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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落花生
產銷策略分析及行動方案

◆文圖 /陳國憲

前　　言

落花生為臺灣主要雜糧作物之一，栽培面積在 1970∼ 1971年曾高達 10萬餘

公頃，而後受國外廉價食用油 (大豆油 )原料進口之影響，使得油用落花生用途日

趨減少，此外，用途也改變，因而栽培面積及年產量逐年減少，加入WTO後，為

降低市場衝擊更是宣導農民降低栽培面積，調整落花生產業發展，避免產銷失衡，

控制在 25,000公頃以下，年總產量 46,000∼ 68,000公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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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趨勢，由 2001

年的 25,182公頃，緩慢減少至 2020年的 19,652公頃；產地平均價格每公斤則由

2001年的 36.26元，逐漸上升至 2020年的 60.69元 (如圖 2)。有鑑於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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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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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擬確切

行動計畫，推動落花生

產業持續發展。

圖 1. 落花生線上工作坊
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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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現況

落花生營養價值高，且用途廣泛，所以栽培地區也很廣，2019年全世界每年

栽培面積有 2,959萬公頃，總生產量 4,875萬公噸，印度栽培面積 473萬公頃，居

世界之冠，中國次之 (451萬公頃 )，但總生產量則以中國最高，達 1,756萬公噸佔

全世界 36%，其次為印度、奈及利亞、美國等 (表 1)；主要進口國家以中國年進

口量達 404,766公噸，高居世界第一位，其次為荷蘭、印尼及俄羅斯等國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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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進口量為 4,819公噸，約占整體市場的 8%，自給率高達 92%，近三年臺灣落花

生主要進口的國家為印度，約佔進口數量的 61%左右 (表 3)。我國落花生以秋作

為主，2020年栽培面積 19,652公頃，產量約 5萬 8千餘公噸，雲林縣栽培面積占

全國 7成以上，為最大產區，其次為彰化縣、嘉義縣及臺南市 (圖 3)。國產落花

生採收後，約 75%經脫殼業者，進行籽粒加工，其他 15%流向帶殼加工 (帶殼焙

炒、蒸煮落花生等 )，10%留作種原使用。流通品種有臺南選 9號、臺南 14號、

臺南 16號、臺南 17號及臺南 18號等。各類品種有其不同市場用途需求，如臺南

14號及臺南18號屬大粒種油豆，為加工市場原料用主要品種，佔市場約70%以上，

其次臺南選 9號、臺南 16號等以帶殼焙炒加工產品為主，臺南 17號則以供應蒸

圖 2. 臺灣落花生於 2001∼ 2020年種植面積及產地平均價格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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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落花生原料為主。落花生產業結構大致區分三個族群 (如圖 4)：一、上游為種

植生產原料的廣大農民，多屬小農、小面積耕作，平均每人耕作面積約 0.3∼ 0.5

公頃，採收後自行乾燥、整理、裝袋再與收購業者議價後出售。二、脫殼加工業

者，為國產落花生產業主幹，由其配合之協力收購業者，取得的農民帶殼落花生

原料進行機械脫殼、精選、分級 (大小 )等加工程序後，將籽粒原料置於冷凍庫庫

存，再依供應契約出貨給下游食品公司或傳統市場。三、加工製造業者，將脫殼

業者生產的原料經加工製成各類商品，常見的如油炸或焙炒落花生仁、調味落花

生、落花生仁湯類、糕餅類、沙茶醬及其它相關加工產品等，其中以食品製造業

者為最大需求市場，估計占約全市場 75%左右，其次則是以鮮仁散裝零售或以小

包裝方式架售。臺灣落花生加工技術精良而多元，加工產品因原料新鮮、品質優

良且具傳統獨特風味，除深受國人喜愛，也倍受國外消費市場青睞，但由於受落

花生種子富含油脂，經焙炒及加熱後易因油脂氧化作用，產生油耗味，保存期限

短，大幅降低商品櫥架壽命，導致國內製造業者大多經營策略趨向保守，不輕易

嘗試國際市場的拓展，因而以內銷市場為主；又因臺灣海島地形氣候濕熱不穩定，

採收季節遇到連續性降雨，易影響乾燥品質。故加工產品保存期限短及缺乏實用

乾燥機設備，為當前臺灣落花生急需克服之主要難題。

表 1. 世界落花生生產概況

國家
栽培面積

(公頃 )
年產量

(公噸 )
單位面積產量

(公斤 /公頃 )
全世界 29,596,969 48,756,790 1,647
印度 4,730,770 6,727,180 1,422
中國 4,508,393 17,572,798 3,897
奈及利亞 3,875,267 4,450,050 1,148
蘇丹 3,130,260 2,828,000 903
塞內加爾 1,110,934 1,421,288 1,279
緬甸 1,108,664 1,615,715 1,457
坦尚尼亞 990,000 680,000 686
查德 824,198 939,252 1,139
美國 563,210 2,492,980 4,426
臺灣 19,452 53,198 2,735

資料來源：FAOSTA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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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世界落花生主要進口國概況
國家 進口貿易量 (公噸 ) 價口總值 (千美元 )

中國 404,766 285,196

荷蘭 343,829 472,071

印尼 320,945 334,750

俄羅斯 152,032 193,411

墨西哥 138,728 154,650

德國 102,912 146,305

加拿大 101,582 112,713

英國 93,459 117,783

菲律賓 79,057 37,052

越南 68,931 105,050

資料來源：FAOSTAT, 2019

表 3. 臺灣近三年落花生主要進口國家及數量

國家
2018年
(公噸 )

2019年
(公噸 )

2020年
(公噸 )

印度 3,117 2,942 2,642

阿根廷 949 532 718

巴西 937 377 417

尼加拉瓜 165 167 167

印尼 113 111 118

泰國 111 45 42

其他 400 518 372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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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灣落花生縣市種植
面積狀況圖 (20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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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灣落花生產業結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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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分析及強化重點

臺灣落花生產業以脫殼業者為主幹，向上透過協力收購業者鏈結生產端農民，

向下供應下游食品製造業生產加工用原料；此次工作坊即以脫殼業者為主體進行

商業模式分析，其分析概要 (如圖 5)：經營理念及價值主張，以標榜國產、高品質、

食安為主要述求，與下游食品製造業，以嚴謹契約保證原料品質 (黃麴毒素、農藥

殘留等 )、互利互惠原則及合理價格長期穩定供貨為主要營運模式；另外脫殼業者

近年來也往輕度加工製造業發展，以國產、優質、安全及新鮮訴求，開發自家品

牌產品，並透過電子通路、實體店面、賣場方式銷售自家產品，增加公司收入來源。

其生產相關原料及產品的活動，主要依據下游食品製造端需求時間、數量、規格、

以及本身內部庫存數量、加工設備量能，擬定完善產銷及推廣行銷活動計畫，並

透過協力收購業者，議定收購數量與價格，向上游農友收購帶殼原料進行脫殼、

精選、分級、倉儲等，再依契約定期供應下游加工原料。另外近年來部分蒸煮落

花生原料取得則是依其下游批發、零售業者需求之產銷計畫，以及加工及倉儲設

備量能，直接與農民進行計畫性契作模式取得新鮮原料，進行精選、清洗、殺青、

庫存、蒸煮等作業活動。國產落花生商業運作模式雖已完善，但在農民採收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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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加工品易油耗不易保存、原料品質控管、黃麴毒素與食品添加物劑量等品

管控制流程標準化及外銷市場行銷及擴展仍存在相當的改善空間。

產業問題分析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依據落花生產業訪談調查所遇關鍵瓶頸，擬定四大討論主

軸：「品種與品質」、「生產及採後處理技術」、「管理瓶頸」、「銷售通路」，

據此分析目前產業現況面臨主要問題，以提出相關發展策略參考。

一、生產面

(一) 缺乏專業種原供應業者：目前市面上主要流通品種 -臺南 9號及臺南 14號、

圖 5. 落花生商業營運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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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 16號、臺南 17號及臺南 18號，除了臺南選 9號、臺南 17號及臺南 18

號等品種，有專業契作主體模式，由業者提供種原予農民種植並回購加工外，

其他如臺南14號等大宗品種，雖然目前仍由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無償釋出種原，

透過種原繁殖制度推廣，提供農民更新種原所需，但受限種子繁殖倍率低及

人、物力資源限制，無法同時全面滿足種原更新需求，農民使用種原還是多

為自行留種為主，易因田間自然雜交及播種、補植、採收等過程增加混雜風

險，以致採收後品質均一度不足，影響籽粒加工原料良率及品質。

(二) 農民高齡化程度漸增，目前田間作業機具，如背負式人工 噴藥、施肥機等不

利年老農民使用，需導入代耕及自動化機械耕作制度。

(三) 受限曝曬地點不足，人力缺乏與氣候不穩定，無法大面積種植，收入不如其

他行業，青農投入意願較低 (圖 6)。

(四) 缺乏實用乾燥機，現行箱型乾燥機，農民操作上不方便，且有乾燥均質度不

佳等問題，無法有效改善，目前仍以日曬乾燥方式為主；但由於日曬過程需

耗費大量人力，曝曬場地也不足，常需與車輛爭道，而道路使用權申請又不

易取得，如遇到連續降雨時期，使用防水帆布覆蓋，如操作不當，則易造成

落花生通風不良，濕度過高，發生霉變，增加黃麴毒素滋生風險 (圖 7)。

圖 6. 曝曬地點不足且辛苦，青農投入意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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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工面

(一) 目前落花生收購交易行為，多以經驗法則判斷乾燥程度，未建立統一的標準

檢測方法，可能有假性乾燥的情況發生，造成使落花生品質差異大、不穩定。

(二) 落花生脫殼加工業在生產原料黃麴毒素及產品添加物品管概念，多建立在家

族經驗傳承基礎上，較缺乏建立科學標準化觀念。

(三) 缺乏專一品種原料控管概念，對收購加工原料只要求大粒種 (臺南 14號、地

方種等 )、小粒種 (臺南選 9號 )、黑落花生 (臺南 16號、地方種 )等大類型，

缺乏使用專一品種觀念，導致外型雖相似，但加工風味等品質差異大，容易

造成品質不穩定。

三、銷售面

(一) 進口落花生仁價格低且加工成品不需標示原料產地，易與國產品混淆消費者

無法辨識，不利國產落花生推廣。

(二) 年輕族群消費市場在意黃麴毒素問題，但中、小型加工業者，多缺乏自主檢

驗之品管概念，難以消除消費者對黃麴毒素汙染疑慮。

圖 7. 雨季露天曝曬方式易增加黃麴毒素滋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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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市面上主要流通品種，如臺

南 9號及臺南 14號等傳統品種，

易產生油耗、不耐儲存問題 (圖

8)，不利外銷市場拓展。

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

針對國產落花生產業問題，可發

展策略及行動方案如下列說明及精簡

如表 4。

一、改善加工油耗問題與提高品質與產量

目前市面上主要流通品種、臺南 9號及臺南 14號等傳統品種，易產生油耗、

不耐儲存問題，且種原來源多由農民自行留種，容易因田間雜交及播種、補植、

採收過程增加混雜風險，使種原品質下滑；未來需加強宣導業者成立生產專區，

導入種子專業生產體系，透過中央或地方提供品質穩定之落花生種原，輔導建立

種子專業生產體系，生產專一性品種種原，以供應專區協力契作農民使用。

(一) 研究方案

配合業者產品需求，加強開發高油酸及多元化特性之新品種，以高油酸品種

逐漸取代傳統品種，並建立高油酸品種產業鏈，結合現有加工技術，解決易油耗

技術瓶頸。

(二) 輔導方案

1. 輔導高油酸落花生專區生產，輔導業者結合專業契作農民種植專一品種，提

高加工原料供應均質性與穩定度，確保產品品質。

2. 辦理栽培講座，針對農友栽培管理上容易疏忽的項目，如加強合理化施肥及

病蟲害防治觀念建立。目前落花生農友，多已了解種植落花生不宜施用過多

肥料，但仍常忽略前期作肥料殘留問題，導致田區殘肥過高影響作物正常生

圖 8.落花生產品不耐儲存一直是產業發展
的瓶頸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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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現象。另病蟲害管理，亦需加強宣導正確防治觀念，如斜紋夜盜蟲防治，

最有效防治方法為性費洛蒙與化學藥劑整合防治，但農民仍大多倚賴化學藥

劑。 

3. 輔導產銷履歷認證，獎勵及輔導產銷履歷生產，結合農事服務業團體推廣，

強化生產過程使用農藥、肥料統一及標準化，避免使用非推薦藥劑及使用方

法，產生農藥殘留等問題，以提高產品價值與消費者產品認同。

(三) 政策方案

1. 獎勵業者成立生產專區，透過獎補助等方式，推動契作模式的生產專區，建

立生產、乾燥、脫殼、加工原料生產等完整生產鏈，透過大面積集團式統一

管理及生產模式，有助於日後農事服務業團體形成，改善人力日益老化問題，

更有助穩定原料供需與價格。

2. 建立高油酸品種產業鏈，以高油酸品種逐漸取代傳統品種，結合現有加工技

術，解決易油耗技術瓶頸，提升產品銷售潛力。

3. 改善農水路基礎建設，完善農業生產之農水路設施，改善低窪地區排水系統，

並加強雨季來臨前排水系統疏通及整治措施，降低颱風、豪雨帶來災害損失。

二、完善落花生乾燥設備、形成乾燥中心及農事服務業團體

落花生產業目前由於缺乏完善落花生乾燥設備可用，間接造成耕種面積無法

擴大，降低使用省工大型機械化進行田間管理效益，為影響青年農民投入生產意

願低落關鍵問題之一。

(一) 研究方案

落花生新型乾燥設備引進、開發或改良現有乾燥機，透過業者引進、開發改

良乾燥設備，協助機器設備性能評估，並針對落花生產業原料品質需求，在機械

運作過程可能疏漏問題提出適當建議，如三升農機之循環式乾燥機實作過程初期，

循環過程中“架橋”及落花生莢果易產生龜裂、破損等問題，經不同專業領域訊

息交流討論，增加進料前子房柄去除作業程序及減緩循環速率、內部組件與原料

碰撞強度，已可大幅改善乾燥效能，將可於雲林元長設立示範中心，進行實作測

試並與當地農友及原料加工業者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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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方案

1. 協助盤整現有及發展中乾燥設備資訊，促進有需求專業農民與開發業者資訊

交流，協助縮短開發或改良乾燥設備時間。

2. 輔導成立乾燥示範中心，配合政策推動輔導業者及專業農民依其發展需求，

成立不同模式乾燥中心，如建置適合較大型規模業者需求的靜置隧道式乾燥

場 (東石合作農場 )，中型規模需求業者三升農機的循環式乾燥中心 (元長落

花生產銷班第 11班 )及小型專業農友需求 (土庫農會 )代乾燥中心等。透過

示範中心運作，促進代乾燥中心之推廣農事服務業團體形成 (圖 9)。

(三) 政策方案

1. 獎勵引進落花生新型乾燥或改善現有設備，完善落花生乾燥技術。

2. 獎勵成立生產專區，以大面積生產模式鏈結農事服務業團體統一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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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增加冷藏、冷凍設備與空間，建立落花生採後運輸、儲存冷鏈等標準化程序。

圖 9. 完善落花生乾燥機及乾燥體系改善產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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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行銷通路

國內落花生中、小型製造業，基於成本考量、易油耗產品保存期限短的問題

外，行銷能力較不足，缺乏完善展銷平臺，即使有優良產品，也多侷限內銷市場

為主，對於拓展國際市場則趨於保守；再者落花生產品製造多停留於經驗傳承階

段，加工業者對國外食品添加物等相關法規多不熟悉，因產品添加不符合規定項

目或劑量超標，導致退貨等事件，也偶有所聞，不但造成相關產品外銷市場衝擊，

相關產品回流國內也會影響市場正常運作。

(一) 研究方案

配合業者產品開發需求，開發多元特性品種落花生，如現有落花生品種有臺

南 14號及臺南 18號以供應傳統油豆落花生市場，臺南選 9號及臺南 16號為帶殼

焙炒加工用為主，臺南 17號，則以蒸煮落花生原料用，未來可再進行增加白色種

皮落花生、紅色種皮落花生，及改善臺南 16號不易脫膜 (種皮 )問題，增加其種

皮富含花青素相關產品用途。

(二) 輔導方案

1. 輔導產業建立落花生加工製程及品管制度標準化，加強黃麴毒素檢驗量能，

輔導使用標準化儀器或工具建立品管制度觀念，如使用可攜帶型快速檢測水

分測定儀取代傳統以經驗判定方法，導入黃麴毒素檢驗快篩試劑，建立生產

過程黃麴毒素品管監控程序，確保原料及產品品質。

2. 輔導產業針對落花生加工常見不當或超量添加物、黃麴毒素汙染等的缺點建

立 HACCP、ISO22000等食品安全檢驗機制，拓展通路，提高產品終端價格。

3. 強化品牌認知，建立銷售平臺及訊息推播：輔導建立使用專一品種觀念，確

保原料品質均一性，透過加工製程及品管制度標準化，提升產品品質穩定性，

以增加消費者對品牌信心與忠誠度。

(三) 政策方案

1. 加強提供相關食品法規資訊及食品添加實務操作技術教育訓練，透過委託專

業食品專家，開設食品添加實務操作技術教育課程，教導相關業者常用食品



國產落花生產銷策略分析及行動方案

73

添加物的理、化原理基本知識，及其添加過程中使用劑量或濃度精確配製與

控制，以符合相關食品法規規範。

2. 協助中、小型加工業者及產銷班，建立行銷及展售平臺，可透過策略聯盟方

式，針對國內、外相關食品展共同租用攤位展示落花生產品，增加市場曝光

率，開發潛在消費市場與族群。

結　　論

落花生目前仍屬關稅配額項目，產地價格呈現逐年增加，但種植面積卻反而

呈現遞減趨勢；透過工作坊綜合討論及分析，落花生生產面積逐漸降低主要原因為：

採收後缺乏完善乾燥設備、農業人口老化及極端氣候造成生育後期雨水過多，增

加地下發芽、腐莢災損風險等問題，降低農民種植意願，因此當前國產落花生產

業發展，應以減緩國產落花生生產面積逐年下降趨勢為總目標，其次要目標則為

提升至 20,000∼ 21,000公頃的年生產面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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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建置乾燥中心，強化耐逆境及高油酸落花生新品

種，改善加工技術瓶頸並降低農民災損風險，提升青年農民種植意願。期盼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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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讓國產落花生產業永續發展。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 110-3│ No.176

74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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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加工油耗

問題與提高品

質與產量

加強開發高油

酸及多元化特

性之新品種

輔導高油酸落花生專區

生產。

①獎勵業者成立生產專區。

②建立高油酸品種產業鏈，高

油酸品種逐漸取代傳統品

種，結合現有加工技術，解

決易油耗技術瓶頸，增加產

品銷售潛力。

③改善農水路基礎建設

完善落花生乾

燥設備、形成

乾燥中心及農

事服務業團體

落花生新型乾

燥設備開發或

現有乾燥機之

改良

①輔導成立生產專區設

置。

②盤整現有及發展中乾

燥設備資訊，促進有

需求專業農民與開發

業者資訊交流，協助

縮短開發或改良乾燥

設備時間。

①獎勵引進落花生新型乾燥或

改善現有設備，完善落花生

乾燥技術。

②獎勵成立生產專區，以大面

積生產統一管理，鏈結農事

服務業團體。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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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增加冷藏、冷凍設備與空

間，建立落花生採後運輸、

儲存冷鏈等標準化程序

強化食品安全

檢驗機制及行

銷通路

配合業者產品

開發需求，開

發多元特性品

種，創造臺灣

獨特產品，開

發多元市場

①輔導產業建立落花生

加工製程標準化及品

管制度，加強黃麴毒

素檢驗量能。

② 輔 導 產 業 建 立

HACCP、ISO22000
等食品安全檢驗機

制，拓展通路，提高

產品終端價格。

③強化品牌認知訊息推

播。

①加強提供相關食品法規資訊

及食品添加實務操作技術

教育訓練學習。

②協助中、小型加工業者及產

銷班，建立行銷及展售平

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