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生鮮蘆筍消費與進口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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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蘆筍產業從早年以生產白蘆筍及

場自美國引進「美麗華盛頓」、「加州大學

加工製罐供應外銷，之後為因應全球貿易

309」、「加州大學711」等品種，進行觀察

轉換，已改變生產綠蘆筍供應內銷鮮食。但

試驗。二年後，咸認蘆筍雖屬溫帶作物，在

產業發展在面臨工資上揚及採收難以機械

臺灣氣候仍可以生育良好。至1959年於彰

化，自1997年起均大量進口生鮮綠蘆筍供

化縣伸港鄉溪底寮務本農場，在十公頃海邊

應國內市場所需，從2001年起至2016年間

砂質土壤試種獲得成功後，開啟籌設臺灣蘆

超過進口總量77%皆從泰國進口供應，惟

筍公司及製罐外銷，並自1963年正式推廣，

近十年來泰國蘆筍栽培面積及收穫量逐年

但自1965年研究出不同於國外之「留母莖

劇減，出口至臺灣數量降低，臺灣也面臨國

栽培技術」後，國產蘆筍栽培才真正獲得成

產蘆筍生產自給率逐年遞減，致使國內綠蘆

功，栽培面積最高峰時曾達17,636公頃，曾

筍年平均拍賣價格在近5年來逐年劇升，由

為世界最大蘆筍罐頭外銷國。

於市場供給未能滿足消費需求，每年每人

1971年臺灣蘆筍 (白蘆筍) 產量雖曾居

平均消費量也逐年降低，因此蘆筍產業輔

全球首位，也是重要加工外銷農產品，但受到

導實有必要鼓勵生產以取代進口供應、推

貿易自由化、國際化等影響，加工產業快速沒

行穩定生產措施 (如推廣設施蘆筍生產)，

落，縱然在1989年仍有出口冷藏白蘆筍，外

因應異常氣候或強降雨天候，以期降低病蟲

銷量尚達1,354公噸，但自1992年起之生鮮蘆

危害，並穩定品質及提升產量，以提升國內

筍外銷量均低於1公噸或間隔數年未出口。目

蘆筍消費市場自給率。

前臺灣蘆筍生產以綠蘆筍為主，而綠蘆筍係
早在1972年即開始推廣，截至2015年統計資

臺灣蘆筍市場的發展史

料生產面積僅約575公頃，以露天栽培為主，

臺灣蘆筍的栽培始於1934年，最早由

產區主要分佈於彰化縣，其次為臺南市及嘉義

臺北州農業改良場自日本引進Palmetto品

縣。近年來為因應異常氣候及強降雨天候，設

種試植，當時以不留母莖方式採收，可惜

施蘆筍栽培面積也逐年增加，目前設施栽培面

未能成功。1955年農林廳臺北區農業改良

積估計約30公頃，主要集中在臺南市將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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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與進口蘆筍的產量
與進口量概況
國產蘆筍栽培面積及收穫量自1989年
起至2016年呈逐年遞減趨勢，1989年栽培
面積尚高達6,526公頃、收穫量32,868公

50%。進口蘆筍量值變化於1989～1996年
間之生鮮與冷凍蘆筍進口量皆在90公噸以
下，年平均進口量約71.8±18.8公噸、年平
均進口值約178.9±41.7仟美元。1997年起
進口量暴升超過700公噸之後，在2000～

噸，1990年面積減半僅剩3,221公頃、收穫

2010年間之年進口量均超過4,000公噸、年

量驟減至12,424公噸，1991年面積雖尚有

進口值皆超過8,800仟美元。惟自2011年起

2,417公頃，收穫量再降至17,924公噸。自

之近6年平均進口量則略呈逐年遞減趨勢。

1992年起面積降至2,000公頃以下，收穫量

推測蘆筍進口量逐年遞減之原因，可能

也降至10,000公噸以下，2006年起面積更

是主要進口國之蘆筍貨源不足所致。由行政

降至1,000公頃以下，收穫量也降至4,500

院農業委員會之2000～2016年間進口蘆筍

公噸以下。

統計資料顯示，從泰國進口量佔總輸入量均

進口蘆筍在臺灣市場占有率自1989

超過77%，但經查聯合國農糧組織統計資

年雖僅有0.2%，然逐年成長，1998年已達

料，顯示泰國蘆筍生產在2004年之栽培面

14.9%，在2002～2016年間，除2011～

積 (20,046公頃)、收穫量 (98,179公噸) 及

2012年之外，餘進口蘆筍之市占率均超過

外銷量 (15,763公噸) 達最史上高峰，但之
後開始逐年遽降，至
2013年栽培面積降
至1,918公頃、收穫
量減至25,294公噸及
外銷量僅剩2,845公
噸，其中約78.6%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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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供應臺灣市場。
國產蘆筍種植面積、收穫面積、每公頃產量及年收穫量

拍賣市場之蘆筍
主要產品交易概
況
拍賣市場之生
鮮蘆筍產品主要項目
計有綠蘆筍、白蘆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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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蘆筍各類產品進口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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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筍收穫量顯著不
足以供應國內市場消
費所需。
在拍賣市場年
平 均 價 分 析，國 產
綠蘆筍在1996～
2012年間之年平均
3

3

價 (新臺幣元/公斤)
國內拍賣市場蘆筍各類產品交易量及平均價

均低於100元，平均
約76.2±13.1元，
但自2013年起突破
11 0 元，且 似 呈 逐
年上升趨勢，2016
年 達 1 9 0 元。國 產
白蘆筍在199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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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間之年平均

國內拍賣市場蘆筍各類產品每月交易平均價

價變化，除在1999

為國產品及進口品二類，但從2000年起至

年為101.9元之外，餘均低於100元，平

2016年間進口蘆筍產品約99.7±0.3%皆為

均約70.6±15.8元。國產蘆筍花年平均

冷藏綠蘆筍。依據農委會蔬果交易行情資

價變化趨勢近似國產綠蘆筍，在1996～

料，分析顯示國產綠蘆筍佔拍賣市場總交

2008年間之年平均價均低於100元，平

易量比率在1996年雖高達90.47%，但佔

均約78.6±11.4元，但2009～2016年間

有率則逐年降低，2001年起佔有率已降至

除2011年以外，均突破100元，且似呈逐

50%以下，2005～2016年間除2013年之

年上升趨勢，2016年每公斤拍賣價高達

外，佔有率均降至25%以下。白蘆筍及蘆筍

181.6元。

花產品佔拍賣市場總交易量比率，1996～

在 拍賣市 場月平 均價 分 析，國產 綠

2016年間統計數值分別為12.8±6.9%及

蘆筍之拍賣價一般均比國產白蘆筍高，

1.3±0.8%。而進口蘆筍產品佔拍賣市場

從1996年元月～2017年元月之月平均

總交易量比率，2002～2016年間均超過

價分析，其價格比 (綠蘆筍/白蘆筍) 約

50%，在2005年時更高達90%以上，之後

132±48%。而蘆筍花由於單支重量比綠

在2006～2015之十年間之進口蘆筍產品

蘆筍輕，且採收更費人力，其拍賣價一般均

年平均佔有率約67.3±13.1%，顯示國產綠

比國產白蘆筍高，從1999年7月～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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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年份年記錄，泰國為1990年、澳大利
亞為1995年、墨西哥為1999年、美國為
1998年及祕魯為1999年。前五大國家之
年平均輸入量泰國約3,972公噸、澳大利
亞約323公噸、墨西哥約106公噸、美國
約128公噸及祕魯約72公噸。
前五大來源國家輸入量值趨勢，從

5

泰國輸入量於2007年達最高峰後，至
2016年間均呈逐年減少趨勢，從澳大利
亞輸入量於1999年達最高峰 (1,555公
噸) 後，也呈逐年遞減趨勢，但至2012
年達最低量後，再呈逐年些微增加趨勢。
而從墨西哥及美國輸入量均在2000年達
最高峰，分別為612公噸及1,007公噸，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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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蘆筍花之包裝與產品外觀

然而在2006至2015年間，從墨西哥輸

國產冬季採收綠蘆筍(左)與從祕魯進口綠蘆筍(右)

入量均低於100公噸，2016年則些微上

12月之月平均價分析，其價格比 (蘆筍
花/綠蘆筍) 約109±37%。進口蘆筍由
於能周年充分穩定供應市場所需，國產
綠蘆筍在冬季低溫期或雨季期則常無法
充分穩定供貨，故其拍賣價一般均比國
產綠蘆筍高，從1998年12月～2017年
元月之月平均價分析，其價格比 (進口
蘆筍/國產綠蘆筍) 約141±48%。

進口蘆筍來源國之輸入量值趨勢

14

升達125公噸。從美國輸入量在2008～
2016年間之輸入量均低於100公噸。從祕
魯輸入量僅在2000年及2013～2016年間
之輸入量高於100公噸，惟皆未達200公
噸。
為了解輸出蘆筍至臺灣之前五大來源
國家生產現況，經查聯合國農糧組織經統
計資料，其栽培面積及年收穫量變化趨勢，
2010～2014年間泰國、澳大利亞及美國
均呈逐年遞減趨勢，祕魯呈微幅增減波動，
2014年栽培面積及年收穫量分別為31,919

分析前11大進口蘆筍來源國家，

公頃及377,701公噸。墨西哥仍呈逐年增加

依序為泰國、澳大利亞、墨西哥、美

趨勢，2014年栽培面積及年收穫量分別為

國、祕魯、紐西蘭、中國大陸、智利、

20,438公頃及170,225公噸。而根據2013

緬甸、菲律賓及越南。分析前五大來源

年統計資料，全球前五大外銷蘆筍出口國

國家之蘆筍輸出至臺灣，均無中斷之起

分別為祕魯、墨西哥、美國、西班牙及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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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2015年間除2007年因當年12
月從泰國輸入超過2萬公噸致異常特高之
外，其餘年份之每人年均消費量均低於0.6
公斤，特別是2011～2015年間每人年均消
費量劇降而低於0.3公斤，且呈逐年減少趨
勢，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國內生產量及進口量
逐年減少，但總人口數又逐年成長所致，也
致使零售市場無充足蘆筍產品量可每日販
售。
7

臺 灣 蘆 筍 消費 與 其 他國家之 比 較，
進口蘆筍來源國輸入量

7

與德國相比，臺灣每人年均消費量僅為其

蘭，外銷量分別為124,462公噸、97,931

1/3～1/5，依據德國農民協會的數據顯示，

公噸、36,462公噸、15,983公噸及15,343

蘆筍在德國的種植面積居蔬菜之首，超過

公噸。第六名起外銷量均在6,000公噸以

20,000公頃，且逐年成長，但以白蘆筍居

下。因此推測在未來當泰國無法穩定出口蘆

多。但若與美國相比，臺灣近5年每人年均

筍至臺灣之後，祕魯及墨西哥可能會取而

消費量僅為其1/2～2/5，主要是美國蘆筍

代之，成為穩定輸入來源國家的選項之一。

每人年均消費量呈逐年成長趨勢，從2005
年約0.64公斤，至2014年已成長達0.82公

臺灣蘆筍消費與其他國家之比較

斤，雖然美國蘆筍栽培面積逐年遞減，但每

臺灣蘆筍每人年均消費量估算依據 (國

年進口量卻逐年增加，推測美國在蘆筍研

內生產量+進口量-出口量) /人口總數而得，

究及生產仍居領導地位，美國不僅對世界
蘆筍的消費
潮流仍有相
當大的影響
力，且有更高
之消費吸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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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德國及美國之每人年均消費蘆筍量比較

臺南區農業專訊

2017年03月

99期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