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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20 年來全球的水果市場已激烈化，日本政府為了促進外銷制定
各種計畫，從上游的策略、中游的戰略、下游的戰術，完整規劃，
以各種的輔導措施來引導經營業者及農民辦理外銷。日本政府深知
每一種水果的特殊性，為其客製化獨特的出口程序與設備需求，執
行 7 個行動(action)方案，在激烈的出口市場上競爭，發展一套系
統性的外銷促進策略。此外，日本的水果出口外銷政策的形成與實
施，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即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央、地方
上的單位在水果的生產、行銷上各自分享所擁有的資訊，共同優化
日本水果的出口競爭力，值得臺灣效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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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及過程
一、 目的
(一) 本研究旨在瞭解「日本果樹農業振興基本方針」
、
「果樹農業振興特別措
置法」等日本法規；日本為臺灣農產品重要出口國，政府亦積極協助國
產高品質水果出口，本研究擬瞭解日本促進其水果出口之方式。
(二) 本研究整理日本政府對果品生產及輸出之對應措施、系統性蒐集日本農
業資訊、了解日本農產國際貿易政策。
二、 過程
於 108 年 3 月 21 日至同年 9 月 9 日之間，至日本東京大學農業生命科
學研究科，於齋藤勝宏教授指導下，研習日本農業結構、農業政策變
動過程、外國農業及農村比較經濟、果樹產業的研究，也對日本農產
業進行瞭解。
貳、 日本水果產業簡介
一、 供給面分析
(一) 栽培面積與產量
1. 日本國土從北至南，呈狹長狀，土地高低落差有別；四季分明的
氣候，讓日本的水果生產多元性十足，幾乎各地皆有水果可以供
應消費市場。根據農林水產省的統計資料，2017 年全日本生產超
過 130 種品項的水果，栽培面積超過 22 萬公頃，主要品項包含溫
州蜜柑、蘋果、日本梨、桃、柿子、櫻桃等等。下圖顯示日本各
地所生產的水果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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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所栽培的水果品項中，以溫州蜜柑的栽培面積最廣，達 4 萬 3
千公頃，次為蘋果有 3 萬 8 千公頃，其他 13.5 萬公頃的水果栽培
面積則由其他 100 餘種水果所瓜分。日本各地的水果，有西南地
域溫州蜜柑、東日本的蘋果、鳥取縣的東方梨、山梨縣及岡山縣
的葡萄與桃、岐阜縣及和歌山縣的柿、山形縣的櫻桃等品項，品
項十分多元。
3. 溫州蜜柑與蘋果的栽培面積雖有差異，但兩者的總產量卻差不
多，都是 74 萬公噸，蘋果雖然少了 5 千公頃，但產出量卻不遑多
讓。這兩種主要品項總產量共約 132 萬公噸。
4. 日本多數果樹栽培在山坡地帶，例如和歌山的溫州蜜柑、弘前
市、青森市、長野縣的蘋果、山梨縣的葡萄等等。整體來說，日
本的果樹栽培面積逐年下降，依據 2015 年的統計，果園面積在當
年減少了 8%。各地減作的品項以溫州蜜柑為最多，果農戶數也呈
減少趨勢。
(二) 果樹產業的產值
1. 溫州蜜柑不但是日本栽培面積最廣的果樹，也是經濟產值最高的
水果品項，占所有水果產值的 2 成 (172.2 billion，日幣，下同)；
而蘋果、葡萄則緊追其後，分別佔有 16%(138.4 billion)經濟產值，
日本梨之產值占比稍不足 1 成(9%、 76.4 billion)；桃僅為 7% (57.6
billion)。
2. 溫州蜜柑、蘋果及葡萄這 3 種水果的產值，占日本水果產值一半
以上，對照全部水果的品項而言，比例可謂十分集中。就水果在
日本農產業中的重要性而言，2017 年日本農業(注意：不含漁業)
總產出達 9.22 billion，其中畜產業占 35%、蔬菜占 26%、稻米占
19%，而水果僅占不到 1 成(9%)，產值為 845 billion。
(三) 果農家戶經濟情形
1. 如同日本其他農產業，果樹也面臨從農人口減少、農民年紀老化
這兩個問題，且情形日趨嚴峻。比起八年前(2010 年)，日本的果
農人數已經減少了 1 成以上(13%)；從 2005 年起至今，人數從 28
萬人減少至 21 萬人，減幅不少。農民年齡常影響創新，日本的果
農年紀偏高，超過 60 歲者占近 8 成( 77.2%)，此一現象及問題，
據筆者觀察，雖不利果樹產業的前景，但也刺激了日本產業機械
化、自動化、育種(如作物矮化)等技術之精進。日本果樹產業農民
的老齡化仍為日本政府十分憂慮。
2. 日本果樹產業中，三成為專業農戶(6 萬 2 千戶)、七成為準專業農
戶(14 萬 8 千戶)。日本果樹農戶的栽培面積平均而言十分狹小，
一半以上(56%)的農戶栽培面積小於 1 公頃；果樹專業農家的栽培
規模則較大一些，平均達 2.2 公頃。就生產成本的結構而言，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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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為農藥、勞動力、農機、電力等項目，果農家戶平均每年的收
入為 4.27 million yen。
二、需求面分析
(一) 日漸減少的水果消費
現今日本人平均每年約吃掉 6.2 公斤的香蕉，蘋果 4.1 公斤，蜜
柑 3.4 公斤。趨勢上而言，20 年來日本人的鮮果消費逐漸減少，
1998 年為 32 公斤，到了 2017 年只剩 25 公斤，其中原因十分值
得探討。根據 Central Fruit Association of Japan 的調查結果，日本
人逐漸少吃鮮果的理由如下：
1. 價格因素，42%的受訪民眾覺得水果價格偏高；
2. 40.1%的人認為水果有易腐性，不耐放；
3. 另外有近 3 成(28.7%)的消費者認為吃水果前須剝皮，十分耗
費時間及精力，會影響其吃水果的意願。此一理由是否可解
釋日本人喜食香蕉，其原因值得探究。
(二) 偏低的家戶水果消費
2017 年日本人平均每天食用約 90 公克的水果，但此一結果在不
同年齡層間有極大差異。20 歲至 40 歲的年輕人，此一族群是社
會中堅份子，其每日水果食用量僅 53 至 61 公克，是受調查對象
中最低者(1~69 歲)。值得注意的警訊是日本人，無論哪一個年齡
層，其水果食用量皆呈下跌趨勢。這也反應在日本人家戶的支出
比例上。
三、水果的運銷通路
(一) 批發市場是日本水果主要的通路，但自 2003 年以來，批發市場
的水果運銷量已經由 77%降至 60%，所減少的份額被其他新興通
路所取代。在消費端，超級市場的角色重要，它可說是日本人生
活中最重要的水果購買地點。依據統計結果，2014 年，超市佔
有六成的消費量，而雜貨店、學校商店等通路占約 20%。
(二) 便利商店的興起：由於都市化的潮流，便利商店的數量迅速增
加，在 2012 年就達 4 萬 7 千家，其水果的購買量占 14%，在各
種通路中名列第 2，十分值得重視。
參、 日本水果輸出的背景、現況及重要性
一、背景
(一) 少子化的趨勢已讓日本政府意識到，若干年後其國內食品(農產
品)市場將會面臨萎縮的問題，而此問題必須未雨綢繆。目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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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口數約為 1.27 億人，估計 30 年後將減至 0.97 億人，這一
趨勢將大幅影響對糧食(農產品)的需求，除此之外，人口以外
的指標(如下圖)也不見樂觀。如高齡化程度、市場規模預測、
農業就業人口等等，都顯示日本國內發展情況不利於農產品的
生產。

單位：日圓
20 年前

2014 年/2015 年

高齡化率

14.5%

26.8%

食品飲料的市場規模

83 兆元

76 兆元

農業總產出金額

10.4 兆元

8.4 兆元

農業生產所得

4.6 兆元

2.8 兆元

農業就業人口

414 萬人

210 萬人

耕地面積

504 萬公頃

450 萬公頃

(二) 海外市場的興起
1. 近年來亞洲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各國的富裕階層人口也有所增
加；部分亞洲國家不論經濟發展或是人口，皆持續地看好及增
加；此外，以全球眼光來看，整體人口數也是逐年往上發展。這
種趨勢對於高品質、安全性高的食品(農產品)的需求，有著正面
影響。不論從亞洲抑或全球的觀點，日本食品(食材)都是被高度
評價的貨品，且日幣長期間走貶的趨勢也有利於日本食材的輸
出。
2. 日本食材(農產品)在國際間擁有良好的品質信譽，「和食」在
200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為無形的文化財；
2015 年的米蘭世界博覽會日本館以"diet and food "為主題，獲得
高度認可與讚譽。此外，2015 年在日本本土以外，日本餐廳數
量在已達 8 萬 9 千餘店，對日本食材的需求殷切。2015 年訪日的
旅客數已高達近 2 千萬人的歷史紀錄，這些訪客對日本飲食大都
具有高度的興趣，在離日後對其留下良好印象，凡此種種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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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本農林水產食材的輸出，營造良好的日本農產品輸出環境。
二、 日本農產品輸出的重要性
(一)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主導的「安倍經濟學」中，創新農產品銷售
通路及提升農家所得，其中加工農產品外銷被視為重要的手段。
(二) 穩定國內農產品價格：以水果而言，日本果品外銷的目的，有一
部分是著眼於國內價格的穩定性。若有部分水果輸出，則該水果
的國內價格將得到適度的支撐，例如青森的蘋果外銷即是一例。
(三) 強化品牌知名度及管理意識：隨著全球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趨
勢，日本政府也聽到將農產品打入世界市場的呼聲。安倍政府執
政後，對農業政策進行大幅的修正，鼓勵農產品外銷，希望能增
加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三、日本水果輸出的現況
(一) 農產品整體外銷情形
1. 在過去六年間(2009~2018)，日本的農林漁牧產品外銷量，達到
歷史新高，年年有所增長。去(2018)年的數額較前 1 年成長超
過 1 成(12.5%)，金額增加將近 100 billion yen (99.7 billion yen)，
其中香港、中國及美國是成長最顯著的市場。
2. 依據農林水產省的市場調查，許多亞洲國家近年不僅經濟成長
快速，且對日本食物(食材)展現高度興趣。目前日本農產品外
銷市場中，亞洲占有七成(2015 年)。然而亞洲以外的北美、歐
洲市場的占比卻相對偏低，這些市場具有外銷的高度潛力，必
須加以正視。
(二) 日本水果的外銷現況
1. 2018 年日本水果外銷金額共計 21.6 billion，其中以蘋果具有最
高的重要性，主要市場為臺灣及香港，前者占半數以上
(56%)，輸出金額達 11.6 billion；而香港則占 26%，輸出金額為
7.5 billion。
2. 日本水果外銷高度集中在臺灣及香港 2 市場
 水果外銷雖然占日本農產品外銷整體比例相當小(在 2018
年僅 3%)，但果樹產業在許多偏遠村落的地域復興上，具
有重要的角色，若能提升果樹產業的競爭力及輸出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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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利這些地區的再生。
 臺灣、香港是日本水果最重要的輸出市場，去年兩者的外
銷金額共計達全體之九成。事實上，臺灣在過去十年間一
直是日本水果外銷的重鎮(第二是香港)，其他如泰國、新
加坡、越南等國合計不到一成。然而，這些市場並非不重
要，反而對日本農產品具有外銷上的高度開發價值。

3. 雖然日本農產品外銷在近年看好且獲得好成績，但仍有許多值
得克服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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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前所述，日本由於國土狹長、緯度跨越幅度大的原
因，生產超過 1 百種水果，但其中具有戰鬥力、可供外銷
的品項卻寥寥無幾。僅蘋果及葡萄兩項各占超過 10%以上
的份額，勉強可支撐外銷市場的需求。這顯示日本果品能
外銷的品項仍不足，尚未能提供海外市場的需求。
 相對於北美、歐洲等地，亞洲市場近在咫尺，但日本農產
品對亞洲市場的拓展有待提昇：對臺灣、香港的依賴性還
是太高，對其他亞洲國家市場的開發有其迫切性。
肆、 日本政府針對農產品外銷的政策
一、 整體政策結構
(一) FBI 策略：「FBI 策略」是日本政府近年主導農產品外銷的主軸政
策，根據此一政策，許多細目的執行內容得以規劃。
(二) 強調各項輔導措施之間的綜效：如上所述，FBI 策略為日本農產
品外銷的上位政策；「国・地域別の農林水産物・食品の輸出拡
大戦略」擔任其戰略角色；此外，而「農林水産業の輸出力強化
戦略」則扮演執行角色。上述三者各自扮演強化日本農產品外銷
的重責大任。下圖將此一政策架構繪圖表現：

FBI 政策

農林水産業の輸出力強化
戦略

農林⽔産業の輸出⼒強化 （輸出促進関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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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BI 架構
(一) 背景及重要性
1. 日本正面臨少子化及老齡化社會的挑戰，國內糧食(農產品)的
需求下滑的問題，連帶影響日本農業的永續發展。在這樣的逆
境中，外銷被視為日本農業的出路之一，日本政府也擬具了相
關的政策與輔導措施，來因應這樣的挑戰。
2. 日本政府於五年前(2013)，依據「日本再興戦略」
，提出「FBI
Strategy」
，其內涵包括「Made FROM Japan」
、「Made BY Japan」
以及「Made IN Japan」
，其指導方針為：
 提升日本食材(包含農漁畜產品)在全球的地位；
 提升日本食文化在海外的地位；
 促進日本產食材的出口。
(二) 政策目標
1. FBI政策最大的亮點目標，就是設定在2020年前，日本的農林漁
畜產品出口金額達到1兆日圓的規模。
2. 依照這個目標，日本政府希望許多農村能藉由此一目標的達成
而再度復興與發展。
(三) 負責執行的單位：FBI 政策將由各地的縣來執行，地方政府規
劃、決定當地具有優勢的出口品項(初級或加工品)，且必須外銷
所面對的瓶頸與挑戰，中央政府將協助克服。在外銷過程中，遇
到種種問題及其解決過程，農林水產省都將其納入日後政策修正
的重要參考。
(四) 措施之理念與作法 (Made IN Japan)
1. 經由農林水產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經產省、外務省等機
關，共同辦理海外的農特產品展覽，並討論商機所在。
2. 建構並強化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開發架構，包含計畫導向的事業
群，以及日本農產品外銷的後勤支援事業。
3. 主動向外國政府溝通協調日本農產品輸出的防檢疫條件，順暢
日方產品出口；對內，輔導國內經營者通過 GAP、HACCP 認
證。
4. 為了紓解其他國家對日本在 2011 年福島核災後，所實施的額外
檢疫規定，日本政府積極地以科學證據來說服他國減輕或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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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農產品的輸入規定。
5. 為了提高日本農產品的出口，日本政府鼓勵外銷業者多利用網
路通訊技術來促進農產品在促銷、資訊分享、通路創造等方面
的發展。
6. 考慮建設沖繩縣成為日本農產品銷往國際市場的中繼站。
(五) 相關支援措施
1. 為了提倡日本和食，日本政府放寬外國人至日本學習日本料理
的資格限制；一般的停留時間是三年，但經審查後得以延長。
2. 長久以來，日本的農產批發市場禁制外國人取得交易資格，但
為了促進農產品外銷，日本政府已修正法規，允許從事農產出
口的外國人進入批發市場從事交易。此外，日本政府在批發市
場也增設冷鏈設備，更在批發市場現地進行農產品外銷所需的
檢疫作業，務使外銷工作能更為便捷。
3. 秉持「邀請客人到府是最佳的行銷策略」，日本政府主動與旅遊
業者合作，鼓勵訪日的旅客造訪農漁山村，除了觀光、享受美
麗風景外，也積極創造增進其了解「和食」的機會。遊客若能
前往農村，不但可以帶來經濟動能，也可刺激農業生產。
三、有關「農林水産業の輸出力強化戦略」
(一) 政策緣起
1. 日本使用最新的資訊科技，來了改善農業環境、鼓勵青年農
民從農，這有利於地方農業的覺醒及刺激農業生產。
2. 農業經營者及出口業者若提出有對農產外銷的創意，日本政
府將提供協助其落實。日本政府也了解到，海外市場所涉及
到的法規及市場整體行銷，不是其國內個別農民(或組織)所能
處理的，相關問題及責任都交由政府來解決，不讓民間在海
外「單兵作戰」。
3. 政本政府已蒐集各方意見，在 2016 年 5 月修正農林水產業外
銷促進策略，其目標在於創造更加的農產外銷環境，並鼓勵
更多的農業經營者投入外銷這個領域。
(二) 政策要點
「農林水産業の輸出力強化戦略」強調日本政府應對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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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相關者提供支援，要點如下：
1. 了解與深化國外市場：(1)不間斷地探索當地市場與消費需
求；(2)整合各種行銷策略與活動，獲取綜效；(3)嘗試以不同
的方式來促進農產外銷；(4) 積極推廣日本文化與食品、食
材、食的文化；(5)藉由訪日的旅客來促進農產外銷。
2. 為農業生產者及出口業者建構與海外市場連結的管道：(1)提
供農產外銷相關事務的諮詢；(2)為外界(需求端)建立與日本的
生產者及外界業者聯繫的管道；(3)提供多樣的建議及銷售通
路與相關技術；(4)提供外銷模式的建議。
3. 建構有效率的農產外銷運送方式：(1)將運輸成本最小化；(2)
擴大冷鏈物流的建置及處理能量；(3)將放外國人至日本的農
產品批發市場進行交易。
4. 強化農產品外銷所需的人力資源，同時降低海外市場外的障
礙：(1) 降低從事外銷所需耗費的人力及時間; (2) 協助各地農
產業取得外銷他國市場所需的各種認證如 Global GAP、GI、
HALAL 等，同時加強農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措施。
5. 建構一個擴展農產外銷的機制，執行相關策略： (1)定期地檢
視有偏差的執行策略並修正；(2)針對主要外銷市場，有系統
地建立推廣組織。
(三) 七個行動
1. 行動1：由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擔任單一窗口，負責蒐集
與提供日本農產品外銷所需的情報。首要任務是確認目標國
家、市場與競爭者，綜整後向日本國內分享這些資訊。
2. 行動2：充分利用日本JAS標章食品標示制度(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 JAS)，針對海外消費者、業者，對於日本
產品之品質及特色，研議創設擔保之制度。同時與訪日旅客合
作、與日本文化一體化地推廣，進而擴大日本農林水產品、食
品之輸出。
3. 行動3：進行策略性的行銷推廣，以接力式出貨的方式達成全
年供給之目的。此外，建立推銷體制，往前邁進，主要的措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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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年起於香港實施水果接力式出貨，強調全年供應，
支援此一機制之建立。

(2) 重新制定國家別活動行事曆，實施全日本統一之推廣活
動，發揮綜合效果。

(3) 利用最新保鮮技術，以船舶提供大量而高品質之農林水
產品、食品。
4. 行動4：協助農林漁業從業人員自行於海外設置販售據點之作
法對於新加坡設置農水產品產地直銷市場之作法，研議提供支
援，創造一個海外產地直銷市場的成功範例。
5. 行動5：修正現有法規，將國內批發市場轉換為出口據點將傳
統市場變成海外市場，對國外買家開放市場設施，同時推動貨
櫃場等之建立；放寬法令規章，讓批發業者能與海外買家直接
交易，在海外買家的委託下，中盤商能與產地直接交易。
6. 行動6：為放寬或取消各國限制，日政府建立跨部會小組，以
策略性之做法，因應各國對日本食品安全、放射性物質、檢
疫、通關手續等出口相關法規等，為加速放寬及取消，將於內
閣官房設置「出口法規等應對小組」專責執行此一任務。
7. 行動7：改善日本國內農產品出口的程序：以節省出口勞力與
時間為目標，務使跨各部會合作，簡化各種出口證明文件之開
立手續；在動植物檢疫部分，於現有之主要港口及機場外，亦
能有彈性地因應清晨、夜間、週六週日、假日之眾多需求。
四、對「國家、地域別之農林水產物輸出擴大戰略」的理解
(一) 政策意涵：日本政府整合所蒐集的各國情報，並主動協助分
析各市場的消費者偏好等資訊，此為執行市場導向戰略的基
礎。
(二)

實施方式(Approaches)：為了拓展市場，日本政府依據海外市
場的潛力、國民所得等標準，將其劃分為下列四個市場，再
依據各種市場的特性擬具不同的行銷策略。
1.「定著市場」：此等市場意指如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地，對
日本農產品具有高度認同、評價，且相關法規成熟之市場。
日本產品在這些市場具有良好口碑與歷史，且市場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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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針對定著市場，日本的行銷策略強調健康與有機的農產
品，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
2.「有望市場」：若日本農產品在該市場相對受歡迎，且未來也
有望提升之市場，此類市場包含泰國、馬來西亞與越南。在
有望市場，日本食品(食材)通常只見於都會地區，消費者數
量還是相對少。針對此等市場，日本有必要強化經濟收入高
端的族群對日本食品的向心力；同時在二線城市努力宣傳日
本食品的形象及品質。除此之外，日本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也
必須對應不同經濟能力的消費者而有所提升。
3.「制約市場」：此等市場高度認同日本農產品，但受限於法規
或其他因素而存在進入障礙，如中國、南韓與印尼等國。在
此種市場日本農產品可能面臨檢疫動植物檢疫、貨品入關程
序冗長等等問題，日本政府將致力於解決或紓緩上述問題。
4.「開拓市場」：此類市場的消費者所得較低，或市場交易相關
法規尚不健全，但市場開發的潛力十足。此類市場包括印
度、緬甸、汶萊及其他區域。日本政府將利用外交方式來促
進各該市場對於日本農產品的了解與認識；此外，在當地的
日商，縱非農業領域相關者，亦將予以協助。

(三) 有關「国・地域別の農林水産物・食品の輸出拡大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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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戰略是基於亞洲各國市場是彼此緊密相關的基礎下，進
行規劃。亞洲各國的國民所得逐漸提高、經濟也快速進展，
其消費者對於日本文化及產品具有更強的偏好。此等市場應
視為日本農產品輸出的基本市場。至於亞洲以外的市場，雖
然歐、美國家消費能力甚高，但因農產品運送的成本高昂，
所以可及性仍有待加強。日本針對鎖定歐洲及北美，作為亞
洲以外的市場開拓區域。
(四) 日本政府在2015年制定「果樹農業振興基本方針」
，此一方針
之制定係基於「国・地域別の農林水産物・食品の輸出拡大
戦略」，重申一個「日本品牌」的重要性。此外，建立一個日
本農產品外銷的專責事業，負責開發新興市場，尤其是針對
東南亞新興市場的崛起。此外，將利用羽田機場成為日本蔬
果出口的一個中繼站，銷往各國。
五、有關「農林水産業の輸出力強化輸出促進関連」
本節以農林水產省 2019 年重點項目，來一探日本最新的農產品出口
政策。
(一) 出口措施的支援
1. 為了拓展日本農林漁產在海外的市場，以及蒐集市場情報，
JETRO 擔任此一任務之執行責任，例如舉辦海內外日本農產
品相關企業的聚會。此外，JETRO 將以所創之 JFOODO 品
牌，將日本食材、農產品推廣至國際市場。
2. 依據水果品項及外銷市場來規劃： (1)評估水果品項是否具有
外銷潛力; (2)強力促銷日本農產品、日本食文化及料理，鼓勵
日式餐廳多採用日本產的食材。
(二) 建立並維持有利的農產品出口環境
1. 福島核災之後的努力
(1) 福島核災重創北部許多地區的農漁產品出口，日本政府為
了與外國政府溝通，必須詳細蒐集各國對此的限制與相關
法規，並與之談判協調。日本政府於是邀請各國到現場參
訪，檢視現地的日方安全檢查，傳達日本食品已經由科學
檢驗把關之訊息，取信於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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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日本農產品重要的海外市場有香港、中國、臺灣、南
韓及新加坡等。截至 2019 年 6 月，臺灣對福島、茨城、
栃木、群馬及千葉等 5 個縣的農產品實施禁止措施。各國
對福島核災，有些仍有限制，有些則已解禁，另有一些則
部分解禁，詳如下表。

2. 消除出口障礙：蒐集各國對日本農產品的農藥施用標準等情
報，同時協助日本農產生產者取得國際驗證，以順暢出口。
(三) 日本農產品出口之檢疫條件協商
1. 促進農產品外銷的工作由檢疫開始。有關於農產品的植物檢疫，
有下列事項： (1) 開發新的植物檢疫措施、建立新的國際標準;
(2) 蒐集並分析相關資訊、促進各國檢疫條件的更新; (3) 協助各
農產品產區生產符合外國防檢疫規範的農產品。
2. 從 2017 年起，已經有 12 個國家或地區已經解除或放寬對日本農
產輸入的防檢疫條件；除此之外，根據農林水產省的資料，目前
日本正與 11 個國家洽談日本產品輸出的檢疫條件。日本政府的立
場是不斷與外國政府洽談有利於日本產品出口的防檢疫條件，其
中包括我國加諸日本牛肉、蛋類產品之相關規定。
3. 為了促進日本農畜產品的輸出，日方將落實畜牧場端的動物保護
措施，以及疫病、野生物動的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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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效率： 強化現地的檢查檢驗，建立適應出口需求的檢驗系
統。
(四) 有關 GPF's 計畫
1. PFG 的重要性：PFG 是日本政府於 2018 年 10 月所執行的計畫，
名稱係「Global Farmers/Fishermen/Foresters/Food Manufacturers
Project」的縮寫，其目標置於凝聚日本與農產品出口的生產者，包
含農企業或農民，提供有關農產外銷上的建議及專業諮詢。
2. 啟動外銷導向的農業生產


考量農產品外銷所需的條件，日本政府將檢視由農場開始的
一切管理作為。所有的產區(縣)必須就生產的品項，通力合作
並採取一致性的行動。



日本政府將提供參加 GFP 計畫者，相關的諮詢、市場分析、
介紹，以及分享許多實務經驗。目前共有 1,071 農民及 562 位
外銷商，登錄了 1633 個 PFG 諮詢個案，計畫成果不錯。

(五) 海外市場的經貿環境調查
1. 首先，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個針對全球市場價值鏈之平臺，此一平
臺的任務在於執行各國市場的調查，綜整各種資訊，並向欲出口
農產品的單位提供有用的諮詢服務。
2. 辦理各種論壇與研討會，並邀請相關的政府機關與農產外銷組織
納入，讓不同來源的資訊的相互激盪與整合。
伍、 「品目別の輸出力強化に向けた対応方向」及蘋果產業
此一章節基於 2019 年發布的出口提升計畫，說明日本政府促進農產品出口
的方針與措施，另將以日本蘋果出口為例說明。
一、 以不同品項為基礎的出口規劃
(一) 重要性
為了使農產品生產業者(包含農民、農企業等)改變以往只重視國內
市場的心態，而能放眼全世界的市場，而能更積極地從事米、水
果、蔬菜、茶、畜產品、水產品、農產加工品、酒類等日本產品之
出口，日本政府實施「品目別の輸出力強化に向けた対応方向」計
畫，為主要農產品設定將來的出口方略與計畫，使出口更目標與任
務更加明確。日方將每年滾動式檢討此一計畫，並針對各種品目別
出口，在有需要時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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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的情形與挑戰
1. 由於各種農產品的生產遍布各地，各地農產品有其各自占有的海
外市場，且各自發展品牌，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一致性的國家
品牌，運作上各自為政，欠缺綜效。海外市場的開發無法有效進
行。
2. 現今日本農產品的出口市場與對象，大多是針對富裕階層的消費
者，為了擴大市場，必須開發所得較低的消費者之需求，最大化
地開發各種市場。
(三) 未來努力方向
1. 基本任務
 如同上述，除了各國的富裕階層，為了擴大市場占有率，日本
農產品(包含水果)必須提供適當的產品來對應各該市場的其他
階層消費者。在泰國及越南等新興國家，日本須致力傳達其產
品的高品質形象給當地消費者。
 日本農產品中，高經濟價值者如葡萄、梨、草莓等具有易腐
性，必須利用冷鏈設備加以管理，來保障品質。此外，必須將
擴大運輸規模，以降低經營成本，進而提升日本農產品外銷的
競爭力。
2. 相關措施
 首先必須讓日本出口的水果使用統一的識別系統；
 提升日本水果本身的競爭力是擴展外銷的基礎。
3. 關鍵工作
上述的加強日本水果外銷的關鍵任務包含： (1)運用統一的標示，
來代表日本出口的果品；(2)建構一個可終年供貨的體系，來滿足
各地市場的需求；(3)因應海外市場需要，栽培對應的果樹品種；
4.導入省工、高產及高品質之水果生產技術。以下圖樣為日本水果
外銷所使用的統一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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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日本蘋果外銷產業為例
(一) 日本政府針對外銷果品的品項選擇，係考量其儲存、運銷、交通之
可行性、成本高低為依歸。若擬出口的水果無法耐儲存，則可考慮
早生品種，或者利用保鮮技術有效保存，延長其上架時間。然而，
提早採收常影響水果的風味，此時品種改良將可派上用場，育成可
保存期限較長的品種。以富士蘋果為例，此一水果是目前大量外銷
的品項，其儲存性佳，造就其出口佳績，也成為日本出口農產品中
長銷的農產品。
(二) 現況與挑戰： 針對香港與臺灣市場當地的富裕階層，東亞國家越
南與泰國的中產階級，也是日本農產品瞄準的目標。有一點對日本
很重要，其政府對各國的農藥殘留標準相當重視，對於蒐集相關情
報不餘遺力。
(三) 未來努力方向
1. 強化出口措施與開發新市場 (實施於 14 個國家或地區)
 在香港、臺灣，除了高級產品外，也提供果型較小、價格較
優惠的蘋果給當地消費者，以擴大日本蘋果的市場。
 在快速成長的市場如泰國與越南等地，日本政府將會協助當
地日系通路(如超市)引進日本農產品。
 仔細地分析比較日本蘋果與當地進口的其他國家蘋果(如紐西
蘭、美國、中國等)，做為市場競爭的基礎。
2. 作物栽培導入早生品種來建構可終年供貨的供應鏈，精準地滿足
各地市場的需求；
3. 創造有利出口的環境，包括向臺灣方面提出 6 種農藥使用的申
請，請臺方具體設定這些農藥的殘留標準；針對印尼市場，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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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原產地證明簡化來簡化日本農產品的輸入程序。
(四) 相關措施
1. 日本將供應中小型果來滿足不同場，提升中產階級對日本蘋果的
消費量。
2. 果樹品種的矮化，進行果樹矮化(3 公尺高)，以節省人工、方便
密植及導入早生品種，以利產能之擴增。
3. 強化越南及泰國之日系超級市場對於日本農產品的供應。
(五) 日本農產品出口臺灣的現況
1. 現況
 來自日本的蘋果在臺灣大多是使用於禮品市場(如探病、餽贈
等用途)，價格較高，但是消費者當作日常食用的情形也逐漸
增多。
 日本出口的蘋果有七成是外銷到臺灣，青森縣的蘋果在臺灣
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臺灣消費者對青森頻果的認同也非常
高，認為可代表高品質之蘋果。
2. 挑戰
 除了既有的富裕階層，也必須針對中產階級這一個市場，加
強拓銷，以拓展市場；
 年輕一代食用的水果越來越少，日本水果外銷市場成長遇到
根本性的問題；
 日本蘋果與他國的蘋果，必須有明顯的市場區隔；
 日方必須遵守臺灣方面對日本蘋果種種的檢疫規定。
3. 未來措施與展望
 為了滿足中產階級消費者的需求，中小型果的供應成為一種
手段；
 建立一個日本的整體品牌來拓展、強化海外市場；
 建構一個可終年供貨的供應體系。
陸、 心得及建議
一、近 20 年來全球的水果市場已激烈化，為了促進外銷日本政府制定各
種計畫，從上游的策略、中游的戰略、下游的戰術，完整規劃，以
各種的輔導措施來引導經營業者及農民辦理外銷，值得讚賞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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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二、必須清楚瞭解每一種水果的特殊性，為了在激烈的出口市場上競
爭，必須發展一套系統性的外銷促進策略；日本政府賦予不同水果
「客製化」不同的出口策略，以香蕉及蘋果為例，這兩種水果在運
送上所需方式完全不同，不能以相同的方法來運輸。
三、日本的水果出口外銷政策的形成與實施，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即是
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央、地方上的單位在水果的生產、行銷
上各自分享所擁有的資訊，共同優化日本水果的出口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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