物的特性來達到防治害蟲、雜草和增加土壤肥力的功能。以非洲肯亞為

例，當地的農民長期飽受玉米螟和巫婆草的侵害，再加上當地土壤貧瘠，使

得農作物的產量相當不理想。成功實施於肯亞的推拉技術利用植物的特性來

進行生物防治。推拉技術中，玉米植株本身在遭遇玉米螟產卵時會分泌揮發

性的化合物來吸引玉米螟的天敵寄生蜂；與玉米間作的山螞蝗具有驅離玉米

螟的特性以及山螞蝗根部的分泌物具有抑制巫婆草的功效；種植在田區外圍

的象草具有吸引玉米螟成蛾並且使之族群無法增加的特性。研究顯示在肯亞

推行利用山螞蝗、象草進行綜合性生物防治的推拉技術之後，順利解決當地

小農因缺乏資金以致無法利用農藥、除草劑進行田間管理的問題，同時推拉

技術又能兼顧生態系的維護，讓玉米產量達到明顯的提升 (林厚和 , 2017)。

因此，也可考慮運用推拉策略防治秋行軍蟲。

2. 輔導方案

⑴建立秋行軍蟲整合性管理策略 (IPM)：透過播種前的翻犁、淹水、曝曬或水旱

田輪作等方式降低土壤中蟲卵數量。在玉米約 10∼ 15公分的苗期階段，每

隔 7天做一次巡田監測，觀察植株是否受害，或於心葉 /生長點有無大量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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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糞。當玉米幼苗、抽穗期及籽粒充實期受害率達 10%、輪生後期至抽穗前

期植株受害率達 20%時啟動藥劑防治。

⑵秋行軍蟲防治講習會：舉辦防治策略的宣導活動，以強化農友對防治秋行軍

蟲的時機點重視。

⑶宣導無人機噴藥：當玉米在節間生長後期後，由於葉片寬大、植株高大，對

於人力噴藥造成極大困難。是故，可採無人機噴藥方式於節間生長後期 (VT)-

吐絲期 (R0)做防治工作，並搭配展著劑增強藥劑的噴施效果，以精準針對新

葉投藥，控制害蟲密度。

3. 政策方案 

⑴監控秋行軍蟲密度：地方政府協助建置預警系統監測秋行軍蟲密度，提供即

時防治參考。

⑵提高收購價格：透過建立政府媒合平臺與飼料公會協商，當玉米籽粒品質穩

定，以保價收購方式辦理。當玉米產量越高，農友獲取價格越高，以此措施

鼓勵農友在栽培上更努力，以促進自主防治行動。

⑶延伸藥劑使用：目前尚無有效的抗秋行軍蟲方法，因此化學藥治的防治仍為

主要手段。為避免因長期使用同一藥劑防治而造成該害蟲產生抗藥性，因此

主責單位可以透過鼓勵農藥業者申請新藥登記或延伸使用範圍，以擴大藥劑

使用種類，透過不同防治機制的藥劑防治，避免害蟲因此產生抗藥性。

(二) 適栽品種需求

1. 科研方案

⑴調查現有商業品種的各季節適應性：針對目前市面上常見的商業品種作季節

適應性評估，包含開花期、產量及品質等各面向的調查研究。

⑵選育適合夏作栽培的超甜玉米：在臺灣，夏季因溫度高、雨水豐盛，易孳生

病蟲害，導致食用玉米的栽培不易且果穗品質不佳。另外，由於日降雨量越

顯增多，容易因大雨使田區淹水嚴重。因此，在品種改良上，可朝篩選幼苗

期耐淹水、耐病蟲害且食用品質優良等適合夏作栽培之超甜玉米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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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選育適合加工使用的甜玉米品種：目前市面上可供加工使用的甜玉米品種包

含：華珍、SC-132等。不過，因應銷售端在加工上的需求，希望可以有籽粒

更大顆、苞葉占比低且甜度更高的品種。因此，透過玉米品種改良的手段，

未來可以朝向籽粒長度長、苞葉含量約在 18∼ 20%且甜度高的品種邁進。

2. 輔導方案

⑴辦理栽培講座：透過講習會，提醒農友玉米適栽季節應注意事項並推薦當季

可栽培的玉米品種。

⑵輔導產銷履歷驗證：鼓勵農友以產銷履歷驗證為生產目標。

3. 政策方案

⑴改善農水路基礎建設：農水路因長時間沖刷、疏於管理，以致栽培不便。另外，

臺灣農路小條，不易機械化進展，也實屬考量因素。

⑵建立氣象預警制度：透過即時掌握降雨量、溫度等影響作物生長的關鍵因子，

以提醒農友提前做好預防措施。

二、管理瓶頸

(一) 科研方案

1. 玉米鮮果穗採收機開發：因應農村高齡化社會的趨勢，開發省工機械的必要

性越顯重要。近幾年，臺南區改良場農機研究室致力於開發玉米鮮穗採收機，

並以甜玉米 -華珍及甜玉米 -夏強做為試驗對象。結果顯示，為配合機械操作，

玉米株高需達 110公分以上，穗位高需達 40公分以上，方可利用機械採收。

在果穗破損率部分，苞葉含量較高的甜玉米 -華珍的受損率已可降低至 10% 

以下。不過，苞葉含量約 20∼ 25% 的甜玉米 -夏強則受損率維持在 20∼

30%，仍屬偏高。有鑑於此，目前仍持續針對機械做改良，以期降低受損率

問題。

2. 調整玉米筍栽培行株距：目前玉米筍栽培的行距為 75公分，株距 7∼ 8吋。

然而，因田間行距太密不利摘筍後將果穗移出，因此可以透過行株距試驗研

究測試行距調整為 80公分、90公分及 100公分時，除利於作業進行外，是否

也能使收穫量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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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方案

1. 辦理玉米栽培講習會：透過在轄區雲嘉南內舉行玉米栽培管理的講習會，提

升有意加入玉米栽培管理的農友對栽培管理上的概念與理解。

2. 建立集團產區：伴隨機械化時代出現，透過集團產區的栽培模式不但可以有

效提高作業效率，且能維持穩定供應資源，以利後續商品可以持續銷售。

(三) 政策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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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與

農糧署南區分署合作，增加玉米栽培講習會辦理次數，以提升農友栽培管理

上的經驗。

2. 改善缺工問題：透過成立農業技術服務團、產業專業團等方式，訓練成員針

對施肥、噴藥、疏花疏果、果實採收等各種栽培管理作學習，並蒐集各農作

物農忙期，以錯開作物農忙期的方式，安排不同時間在不同地區服務的方式，

形成周年性可移動的服務團。另外，成立機械代耕團，針對勞動力不足或農

耕機械不足的地區做代耕服務，減輕對人力需求的迫切。

3. 鼓勵青年農友返鄉：對青年農友來說，開始務農所需投入的資金龐大，建議

調降貸款利率，提高有意願者的從農興趣。另外，由於土地承租不易，建議

彙集各鄉鎮農地使用情況，估算可供承租的土地面積，透過鄉鎮農會協助媒

合，提高新加入的青年農民承租土地的機會，同時也可減少農地荒置問題。

三、採後處理 : 食用玉米冷凍 /冷藏設備需求增加

(一) 輔導方案

協助需求業者做設備申請：可由農業金融局提供業者針對食用玉米的冷凍冷

藏等擴廠資金需求之輔導與補助措施。依據目前申請冷凍冷藏設備的規定，農業

金融局可提供貸款低利率 1.43%，周轉金償還期限最長 5年，資本支出償還期限最

長 15年等條件。

(二) 政策方案

協助生產端業者做冷鏈設備輔導方案：針對國產玉米生產端業者進行冷鏈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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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方案，以確保玉米冷鏈設備完善、品質穩定並進而降低採後處理成本。

四、 價格與產銷問題

(一) 科研方案

1. 開發創新產品：結合食品、家政等人才，開發國產非基改硬質玉米製成加工品，

如玉米粉，與傳統原料 (小麥粉、米粉 )混製成新興食品。另外，可以開發各

式口味的玉米鬚茶包、玉米汁飲品、玉米冰棒等副產品，提升應用價值。

(二) 輔導方案

1. 強化非基改硬質玉米的特色：透過強調國產硬質玉米非基因改造特色，以區

別大量進口的穀物類玉米，並進而媒合國產有機畜產品市場，提升國產硬質

玉米產品特色及價值。

2. 計畫性生產模式：在農產業中，經常面臨的困境是銷售端的問題。臺灣的農

業研究人員透過專業的育種技術進行品種改良，尋找最適合當地的栽培品種

後，藉由講習會等課程方式輔導農友栽培種植，並獲得極佳的產量表現。然

而，後端的銷售問題卻經常成為產業推動的最大阻力。因此，從輔導、政策

面上，應先媒合銷售端業者，並了解其所需求的生產量後，以集團產區模式

做計畫性生產，以確保通路順暢且穩定收益。

(三) 政策方案

1. 食農教育：國產農品向來產地直送，具備新鮮、安心又健康等重要特點，是

進口農產品難以取代的優勢。然而，國人對於進口品的推崇及品牌概念卻難

以撼動。不可否認的是，建立在適地適種原則的前提下，的確有些進口農品

因當地環境的條件極佳，而極具當地特色，例如 : 美國櫻桃、日本哈密瓜等。

然而，對於特定的臺灣國產的農品，卻未必遜色於進口商品。以玉米而言，

產地直送的果穗新鮮度、色澤外觀等，均非進口品所能比擬。筆者認為，應

建立國人對國產農品的認同感。對本土食材的認同及正視價值是相當重要的

核心。透過從小的教育開始培養，讓學童理解臺灣農品的生產、栽培到後端

的加工等作業，深化孩童對國產農品的理解與信心。同時，將營養午餐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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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全面以國產農品供應，使孩童熟悉並習慣國產農品為主食，以強化食農教

育的精髓。而這樣的認同，也才能根本的將國產農品的說服力做到最極致。

2. 獎勵措施的維持：國產硬質玉米主要供給畜牧業使用，據估計顯示，每年國

產的硬質玉米的產量，僅供畜牧業使用兩週。因此，絕大多數的供應仍以進

口的穀物類玉米為主。近年來，隨著氣候改變、沿海地區的土壤鹽化日益嚴

重，栽種作物的困難度越顯增加的情況下，選擇栽種硬質玉米是一大良好選

項。據研究指出，採水稻雙期作的大專業農年收益 229,122元 /公頃為最高；

第 1期作種植水稻，第 2期作種植硬質玉米的大專業農年收益 201,923元 /公

頃，是為次之；第 1期作種植綠肥領取休耕補助費用，第 2期作種植硬質玉

米的大專業農年收益 135,255元 /公頃為最低。此外，該研究亦提及，「多數

大專業農表示，若無政府的保價收購及轉作獎勵金支撐，種植硬質玉米的收

益與水稻相差甚多，如果承租的田地可以種植水稻，並不會種植硬質玉米」 

(石郁琴 , 2017)。由此可見，政策扶持對硬質玉米產業的重要性。是故，若要

提高農友對栽培硬質玉米的意願，除了獎勵金制度持續維持外，提高單位面

積的產量以增加收入也很關鍵。另外，政策上建議鼓勵農友與鄰近的畜牧場

或加工廠契作硬質玉米，穩定市場價格，以形成一個良善循環。

結　　語

自從 2002年，臺灣以「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名義正式加

入WTO後，國產農產品的競爭力明顯受到極大挑戰。由於進口農品的價格明顯低

於國產農產品，因此在市場的競爭力上，具有強大的優勢。近年來，政府在「小

地主大佃農」、「活化休耕地」等政策上大力推動雜糧栽種，經農糧署及各區改

良場的輔導與推廣，在栽培面積、品質及產量表現上，均有亮眼的表現。惟銷售

端的價格難以與進口品抗衡，以致無法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架構。有鑑於此，本

文僅就針對玉米產業上，現階段在生產、栽培管理、採後處理及銷售等不同面向

進行問題分析、策略擬定及設定行動方案，希望能將目前所盤點的現況缺口，進

行有效的鏈結，以強化玉米產業的各個缺口而建立完整的循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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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針對玉米產業現況所面臨問題提出研究、輔導及政策等面向的策略做建議

行動方案

發展策略
科研方案 輔導方案 政策方案

生

產

面

秋行軍蟲

防治問題

①抗秋行軍蟲的品種

選育

②建立防治秋行軍蟲

的推拉策略 (push-
pull system)

①建立秋行軍蟲整合

性管理策略 (IPM)
②辦理秋行軍蟲防治

講習會

③宣導無人機噴藥

①監控秋行軍蟲密度

②提高收購價格

③延伸藥劑使用

適栽品種

需求

①調查現有商業品種

各季節適應性

②選育適合夏作栽培

的超甜玉米

③選育適合加工使用

的甜玉米品種

①辦理栽培講座

②輔導產銷履歷驗證

①改善農水路的基礎

建設

②建立氣象預警制度

管理瓶頸

①玉米鮮果穗採收機

開發

②調整玉米筍栽培行

株距

①辦理玉米栽培

講習會

②建立集團產區

①栽培申報勘查研議

採開放式制度

②改善缺工問題

③鼓勵青年農民返鄉

食用玉米冷凍 /
冷藏設備需求

增加

提供需求業者做設備

申請

協助生產端業者做

冷鏈設備輔導方案

價格與

產銷問題
開發創新產品

①強化非基改硬質玉

米的特色

②計畫性生產模式

①食農教育

②獎勵措施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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