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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藍】
                                        ▌蕭政弘

壹、前言　

( 一 ) 甘藍栽培概況

甘藍為十字花科蕓薹屬蔬菜，屬暖季蔬菜，生長適溫為 20℃，

民國 99年臺灣全年栽培面積為 7,663公頃，產量達 328,332公噸，

其中 1期作及 2期作栽培面積分別佔全年作之 30%及 24%，裡作則

為 46%；在產量方面冬季裡作則佔全年生產量之 47%，且由於裡作

氣候適宜，此時生產之甘藍都較他期作具有較高之品質。

( 二 ) 外銷現況與輸入國消費質量要求

臺灣甘藍外銷市場主要為日本、新加坡及加拿大，其中以日本

為主要外銷市場佔 90%，外銷量 97年為 1,200公噸，100年則成長

為 2,200公噸，外銷價每公斤 8~11元，每年 3到 4月為需求旺季，

日本市場甘藍消費以鮮食沙拉用為主。新加坡 97年外銷量為 50公

噸，100年則為 103公噸，98年及 96年無外銷紀錄，外銷價每公

斤 7~15元。加拿大市場 97年出口為 38公噸，100年為 118公噸，

外銷價每公斤 11~21元。新加坡及加拿大市場，以當地華人市場為

主，需求依年度需求變動。整體而言臺灣甘藍外銷市場以日本最為

穩定，外銷量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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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甘藍外銷品種及栽培管理

( 一 ) 外銷品種特性

外銷甘藍目前所用品種因市場不同而有所區隔，以日本為例，

由於市場消費需求關係，主要栽培品種以‘いもる’系列品種為主，

本類品種具結球緊密、肉質堅韌，利於切絲鮮食特性，且貯運性佳，

單球重約 2~3.5公斤 (圖 1)。加拿大及新加坡市場對品種要求不高，

因此臺灣裡作主栽品種‘初秋’為主要外銷品種，本品種肉質柔嫩，

甜度高，葉球膨鬆，但不耐貯運，單球重 2~2.5公斤 (圖 2)。

圖 1. いもる品種葉球緊密且肉質堅韌

圖 3. 外銷甘藍田區選定宜有適當隔離

圖 2. 初秋品種肉質柔嫩但葉球膨鬆

圖 4. 透過密植可避免甘藍葉球過重



79臺灣中部地區外銷作物產業專集

( 二 ) 栽培管理要點

1.對外銷甘藍而言，葉球之清潔度相當重要，尤其是冬季裡作期，

由於東北季風強勁，往往挾帶沙土，造成葉球潔淨度之下降，因

此宜避免在落塵或落沙量大的地區栽培甘藍，可透過田區選定及

專區設立避免之 (圖 3)，以便於後續採後處理作業之進行。

2.由於目前甘藍栽培所用品種，單球重往往超過 2公斤，對日本市

場而言單球重 1.25公斤最佳，為避免單球重過重，目前栽培管理

所採行之方法為降低株距 (圖 4)，如將株距降低為 40公分，並以

慣行施法為基準，減施 30%之肥料用量，以降低單球重量。

參、甘藍主要外銷國檢疫規定與用藥容許           

( 一 ) 甘藍外銷國檢疫規定

在進行甘藍外銷時，由出口商向輸入國政府植物檢疫單位洽詢

該國植物檢疫規定，並依輸入國植物檢疫規定，向防檢局基隆、新

竹、臺中或高雄分局申報輸出檢疫，經檢疫符合輸入國檢疫要求者，

則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因各國對檢疫要求不一，相關訊息可

查詢防檢局對外貿易植物檢疫查詢系統 (http://192.192.148.121/coa/

hotnews_idx.php)。以日本為例，外銷甘藍僅需檢附我國輸出植物檢

疫證明書。而新加坡則必須符合新加坡農業食品及獸醫局之殺蟲劑

殘留規定並接受檢驗，且需先向新加坡農業食品及獸醫局申請輸入

許可，輸入時則必須接受新加坡農業食品及獸醫局檢疫及檢驗，檢

驗不合格者或未申報檢疫者將予以銷毀。由於各國檢疫規定會隨著

新病蟲害之發現而更動。因此在正式外銷前宜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檢疫組再次確認。電話：（02）2343-1406，

e-mail:dpq@mail.baphiq.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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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農藥殘留容許量

食品安全是食品國際貿易最受重視的問題，也是常見之技術貿

易壁壘措施，針對農藥殘留問題，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 (CAC)亦

成立農藥殘留委員會 (CCPR)，以進行農藥之毒理及殘留量評估，並

公告 Codex ADI 值及MRLs值，以做為世界貿易及食品安全管理之

依據。而各國制訂之農藥殘留量往往不同，因此在進行田間用藥管

理時，應參考各國所公告資料，在甘藍我國與日本病蟲害防治用農

藥差異可概分為三大類：1.臺日雙方皆訂有殘留容許量，且我方標

準與日方相等或較嚴之藥劑，此類藥劑田間管理只要遵守我國規定

採收期即可。2. 臺日雙方皆訂有殘留容許量，但日方標準較我方略

嚴之藥劑 (日方標準為我方 1/2以內者 )，此類藥劑宜謹慎使用。3.日

方殘留容許量較我方嚴苛者，此類藥劑應避免使用。甘藍外銷主要

出口國農藥容許量規定，可參考：

1. 日 本 厚 生 労 働 省：Ministry of Health,Leabour and Welfarehttp 

(MHLW) http://www.m5.ws001.squarestart.ne.jp/foundation/search.

html。

2.新加坡農業食品獸醫局：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AVA) 

http://www.ava.gov.sg/Legislation/ListOf Legialation/Sale of food 

Act。

3.加拿大害蟲管制局：Pest Management Regulatory Agency(PMRA) 

http://www.hc-sc.gc.ca/cps-spc/pubs/pest/_decisions/emrl2011-61/

index-e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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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銷甘藍採後處理流程

臺灣外銷甘藍在採收後，於田間直接進行分級與包裝，再運到集貨場

進行預冷處理，其後並進行裝櫃及檢疫等外銷作業。

1.採收與修整：外銷甘藍生育至品種特有大小即可採收 (圖 5)，葉球緊密

度主要影響單球重量，透過採收不同緊密度之葉球，單箱包裝重量可控

制在 10~20公斤間。修整為將葉球多餘無用外葉去除，以外葉不超過 2

葉為原則。

2.選別與裝箱 :外銷甘藍採後不進行清洗作業，選別上強調葉球表面之清

潔度，因此宜將帶有塵土及病蟲孔之葉球去除，並直接於田間進行裝箱

作業 (圖 6、圖 7)並隨時注意採收工具及人手之清潔度，以維持整體出

貨品質。裝箱通常以 6~8粒為單位，進行裝箱作業 (圖 8、圖 9)。

3.預冷：裝箱後暫置田間 (圖 10)後運送至集貨場，並於大型冷藏庫中以 1℃

進行 24小時之預冷 (圖 11)，以將田間熱去除，並降低呼吸熱。

4.裝櫃：甘藍外銷通常以 40呎冷藏櫃進行裝櫃，並且以邊裝櫃邊貼標方

式將生產履歷標章貼於包裝紙箱 (圖 12、13、14)，每櫃裝載重量約 20

公噸，約可裝運 1,000箱 20公斤重包裝甘藍，完成裝載後鉛封並將防檢

局所開立之檢疫證 (圖 15、16)，貼於貨櫃門板，以海運方式啟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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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甘藍生育至品種特有大小即可採收 圖 6. 包裝紙箱於田間直接進行組合

圖 7. 透過田間選別與裝箱提升作業效率

圖 9. 裝箱後以透明膠帶進行封箱作業

圖 8. 外銷甘藍以 6~8 粒為單位進行裝箱

圖 10. 裝箱待運回集貨場預冷之甘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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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裝櫃時櫃體上部宜預留對流空間

圖 15. 檢疫後由防檢局開立檢疫證，封櫃後貼於貨

櫃門板

圖 14. 導入生產履歷制度確保產品安全

圖 16. 裝櫃後鉛封準備啟運

圖 11. 以 1℃溫度預冷 24 小時即可裝櫃 圖 12. 預冷後以巧固架進行甘藍裝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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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甘藍外銷標準

( 一 ) 甘藍規格與品質

甘藍外銷規格，每箱重量有 10公斤、15公斤及 20公斤等 3種

規格，其中以 15公斤為主要規格，每包裝箱以裝 6~8粒甘藍為主，

重量可透過葉球結球緊實度進行調整。在品質要求葉球色澤良好，

無嚴重病蟲害及其他傷害且不可帶有泥沙，外葉不超過 2葉為原則。

( 二 ) 包裝要求與所採行之方法

臺灣外銷甘藍所採用紙箱採單一規格，長寬高分別為

535×360×210㎜，為 3層瓦楞紙箱，包裝功能要求為裝載及堆疊，

可容許形變，因此不求精美與堅固。目前包裝以田間直接包裝為主，

經修整及選別葉球後直接於田間進行裝箱作業。

陸、甘藍外銷遭遇瓶頸與未來展望 

( 一 ) 現有運作模式下存在問題

1.甘藍外銷量往往受輸入國當年氣候及甘藍生產狀況，而影響出口

數量，接單狀況多以臨時接單為主，歷年臺灣甘藍外銷月份多集

中於每年 3~4月，而這個時間剛好為臺灣甘藍裡作期後期，甘藍

生產成本相對他期作為低，而產量往往為最高，使得出口商具調

貨彈性，可因應外銷需求進行調貨及進行部份之計畫生產，但品

質與品種往往無法掌控，缺乏整齊性，僅能進入輸入國之加工市

場，售價往往較低，並壓低我國甘藍外銷價格，且面臨中國大陸

在輸入國市場之低價競爭，對廠商而言，甘藍出口缺乏利潤上之

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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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主要輸入國之甘藍高價鮮食家庭用市場，多以圓球型甘藍品

種為主，但臺灣市場對圓球型甘藍並無接受，在接單不明的狀況

下，出口商並不敢冒然進行該類型甘藍之種植生產，免得當外銷

不順暢時，所生產產品亦無法透過國內市場進行調節，造成血本

無歸。

( 二 ) 未來展望

甘藍葉球主要生長於地上部，在採後清潔處理上相對容易，只

要注意用藥安全，外銷技術門檻並不高，如要僅要維持與滿足目前

低價外銷需求，目前種植技術與所用品種已夠，但若想進一步尋求

常態化之發展與增加收益，跨足輸入國高價鮮食家庭用市場為不二

法門，但其核心之關鍵為外銷訂單的穩定化，在穩定的訂單下，產

期產量、生產成本、品種選用、都可先行獲得評估，才能誘發出口

商專業生產意願，並投入高端外銷市場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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