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蘿蔔外銷現況與銷日前景分析

農業新知與技術

文／圖 ■ 謝明憲、蔡淳瑩

胡蘿蔔俗稱紅蘿蔔，但不是紅色的蘿
蔔，它是繖形花科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原
產歐洲溫帶地區及北非、西亞等地，1895

臺灣胡蘿蔔外銷概況
1.主要外銷地區及需求規格特性

年自日本引進臺灣栽培，主要產地在彰化

臺灣胡蘿蔔外銷市場集中於香港及日

縣、雲林縣及臺南市等，佔全國栽培面積

本為主，其次為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加拿大

90%以上。

等地，104年出口量比例為香港80.27%、

除了產地集中外，產期亦相當集中，

日本 14.24%、新加坡 2.95%、馬來西亞

每年12月至翌年2月，彰化、雲林地區先採

1.81%。出口到當地後送往加工場、超市、

收，主要供鮮銷用；3～4月臺南市將軍區、

大賣場或傳統市場利用及販售。而依不同

佳里區、學甲區、西港區；安南區等地區大

外銷地區，其規格亦有差異，由於日本偏

量採收，供鮮銷及冷藏，5月起則須由冷藏
品陸續供應市場所需。
依據 1989 年至 2015 年間農業貿易
統計資料，臺灣胡蘿蔔年平均外銷量變
動 (圖1)，在1997年以前 (含) 均超過2萬3
千公噸，但自1998年起除1999～2000、

愛小巧玲瓏型，故以M (150～200公克) 及
L (200～250公克) 二種規格為主。但香港

多用於雕花料理，偏好3L (350～450公克)
規格。而臺灣市場需求，則以介於日本與香
港二者間之2L (250～350公克) 居多。

2.主要外銷地區之數量與金額變化

2005、2011及2014年之外，其餘年平均

由外銷香港與日本胡蘿蔔數量與金額

外銷量則在6,700～9,500公噸之間。近10

差異性分析，出口日本胡蘿蔔每公斤價格為

年之外銷量年平均變化約為9,628±2,684

0.45±0.12美元，然而香港僅為0.14±0.04

公噸。而年平均外銷值變動 (圖2)，1991、

美元。因此，除1989～1990、1992、

1993～1996及2008年間有超過5佰萬美

1998、2006～2007及2010等八年由於外

元，其餘年份則在1.4～4.8佰萬美元。近10

銷日本數量未及香港的35%之外，在其餘年

年之外銷值年平均變化約為2,953±1,557

份，臺灣胡蘿蔔外銷日本金額均高於外銷香

仟美元。

港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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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貿易統計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trade/traderepor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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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貿易統計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trade/traderepor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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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015年臺灣胡蘿蔔年平均外銷量及主要銷售國(區域)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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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015年臺灣胡蘿蔔年平均外銷值及主要銷售國(區域)金額

日本進口胡蘿蔔趨勢與衛生安全
檢查結果
1.重要國別輸入量及金額分析
2001年至2015年間，日本市場進口胡

10

陸，且近5年均佔整體進口量
8成以上，其餘進口國還有

越南、臺灣、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等 (圖3、
圖4)。不同進口國別之平均輸入單價 (日元
/公斤)，依序為澳大利亞 (79.0±13.1)、紐
西蘭 (73.6±8.9)、臺灣 (59.3±11.1)、中
國大陸 (44.4±5.7)及越南 (40.7±8.1)，購
入自澳大利亞之單價最高，主要是因胡蘿蔔

蘿蔔數量在3萬7千公噸至10萬5千公噸，

尺寸屬於迷你類型。分析近三年月平均進

金額為17.2億至52.9億日圓，平均單價為

口數量及進口價格結果顯示，進口高峰期

49.5±6.2日元/公斤；主要進口國為中國大

略集中於春夏季 (3～6月) 之間，平均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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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產省「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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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美國進口產品主要是花旗蔘，供藥用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產省「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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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5年日本胡蘿蔔主要輸入國別之數量

4

2001～2015年日本胡蘿蔔主要輸入國別之平均價格

食品監視指導計畫據以辦理相關作業。
2009～2015年日本抽驗輸入胡蘿蔔件

數量約在7～8千公噸，月平均進口到岸價

數約為2～3千餘件，其中由於至中國大陸

格，每公斤約於40～70日元間變動。

進口之數量最多，抽檢件數即遭消毒、廢

2.近六年輸入胡蘿蔔進口抽驗檢查之結果

棄的件數也最多；臺灣在2009年、2010年
及2014年均無遭消毒或廢棄，在2011年、

日本為確保輸入食品之安全，依據食
品衛生法 (昭和22年法律第233号) 第23

2012年及2013年，抽驗件數僅110～200
件，但分別各有一件遭廢棄處置，顯示臺

條第1項規定，對輸入食品衛生進行抽驗

灣胡蘿蔔出口仍需強化衛生安全管理 (資

檢查及監視檢查等措施，每年並訂有輸入

料來源：日本農水省「植物防疫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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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胡蘿蔔市場需求趨勢及消費
動向

2.年平均人均消費分析
胡蘿蔔是日本主要消費蔬菜之一 (農
林水產省訂有消費量較多的14項重要蔬

1.生產供應情形

菜，其餘13項為胡瓜、甘藍、芋頭、蘿蔔、

2014年 (該年為盛產年) 日本國產胡

洋蔥、番茄、茄、胡蘿蔔、青蔥、白菜、青

蘿蔔栽培面積1萬8,400公頃，收穫量63萬

椒、馬鈴薯、菠菜及結球萵苣)；胡蘿蔔的

3,200公噸，可區分為三個生產季：A.秋季

食用方式非常多樣化，日式、西式及中華

胡蘿蔔：8～10月採收，面積5,770公頃、

料理均有使用，另外胡蘿蔔果汁以及製作

收穫量20萬500公噸，主要產地在北海道

糕餅點心等，是家庭中必備的蔬菜種類。

(4,740530公頃、17萬9,600公噸) 及青森

在追求便利性的需求下，加工及業務用需

縣 (347公頃、1萬300公噸)；B.春夏季胡

求逐漸增加，截切蔬菜、冷凍蔬菜等需求

蘿蔔：4～7月採收，面積4,510公頃、收

也逐漸增加。若以規格來看，家庭用的偏

穫量17萬2,800公噸)，主要產地為德島縣

向M～L (M：120～199公克/條；L200～

(1,010公頃、5萬400公噸)、千葉縣 (712
公頃、2萬7,800公噸)、青森縣 (629公頃、

299公克/條)的規格，而業務加工用偏向加
工率高的2L (2L：300～449公克/條) 以

2萬600公噸)、長崎縣 (299公頃、1萬700

上產品。另依據日本總務省家計統計消費

公噸) 及北海道 (291公頃、8,960公噸)。

動向資料顯示，胡蘿蔔每人年平均購買量

C.冬季胡蘿蔔：11～3月採收，面積8,120

在2004年為2,700公克，在2014年增加為

公頃、收穫量25萬9,900公噸，主要產地

2,950公克；同項資料顯示在消費者追求便

在千葉縣 (2,460公頃、8萬9,100公噸)、
茨城縣 (653公頃、2萬3,100公噸) 及長崎
縣 (575公頃、2萬2,200公噸)。顯示日本

利及飲食西化的趨勢下，日本家庭主婦購
賣多項蔬菜數量已呈現下跌 (菠菜、青蔥、
馬鈴薯、芋頭、蘿蔔、牛蒡等)，而胡蘿蔔的

胡蘿蔔產地主要集中在北海道，約佔總生

購買量仍呈現微量上升，顯示相較於其他

產量的3成，其次依序為千葉縣、德島縣、

蔬菜，胡蘿蔔需求相對穩定，增進外銷量

長崎縣及青森縣；前述主產區胡蘿蔔生產

仍有可能空間。

所選用品種，主要計有極早生品種「愛紅」
及「彩誉」，而「向陽二號」雖僅屬早生
品種，但較前二品種有較深紅色肉色。而
臺灣外銷胡蘿蔔品種也是以「向陽二號」

12

從滿足買方需求談提升臺灣銷日胡
蘿蔔量值之機會

為主，該品種特色為長約20公分，重量約

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下，各國均在

250公克)，纖維質較少且甜度高，符合日

努力協助國內農業發展並選定適當產品推

本市場需求。

動外銷；在競爭激烈的商場，滿足買方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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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成為能否達成交易的不二法門。以下，僅

的主要原因在

就日本市場對胡蘿蔔需求的觀點，就提升臺

於尺寸過大，不

灣銷日胡蘿蔔量值之機會提供三項建議。

符 合日本 市 場

1.因應氣候異常，力求增加良品率與產
量穩定性
2015年全球至少有5個大洲出現致命
極端天氣，大部分是由歷來最強的聖嬰現
象 (El Nino) 引起。且從近三次於1983年、
1997年及2015年強烈聖嬰所引發異常氣
候越愈加大，但氣候變遷也可能使得情況
加劇。而異常氣候的『低溫』、『高溫』、
『豪大雨』或『乾旱』交替發生，農作物生
育也常面臨『複合式逆境』。
以去年 (2015) 底至今年初期間，異常
氣候從高溫、連續降雨及特低溫也對胡蘿
蔔生育造成阻礙，採收後期的連續降雨更
造成產品在未採收前即因田區排水不良遭
受浸水腐爛而嚴重損失。
由於胡蘿蔔食用方式可在日式、中式
及西式餐飲上使用，日本市場消費需求穩
定，除國內生產之外，也從各國進口以滿足

農業新知與技術

需求。以供應日
本市場生產為
例，若農民在田
間生產規劃，即
做好管控產品
尺寸，才可有效
增加生產符合
消費者需求的

5

日本零售市場販售之胡蘿蔔

標準規格 (M與
L尺吋)。然而目前臺灣胡蘿蔔實際生產，過
大過小的規格比率仍偏高，歷經分級篩選之
後，約僅兩成胡蘿蔔能雀屏中選供應日本市
場。因此應在現有的栽培技術上更加提升，
從了解生產環境之土壤、溫度、施肥等栽培
因子，配合密植或提早採收作業，或許可有
效提高單一規格的產出良品率，確保大規模
接單的能力。

2.強化落實生產管控及提升產品安全性

所需。然而，無論是國產或進口，產量的穩

臺灣胡蘿蔔外銷生產單位多，各自有

定及外型符合所需，都是買方最基本的條

其對應出口貿易商，依據2013年至2015

件；因此臺灣外銷胡蘿蔔生產專區更須有

年間農業貿易統計資料，臺灣胡蘿蔔外銷

合宜規劃或加強改進現有田區生產環境，

總量約為9,639±1,547公噸。但外銷供應

才得有效確保產品良品率與產量穩定性。

貿易商超過10家以上，生產區域及團體分

有關採收規格部分，臺灣胡蘿蔔產量

散，栽培管理模式及病蟲害防治作業也難

雖充足，但受栽培模式影響，常面臨生產

以統一化。臺灣曾在2009年外銷日本胡蘿

規格不一的問題，田間採收從國際規格S、

蔔被驗出農藥殘留案例高達16件，經由農

M、L、2L、3L的都有，雖然日本市場偏好M

政、學研及生產單位共同努力改進後，在

和L。但臺灣胡蘿蔔在日本市場缺乏競爭力

2010～2014年間，除2013年之外，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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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至1件，而2015年迄今則未再被驗出

生產紀錄、外觀等因子進行消費者購買行

農藥殘留案件。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胡蘿蔔外銷日本

為的推測，發現消費者的選擇如下：A.日本

量已高達82%以上，從2009至2011年

國產優於進口；B.減農藥栽培優於普通栽

間，分別有3、2及4件；2012至2013年各

培；C.低價格 (90～190日圓/袋) 優於高價

有1件，2014年迄今則未再被驗出農藥殘

格 (200日圓以上/袋)；D.具備可追溯紀錄

留案件。因此臺灣胡蘿蔔生產為有效降低

優於無可追溯紀錄；E.外觀佳優於外觀普

及控制農藥殘留風險，針對重要害蟲構築

通。以上結果顯示，雖日本消費者對國產蔬

全面性防治區域，大規模應用生物性防治

菜的信任度優於進口蔬菜，然具備可追溯

(應用番茄夜蛾、甜菜夜蛾及葉盜蟲之性費

生產紀錄，仍對購買行為有加分的效果。

洛蒙誘殺成蟲)，並加強推動集團產區共同

現行臺灣推動的產銷履歷制度是為建

噴藥防治措施，從源頭管理有效控制害蟲

構農場與餐桌間所有農產品之產銷資訊公

族群密度，降低農藥殘留風險。

開、透明及可追蹤與追溯的一貫化制度。

3.落實生產紀錄，提供追溯紀錄，增進
消費者信賴

14

另以產地別、栽培方法、價格、可追溯

胡蘿蔔主要外銷市場-日本，更是注重食安
議題，早期日本推動產銷履歷的原始因素
是為遏止狂牛病，後來也為防杜食品偽造

由於全球食品安全問題事件屢有爆

等安全事件的發生，並為促進農業升級，

發，食安問題成為消費者關注的重點；依

導入資訊新技術。可追溯生產記錄，就是

據中村哲也與慶野征じ (農林業問題研究、

對消費者提供可追溯食材來源的安心保障

第162号2006年6月) 的研究報告指出，

方式之一，因此強化臺灣外銷蔬菜產品之

日本消費者非常重視食安，建構能讓消費

產銷履歷，包括符合日本規定的生產過程

者信賴的體系，是日本食品供應鏈中不可

記錄，作業過程的紀錄，以及產品移動過

或缺的一環；中村及慶野以日本國產及進

程的紀錄，有助增進日本消費者對臺灣農

口胡蘿蔔等七項蔬菜為材料，對消費者進

產品的認識及信賴，提升購買動力。

行提供生產追溯紀錄的評價調查，主要的

另外，未來還需強化產儲運銷資訊登

研究結果包括：A.由於提供可追溯的生產

載自動化，稽核與雲端查詢即時化，需讓

記錄需要花費成本，消費者認同應適當反

跨品項產銷單位橫向合作，聯結資訊透明

映在價格上 (國產蔬菜75.5%，進口蔬菜

化。因為「要在田間就控管生產過程，只看

60.5%)；B.倘發生食安事故，消費者期待

農產品最後的檢驗報告是不夠的，溯源才

可追溯生產紀錄能協助迅速對應、盡早發

是王道，才是產銷履歷的精神！」，也更能

現問題及減少被害發生 (國產蔬菜82%，

說服國外通路買者及消費者購買臺灣的安

進口蔬菜65.9%)。

心安全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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