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101年5月25日 



為了協助產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瞭解這些趨勢怎麼驅
動東亞農業的發展，美國穀物協會作了初步研究，分別從
五大主題，深入剖析東亞農業、食品業與消費者的趨勢。
今日所做的決策都會對於未來農業體系有長期影響，本報
告以2040年為目標，以期作出遠程的規劃與決策。 

 

五大研究主題分別如下: 

   一、消費趨勢，探討亞洲的中上階級 

   二、競爭與管制，探討發展議題與規範 

   三、食品科技，探討生物科技與農業創新 

   四、農業與食品業的配銷與包裝 

   五、環境與資源，探討全球人口成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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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 Economic(需求分析模型建立) 

   過去為 Sparks 公司旗下之農業市場研究組織，於1977年 

   成立，2003年被Informa公司併購，以下報告內容簡稱          

   『Informa』 

 

 Foresight Alliance  (專家調查) 

為創新的顧問公司，利用前瞻、策略分析與研究， 建立因 
應變化頻繁環境的組織適應力，以下報告內容簡稱『FA』 

 

共超過80位專家學者透過許多不同方式，如個別訪談、德
菲法、線上專家討論與日本參訪活動等方式參與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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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 Economic使用目標觀點分析，勾勒出亞洲食品

業的消費趨勢。針對每個研究主題，建立一個計量經濟學
模型，鑒於東亞新興經濟體的重要經濟與人口趨勢(例如收
入增加、人口老化、都市中產階級增加)，評估食品需求量
的變化，這些食品包括肉品、乳製品、蔬菜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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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初步假設為低度發展國家的食品供應情況，往往重複
今日富裕國家的歷史路徑。換言之，低度發展國家的食品
消費，往往趨近富裕國家的情況，不同的文化偏好、人口
結構與社會經濟條件只會造成些微差距。 

國家層次的食品供應資料，由FAO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提
供，代替食品消費資料，作為一變數。 

 FAO的資料(1961-2007年)，結合1980-2016年世界銀
行的GDP(平均國民生產毛額)資料，藉由購買力平價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做調整，以及聯合國
1950-2100年的國內人口資料。 

 PPP又稱購買力平價；收入很高的國家，物價也高，所以賺錢雖多，不代

表可以購買支配的金額也很多，因為各國物價的差異很大。所以，越來
越多的經濟估算單位，改採經過購買力調整的數值，以正確表達該國的
經濟實力，以及個人所能支配的財富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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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回歸分析畫出1980-2007年國內的食品消費模型 
 模型的參數(驅動力)： 

-人口的年齡分布 

-人口的女性比例 

-人口密度 

-依賴人口的比例(19歲以下+65歲以上的人口：20-64歲的人口) 

-都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貧民窟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 

-2005年實質人均GDP(以美元計算) 

-國家與區域的質變數(qualitative variables) 
 

 分析的食品消費項目： 

-肉品，包括牛肉、家禽肉、豬肉、海鮮 

-乳製品 

-榖類加工食品 

-油籽 

-糖類與甜味劑 

-啤酒與白酒 

-玉米、大豆、米、麥 

-水果、根莖類、蔬果 
 

 這個模型的預測結果，是根據人口成長預測、人口結構預測(舉凡年齡、社會階級、人均收入)與消費預
測(上述食品項目的人均消費數量，以公斤計算) 

 Informa Economic的歷年產量資料庫，紀錄全球各地穀物、穀飼、油籽作物的產量，以及家畜每日所
需飼料的趨勢變化，藉此估計需要幾公頃的土地種植穀類加工食品、榖飼、油籽作物，才能滿足上述的
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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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模型-參數設計 



聯合國預測全球人口將會在2040年成長至91億人。報告
推估購買力也等同於每人平均GDP會從2010年的9,727美
元提升到24,697美元 

持續增加的人口和經濟的繁榮，都會使得肉品、乳品、植
物油、蔬菜水果和糖分的攝取量提高，相對的穀類攝取量
反而會降低 

乳品在中國的消耗量在未來30年會有巨幅的增加 

提供做為畜產飼料蛋白質來源的油籽作物，也會因為養殖
漁業產率增加或是養殖範圍擴大，需求量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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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產階級的所得與人數增加，是導致經濟變遷的主要原因，東亞
人口所需的食物數量與種類因此改變。從數量模型的分析看出，
農業的潛力與前景看好。 

 本研究對未來的食品需求預估，假設資源限制並不會直接影響消
費者喜好，而是藉由價格去平衡供需與消費者的喜好。 

 未來30年，農業有機會擴充生產，以應付節節攀升的需求，舉凡
肉類、乳製品、植物油、蔬果、魚類等食品 

 前景看好的原因主要有幾個：消費購買力提高；人口增加；飲食
習慣改變，需要更多蛋白質與脂肪，卻少吃穀物或植物碳水化合物。 

 食品產業的難題，就是想辦法為食品生產奠定基礎：舉凡種植穀
物，生產油籽，建立保存與物流體系，更重要的是研發科技，例如
生物科技，讓全世界的農民以更少的土地、水與成本，生產更多的
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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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30年
肉品消耗量
持續增加 

2.中國與日
本應人口老
年化而蛋白
質需求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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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為成長
最快速的食
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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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魚類是亞
洲人蛋白質
主要來源，
預計未來需
求量會持續
成長 

2.但捕撈的
野生魚種持
續減少，未
來將仰賴養
殖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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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顯著的增
加，其中含
有10%生化
燃料 

2.中國、印
度與非洲是
最主要成長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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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穀物需求
將來會增加，
但會受土地
資源之限制 

2.雖然穀物
需求和經濟
成長通常為
負相關，但
由於人口大
量增加，穀
物需求還是
會微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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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20年估計
增加53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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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生產率維持
在2010年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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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包含統計

分布等數據之

結論，確認顯

著動因、不確

定性與影響等，

並使用這些變

因去設定假說 

Delphi Survey 

主要產出 第一回合: 

利用線上問卷工具

匿名進行問卷 

第二回合問卷: 

統計第一回合結果

並且告知參與的專

家們，藉以調整第

二次問卷之回答 

Delphi Survey  

共兩回合 

Informa與FA設計

問卷，FA選定46

位專家進行

Delphi Survey 

 

46位專家 

進行Delphi Survey 

Informa與FA先設

定關鍵議題的框架

後，再由8個主要

領域專家以個別訪

談方式確認，同時

也是Delphi 

Survey的主要問題

內容 

 

提出5大主題中的關鍵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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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初步研究所提出的五大研究主題，歸納出重大發現 

針對東西方不同文化，分別為西方專家與亞洲專家設計兩
套不同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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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專家  

以小組討論的方

式， 針對五大主

題，討論趨勢假

設    

亞洲專家  

一對一訪談 

台灣6位 

中國、韓國、新加

坡與南非各1位 

日本37位 



 人口遷移、收入增加與中產階級成長，都使得東亞與南亞消費
市場快速轉型，這樣的改變相對大幅影響飲食習慣。 

 

 資訊的獲得和交換是非常快速又廉價的，連帶使得商業或政府
的訊息傳遞受到影響。 

 

 人口老化和飲食取向也有非常大的關係，東亞地區如同一般發
展中國家，面臨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的問題，在2040年，超過
65歲以上的人口將從佔總人口17%，2010年則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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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中產階級增加，是驅動亞洲市場的主要因素，中國、印度、
印尼等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東亞與全球逐漸以營養食品／功能食品，預防或解決健康問題。 

 未來30年，人口結構調整會改變日本的食物需求：內需市場縮
小，廠商轉而鎖定老年人口和富人，銷售高價值食品。 

 長期來看，日本消費購買力降低，消費者會更在意食品的價格。 

 日本飲食改變，原本以魚類為主，變成以肉類和乳製品為主。 

 亞洲女性的地位提升，導致食品消費模式改變。 

 日本外食產業成長顯著。 

 中國餐飲業依然是日本10-20年前的規模，但是到2040年，規
模可能比日本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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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30年，部分東亞與南亞國家，將從新興市場轉為成熟
經濟體。 

為因應發展局勢，結構性改變以及法規的改制都是必備的
過程，以跟上全球的標準和慣例。 

保護智財權、確實執法以及遏止貪腐都是維持經濟成長與
繁榮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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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公司投資近海農地，希望增加農產品的供應量。 

亞洲消費者團體與消費者會更重視產品標示，確保食品安
全，也會更注重商譽。 

食品安全疑慮可能會限制中國食品的出口。 

未來食品與燃料的價格，仍會居高不下、波動仍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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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創新技術，例如分子生物、基因體學以及資訊科技等，
都使得農業有了新的面貌。東亞與南亞國家在研發工作上
有大舉投資，在2040年也會在這些領域創新上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 

東亞地區如何在食品產業鏈中發揮創新技術，將會引領未
來食品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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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學在東亞大有可為，中國將會是龍頭。 

生物科技進步，有助於解決氣候變遷與資源不足的問題。 

各種科技(從最基本的機械化，到最先進的奈米科技)都可
能改變東亞的食品體系。 

基改食品可望獲得多數東亞國家的支持，但「非基改」食
品的魅力依然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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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與食品的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受到以下因素影響: 

   1.科技快速發展 

   2.海運貨櫃尺寸與類型 

   3.油量能源價格上升 

   4.包裝方式 

   5.產品標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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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運輸會蓬勃發展，因為大家對加工食品(起司、優格、
穀物粉、加工作物)與肉品需求增加。商品作物依然是批發
販售。 

 2040年以前，中國想獲得突破性經濟成長，就必須擴建
並改善運輸設施，並且建置產品履歷制度與品種保存制度。 

日本消費者未來購買食品時，會以少量為主，而且想知道
更多產品資訊。 

 2040年，日本農業與畜牧業的產量頂多持平，更可能的
情況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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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30年，東亞與南亞國家將面對農業發展與資源保護互

相衝突的矛盾課題，同時追求高產量與高品質的農業，會
使得資源有限的問題提早浮現。 

生產足量的糧食，另一方面又不會對環境資源造成負面影
響，將是主要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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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過度捕撈的問題，會減少野生漁獲量，帶動養殖產業。 

環境限制(主要是水資和糧食稀少)，會影響東亞的農業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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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sight Alliance再針對五大研究主題列出重要發現，

觀察有哪些領域，趨勢和動因可能會相互影響，相互趨近
或強化。每一組的趨勢假設，再整理成六大「契機」。 

 

六大契機會放進交互影響矩陣(cross-impact matrix)裡

面作比較，每種契機會暫時搭配另一種見解，預測出可能
的結果，甚至突顯出初步研究所預測的結果，然後就能知
道，這六大契機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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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糧食需求增加與大量資金挹注，東亞將成為生物科學的龍頭， 特別
是中國具有絕對優勢。  

    中國的十二五計劃中投資超過3千億美金 

   

   2.東亞地區努力提升食品安全，培養永續農業，以因應資源不足之窘境。 

   著重於再生能源(如太陽能與風能等)之發展或是從國外夥伴學習(例如
Wal-Mart)如何更永續的生產、包裝和運輸產品 

    

   3.糧食的需求，讓消費者忘記對生物科技的疑慮，其中以中國最擔憂糧
食不足的問題。 

   過去15年 生技作物耕種面積已成長10% 

   

   4.日本抗拒生物科技，未來將面臨內外壓力，包括日本市場與產業的壓
力，以及世界市場的壓力 

    世界市場將由中國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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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會逐漸稱霸許多生物科學領域 

 全球生物科學研究，未來會特別重視東亞的需求與關懷 

 東亞重視農業與生物科學(舉凡生產、營養、氣候適應、消費、安
全等層面)，將會創造大量的契機 

 中國會提供許多投資機會，但是和中國合作，確實不容易 

 日本必須把更多心力投注在生物科技上，否則會喪失在生物科技
領域原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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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未來全球食品與農業市場，主要隨著中國的偏好、需求與發展而改變。 

   龐大市場使得中國得以在全球市場中取得領導地位，除此之外，中國也
致力於避免國內市場受到國際環境干擾，但並不成功。 

   2.中國逐漸建立食品業與農業系統，和相關基礎設施，再加上收入不斷
增加，帶動食品消費，對全球市場的影響會更大。 

   中國市場的消費者喜好將受極高重視 

   3.中國不只擴大全球市場，也因為在生物科技界的地位不斷提升，得以

改變並重新界定全球的農業產業、生物科技、食品加工、物流與貿易。
龐大的人口以及消費力提升，伴隨資源的耗損，都使得中國對於農業生
技發展有高度需求。 

   中國對於GMOs的開放態度，勢必正面影響生產國對生技發展之決心，也
同時會讓日本在未來更加孤立。 

   4.中國和國外的貿易量增加，全球不得不關切中國的發展。 

   2040年中國將成為食品製造技術以及高價值加工食品的輸出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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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貿易市場，愈來愈能夠制定全球貿易市場的價格 

  日本食品業與農業的貿易生態，逐漸受到中國所影響 

 「亞洲」農業可能進軍亞洲以外的地方 

  中國食品業與農業的基礎建設程度，影響國外合作機會 

 美國、日本等國，面對中國的崛起，仍有反制的機會 

 東亞市場嘗試躍進策略(leapfrog technologies)，影響到世界其
他地方 

 如果中國變得更環保，將改變全球市場動向，朝綠色農業邁進 

 

36 



   1.東亞市場會屬於可提供透明食品資訊的供應商，因為這些廠商會證明產

品的安全性、品質與特性。 

    

    2. 為了建立信任體系，東亞會採取有效的食品安全管制措施，研發並施行
新的食品安全技術與體制。 

   發展新食品安全檢測技術，例如監控感應技術、分子標誌等技術；可追蹤 

   且帶有產品標示同時具備認證之食品  

     

    3.中國加入信任體系以後，也就能進入全球食品業與農業網絡。 

    安全的中國食物-中國會提高對食品安全標準的要求 

 

   4.信任體系一旦建立，消費者選擇食品時，再也不用把全部心思放在食品安
全上，而可以考慮其他價值與個人偏好。 

    食品安全成為必然存在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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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信任問題，才是打入東亞市場的關鍵。值得信任的產
品，自然有定價優勢。 

推行產銷履歷，能夠提升產品價值，贏得消費者信任。 

研發新的感應技術與檢驗技術 

研發新技術來評估消費者所需的產品資訊正不正確 

政府扶植獨立第三方，提供產品證明文件 

建立區域品牌與國家品牌，並加以維護 

期待有一天，東亞消費者會覺得食品品質好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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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東亞也面臨老化與富貴病的問題。 

     高齡人口比例在東亞地區提高，而肥胖與心血管疾病發生率也隨年提升 

    

   2.亞洲傳統保健方法，未來會結合科學，共同提升亞洲人的飲食健康。 

     已有眾多機能性食品以及針對不同個人需求的機能性食品被研發生產 

   

    3.西方科學也比以前更瞭解飲食和健康的關係，例如萃取某種有益化合
物，來提升其他食物的營養價值，並研究飲食和基因表現的關係。 

    隨著生物技術接受度提高以及亞洲生技技術快速發展，但非基因改造食
物仍能保留一部分的市場 

    

    4.東亞科技實力不斷提升，也有意願研究老化和食療的問題，所以未來
會結合傳統保健方法與現代科學，共同改善飲食健康。 

    東方飲食文化將會傳播至全球，而中國成為食品科學中心，科學將來也
可為傳統中藥背書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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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科學能證明、也能提升傳統食療與傳統醫學的療效 

 東亞(尤其是中國)即將成為功能食品市場的龍頭，而且以科學為基
礎 

 東亞是龐大的食品市場，而且消費者屬於同源基因 

 東亞未來的老人，比上一輩更加西化，會是基因改造食品的主要
消費者 

 「傳統高科技」的飲食，會從東亞流傳到世界各地 

 種植商也會支持「傳統高科技」飲食，種植有特殊療效的作物，
或是含功能化合物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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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0年，日本有70%的食品，都不是在家製作的。食品逐漸從一項產
品，變成一項服務。消費者逐漸仰賴可信的品牌、商店與通路，購買多
數的食物，而且多半加工過、事先處理過。這項趨勢先在日本發酵，後
來會散播到其他東亞城市。 

   小家庭、女性進入就業市場、時下年輕人不愛烹煮食物以及美式速食和
餐廳林立等因素，都使得外食的現象增加。但美國的外食趨勢成長並不
明顯。 

    

   2.整個食品生產體系(從農田到餐桌上)，都會受到外食趨勢的影響。 

   消費者直接採買食材的市場持續萎縮，食品生產者和加工業者減少和消
費者直接接觸的機會，相對的，消費者從原本直接購買食材，轉而向大
廠牌、零售商與餐廳購買食品。 

    

   3.科技持續創新 

    例如可延長保存期限的技術、智慧的包裝技術等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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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連鎖餐飲業、便利商店等通路，成為消費者和食品體系的
主要介面 

 生產者和加工者會更重視餐飲業，而不重視和消費者直接接觸。
行銷對象也會針對日本／亞洲的食品加工商與零售商，而非消費
者 

 競爭激烈，市場區隔明顯 

 配銷與物流會變得高度統一而複雜 

 消費者終端市場對食品原料的需求會減少 

 未來會有更多先進科技，用來製造、保存、測試、配送與製作食
物 

 擁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如中國)，會成為日本的廚房，專門出口加
工食品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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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特殊作物以及高附加價值的食品與食材，未來佔東亞農業市場的比率

愈來愈高。所得提升，加上口味趨於多元，「市場區隔」會變成東亞貿
易與消費的特徵，特色作物的生產與配銷前景看好。 

    所謂的Niche Product指有機、營養素添加或是可追蹤來源等不同需求 

    而分眾的食品需求，相對也會需不同供應鏈支撐 

    2.亞洲的肉品需求增加，帶動對批發穀物的需求，但農業貿易的長期發展，
仍要看特殊作物。 

    3.未來農作物會逐漸走向品種全性狀保留，藉由提升營養成分、有機生產
等方式，區隔出好幾種高價值作物。 

    4.未來東亞會研發出先進的複合物流系統，來監控並運輸特殊穀物，以滿
足消費者對特殊穀物的需求。 

   (特殊穀物包含:機能性飼料穀物、有機穀物、血統證明穀物、生質燃料穀
物與生化穀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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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高度專業化、有品牌的商品，迎合亞洲消費者對品質的需求 

 研發、生產並買賣有附加價值的食品與食材 

 想辦法把特色作物與食品，賣給亞洲新興的分眾市場 

 追蹤高附加價值作物的發展情況 

 積極和東亞新興的食品加工商建立關係，針對特殊需要，研發多
種特色食品種類 

 向分眾肉品市場推銷特色榖物飼料—例如機能性飼料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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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GMs逐漸獲得接受，台灣相關政府單位應加速訂定對生技食品相關

法規規範的動作。而開發特殊作物或品種也是未來之主流趨勢，台灣應
著力於此領域之發展。 

 食品安全議題受到重視，相關的法規訂定應更為健全。而監控或感測食
品安全的新技術開發，也是台灣可力圖發展之方向。 

 因應未來趨勢，不同領域的科學人才合作機會大增，例如營養學與基因
改造專家共同開發特殊高機能產品，機械專家與生化專家共同研發檢測
系統等 

 中國為勢必進入的市場，針對其未來發展動向，應儘早提出策略規劃。 

 資源有限的議題存在於各個國家，如何獲得足量糧食而不過度開發或破
壞自然環境，是重要議題。 

 台灣的養殖漁業技術成熟，將可在海洋漁業資源持續下滑的現況中，開
啟另一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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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地    址：台北市松江路65號8樓 
電    話：（02）2508-4295 
傳    真：（02）2508-1760 
電子信箱：service@tarm.org.tw 
網    址：http://www.tar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