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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蕉為我國重要經濟果樹，外銷日本市場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民國 50 年代為台
蕉的黃金時期，56 年最高植蕉面積超過 5 萬公頃，外銷量 43 萬公噸，為世界第一，
占日本市場香蕉進口總量 82%，賺取外匯約 5,200 萬美元，對國家經濟發展，促進農
村繁榮有很大的貢獻，台灣也因此贏得「香蕉王國」的美譽。
民國 60 年以後，我國工業起飛，農村勞動力外移，工資高漲，生產成本不斷提
高，加上蕉園遭受黃葉病為害及菲律賓和中南美蕉的競爭，日本市場之香蕉價格下
跌，蕉農獲利降低，至 89 年栽培面積僅 8,800 公頃，外銷數量約 4 萬公噸，在日本
市場之占有率僅 3.9%；90 年外銷量再降到 2.6 萬公噸，占有率降至 3%。菲律賓蕉之
占有率則由民國 56 年之 1%上升到 90 年之 75%。從上面的統計數字變化，讓人不禁
擔心台灣香蕉會不曾步上鳳梨、砂糖、蘆筍、洋菇的後塵，在國際市場上銷聲匿跡？
台灣香蕉還有另一個春天嗎？再者，台灣在 91 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
台蕉亦將面臨進口蕉對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對台蕉產業更是雪上加霜。
危機即轉機，最近香蕉研究所在香蕉育種研究獲得一項重大突破，育成之抗病
新品種「寶島蕉」，不但可解決黃葉病問題，且具有增產 40%的潛力。新品種已自 91
年春季推廣種植一千多公頃，在台蕉面臨內外銷雙重危機的緊要關頭，重燃一線生
機。
當前香蕉產業遭遇的重要問題
（一）黃葉病損失嚴重，降低農民植蕉意願：近年蕉區在黃葉病肆虐蔓延情況下，
農民採取另覓新地植蕉、病園與水稻輪作、及種植健康種苗（組培苗）等措
施，以減輕病害損失。本所早年育成之抗病品種「台蕉一號」，於 81 年在高
屏蕉區推廣一千多公頃。但因其產量不如傳統「北蕉」、及對土壤氣候條件要
求較嚴等缺點；迄今無法全面推廣，目前黃葉病損失仍高達 15%左右，且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
（二）生產成本高：香蕉從種植到採收、包裝，幾乎全靠人力，工資約佔生產成本
七成以上，目前蕉區每日工資新台幣 900~1,000 元，菲律賓工資每日僅 200 元，
因此業者進口台蕉的每箱（12 公斤裝）成本高達 1,750 日幣，而菲律賓蕉則
在 1,000 日幣以下。91 年 5~6 月間台蕉在日本市場的售價滑落至每箱 1,400 元
以下，還低於進口成本，在無利可圖情況下，勢必降低業者進口台蕉的意願。
此外，台蕉的單位生產面積太小，包裝和運輸費用太高也都是提高台蕉生產
成本之主因。
（三）品質無法標準化：小農制栽培方式，在集運過程易造成擦壓傷，降低台蕉品
質，常為日本業者詬病，但礙於蕉園過於零星分散，久來一直無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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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銷制度不健全，蕉價暴起暴落：台蕉外銷訂有契作與保證價格制度，原本
可以保障蕉農收益，但近年內銷價格往往比外銷好，因此不少蕉農抱著投機
心理，未將產量完全契作，當內銷價格好時，便轉往內銷市場，將較差的香
蕉外銷，大幅削弱台蕉的競爭力；一旦內銷價格滑落，則蕉農只能任由大盤
商宰割。
（五）遭逢強勁對手，台蕉外銷前途岌岌可危：由於台蕉具有獨特的風味，因此仍
可在日本市場佔一席之地。唯近年中國大陸華南各省大量種植香蕉，不但生
產成本低廉，且品質風味也較台蕉毫無遜色，目前在日本市場大受歡迎。此
外，為提高香蕉的風味和甜度，菲律賓轉到高地發展香蕉，傾銷日本，據日
本業者反映，新近發展的菲蕉，不論在品質或售價都勝過台蕉，對台蕉輸日
構成嚴重的威脅。

圖一、蕉研所最新育成之優良抗病品種「寶島蕉」又稱「新北蕉」，
具豐產、果形整齊優點（左），其果串重比「北蕉」約 9 公斤（右）

改進台蕉產業之建議
我國小農制的香蕉栽培制度，蕉園零星分散、生產成本高、集運過程易受擦壓
傷，降低商品價值，以致在日本市場逐漸喪失競爭力，外銷量逐年萎縮。幸有優良
豐產抗病品種「寶島蕉」之育成，給台蕉產業帶來一線生機。新品種已於今年春季
種植一千多公頃，配合新品種的推廣，針對當前香蕉產業發生的各項弊端，提出香
蕉產銷改進之建議要點如下：
台灣香蕉研究所網址：www.banan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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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速推廣優良抗病新品種「寶島蕉」：本品種具有豐產、果形整齊等特性（圖
一），且可減輕黃葉病的損失，每公頃產量可由目前之 30 公噸提高至 50 公噸。
（二）擴大單位面積，建立集團蕉園：為達成此目標，香蕉所已與台糖公司合作，
南部地區生產春蕉，中部彰化地區生產秋冬焦，並採用最新機械化栽培及自
動化包裝技術，生產高品質香蕉及降低生產成本。此外在青果社同意下，由
台糖公司自營，所產查蕉全部透過青果社外銷。避免流入內銷市場與民爭利，
以收照顧農民之效。
（三）發展中部地區秋冬蕉：由於氣候因素，中部生產之秋冬蕉品質不錯，受到內
外銷市場的青睞，但因受黃葉病侵襲，產量很少，每年銷日數量微乎其微。
如今已育成「寶島蕉」，宜設法在中部地區加速推廣，掌握在八、九月間種植，
於翌年九月至十二月間採收。
（四）拓展外銷巾場：（1）穩固日本市場：近年台蕉生產數量明顯不足，無法達成
中日雙方簽訂之契約數量。推廣「寶島蕉」後，產量將顯著增加，期能達到
每年銷日五、六百萬箱之規模。而設法暢通銷售管道，更是拓展日本市場關
鍵之處。（2）開發外銷新市場：在全面推廣新品種後，產量勢必大增，為避
免滯銷，則必須積極拓展新外銷市場。盱衡當前國際香蕉市場情勢，中國大
陸有世界最大的香蕉消費市場，兩岸三通若能實現，大陸與台灣距離較近，
有利台蕉與菲律賓蕉競爭。筆者初步評估認為，需從降低生產成本、產品外
觀漂亮、及設計美麗的禮品包裝等方面去努力。
（五）加強試驗研究：（1）在品種改良方面，繼續從「寶島蕉」之組培變異中尋找
植株矮化、果形整齊、及抗病性穩定之優良品系，並開發不同風味及其觀賞
價值之品種，俾達香蕉市場多元化目標。（2）發展有機栽培技術，生產有機
香蕉，迎合未來國內外市場消費趨勢。（3）確立健康種苗檢疫制度，建立完
善的健康種苗生產及供應體系。（4）探討目前病因未明的「青丹蕉」與「果
肉硬心」問題發生的原因，據以擬訂有效預防對策。

結語與展望
在民國 50~60 年縱橫日本市場、造就農村經濟繁榮的台灣香蕉，及至 70 年爾來，
因生產成本高、品質差等因素，在日本市場的競爭力逐年下滑，市場占有率由最高
峰 82%降至迄今 3%的地步。而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亦虎視眈眈搶攻日本
的香蕉市場，嚴重威脅台蕉外銷事業的生存。然而我國大部分的蕉園栽培管理方式
仍沿襲三、四十年前的傳統做法，延緩蕉業發展，深引為憾。
台蕉要在日本市場繼續立足，非痛定思痛澈底改進不可。筆者根據日本業者對
台蕉的要求和批評，諸如外觀品質低劣、供貨無法穩定、在暢銷旺季供不應求等，
其中最重要的建議是，台蕉產業應朝向擴大經濟規模生產的方向發展。
為探討經營大面積集團蕉園之可行性，蕉研所於民國 75 年向台糖公司洽租屏東
九如土地 15 公頃，設置香蕉示範農場，香蕉採收後將果串吊掛在索道上運到集貨場
（圖二），經過分把、清洗、嚴選、過磅、包裝，如此不但可節省人力，也可減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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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的擦壓傷，提高品質（圖三）。產品外銷到日本市場受到日方進口業者好評，每箱
售價較一般台蕉可提高 100~200 日幣，惜因數量太少，未能單獨計價。由於品質佳，
內銷價格也提昇新台幣 1~2 元。由於成效良好，青果社屏東分社在 80 年亦設示範農
場 43 公頃，仿傲蕉研所之經營管理方式，產品也得到日本業者正面肯定。大農場經
營雖可有效改善香蕉品質與降低生產成今，但仍遭遇兩項果難：其一，當時屏東分
社農場所種植之感病品種「北蕉」僅能維持兩年，到第三年即遭黃葉病感染而廢耕；
蕉研所農場每 3~4 年亦因發病必須換地一次，搬移索道、集貨場及灌溉設施，間接
提高生產以上成本；其二，僱工之困難，尤其在採收期間需要大批人力，經常找不
到足夠年輕力壯的勞工。
最近幸有優良抗病品種「寶島蕉」的育成，種植新品種後集團蕉園受黃葉病感
染導致廢耕的問題已迎刃而解。準此，蕉研所特與台糖公司合作進行「建立香蕉新
品種（寶島蕉）集團機械化經營體系」計畫，於 91 年在南部和中部分別設置集團蕉
園，面積各 30 公頃，種植「寶島蕉」，並計畫從澳洲引進杳蕉專用機械如套袋機、
果房搬運車及自動化包裝廠等（圖四），以達省工栽培，解決僱工困難的問題。本計
畫成功後，必有農民或農業合作團體樂意加入香蕉生產的行列，建立更多的集團蕉
園，則香蕉產業轉型的願景得以實現。
建立集團蕉園初期需要龐大資金，尤其必須購置各種香蕉專用機械，恐非一般
農民所能承擔；對此，筆者的初步構想是，自國外進口供先驅計畫使用的第一套設
備，經試用可行後，可委託或內廠商自行研發製造，以降低價格。另外，建請政府
提供低利貸款，協助經營中大型農場的蕉農或農業合作團體，也是值得考慮的配套
措施。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任何成功的產業，非得有靈活的行銷策略及強有力的經銷
商不可。台蕉在量的提昇及品質的精緻化後，集團蕉園面積將有擴大的空間，市場
亟須拓展，在內外銷市場的各項促銷工作，在在有賴專責辦理香蕉出口的青果社，
妥善規劃和推展。近年來受到台蕉外銷量大幅萎縮的影響，青果社的經營陷入困境，
在面臨開放香蕉自由出口的挑戰下，青果社欲繼續全權辦理台蕉出口，必須轉型為
一個高效率的企業團體，充分發揮香蕉產銷一元化的正面功能，則台蕉產業幸甚，
全體蕉農幸甚。

圖二、由蕉研所經營之集團蕉園，果串採下後吊上索道直接運到集貨場，
對減少果皮壓傷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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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集團蕉園之香蕉產品，因採統一管理，催熟加工後轉色均勻一致，
品質較一般蕉園所產者大為提高，深受內外銷市場歡迎。

圖四、為進行集團蕉園機械化，擬從澳洲引進之套袋機（上），
果房搬運車（中）及自動化包裝設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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