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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金

跨國企業都樂：取代出口、控制通路

文 呂
•國禎 程
•晏鈴 攝影 鍾
•士為

超商香蕉的全球化戰爭

勃與世界地位。

為主要研究目標的研究所，它代表著昔日台灣香蕉產業的蓬

屏東縣九如鄉的台灣香蕉研究所，是全球獨一無二以香蕉

有如天壤之別。

金黃、飽滿、香甜、無斑，超商裡一根十八元的香蕉產自台灣，
但卻是跨國企業都樂收購後，才打造出的精品水果。台灣的農業管理與行銷出了什麼問題？
為何會把﹁香蕉王國﹂的品牌美譽拱手讓人？台灣可以從國際對手身上學到什麼？

黃色的香蕉散發出
濃郁香味，擺在

的架上，創造了你
7-Eleven
不知道的三大奇蹟：一天能
賣出十萬根香蕉，賣一根香
蕉的價格可以比產地一公斤
香蕉的收購價還貴，且這些
單根香蕉的全年銷售量比台
灣整年出口量還要多。
剝開這根美麗的台灣香
蕉，裡面不是香 可口的果
肉，竟然是一場殘酷的全球
戰爭。
到超商買香蕉配早︵午︶
餐，成為台灣人近年的新習
但你知道這一根香蕉，有

慣。
可能成為台灣蕉農的夢魘、
香蕉專家的擔憂？
超商賣的不是台灣香蕉
嗎？哪來的殘酷國際競爭？
︽天下︾為你剝開一根香蕉

台灣香蕉研究所

背後的全球化戰爭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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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香蕉變爛蕉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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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發現，二 一
○四年，

5

七月一日，晨曦照亮了屏東的香蕉田，香蕉研究所集貨

年 月 日

8

台灣香蕉出口只剩四千噸，竟然只佔日本市場一％。對比台
灣最高峰一年出口四十多萬噸，佔有日本市場八二％市場，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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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稱為「香蕉王國」，卻是
由跨國企業都樂跟統一超合作
創造了香蕉一根一根賣的新商
業模式（右上圖）。且都樂又在
海外市場打垮台灣香蕉，間接
讓台灣過去十年有四年出現香
蕉價格崩跌。

Q

消失的王國國

農業大戰
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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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出現了久違的人聲鼎沸。香蕉採收車忙進忙出，一芎芎的
語氣中帶著感傷，林德勝懷念青果

頭、海上有香蕉專用船往返日本。
還有一套完整的外銷制度，精準掌
即便市場暴跌或天災出現，還有平準

握外銷與種植量，不會有產銷失衡。
基金保證香蕉農的利益，林德勝感慨

2.0

少量
出口日本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1956
0.5

王國敗因：
盲目開放、貿易商內鬨、
倚賴政治採購、不思進步
林德勝說，最大分水嶺在二 ○○
五年，那一年政府打破

青果社獨佔台灣香蕉外銷的制度，台灣香蕉出口開始貿易自
由化，不再侷限只有青果社可以外銷香蕉。一時之間百家爭
鳴，十幾家業者爭取香蕉外銷，並且跟農民大量契作香蕉，
準備搶攻日本市場。
這是衰敗的第一個原因，盲目的開放卻沒有通盤的考量與
配套。林德勝拿出資料說，開放後外銷量沒有大增，反而開
始銳減︵見表一︶，發生了貿易商搶攻日本市場，跟農民契
作搶種香蕉，品質卻沒辦法滿足出口要求，只好外銷轉內銷
留在台灣，導致產銷失衡。
於是台灣香蕉價格在 六
○、 七
○、一 、
○一一年都出現

了暴跌。出現了立委陳明文拿香蕉丟農委會主委陳武雄的畫
面，補助、救濟措施出爐，但貿易商紊亂的問題並沒有解
決。
接下來的產銷失衡處理方式，又對台灣香蕉王國造成二次

傷害。這是台灣農業這十多年最常出現的弊病，每次農產品
中國大陸送。

過剩，就喊著請對岸政府來政治採購，把吃不掉的農產品往
香蕉產銷失衡時，也上演同樣的戲碼。︵見表二︶
雲林縣前農業處處長、金色大地執行長呂政璋說，把香蕉
銷往中國當政治採購操作，﹁結果是台灣被台灣自己打敗，
因為出口爛香蕉過去給中國人。他們一打開貨櫃發現，香蕉
都爛了，買的人罵死台灣了，﹂最後結果是，破壞了台灣香
蕉的形象。
本來在日本市場賣最高價的台灣香蕉，到了中國市場卻
不如菲律賓香蕉擁有八 ％
○以上市佔率、一公斤四到六塊人

民幣。甚至在二 一
○一年，台蕉竟然曾以菲律賓蕉的一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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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2年世界主要香蕉出口國
平均出口量（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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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何外銷量會大量萎縮？

噸，今年到現在只有兩千噸，看來全年要超過三千噸很難。

2003-2014年台灣香蕉出口中國總量（公噸）

地說，﹁當時配套措施很好。﹂

1949
1.5

格販賣。這是缺乏長期經營中國市場的意識，把次級貨銷中
國，全盤皆輸。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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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

年 月 日

厄瓜多

菲律賓

哥斯大黎加

在屏東九如鄉見到了第二個香蕉老兵、台灣香蕉研究所所

0

商一年四千噸香蕉的銷售量還要少。

2000

換言之，香蕉王國台灣，一年香蕉出口量竟然比一家統一超

他一邊看著香蕉的品質一邊說，台灣香蕉去年出口四千

眼就能看出什麼香蕉可以出口，什麼該打掉︵淘汰︶。

德勝。他早年任職青果運銷合作社，培養出銳利的眼光，一

現場指揮的是香蕉界老兵、台灣香蕉研究所秘書室主任林

社創造的香蕉王國，那時是台灣香蕉

500

香蕉掛了起來，通過自動清洗裝置，接著熟練的女工進行分

香蕉研究所所長趙治平拿著新品
種香蕉種苗。台灣擁有全球獨一
無二的香蕉研究單位，是台灣曾
為世界香蕉王國的見證。

的黃金歲月，在高雄港有香蕉專用碼

1500

切、烘乾、分級裝箱。這是今年第一批出口中國的香蕉。

104
資料來源：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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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過剩香蕉何處去？
中國市場變垃圾場
表

天下雜誌

5

173.3

8

186.6

518.3

264.6

188.2

2
0
1
5

菲律賓
全球第二大香蕉出口國
3

表

表

3.5

香蕉種植面積8萬
公頃，出口日本39
萬4966公噸，在日
本市佔率82.1%
2

資料來源：《消失的香蕉王國》、
香蕉研究所秘書室主任林德勝整理
採訪整理：程晏鈴

1000

政府廢除五五出口制，
採「產銷一元制」，指定青
果社單一窗口統籌辦理香蕉
外銷，日本也成立「台灣生
鮮香蕉輸入協議會」，根據
交貨時機與種植面積核定外
銷契作生產的數量
日本實施外匯管
制，香蕉出口75%
掌握在香蕉大王陳
查某手上，青果合
作社比例只有25%

2010

跨國公司利用雄厚資
金，以菲律賓為香蕉
生產基地，再低價進
攻日本市場，重挫台
灣香蕉外銷市場

ECFA將香蕉列
入早收清單免關
稅項目
0

取消產銷一元制，開放自
由出口，但出口數量十年
來開始走下坡
2. 中國開放台灣18項水果
出口，香蕉也在其中

1971
3.0

1. 政府開放貿易自由化，

1963
2003-2014年台灣新鮮香蕉出口總量（萬公噸）

出口配額實施「五五出口
制」，即青果社和出口商
的出口配額各佔五成，由每
公斤2.8元提高至每公斤3.4
元，使農民所得大幅提高；
當時政府特地整合國內香蕉
出口商結構，由青果社統一
供果，負責集貨、選別、檢
驗、包裝和輸送

2.5

2005
台灣香蕉
出口大事記
4

台灣香蕉出口銳減
十年只剩約十分之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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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趙治平。他說，為了抵抗香蕉的疾病問題，香蕉研究所開
因應消費者食用習慣的改變，單次買幾根而不是買一串，台

趙治平說，當日本市場開始要求供應小包裝分切的香蕉，

都樂打入了台灣中高價通路。

外銷轉內銷，卻面臨了都樂除了投資菲律賓，也轉進台灣：

美麗香蕉背後的殘酷競爭還有第二回合，台灣香蕉產業從

題，﹂他說。

沒有長期經營的意識，只看短線價錢，﹁是我們最頭痛的問

定供貨，做到品質規格化，一旦缺貨還提供賠償。但台灣

大規模栽種打敗台灣。趙治平說，對日本而言，都樂能夠穩

都樂在菲律賓種香蕉，不僅靠人力低廉、土地成本低、

優點。

台灣香蕉產業應該從這場殘酷的國際競爭中，學到都樂的

三千多公頃，農民被迫轉作其他作物或休耕退出。

的淘汰賽。台灣香蕉栽種面積從五萬公頃一路往下降到一萬

於是，還活在過去榮景中的台灣蕉農，面臨了一場慘烈

前還可以生存，但今天行不通了。

大企業比規模，卻也不願意改變觀念。這樣的觀念在三十年

趙治平說，台灣蕉農本身的規模很小，無法跟都樂這樣的

百多倍。

也讓菲律賓香蕉出口日本高達一百萬噸上下，約台灣的兩

第一。

務實耕耘中國市場，台灣香蕉王國拱手讓人，都樂成了亞洲

貿易商內戰、蕉農與商人不願意跟隨市場改變、也不願意

京馬拉松，宣傳都樂香蕉。

因應日本市場客戶要求，提供小包裝香蕉。都樂甚至贊助東

拆亞洲業務，賣給日本伊藤忠商事︶。它在菲律賓種香蕉，

但有一家公司辦到了，它是美商都樂︵二 一
○二年宣布分

客戶需求出口小包裝香蕉。

發出新品種﹁寶島蕉﹂，台灣貿易商卻在日本中傷寶島蕉，

而傷了台灣香蕉。

遇上強敵：
都樂：規模大、品質好、供貨穩
第四個問題、也是真正的強勁對手﹁都樂﹂︵ Dole
︶在菲
律賓崛起，台灣卻顢頇地不願意跟隨市場改變。

談起都樂，兩位香蕉界老兵趙治平、林德勝卻意見不合，
當場起了爭執。原來，都樂不僅打敗台灣出口成了亞洲第
一，還進軍台灣內銷市場，供應香蕉給統一超商，推動香蕉
一根一根賣的商業模式。
供應台灣單根香蕉的，竟然是都樂公司。林德勝說，﹁業
界認為，都樂是用不賺錢的策略拓展台灣內銷市場，目的就
是提高佔有率、控制台灣通路，等到台灣一開放香蕉進口，
都樂就會引進菲律賓香蕉，﹂那時台灣香蕉將面臨更嚴重的
競爭。
趙治平卻反駁林德勝，他說，這樣的說法並不對，都樂對
台灣香蕉產業有幫助，它推動單根賣模式，提高了台灣香蕉
產業的產值。其二是，當台灣貿易商攻擊台灣新品種﹁寶島
蕉﹂，都樂卻幫台灣把﹁寶島蕉﹂賣到日本。
，絕不會開放

但從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到香蕉研究所所長趙治平，都沒
、

都樂公司是原生於美國的跨國食品
企業，1851年於夏威夷成立。2010
年營收為 69 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生
鮮蔬果供應商，佈局全球超過90國。

有人敢保證，如果台灣加入

成立時間：1851年
總部：美國加州西湖村
年營收：69億美元
（2010年，官網最新年份）
董事長：默多克（David H. Murdock）

菲律賓香蕉進口。這代表，總有一天，都樂的菲律賓蕉會長
驅直入台灣內銷市場，林德勝的擔憂恐成真。超商每賣一根
都樂香蕉，反而會讓台灣蕉農更容易被菲律賓蕉農取代。

統一超商總部
看見需求：一串蕉變一根蕉的祕密

Dole Food Company

又再一次看到貿易商的貪婪與爭奪，自己人打自己人，反

灣卻還沒意識到應該跟隨日本市場變化調整自己，不肯針對

屏東九如鄉的香蕉研究所集
貨場，熟練的女工正在洗選
分切香蕉準備出口。現場卻
也看見本土香蕉產業設備落
後、加工條件遠不如都樂。
台灣最好的香蕉產地旗山，已成都樂
最大農場之一。都樂用大型集貨車收
貨，送到屏東萬巒廠進行分級、洗
選、催熟，用現代化物流配送、工廠
標準化加工與管理，確保品質。

說寶島蕉外形不好、風味比不上舊品種。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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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年 月 日

5

2012年日本伊藤忠商事收購都樂食品

天下雜誌

8

公司旗下食品包裝，以及亞洲、澳洲
的生鮮蔬果供應業務，香蕉與鳳梨是
銷售主力。
然而，都樂在中南美洲卻成為殖
民與帝國主義的象徵，多本書籍像是
《香蕉密碼》、《香蕉共和國》等，都
詳細描繪都樂剝削農民的作為。
2
0
1
5

為何統一超商會跟都樂合作？記者前往在台北東興路的統

都樂食品公司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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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一超商總部，揭開香蕉一根一根賣的祕密。

小檔案

T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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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樂跟統一超商合作創造了全球香蕉銷售新傳奇，梁文源

︽天下︾記者進入位於北投的都樂台灣分公司，到供應給

一一年，台灣香蕉價格暴跌，統一超商進行了搶救台灣

統一超商鮮食部部經理梁文源說，以前香蕉是整批賣、
統一超商的生產線參觀，看到了農產品加工、分裝，竟然用

說，日本有小包裝香蕉，但像台灣這樣一根一根賣是全球首

整把賣，一般消費者常常吃不完就放到爛掉。改成一根一根

樂必須隨時滿足需求。換言之，遇到颱風天或是任何可能導

也無法預估，今天統一超商會賣出八萬或十萬根香蕉，但都

一超商，並隨時因應銷售量調整供貨量。這非常難，因為誰

還有更難的，那就是做到一年三六五天都能穩定供貨給統

質與乾淨度卻做到熟食的水準。

代表香蕉已經乾淨到根本不會有果蠅存在。生食的香蕉，品

生鮮食品規格運作。香蕉做到可以跟御飯糰共用配送體系，

都樂台灣分公司
現代品管：把香蕉變精品的祕密
致農民貨源不穩定的因素，都樂都要想辦法克服。

資料來源：《Banana Cultures》、網路
整理：程晏鈴、司徒嘉慧

可以測心跳的香蕉：
2015年，伊藤忠商事旗下的亞洲都樂

公司，贊助「東京馬拉松」，推出首款
可食用的「穿戴式香蕉」，可顯示時
間、心跳頻率及身體狀態，跑者餓了還
可以剝來吃，補充體力

那為什麼統一超商跟都樂合作，不直
接跟農民採購？梁文源說，超商要的是
品質與穩定供貨，﹁我也想要做農民產
地直銷，但最重要的是，農民能不能交
一樣的香蕉過來。﹂
因為香蕉是不可控制的，那是老天爺
給的，會長出不同規格，不同產季變異
非常多︵長短胖瘦都不同︶，但都樂把超
商賣的每根香蕉幾乎做到了一模一樣。
都樂努力打敗天氣，讓香蕉全年穩定
生產，價格、品質一致。

但台灣蕉農卻是坐等天災、颱風，
讓香蕉價格出現劇烈波動，因此出現暴
利。此外，蕉農用藥、田間管理是一人
一種方法，說好聽是老農的獨門祕訣，
缺點卻是農藥殘留、品質永遠無法一
致，一公斤香蕉賣五元或五十元，全看
天吃飯。這樣的方法可以在封閉市場內
生存，一旦開放就無法跟跨國大企業競
爭。
統一超商的單根香蕉，到去年之前，
貨源都還全是來自都樂。不過去年起，
已開始培養第二家供應商，是本土香蕉
供應商﹁如記食品﹂，但跟都樂還有段差
距。
都樂以企業化的管理配銷，贏得台灣
最大超商的銷售通路。除了統一超商，

變成都樂農場台灣分部 ？

高雄旗山

還有頂好超市及好市多量販店。

第四站

都樂成為統一超商最大供應商又如
何，對台灣蕉農有傷害嗎？
一進旗山，竟然在旗山鳳山寺旁看到
了都樂運輸車穿梭，台灣最好的香蕉產
地旗山，已變成都樂香蕉主要供應地之
一。
外銷市場輸給了都樂，還自己種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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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都樂賣，到底農民怎麼想？旗山果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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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班第三十六班班長 張宏士說，﹁台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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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旗山果樹產銷班班
長張宏士，用自己的方
法栽種與銷售香蕉，避
開了與都樂競爭，卻擔
心有一天市場被都樂控
制，台灣蕉農會變成都
樂農場的農工。

梁文源說，都樂還要有一週時間準備香蕉供應量，因為香

早期台灣蕉農的香蕉是蓋棉被用電石土催熟，出貨前更

第三站

高可以賣十八元，真的有這麼好的香蕉嗎？

元，換算一根最便宜的時候不到三元。統一超商一根香蕉最

問題來了。一公斤香蕉約六到八根，產地收購價才十幾

賣，消費者每天還可以買到新鮮即食的香蕉。

香蕉大作戰，但跟傳統市場一樣賣大串香蕉，並不容易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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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美國服飾品牌「香蕉共和國」
（Banana Republic），借用美式帝國
主義以跨國企業殖民中南美洲的歷史，
營造目標消費者為白領資產階級的遊獵
奢華風

睞，統一超商不停尋找賣香蕉的方法。

最時尚的香蕉：

不可能一根一根清洗；但都樂的香蕉要經過兩次洗選、不蓋

馬奎斯的小說《百年孤寂》，就是以哥
倫比亞香蕉大屠殺事件為主題材，獲得
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

蕉催熟要一週，不可能現摘現賣，所以都樂機動供貨的挑戰

榮獲諾貝爾獎的香蕉：

棉被改吹冷氣，還要控溫在攝氏十六到十八度，接著每根用

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稻米、小麥、玉
米之外，香蕉和大蕉是全球第四大糧食
作物，是4億人的主要糧食

非常大。但﹁這就是農業加值，要分級、加工，才有辦法加

最意想不到的主要糧食：

尺量、用秤重、還要測顏色跟選美，最後在冷藏庫裡吹冷氣

糕

值啊，﹂他說，以前怎麼可能叫農民去一根根洗香蕉，可是

最愛吃香蕉的國家：
日本，每年進口超過100萬噸香蕉；最
熱賣的伴手禮就是Tokyo Banana小蛋

一週，靜靜等待外皮轉為黃金色，這樣的熟度才是能隨買隨

動畫電影角色「小小兵」，是由變種
DNA、脂肪酸、2.5杯的香蕉泥製成

消費者就是要這樣的產品。

會說話的香蕉：

食。香蕉太黃︵熟︶就打掉，有顆黑斑也不行。

你所不知道的香蕉……

最遺憾的香蕉：

台灣香蕉以獨特香甜風味獲得「香蕉王
國」的國際美譽，是過去台灣農業富饒
的象徵

封面故事

農業大戰
三部曲

市佔率超過五

灣香蕉農會被都樂害死，如果都樂
它也沒用，因為通路在都樂手上。而農民就是散沙，農會也

但他擔心，都樂如果持續變大，最後農民不交︵供貨︶給

張宏士說，﹁現在跟都樂合作的農民都說都樂很好，收購

香蕉外銷開放自由出口，香蕉接連出

五年就到了台灣。那一年，台灣
○○

其實，都樂進軍台灣非常早，在二

蕉，如果台灣香蕉的國際代言人變成了都樂，這是隱憂，等

旗山的台青蕉樂團團長王繼維則說，都樂也出口台灣香

價格，就跟股票坑殺散戶一樣。﹂

種量變大了，必須透過都樂才能賣光，那它就會反過頭大砍

價格一直往上調，但其實就是先讓農民吃甜頭，等到香蕉栽

現了價格崩盤，都樂悄悄在台北市北
於由都樂決定了台灣香蕉的國際價格與形象。
儘管這些事情並未真的發生，但都樂有如夢魘般糾纏著旗
一根美麗香蕉背後，竟有如此殘酷的競爭，呂政璋說，台

山的蕉農。

都樂合作，當時都樂賣台灣香蕉跟菲

︶
english

香蕉王國仍有機會重新站起來。︵英文版同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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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台灣依然能種出好的香蕉，只要肯改變制度與觀念，

進，滿足日本市場的需求。

產品，創造出高附加價值。也必須思考，都樂是如何與時俱

農業應該思考有沒有機會將同樣的觀念與做法拓展到其他農

時為台灣帶來新觀念與新衝擊：香蕉一根能賣十八元。台灣

雖然，都樂給台灣香蕉產業帶來了殘酷的競爭，但也同

會，重建台灣香蕉在中國的形象。

灣香蕉得到了新機會出口中國，但台灣香蕉業者應該把握機

賓因為南海主權爭議，刻意阻擋菲律賓香蕉輸往中國，讓台

這是今年第一批出口到中國的台灣香蕉，雖然是中國與菲律

場景再回到屏東九如鄉，台灣香蕉正在裝箱前往中國。

台灣香蕉。﹂

人很喜歡。要努力讓新一代日本人除了都樂之外，也能認識

灣不能再自我感覺良好，﹁台灣香蕉風味很好，老一輩日本

削，獲利更好，每甲賺六十萬元，年賺百萬不是問題。

如有機商店或熟客，直接將香蕉賣給他們，能減少中間的剝

張宏士寧可努力開發自種自銷的方式，自己去找客戶，

的工人。﹂

等於沒有了輸贏，變成領死薪水被綁死，成了都樂香蕉農場

步。但張宏士說，﹁這樣聽起來很好，但農民替都樂種香蕉

趙治平說，農民跟都樂合作能有穩定的收入，這是種進

作。都樂的說法是，要給台灣農民如公務員般的穩定收入。

合作、契作，現在為了要壓低生產成本，變成跟農民直接契

曾經間接供貨給都樂，張宏士說，都樂是先跟各地合作社

一根的香蕉則賣給統一超商。

買香蕉、催熟、分級包裝，切成五到十根的包裝賣好市多，

只能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在地買在地賣。跟農民

張宏士說，台灣目前仍擋住了菲律賓香蕉進口，因此都樂

跌跌撞撞。到了跟統一超商合作才慢慢起來。

律賓鳳梨，品質並不穩定，在台灣是

金色大地的呂政璋說，早期他曾與

劃在新北市竹圍設新廠。

投區以及屏東萬巒鄉設廠，目前正計

爭。﹂

︵蕉農、貿易商︶再也沒辦法和它競

不團結，沒辦法跟都樂競爭，最後被都樂操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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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操控價

台灣始終都能種出好香蕉，
缺的是怎麼經營品牌、用現
代化行銷方式賣到國際。

格。一隻小蜥蜴養成大恐龍，台灣

㛔枩䨢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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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獨家專訪都樂亞洲區副總裁阿爾巴諾：

採訪 呂
•國禎 程
•晏鈴 攝影 鍾
•士為

沒有要控制市場，
只想做到最好
麗的台灣香蕉背後，隱藏著全球化戰爭殘酷的
真相。全球業者同場競爭，淘汰賽不停上演，

︶正是最終勝利者。
美商都樂︵ Dole
而都樂也走進了台灣，眼光放在台灣香蕉。走訪台灣香蕉
產地，有農民笑嘻嘻送上辛苦種植的香蕉給都樂，也有農民
湧起止不住的擔憂。
︽天下︾獨家專訪都樂亞洲區副總裁阿爾巴諾︵ Johann

︶，讓都樂現身說法，進一步解構都樂成為全亞
M. Albano
洲第一香蕉供應商的祕密。
﹁我們不會控制市場，﹂採訪當天，和台灣分公司幹部開
完例行會議的阿爾巴諾，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急著向記者

問：農民擔憂之一，是都樂
市佔率超過六成，小蜥蜴恐怕會變成大恐龍 ？

已經工作十六年的阿爾巴諾是菲律賓人，對都樂在故鄉
民收購香蕉。︵編按：六成市佔率是僅以零售通路為主，不

佔率不到五％，不可能影響價格，也都是依據市場價格跟農

答：都樂沒有辦法控制台灣市場，我們在台灣內銷市場市

成功的原因也特別有感。專訪中，他不斷強調﹁品質﹂的重

包含傳統市場等通路；但阿爾巴諾所提到的五％，是將全台

務。

成功策略二

生產、物流、行銷一條龍
外加更好的配送服務

我們和幾間物流公司合作，整條供應鏈上，有部份會策

的基礎設施。

過去幾年，公司投資很多心血跟資金，研發與發展整合性

送服務。

從農業生產端、物流、行銷這條產業鏈，我們有更好的配

相較競爭者，我們的價值在於完整的產業鏈。

成功策略三

台灣，讓產品更好。

很方便，所以我們跟零售業者合作，可以將國外技術運用在

比如說，統一超商有單根或兩根入的香蕉，對消費者來說

需求的產品。透過零售通路，更了解消費者。

它們了解我們的品質，也知道我們能夠生產出符合消費者

者會觀察消費者和市場需求。

台灣有很成熟的零售通路，都樂跟零售業者合作，這些業

從零售切入市場
了解消費需求

找出適當的種植和收購方式，建立正確的加工技術與配送服

移植海外的專業經驗，邀請專家到台灣協助建立技術模型，

跨國企業的好處是，我們在很多國家都種植香蕉，可以

能夠要求品質等。

儲運模式都需要時間，像是建立設備廠，或確認產地的香蕉

這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達到。發展香蕉的生產基地，以及

台灣有很多供應商收購香蕉，我們的客戶只有統一超商跟

灣所有通路計算在內。︶

要，更希望移植跨國經驗到台灣。以下為專訪摘要：

好市多，而且它們不是百分之百收購我們的香蕉，我們只是
都樂要符合客戶要求的規格，如果農民不想依照規格種，

其中之一。
可以找其他公司。我們有長期合作的通路，就算價錢不好，
我們也不會消失。
問：農民擔憂之二，是都樂在菲律賓種植的香蕉，會取代
台灣原有的外銷市場 ？
答：菲律賓香蕉的確在日本市場逐漸取代台灣香蕉。
台灣香蕉被取代的原因是：台灣香蕉的價格不具競爭力，
全年供貨也不穩定。寒害發生時，供給品質的穩定度不足，
很難供給日本市場。
然而，台灣香蕉在國際上還是很有名，我們保住台灣在日
本的利基市場，有一群喜歡台灣香蕉的客群。
我們在包裝上強調台灣的香蕉品牌，不會有台灣品牌消失
的問題。
問：農民擔憂之三，是都樂在國際普遍被視為殖民與帝國
主義的象徵，台灣會變成跨國企業底下的農場嗎 ？
答：我們絕對不可能殖民或控制任何事。我們在台灣唯一
做的就是，提供客戶高品質的產品，和農民合作，絕對沒有
控制政治人物。

全球化＋全球化
成功策略一
經驗與技術大移植
我們追求的就是品質、品質，跟品質。我們每進入新市
場，會希望第一個接觸的是全球化企業。在台灣，我們最大
的客戶就是統一超商和好市多，提供的產品規格都是跟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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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聯盟，讓產業鏈更完整。這是我們面對全球化競爭，贏
過競爭者的地方。︵程晏鈴整理︶︵英文版同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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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連鎖通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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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外界的質疑。

都樂亞洲區副總裁阿
爾巴諾現身說法，認
為都樂幫助社區發
展，不可能成為控制
市場的大恐龍，「我很
驕傲自己是都樂的
一員。」

︶
english

年 月 日

8

連生產履歷也是。在台灣，我們生產履歷的要求，跟東南
亞國家的要求一致，提升追溯農產品來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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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大戰
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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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公里縱谷，養出近千名百萬富翁

文 程
•晏鈴 攝影 王
•建棟

鳳梨釋迦
老天爺送的全球第一
圖片故事
台灣水果傳奇：
只賣釋迦，
他年收破百萬

東的夏天，燠熱難耐。從鹿野一路向南，沿著蓊鬱
會釋迦產銷班班長莊政雄，聲音特別宏亮，豪邁地指了指坐

﹁今天坐在這裡的，都是﹃八百俱樂部﹄！﹂台東地區農

台東縱谷得天獨厚的氣候，讓初鹿到太麻里以北短短三十公里，綿延一千八百公頃的鳳梨釋迦田，
創造出口總額五億八千萬台幣的全球第一。
但過度倚賴中國市場，是否會讓這場老天爺送的銷售傳奇提早結束 ？

的武陵綠色隧道找夏天該有的翠綠，在樹蔭下偷秋
什麼是八百俱樂部？就是每年淨賺八百萬台幣。

在家裡的四位農民，笑著對︽天下︾記者說。
不做別的，只種鳳梨釋迦。

天的颯爽。滿坑滿谷的鳳梨釋迦︵見小檔案︶綿延，無止盡
一色都是鳳梨釋迦。
莊政雄帶領的三十五位產銷班班員，有五位是八百俱樂部
成員，其他班員淨賺也超過百萬。他家中車庫停的，不是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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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八百俱樂部﹂
貨用的發財車，而是賓士，和肥料和務農工具同處一室，顯
得格外有趣。
事實上，鳳梨釋迦已幫台東創造近千個百萬富翁。
台東農業改良場班鳩分場場長盧柏松就說，
鳳梨釋迦產地價一斤最高可以到七十元，平均
一甲地淨賺六十萬台幣。初鹿農會每年增加

八年
○○

一、兩億元的存款，也是因為鳳梨釋迦。
根據農產品進出口統計數據，二

開始，鳳梨釋迦就先後超越鳳梨、芒果等主要
大宗出口水果，成為台灣水果外銷第一︵見表
一︶。光是去年，出口總額就高達五億八千萬台
幣，打敗澳洲、西班牙、泰國、海南島，穩坐
全球第一。
曾是香蕉王國的台灣，香蕉的出口總額卻在
一三年被鳳梨釋迦超越，去年的出口總額差距
將近三倍。
這項全球冠軍怎麼來的？看天吃飯這件事，

老天賞飯
縱谷氣候得天獨厚

在鳳梨釋迦上完整體現。

冠軍祕訣一

﹁適地適種，這裡的氣候最適合鳳梨釋迦，﹂
前任鳳梨釋迦產銷班班長蔡惠敦，說起鳳梨釋
迦的優勢，滔滔不絕。
一開始，鳳梨釋迦引進台灣時，主要在宜蘭
跟台中新社，但台東開始種之後，口感與品質
都優於新社；而宜蘭天氣較寒冷，鳳梨釋迦難
以生長，最後才在台東就地生根。
但要讓鳳梨釋迦﹁適地適種﹂，卻不簡單。
盧柏松分析，泰國氣候太熱不行，中國大陸
型氣候太冷，有霜害也不行。縱谷型氣候變化
多元，就像加州種葡萄，愈靠近山邊，日夜溫
差大，品質愈好。

5

穿過綠色隧道，就是全台鳳梨釋迦最大產區
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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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以上鳳梨釋迦集中在台東卑南的河谷到

年 月 日

8

初鹿區域。莊政雄說，因為鳳梨釋迦是溫帶作

天下雜誌

2
0
1
5

鄉美農村的班鳩地區。這裡的名產，除了班鳩冰，還有百萬

—台
—東卑南

延伸到卑南上圳河谷。拐個彎，中央山脈餘脈的山坡上，清
莊政雄（前排中）帶領的
鳳梨釋迦產銷班，每位班
員年收入至少超過百萬，
鳳梨釋迦帶來的經濟奇蹟
讓班員個個眉開眼笑。

躍升的王國

農業大戰
三部曲

封面故事

農業大戰
三部曲
表

物，往南到太麻里太熱，西半部冬天會有東北季風，容易結
霜結凍。
農友吳東隆也說，相較同緯度地區，台東有黑潮，冬天有
中央山脈擋住東北季風，氣候比較溫和。
八百俱樂部成員們七嘴八舌，但﹁鳳梨釋迦是老天爺給的

︵台東農改場斑鳩分場提供︶

芒果
鮮蓮霧
番石榴（鮮或乾）

500

0

2012 2013 2014
2011
2007 2008 2009 2010

*鮮釋迦出口主要都是鳳梨釋迦；一般大目釋迦運送不易無法出口，以內銷為主，外銷僅佔0.1%

產季就是每年十一月開始，到隔年四月。
產季怎麼調？就是要對鳳梨釋迦說謊。

於是一九九五年，農業改良場教農民發展人工授粉技術

少，兩種問題加乘，產量難以維持。

花，授粉有障礙；加上生態環境改變，授粉的甲蟲逐漸變

盧柏松說，鳳梨釋迦很特別，雄花比雌花晚兩到三天開

栽培技術除了靠﹁騙﹂植物，還有人工授粉。

月，增加產量。

繼續開花，﹂吳東隆說，有農民用燈照，將產期延後到五

第二個謊言是，延長日照時間。﹁欸醒來！不要睡了，要

梨釋迦就會急著開花結果。

間點就是在每年的七月剪枝，創造生命已到盡頭的錯覺，鳳

莊政雄說，為了讓鳳梨釋迦在十二月採收完成，最好的時

116
0.1%

除了老天爺，栽培技術也翻轉鳳梨釋迦的命運。

鳳梨

1000

完整產業鏈
黃金十四天流程

可以賣到新疆。

天下雜誌

年 月 日

算準黃金十四天的儲運流程，台灣的鳳梨釋迦最遠，已經

情，溢於言表。

的天數。﹁送到消費者手上要剛剛好，﹂盧柏松的得意之

需要四、五天。而且冬天會增加鳳梨釋迦後熟︵見小辭典︶

鳳梨釋迦主要銷售地區在中國北部，從集貨地到終端市場

送，以及通路上架的時間，都要精準算在十四天之內。

是，從採果時間的拿捏，到採後處理的溫度控管、儲存運

業鏈。鳳梨釋迦要出口到中國，有十四天的黃金流程。意思

那一年，台灣才真正建立起鳳梨釋迦輸出中國的完整產

九年才是鳳梨釋迦在中國市場發酵的真正元年。
二 ○○

盧柏松說，通過首批水果輸出中國零關稅政策的四年後，

目前鳳梨釋迦外銷有九八．八％集中在中國市場。

冠軍祕訣三

自己的出路？

的受益者，但鳳梨釋迦如何打破政治訂單的魔咒，在中國找

鳳梨釋迦看似是第一批政治採購十五種水果中，發威最大

釋迦一四年的出口總額，更超越鳳梨的兩倍。

施後，只有鳳梨釋迦和鳳梨出口大幅成長︵見表二︶。鳳梨

然而，根據農委會統計資料， 六
○年第一批零關稅水果實

銷的空前盛況。

一箱又一箱承接政治訂單而輸往中國的水果，締造台灣外

零關稅的有十五種，鳳梨釋迦就在第一批免關稅名單內。

同年，中國商務部開放首批十八種水果出口中國。其中，

項輸入大陸的水果將免關稅，中國對台貿易門戶大開。

主席胡錦濤，和當時國民黨主席連戰見面後，宣布台灣十二

那一年，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中國國家

鳳梨釋迦 vs.大目釋迦

禮物﹂這件事，沒有農民會反對。

1500

指部份水果在未熟時先採收，
再使之完熟的處理。果實貯存
的澱粉會融解成糖分為主的可
溶性固形物，使經後熟處裡過
的水果，口感較甜。後熟可避
免水果被蟲鳥捷足先登，且便
於運輸貯藏，販賣時有較長的
貨架壽命。

兩個謊言
冠軍祕訣二
騙到穩定品質

表

鮮釋迦*

2000

後熟

一九六五年，台灣引進鳳梨釋迦，原本的品種是夏季果，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整理：程晏鈴

小辭典

但是改良場發現，夏天結的果實容易爛掉發霉，不利販售。

20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當初，鳳梨釋迦是美國佛州實
驗室，將冷子番荔枝和番荔枝
雜交而來。這個品種周遊列國
到了以色列，1965年，台灣人
將以色列的品種引進。目前，
鳳梨釋迦有九成集中在台東地
區栽培，栽培面積1800公頃，
每年11月到隔年4月是產季，以
外銷中國為主。

後來，將鳳梨釋迦產期調整為冬天結果。從此，鳳梨釋迦

二

當時日、韓市場雖曾列入考慮名單，檢疫問題卻遲遲無法

市場。

新加坡。但空運成本太高，新加坡需求太小，只能轉戰其他

四年，首批外銷的十八噸鳳梨釋迦坐著飛機，送往
○○

量慘跌的那年，是政府開始思考外銷的契機。

這一跌，讓產地價跌到一斤二、三十元。盧柏松回憶，爆

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價格慘跌。

增。

後，鳳梨釋迦果形更圓潤，不再奇形怪狀，且產量跟著暴

鳳梨釋迦
無關鳳梨

突破。香港、馬來西亞、印尼，遂成為先鋒部隊的目標，但
初期只有一、兩百噸的外銷量。

前五大台灣出口中國零關稅水果出口額（萬美元）

最初每年十八噸，暴增到每年將近萬噸的出口，超過五百

*外銷的鮮釋迦中，鳳梨釋迦佔99.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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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鮮或乾）

大目釋迦
台東太麻里以南
熱帶作物
籽多果肉少、較軟、甜
3-7天
全年，只有6月沒有
5

鳳梨（鮮或乾）

鳳梨釋迦
台東初鹿到太麻里以北
溫帶作物
籽少果肉多、扎實、甜中帶酸
14天
11月到隔年4月
8

鳳梨釋迦

五年。
倍的差距，關鍵是二 ○○

台灣外銷主力水果出口額（億台幣）

台灣主要產地
屬性
口感
後熟時間
產季
外銷比例
2
0
1
5

釋迦有兩種
小檔案
鮮釋迦*
芒果（鮮或乾）

6
5
4
3
2
1
0

鳳梨釋迦的由來
很多人以為，鳳梨釋
迦是鳳梨和釋迦雜交
而成。但事實上，鳳
梨釋迦跟鳳梨沒有關
係，只是口味甜中帶
酸，因此命名。
資料來源：農委會 整理：林承賢

短短一百多公里的台東縱
谷，就生產兩種不同的
釋迦，兩者生長習性完全
不同。一種是傳統常見的
「大目釋迦」，是熱帶
作物，很怕冷；另一種是
「鳳梨釋迦」，是溫帶作
物，很怕熱。

中國人愛吃鳳梨釋迦
撐起5.9億台幣出口額
2

鳳梨釋迦
十年出口額狂翻900多倍
1

封面故事

農業大戰
三部曲

採收的現象也所在多有。
一般而言，正常剪枝的時間是七月，八月做人工授粉，

精確分級包裝和集約式管理，也見證農民拚出口的決心。
蔡惠敦說，鳳梨釋迦的大小，在樹上就已決定。為了方便

傻逼貿易商
台灣人殺台灣人

卻成為貿易商的必要策略。

然而，儘管產地收購價格高，送到中國市場上，削價競爭

樣的惡性競爭，顯得特別擔憂。

收，那就會影響品質，﹂不只蔡惠敦，產銷班的農民對於這

﹁有的人就為了配合貿易商，要比較好的價格，就提早

的機率產生裂果，容易發霉。

十二月採收；若提早到六月剪枝，十一月收成，會有五 ％
○

農藥濫用的誘惑
勿蹈芒果、鳳梨覆轍
品牌危機三
鳳梨釋迦三大出口貿易商之一、長辰貿易負責人林志忠觀
相削價競售、代賣︵隨意賣︶。﹁大家拚得你死我活，大陸人

察，台灣貿易商就是在產地哄抬價格搶買；到了中國，再互

例行的產銷班會議，除了炎熱，還多了點不安與躁動。
就罵你們傻逼，台灣人殺台灣人，﹂他無奈。

對莊政雄來說，鳳梨釋迦絕對不能、也不應該重蹈鳳梨與
會﹃啞巴﹄
︵指尚未軟熟就變黑、變硬︶，﹂他氣急敗壞地說

怨，﹁他們大陸那邊不知道釋迦會呼吸，直接包保鮮膜，就

此外，中國終端市場的敗壞，也讓農民劉晏如忍不住抱

芒果的覆轍。﹁用藥真的要整合啦，每個人都要有編號，才

金王國將很快沒落，﹁兩到三成的鳳梨釋迦到中國被客訴。

台大園藝系教授許輔擔憂，再放任貿易商競爭，崛起的黃

著，心疼產品價值無法彰顯。

貿易商搶貨
農民搶早收，搞壞品質

許輔認為，台灣應該學習紐西蘭奇異果品牌 Zespri
，建立
公正透明化的平台，貿易商跟農民發展相互信賴的契作關

﹁我們要繼續改良新品種，栽培技術要穩定，加強跟韓、
日的商業談判。畢竟，中國政治考量比經濟來得高，﹂盧柏

良上。今年才奪得台東鳳梨釋迦優質果園評鑑冠軍的劉晏

國，但這個集天時地利於一身的水果，要創造另一波出口榮

在全球化競爭中，就算台灣已是全球鳳梨釋迦出口第一大

需要長時間建立互信的關係，﹂許輔補上一句。

如，兒子和媳婦就是農業相關碩士，論文就是研究鳳梨釋迦

耀，還需要﹁人和﹂。
關鍵在於生產之後，貿易商的整合，建立終端行銷管道，

■

否則黃金傳奇背後的那朵烏雲永遠不會散去。︵英文版同步上線

5

個開拓市場的可能。

；

︶
www.cw.com.tw/english 8/17 The China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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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藍海到紅海，當貿易商殺得血流成河，﹁整合﹂成為農
民與學者的共識。

天下雜誌

8

栽培技術、採後處理的穩定，以及控管用藥安全，是另一

的採後處理。

﹁我們現在鼓勵年輕人回來，﹂莊政雄把希望放在技術改

係。平台的利潤回饋給農民，建立雙贏的經濟模式。﹁但這

啟外銷契機的水果，能否維持下一個十年的繁榮。

慮神情，就連八百俱樂部成員也說不準，這個以政治訂單開

﹁我們也不知道，這好難說，﹂開朗的莊政雄難得露出焦

商拚得你死我活的狀況下，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水果界出口冠軍的榮景，在過度倚賴中國市場，以及貿易

死死。﹂

元凶就是陸資，價格抬高三元就會造成市場波動，﹁把你電

幣，就可以把你農業玩爛，﹂他氣憤地說，產地哄抬價格的

手投資台灣貿易商。﹁他們故意用陸資，一年用不了兩億台

林志忠經營鳳梨釋迦出口十年，發現小三通後，中國伸

令人意外的是，台灣貿易商內鬨的背後，竟有陸資介入。

續短視，鳳梨釋迦的藍海，很快就會變成紅海。

高，意味著沒有開拓新的市場需求。若貿易商各自為政，繼

許輔進一步分析，這一兩年出口產量與產值增加比例不

下跌，更可能打壞台灣的品牌。

貿易商裡，就有九家已經賠錢，未來將導致鳳梨釋迦的價格

做，但品牌還是台灣，﹂許輔語重心長。他觀察，去年十家

一被客訴，貿易商第二年就換一個縣去做，大陸很大，就亂

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奇景。農民為了價格好，搶早收或延後

為了搶貨，不同於以往出口後才收錢的貿易形式，出現一

產地價格高，只怕買不到貨。

灣貿易商變成戰國時代。一、二十家貿易商相互競爭，不怕

驚人的價格與外銷數量，帶來全球第一的榮景，卻也讓台

品牌危機二

產銷會議上沒有說出口的，還有另一個擔憂。

有保障，﹂蔡惠敦提出建議。

無法出口，造成重大損失。

因為今年初，台灣芒果和鳳梨，被中國檢驗出過量農藥，

說明會議事項。滿身大汗的他，激動地不斷強調。

要注意，﹂正中午，莊政雄站在產銷班三十五個班員面前，

﹁拜託大家，絕對、絕對不要濫用農藥，我拜託大家一定

品牌危機一

然而，天之驕子的外銷之路也並非一帆風順。

市場頭角崢嶸，創下一顆二五 台
○幣的天價。

氣候、技術與管理三種優勢合而為一，讓鳳梨釋迦在中國

實蠅，做好檢疫的萬全準備。

部集約。鳳梨釋迦結果後，人工一個一個套袋，避開東方果

人工管理，種出符合市場需求的鳳梨釋迦，要矮化植株，全

118
（台東縣卑南鄉美農番荔枝產銷班提供）

松有點遲疑，憂心市場過度集中中國，卻無能為力。

鳳梨釋迦果實成熟期需要
套袋，避免東方果實蠅。
從套袋、施肥，到採收，
全部都是人工，所以植株
必須矮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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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呂
•國禎 程
•晏鈴 攝影 鍾
•士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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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十一年出口創新高，荷蘭也沒轍

日不落的蝴蝶蘭
沙漠也開花

望無盡的稻米、芭樂、瓜田，圍繞著台南後壁烏樹
林，絡繹不絕的人潮幾乎踏穿佔地超過千坪的﹁台

﹁這是世界三大蘭展之一，我來這裡五次，每次來這裡

奪眾人目光。

另一頭的名品館，蘭花裝置藝術與特殊品種爭奇鬥艷，爭

水與山谷造景點綴著各式各樣的原生蘭品種。

色展館一字排開，最大的主題景觀區是自然保育區，淙淙流

入口，偌大的戶外景觀創作區映入眼簾。穿過蘭花小徑，特

南後壁，揮汗如雨下還是想一睹蘭花的風采。沿著國際蘭展

三月，︽天下︾採訪團隊跟著三十六國買家和廠商進入台

育種技術，連荷蘭都想學

農業能從蝴蝶蘭學到什麼？

即使全球競爭者四起，台灣蝴蝶蘭仍屹立不搖。台灣其他

進口。挑戰從未停過。

批准中國蝴蝶蘭比照台灣標準︵帶水苔，種植蘭花的介質︶

敗台灣蘭花王國的說法。今年，則再度出現新挑戰者，美國

八年前，荷蘭蝴蝶蘭強勢崛起，一度出現荷蘭一家公司打

戰。

力；但蝴蝶蘭的崛起並非平地起高樓，而是一波又一波的挑

蝴蝶蘭證明了，台灣農業也能做到國際化、世界級競爭

會，取得主辦權，代表台灣蘭花產業獲得了世界的肯定。

三年舉辦一次的世界蘭花會議，有如蘭花界的奧林匹克運動

第三，台灣取得二 二
○ 年
○﹁世界蘭花會議﹂主辦權。

一億三千多萬美元︵約四十二億台幣︶。

續創新高。從二 ○○
四年的兩千三百多萬美元，到去年已達

第二，國際蘭展持續辦了十一年，台灣蝴蝶蘭出口產值持

的陸地，就有台灣培育出的蝴蝶蘭。

洋的小島留尼旺，都能見到台灣的蝴蝶蘭。只要太陽照得到

洲與巴西。下一步準備開拓印度、伊朗、杜拜，甚至連印度

客戶增加至三十六國，從北美、北歐、南非，到最新客戶澳

第一，台灣蝴蝶蘭的出口市場完成了﹁日不落﹂的壯舉，

今年，台灣蝴蝶蘭產業一枝獨秀，又創下新紀錄：

會，吸引來自全球各地超過二十萬人次參加。

到，台灣國際蘭展就有如在台南鄉間舉辦的世界蘭花嘉年華

臉譜、踩著融合傳統與創新的舞步，歡迎來賓。每年春天一

灣國際蘭展﹂展場，會場音樂震天價響，八家將戴著繽紛的

一

台灣的農業育種奇蹟，世界三十六國、五大洲都看得到。
只要太陽照得到的陸地，就有台灣培育出的蝴蝶蘭，
去年出口產值達四十一億台幣，連中東的沙漠都成了業者下一個準備開拓的市場。

台灣國際蘭展舉辦11年
來，讓台灣蘭花出口不斷
增加，但國際競爭也沒有
減少。台灣更取得2020年
世界蘭花會議的主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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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看到新的發展，是很驚人的能量。一切都從這裡開
︶，﹂英國皇家園藝協會蘭花委員會主席
展︵ It all starts here.
︶，對台灣研發新品種的能量和多樣
赫曼斯︵ Johan Hermans
性，感到驚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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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蘭展的盛名，也吸引了來自歐洲的買家拿著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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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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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大戰
三部曲

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才會開花；接著進行測試半年，確認表

新品種蘭花從育種到上市，竟然要花十年。馮將魁說，兩棵

現穩定，才製作第二次樣品，培養三千棵左右，需要三到四

相機，瘋狂捕捉畫面，﹁我只有三小時，但我很貪心，因為
在國外買主或業者眼中，台灣跟荷蘭有何不同與優劣？遠
年的時間；再分送給每個客戶三百棵，等客戶測試一到兩

不同蘭花育出新品種後，以組織培養出三百棵瓶苗，至少要
執行長多赫堤
Besgrow

花兩年，前前後後要花十年。

年，市場能接受、客戶滿意，最後才開始規模化生產，又要

從紐西蘭飛到台灣、推廣樹皮介質的

性，這是連荷蘭都想從台灣學習的優點。但台灣可以學習荷
滿的蝴蝶蘭說，﹁不停地研發、研發，讓國際客戶看到台灣

蘭的生產技術，結合兩者，台灣才有更多動能。
台灣蝴蝶蘭如何做到源源不絕的創新？
蘭花業者的多樣性、新品種的研發能力。但從測試到能真正
商業化的品種不到五％，其餘九五％都被淘汰了。﹂
務經理馮文義說，﹁台灣很可憐，如果我們跟他們︵荷蘭業

創新第一站
第一站，屏東麟洛鄉的世芥蘭業。總經理馮將魁指出，國
者︶一樣，歐洲客戶不會選台灣蝴蝶蘭。台灣一定要研發出

努力研發，就是為了推出不同產品取得市場。世芥蘭業業

外買主稱讚台灣蝴蝶蘭擅長研發新品種，背後其實是艱苦的
比荷蘭更好的才行。﹂

十年育一新品種

屏東，世芥蘭業

但新品種多，不代表市場都能接受。馮將魁指著溫室內滿

︶分析，台灣、荷蘭是兩個在歐洲市場的主
︵ Andy Doherty
要競爭者。台灣的強項是育種，有新點子、新品種、具多樣

太漂亮了，我想全部看完。﹂

（劉國泰攝）

奮戰，把蝴蝶蘭產業打造得有如鋼鐵般堅強。

12000

9000

6000

3000
0

20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小盆輸出、到國外市場蓋溫室

嘉義，育品生物科技

不僅跟荷蘭人比品種，還要比服務與全球佈局。

創新第二站

者來到第二站，嘉義縣民雄鄉的育品生物科

為了觀察台灣農業的國際分工及全球拓展能力，記
技。董事長張能倚是全台最早到美國
設溫室的業者，掌握了微笑曲線兩
端的研發與市場。
過去，台灣出口蘭花種苗到美
國，由當地業者在溫室培育、催花，最
後才到市場銷售。但張能倚從台灣出口整
盆的蝴蝶蘭，到了美國也是在自己的溫
室培育再催花，然後再賣給客戶。

他驕傲地說，﹁台灣蘭花努力賣到世
界任何一個角落，在印度洋上的留尼旺
島，才八十萬人口，但台灣一年能出十個貨
櫃、約二十萬棵的蘭花到留尼旺。只要有商機就有台
灣人，蝴蝶蘭是高度國際化的行業。﹂
面對競爭，張能倚不斷想新點子。最近他開
發出新產品，六公分高的小花盆長出約
十三．五公分的小型蘭花，裝箱之後
剛好符合全美快遞業者最低運費的標
準。這意謂，這種小盆蘭花運抵美國
後，可以透過快遞送往美國內陸市
場。張能倚說，美國還有許多城市沒
有蝴蝶蘭銷售，他要以全美國的藥局
為通路，用一個漢堡的價錢賣一盆
蘭花。
值得台灣其他農業學習的
是，要分析對手，知己知彼才
能百戰百勝。張能倚說，荷蘭的蘭
花生產自動化程度，大幅超越台灣。荷蘭人用樹皮當介質種
蘭花，一個人一天可以種七千棵；台灣人用水苔種蝴蝶蘭，
不能高度自動化，平均一個人一天種一千棵，產量是荷蘭的
七分之一。
但水苔的優點是能保濕，用很小的盆子也能開花。反之，
樹皮木屑保濕能力差，無法用小盆種。因此，張能倚用小盆
子種花，雖然生產效率較差，卻種出勝過荷蘭人的新產品。
他說，﹁這就像一場馬拉松，誰能跑到最後還不知道。﹂

5

等電子產品一年可以出一代不同，一個
iPhone

台灣蝴蝶蘭出口產值與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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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荷蘭人倒閉的蝴蝶蘭公司比台灣多。 八
○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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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蝴蝶蘭業者約一百家左右，隨後家數開始大量減少，目
前約在六十家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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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委會

台灣已成為世界蘭花育
種的基地，國外買家不
僅帶回新品種資訊也收
購，荷蘭更是收購台灣
品種的新大戶。

重量（公噸）
出口產值（萬美元）

15000

跟

破1.3億美元
蝴蝶蘭出口年年創新高

封面故事

農業大戰
三部曲

的市場。一樣的蘭花，台灣賣不好，但荷蘭人可以在歐洲賣
很好，於是﹁我們就討論說，能不能讓我們客戶沒選到的品
種，賣給荷蘭業者，台灣則收權利金，﹂他說，如果品種在
台灣手上沒有辦法發揮，可能是因為台灣離市場︵歐盟︶很
遠，就近服務比較弱。台灣與荷蘭雙方可以找到互利共生、
資源互補的機會。
走進一心生技的組培室，每棵蘭花都有編號，進行了一萬
兩千多個育種實驗，其中開發成功並商業化量產的蝴蝶蘭編
號，達到兩千三百多個。如果每一個品種從育種到商業化要
十年，兩千多個編號就代表了簡維佐走過的艱辛道路。
而一心生技還只是一群致力於蝴蝶蘭品種開發的眾多台灣
果，聚集了全世界最多的品種。

業者之一。當業者們都在努力育種，台灣蝴蝶蘭出現群聚效

王國的四個危機
即便出口再創新高，但蝴蝶蘭危機依然四伏。以嘉義這個
蝴蝶蘭產區來說，日本佳能公司到了大埔美工業區設廠後，
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卻也使得民雄、大林一帶的蝴蝶蘭業
者找不到工人。台灣農業人口老化、人力不足，成了產業繼
續發展的第一個瓶頸。
其二，後壁的台灣蘭花生技園區規模不斷擴大，供水卻跟
不上，連續三年碰到缺水問題，讓台灣蝴蝶蘭最大生產基地

張能倚說，要讓台灣蝴蝶蘭產業繼續成長，關鍵是到消
費地找市場，除了美國之外，正在規劃到沙漠中的杜拜蓋溫
室，也準備拓展印度市場。
為什麼要跑到沙漠賣蝴蝶蘭？﹁杜拜一棵蘭花批發價賣
一千台幣，﹂張能倚說，這是天價，如果能到當地投資溫
台灣蘭花不僅可能盛開在沙漠，也將進入剛剛接受聯合國

室，可望成為台灣蝴蝶蘭的新天堂。
核武檢查、可望恢復原油出口的伊朗。當全球還在討論伊朗
原油出口對國際油價的衝擊，世芥蘭業總經理馮將魁已瞄準
伊朗。同時，他也準備開拓墨西哥、哥倫比亞、巴西市場。
馮將魁說，﹁伊朗的花店都是切花，消費型態不同，但是
需求是有的，在前國王巴勒維時代是夜夜笙歌。台灣跟伊
朗比，光是德黑蘭市就有八百多萬人口，伊朗的潛力非常
大。﹂
談到強大的競爭對手荷蘭，他一點也不擔心，﹁世界這麼
大、人口很多，到處有機會，沒有誰能消滅誰。﹂

品種＋市場 荷蘭也可以合作

嘉義，一心生物科技

甚至，競爭對手也可能是合作伙伴。

創新第三站
第三站，嘉義縣大林鎮，從一心生物科技的策略，可以看
到台灣跟荷蘭蝴蝶蘭既競爭又合作的新關係。
這幾年，一心生技銷往歐洲的市場多在荷蘭、德國、義大
利、丹麥，主要銷售台灣的種苗、小苗、瓶苗。
讓人訝異的是，荷蘭竟然是一心生技的前三大市場之一。
原來荷蘭不僅沒有完全消滅台灣蝴蝶蘭業者，還成了台灣部
份業者最重要的市場之一。
一心生物科技總經理簡維佐補充說，台灣有品種、荷蘭有
市場，整個歐洲一年需求一億五千萬棵的蘭花，是世界最大

種三到五年，等到台灣能
真正量產，市場流行趨勢
可能轉向。這是一個嚴肅
課題，荷蘭掌握了全球最
大的花卉、蝴蝶蘭市場，
台灣只能靠品種多取勝，
卻無法掌握或主導市場潮
流。
其四，前有強敵荷蘭之
外，後尚有追兵。中國今
年已取得了美國同意，允
許中國蝴蝶蘭帶介質︵水
苔︶出口美國，讓中國蝴
蝶業者取得與台灣同等的
出口條件，於是台灣蘭花
業者緊急開會討論因應方
法。雖然張能倚、簡維佐
都認為，中國生產蝴蝶蘭
的成本高過台灣，品種開發也不如台灣，但成事不足卻也是
敗事有餘，可能發生中國蝴蝶蘭在美國殺價競爭。
﹁以前荷蘭人是危機，現在還是危機，﹂馮將魁說，要有
無可救藥的樂觀，面對永遠不會斷的挑戰與競爭。
八年來，先是荷蘭一家公司與台灣競爭，接著是中國蘭
花崛起回銷台灣，現在是中國蘭花挑戰美國市場。危機永遠
在，但台灣蝴蝶蘭業者卻不斷研發、創新、開拓任何一個可
能的國家與市場。就是這樣鋼鐵般的意志，讓台灣的蝴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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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繼續在全球各個角落盛開。︵英文版同步上線
；

︶
english 8/10 The China Post

年 月 日

8

的長遠發展出現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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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興大學農業機械工程系教授陳加忠說，最近剛
從歐洲考察回來，發現台灣業者的研發仍落後歐洲主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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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芥蘭業總經理馮將魁周
圍全是未商業化的蘭花新
品種，琳瑯滿目，代表著
台灣實力，卻也是漫長艱
辛的商業化道路。
育品生物科技董事長張能倚在台灣
投資研發、組織培養廠，在美國投
資溫室，希望能創造更高價值與服
務，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劉國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