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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胡麻
產銷策略分析及行動方案

◆文圖 /黃涵靈

前　　言

胡麻即為俗稱的芝麻，為國內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臺灣胡麻栽培面積曾於

1961年高達 8,845公頃，而後逐年遞減，並主要仰賴進口，而為了提昇國產雜糧

自給率，並鼓勵休耕地轉作，政府自 2012年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利用計畫，

將胡麻列入進口替代作物，鼓勵農民栽植胡麻，2013年胡麻栽培面積倍增為 1,706

公頃，總產量約 1,399公噸，又於 2014年發生臺灣食用油油品事件，消費者對於

食用油來源及食品安全較為重視，國產胡麻市場漸漸被開啟，於 2016年全臺栽培

面積高達3,492公頃，至2019年栽培面積達2,339公頃，總產量約1,972公噸 (圖1)，

國產胡麻生產面積及產量明顯提升，目前在臺南市西港區、善化區、安定區、佳

里區、將軍區、七股區、新化區和臺中、彰化、苗栗、屏東等各地區農會或產銷

班也正積極輔導農友種植胡麻並製造高品質的國產胡麻油或胡麻加工品，供應國

內市場需求，但相較於進口胡麻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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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國產胡麻也因銷售價格

較高、市場需求不穩定等問題，在推動國產胡麻產業過程明顯面臨瓶頸，因此臺

南區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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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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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針對胡麻工作坊會議

內容進行討論，以研擬行動計畫，推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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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現況

一、世界胡麻產銷概況

依據 FAO之統計資料 (表 1)，2019年全世界胡麻栽培面積為 1,282萬公頃，

產量達 655萬公噸，主要生產地區集中在亞州和非洲國家，並以蘇丹栽培面積 424

圖 1. 民國 86年至 109年國內胡麻栽培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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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胡麻線上工作坊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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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公頃，為最大生產國，其次依序為緬甸、印度、坦尚尼亞及布吉納法索，2019

年全世界出口貿易量為 216萬公噸，該些主要生產國家亦為重要的出口國家；全

世界主要胡麻種子進口量最大的國家為中國，進口貿易量達 81萬公噸 (表 2)，其

次依序為日本、土耳其、印度、韓國、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等，並以亞州地區

進口量最高，顯示亞洲地區為胡麻重要的需求市場。

表 1. 2019年世界胡麻生產概況

國家
栽培面積  
(公頃 )

年產量  
(公噸 )

單位面積產量  
(公斤 /公頃 )

出口貿易量 
(公噸 )

全世界 12,821,752 6,549,725 510.8 2,160,904 

蘇丹 4,243,680 1,210,000 342.7 421,441 

緬甸 1,505,163 744,498 494.6 100,637 

印度 1,419,970 689,310 485.4 276,358 

坦尚尼亞 940,000 680,000 723.4 124,382 

布吉納法索 617,749 374,703 606.6 72,210 

臺灣 2,222 2,104 946.9 182 

資料來源：FAOSTAT, 2019

表 2. 世界胡麻主要進口國概況
國家 進口貿易量 (公噸 ) 價口總值 (千美元 )

中國 812,386 1,203,982 

日本 186,161 303,133 

土耳其 184,244 287,752 

印度 135,729 196,264 

韓國 76,812 144,956 

沙烏地阿拉伯 73,201 108,569 

以色列 56,244 119,509 

德國 34,326 73,956 

資料來源：FAOSTA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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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產胡麻及進口胡麻供應情形

國產胡麻目前生產端情形包含契作主體向農民契作生產及自行生產，其中契

作主體多以農會體系為主，包含臺南市西港、善化、安定等農會，而農會則通常

為產製銷一體模式 (圖 3)，將契作胡麻原料由自有的加工廠或代工廠製成加工品

後以農會品牌販售，而農會銷售通路則以自營門市實體通路為主；另外大部分自

行生產農民則多以自產自銷方式販售，其中直接販售胡麻種子者較少，通常採收

後進行初級加工後販售，主要製成胡麻油、胡麻粉、芝麻糖等，加工門檻較低，

該些商品以簡易的加工設備即可進行生產，且在胡麻產區小型榨油廠或穀類磨粉

代工普及，而販售方式通常透過親朋好友或網路宣傳，農民自產自銷模式現為國

產胡麻產業供應鏈主要模式之一，在國產胡麻產業供應鏈中，很少部分才由其他

食品加工業者或企業公司購買原料加工，再進入各銷售通路，相較之下，各供應

鏈各環節間的異業合作模式較少。

臺灣每年胡麻進口量約 4萬公噸，參考財政部關務署統計資料，2020年進口

胡麻總量為 43,229公噸 (表 3)，主要進口來源為印度、緬甸、孟加拉、泰國等地，

平均進口價格為每公斤 43.6元，而近幾年國產胡麻契作價格約 183~200元左右，

進口胡麻和國產胡麻價差約 4倍以上。

圖 3. 國產胡麻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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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年臺灣胡麻進口情形
進口國家 重量 ( 公噸 ) 新臺幣 ( 千元 ) 平均價格 ( 元 / 公斤 )

進口總量 43,229 1,885,560 43.6 
印度 11,555 562,753 48.7 
緬甸 9,422 427,465 45.4 
孟加拉 3,237 95,428 29.5 
泰國 2,630 125,451 47.7 
巴拉圭 2,441 118,539 48.6 
奈及利亞 2,094 73,519 35.1 
巴西 1,780 63,533 35.7 
巴基斯坦 1,753 68,438 39.0 
蘇丹 1,566 50,993 32.6 
多哥 1,421 55,713 39.2 
中國 1,139 65,586 57.6 
坦尚尼亞 1,005 31,281 31.1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商業模式分析及強化重點

國產胡麻產業現階段仍以農會體系推廣為主，包含生產契作、加工品製作、

銷售皆由農會自行負責，為了解並分析農會商業模式，本文以胡麻產區臺南市西

港區農會為案例，分析農會的商業模式 (圖 4)。西港農會最重要的經營理念為穩

定農民收益並分散風險，並且供應消費者穩定且安全品質胡麻，農會在此經營理

念下成立「胡麻嫂」品牌，品牌彰顯安全國產胡麻的價值主張，農會並透過辦理

胡麻主題活動、食農教育及報導等方式來行銷宣傳農會品牌，並以實體店面和銷

售平台直接和顧客消費者進行連結，而主要顧客群以認同農會品牌及支持在地農

產為主，西港農會顧客群又分成一般消費者和公司企業，少數公司企業如福壽或

裕珍馨等，其除了認同農會理念之外，亦以提升公司企業形象為目的來購買國產

胡麻種子原料進行加工成國產胡麻產品來販售，一般消費者則直接購買農會加工

產品 (胡麻粉、胡麻醬、胡麻油、胡麻糖、芝麻包子、麻油達等 )，故農會主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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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來源包含販售小部分胡麻種子原料及大部分胡麻加工產品。而為了穩定產品品

質及供應情形，農會除了進行訂單處理及排程外，另一重點為進行胡麻種子原料

品質管控，農會會和關鍵伙伴契作農戶 (包含產銷班、專業農民、青農等 )進行契

作，並以固定契作價保量收購，同時會辦理講習會、提供栽培管理諮詢等生產輔

導，但農會亦要求合作農民於繳交胡麻種子時需農藥殘留檢驗合格，以符合安全

生產之理念，此外，農會最重要的核心資產包含有倉儲設備可進行原料存放並穩

定原料品質，另有自行加工廠，可製成胡麻油、芝麻糖 /粉 /醬等，以實質掌控自

家的加工產品及委外代工產品原料品質，而農會支出則包含契作原料成本、加工

成本、推廣成本及檢驗成本等。整體來說西港農會商業模式完整，但細節上可看

到如契作成本高，淨收益也相對受影響，或和公司企業等其他異業合作較少等，

可觸及顧客群層面也相對限縮等情形。

圖 4. 國產胡麻 (西港農會 )商業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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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胡麻採收階段需耗費較多人力成本

產業問題分析

提升胡麻產業發展需建立完整之產銷鏈結，目前從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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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胡麻栽培品種不適合以機械一次性採收，造成生產成本高：胡麻栽培過

程勞力密集，降低農民生產意願：現階段臺灣胡麻栽培方式從整地、播種至

採收、儲藏過程中皆需人力 (圖 5)，尚無法機械化輔助，而人力成本更集中

於採收階段，採收階段 (含割捆、打麻、去雜 )即佔總成本的 47%左右 (表 4)。

而胡麻栽培過程尚無法機械化的主因為現有主要栽培品種臺南 1號蒴果乾燥

開裂後易落粒，不適合於植株蒴果乾燥後以聯合收穫機械一次性採收。

(二) 傳統農民不易更改用藥習慣，增加胡麻品質風險：大部分消費者願意購買較

高價的國產雜糧商品主要是認同國產農產品的品質及食用安全性，故農民在

生產胡麻栽培用藥過程需小心謹慎，但傳統老農對胡麻已登記可使用之農藥

種類及其作用方式等認識不足，或已有習慣的用藥模式，較難配合輔導改善，

使胡麻易有農藥殘留、使用非登記用藥等問題，或未遵守安全採收期之風險，

易使國產胡麻生產品質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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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尚無登記可用除草藥劑 (含萌前除草劑 )，缺少完整草害管理技術，使大

面積栽培時雜草管理不易，或農民會私下使用未登記之除草藥劑，可能造成

栽培成本增加，或不符合現有法規之規定等問題。

二、加工面

(一) 政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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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國產胡麻原料數量有限。

(二) 產季期間加工產線集中，加工廠生產量能有限，加上目前加工廠數量不足，

使農民需排隊等待，倘無冰存空間情況下可能造成胡麻種子品質不佳，而部

分加工業者又可能因國產胡麻產季集中，可代工收益期短，使投資加工產線

意願低。

表 4. 國產胡麻人工採收栽培成本調查

項目 內容
每分地生產成本 (元 )

百分比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計

種苗費 胡麻種子 0.3 公斤 250 75 0.8%

肥料費
台肥 43號 (40公斤裝 ) 1 包 500 500

8.2%
台肥特1號 (40公斤裝 ) 0.75 包 380 285

農藥費 除草劑、病蟲害藥劑 1 式 1,000 1,000 10.5%

人機費

翻耕 22 次 /分地 500 1,000

23.0%條播做畦及播種 1 次 /分地 700 700

中耕培土 1 次 /分地 500 500

人工費

(採收前 )

施藥、施肥 0.5 人次 1,000 500
10.5%

間苗 0.5 人次 1,000 500

人工費

(採收 )

割捆 2.5 人次 1,000 2,500

47.1%打麻 1.5 人次 1,000 1,500

去雜 0.5 人次 1,000 500

總計 9,5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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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銷履歷法規規定加工產品需使用產銷履歷原料且加工場域須經產銷履歷驗

證後，才可張貼產銷履歷標章，但目前具產銷履歷驗證之加工場域極少，可

能造成有產銷履歷胡麻種子原料，但無合適加工場域之問題。

三、銷售面

(一) 消費者對國產胡麻商品認識或認同度不足：大部分消費者對於商品原料來源

沒有概念，採購商品通常優先選擇低價商品，或者有些消費者認同購買國產

雜糧商品，但對於國產胡麻商品購買通路或商品認識不足，故有不知何處購

買或不了解商品優點、使用方法之情形。

(二) 市面上胡麻商品化加工產品多元，但使用國產胡麻比例少，且國內主要生產

國產胡麻加工品之農會或廠商產品同質性較高。

(三) 國產及進口胡麻市場價格差異大，消費端購買意願降低：依據財政部關務署

統計資料，2020年進口胡麻平均價格約 43元 /公斤，然國產胡麻於 2020年

契作收購價格仍高達 200元 /公斤 (120元 /台斤 )，主要原因之一為國產胡麻

生產成本較高，造成消費端購買意願降低。

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

針對國產胡麻產業問題，可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如下列說明及其精簡如表 5。

一、建置完整胡麻機械化栽培體系，降低胡麻栽培成本

胡麻現有主要栽培品種臺南 1號，因蒴果容易落粒之特性，造成採收過程仍

以人力為主，採收機械化程度低，採收階段人工費佔栽培成本達 47%，使胡麻生

產成本偏高，近幾年來產區契作價格更高達每公斤 200元以上，國內公司企業或

加工場使用國產胡麻之意願低，國產胡麻產業擴大面臨瓶頸，故如能針對該情形

建置胡麻機械化栽培體系，以降低胡麻栽培生產成本 (圖 6)，將可解決胡麻產業

缺口，其研究、輔導及政策之行動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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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方案

1. 配合機械化栽培模式，選育適合聯合收穫機採收之栽培品種。

2. 盤點並整合胡麻自播種、用藥、田間管理、收穫、採後過程之相關機械，完

整建置胡麻機械化管理體系。

3. 分析導入完整機械化栽培體系後之胡麻生產成本結構，以供後續國產胡麻售

價策略參考。

4. 參考大豆或其他雜糧機械化生產模式，推估未來胡麻機械化生產可能發生之

問題並進行相關研究及方法擬定，如採後調製技術或胡麻乾燥機械之研發等。

(二) 輔導方案

1. 輔導成立胡麻機械生產農事服務業或代耕團體，並協助建立收費標準，以使

胡麻栽培生產規模化。

2. 輔導農民或契作主體導入胡麻機械化採收技術。

(三) 政策方案

1. 以聯合收穫機採收胡麻過程須配合適當採收前植株乾燥處理技術，參考紅豆

產業模式，於法規中明確訂定可使用於胡麻乾燥處理藥劑。

圖 6. 建置胡麻機械化栽培體系，降低
胡麻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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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胡麻安全生產模式，提升國產胡麻品質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於民國 103年即協助針對胡麻登記用藥進行推薦，並經防

檢局正式公告胡麻登記用藥，但傳統老農對胡麻已登記可使用之農藥種類及其作

用方式等認識不足，或已有習慣的用藥模式，較難配合輔導改善，使胡麻易有農

藥殘留、使用非登記用藥等問題，或未遵守安全採收期之風險，易使國產胡麻生

產品質受質疑，針對此一問題除可建置田間安全生產作業曆、輔導導入胡麻產銷

履歷驗證等，亦可自代噴業者用藥輔導著手等，使建置胡麻安全生產模式。其研

究、輔導及政策之行動方案如下：

(一) 研究方案

1. 建置胡麻安全生產田間作業曆以供農民及代噴業者參考。

2. 進行不同安全防治資材應用於胡麻病蟲害防治之研究，以增加農民採以安全

防治資材之選擇，符合農藥減量之政策。

3. 進行無人機應用於胡麻生產防治藥劑試驗，以推薦適合之藥劑及濃度。

(二) 輔導方案

1. 輔導生產端導入胡麻產銷履歷驗證，具體依據胡麻良好農業規範進行栽培管

理，並協助簡化產銷履歷申請驗證方式。

2. 進行病蟲草害防治作業專業分工，輔導代噴業者轉型為農事服務業，提供胡

麻病蟲害防治全套服務。

3. 輔導契作主體 (如地方農會等 )導入植物醫生服務，有利於病蟲害管理問題即

時諮詢並精準防治。

(三) 政策方案

1. 配合無人機應用於作物用藥防治相關法規規定，加速並明確訂定胡麻防治藥

劑無人飛行載具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等相關法規，以促進無人機應用於胡麻

生產之發展。

2. 目前胡麻尚未有登記可使用之殺草劑，於法規中明確將適用於胡麻殺草劑 (含

萌前除草劑 )延伸使用於胡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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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胡麻產業鏈異業結盟模式，區隔國產及進口胡麻市場，並擴展國產胡

麻國內通路市場

目前國產胡麻產業鏈仍以農會體系為主，大多採以產製銷一體模式，其他則

由農民自行自產自銷，實際由農民生產、企業公司收購國產原料加工方式或生產

端、加工端及銷售端異業結盟模式非常少，此部分除了降低國產胡麻成本外，如

何增加國產胡麻及進口胡麻區隔、促進加工端使用國產胡麻意願，並增加消費者

對於國產胡麻認識及認同等，以實際提升國產胡麻市場通路為重要方向。其研究、

輔導及政策之行動方案如下：

(一) 研究方案

1. 選育特色胡麻品種，如高木酚素品種、不同色系品種等，增加國產胡麻栽培

品種之選擇多樣性。

2. 進行國內及進口胡麻原料及加工品差異分析比較，以提供國產胡麻推廣優勢

之論述基礎。

3. 針對國內消費者對胡麻相關產品喜好趨勢及顧客潛力市場進行研究探討，以

提供業者胡麻商品開發或市場開發之參考依據。

(二) 輔導方案

1. 生產端導入產銷履歷驗證，增加國產胡麻生產品質，並透過實際驗證程序提

升國產胡麻品牌形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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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胡麻加

工產品可明確張貼產銷履歷標章，讓消費者依標章採購國產胡麻加工品。

3. 協助胡麻產業鏈異業媒合，輔導開發胡麻異業合作產品，多元化胡麻銷售通

路。

4. 輔導農會建立產地標章，或針對現有產地標章輔導落實核發制度及推廣。

5. 進行多元國產胡麻行銷推廣模式，強化國產胡麻品牌的認知，強調國產之價

值與優勢，建立消費者容易洽購之國產雜糧銷售平台或訊息推播，媒合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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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民眾消費國產胡麻全穀類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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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品的習慣，以提升國產胡麻經濟價值及使用量。

6. 檢視目前大糧倉政策工具於胡麻產業中的落實率，建立盤點表，以重新評估

及研擬適用的輔導及獎勵措施，提升政策效果。

(三) 政策方案

1. 現有食品標示法規中，進口原料於國內加工產地可標示臺灣，使無法讓消費

者明確區隔國產原料之加工品，故在政策面應擬定法規協助區隔使用國產原

料及進口原料之加工品。

2. 針對使用國產雜糧加工業者研擬輔導及鼓勵措施，以提升加工端使用國產雜

糧意願，進而增加生產端農民栽植意願。

3. 針對胡麻加工場域研擬轉型產銷履歷加工場域驗證輔導及鼓勵措施，以增加

胡麻產銷履歷加工品生產量能，具體落實推廣產銷履歷驗證標章之政策。

結　　論

目前國產胡麻占國內需求市場約 5%，其他 95%為進口胡麻，此情況可看見

國產胡麻產業持續發展的潛力，但也同時顯現國產胡麻相較於進口胡麻之競爭力

問題，現階段國產胡麻產業雖然於政府大糧倉政策下有初步的發展，而國產胡麻

品質好風味佳，但價格高出進口胡麻 3倍以上，故如何降低國產胡麻生產成本、

穩定生產品質，並提高消費端使用國產胡麻意願為胡麻產業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透過工作坊可了解產業各面向的現況問題，並研擬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但後續

如何讓方案可以具體落實就是我們大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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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產胡麻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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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完整胡麻

機械化栽培體

系，降低胡麻

栽培成本

①選育適合機械化採收

品種

②盤點並整合胡麻生產

過程各項農機具

③分析導入完整機械化

栽培體系後之胡麻生

產成本結構

①輔導成立胡麻機械生

產農事服務業或代耕

團體

②輔導農民或契作團體

導入胡麻機械化採收

①參考紅豆產業模式，

於法規中明確訂定可

使用於胡麻乾燥處理

藥劑。

建置胡麻安全

生產模式，提

升國產胡麻品

質

①建立胡麻安全生產田

間作業曆

②進行安全防治資材應

用於胡麻病蟲害防治

之研究

③進行無人機應用於胡

麻生產防治藥劑試驗

①輔導生產端導入胡麻

產銷履歷驗證

②病蟲草害防治作業專

業分工，輔導代噴業

者轉型為農事服務業

③輔導契作主體 (如地
方農會等 )導入植物
醫生服務

①加速並明確訂定胡麻

防治藥劑無人飛行載

具之使用方法及其範

圍等相關法規

②訂定適用於胡麻殺草

劑 (含萌前除草劑 )
之農藥品項

促進胡麻產業

鏈異業結盟模

式，區隔國產

及進口胡麻市

場，並擴展國

產胡麻國內通

路市場

①選育特色胡麻品系，

如高木酚素品種、不

同色系品種等

②進行國內及進口胡麻

原料及加工品差異分

析比較

③針對國內消費者對胡

麻相關產品喜好趨勢

及顧客潛力市場進行

研究探討

①輔導生產端導入胡麻

產銷履歷驗證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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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協助胡麻產業鏈異業

媒合

④進行國產胡麻多元行

銷推廣模式

⑤檢視目前大糧倉政策

工具於胡麻產業中的

落實率，以再評估及

研擬適用的輔導及獎

勵措施

①政策面應擬定法規協

助區隔使用國產原料

及進口原料之加工品

②研擬使用國產胡麻加

工業者輔導及獎勵措

施

③研擬胡麻加工場域轉

型產銷履歷加工場域

驗證輔導及獎勵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