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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麵包/喜願小麥 總兼 施明煌 2011/04/21 

麥向成功
－我們所有的準備是為了迎
接成功，而不是為了因應失
敗！

喜願為什麼在各地契作本土小麥?

‧在地農糧，在地加工，在地消費。（減
少食物哩程， 建構微型經濟體）

‧休耕或閒置農地多元運用，多少增進農
友收入。（稻麥活化農地與農村景觀）

‧提高糧食自給率，重新取得食物主權。

‧粗放旱作，農作管理簡易，減緩冬季枯
水期耗費。（水資源有效應用）

‧從需求端出發連結消費鏈，從生活者教
育重新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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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在台灣的歷史縱深

‧「小麥」為萬榖之王，全球年產量約在5億8千萬噸以
上，加工用途廣泛，與稻米同為人類主要糧食之一。
在台灣稻米的產量與進口小麥各佔50%。

‧小麥在台灣源自四百年前先民拓墾（雲林麥寮、 彰
化福興麥厝庄），日治大正八年（1919年）日本高砂
麥酒株式會社，當時台灣總督府從台中、彰化、雲林
嘉義、台南沿海一帶推廣種植，各縣市（州廳）種植
面積從300甲到5000甲不等。(恆春也有麥仔田地名)

‧民國63年（1974年）台灣僅304公頃，以台中（大
雅、潭子），彰化（二林、福興、秀水、埔鹽）為
主。民國64年（1975年）後因政府公賣局釀酒（紹興
酒、黃酒、花雕酒系列）外銷暢旺，改採「保價收
購」政策，小麥種植面積再度揚升，其中以民國81年
（1992年）1402公頃最高。民國84年（1995年）公賣
局停止契作，政府停止保價收購，農友紛紛轉作。

2010全球小麥主要產量的分布

‧傳統供應國(輸出型)

‧美國 5,700萬噸

‧加拿大 2,500萬噸

‧澳洲 2,100萬噸

‧阿根廷 1,500萬噸

‧歐盟27國 1億噸

‧非傳統供應國

‧中國 9,000萬至1億噸

‧蘇聯 9,000萬至1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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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雜糧基金會2011.04.1

政策會不會隨國際糧價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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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會說話-台灣小麥進口量

公噸 2007 2008 2009

美國 1,051,420 841,417 897,700
澳洲 0 179,779 261,152
加拿大 0 16,955 41,650
總數 1,051,420 1,038,151 1,181,711

資料來源:美國小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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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會說話-台灣小麥黃豆玉米進口量

315765593396870612158960金額(千)

4592454.2366058.1237281.重量(噸)

玉米黃豆小麥2009年關稅
總局資料

399375313523640310874754金額(千)

5007612.2547863.1138159.重量(噸)

玉米黃豆小麥2010年關稅
總局資料

資料來源: 關稅總局

台灣小麥製品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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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資料來源:美國小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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糧食自給率 (2009年農糧署統計資料)

• 糧食自給率 (2009年農糧署統計資料)
民國 97 年以價格為權數之綜合糧食自給率為 71.7 ％，各類

糧食之自給率由高而低依序為水產類 136.6 ％、蛋類
100.2 ％、蔬菜類 85.3 ％、果品類 83.6 ％、肉類 70.0 
％、穀類 34.8 ％（其中米為 89.5 ％）、乳品類 34.8 
％、薯類 22.1 ％、糖及蜂蜜 19.5 ％、子仁及油籽類 6.7 
％ 。

民國 97 年以熱量為權數之綜合糧食自給率為 32.4 ％，各類
糧食之自給率由高而低依序為水產類 174.5 ％、蛋類
100.2 ％、蔬菜類 86.7 ％、果品類 85.3 ％、肉類 85.3 
％、乳品類 34.8 ％、穀類 24.0 ％、薯類 24.0 ％、糖及
蜂蜜 12.2 ％、子仁及油籽類 3.4 ％。

台灣適不適合種小麥?
這是假命題

墾丁畜產所收割小麥(2011.02.22)



6

麥田狂想的發展

‧2007年10月被高漲的原物料驚醒後的對抗作
為。（麥田狂想曲）

‧2008年4月經半年的觀察發現小麥「粗放」、
「旱作」田間管理簡易。

‧2008年4-8月1500公斤小包裝全麥粉得到熱烈
迴響（主婦聯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2008年擴大契作面積5噸左右進入流動市場。
（麥田狂想續曲）

‧2009年－2010契作面積11公頃，產量近20噸。
（麥田狂想3.0）

‧2010-2011契作面積26.9公頃，預估產量45-50
噸，完成環台種植的夢想。（麥田狂想4.0）

台灣小麥的田間管理
‧種植方法：稻草覆蓋法(不耕地)、耕地法

‧生長期程：小麥草、分蘗、孕穗、出穗、揚花、灌漿熟成

‧生長天數：120天

‧種植季節：每年的10月中（秋收後裡作期）

‧適合土壤：疏水性良好的農地。

‧環境溫度：秋冬低溫層，空曠日照充足。

‧種植品種：目前為台中選二號，屬春硬麥。

‧採收機械：稻穀收割機或專用收割機。

‧收成重量：3000公斤－2200公斤（每公頃）

‧(2011年收成2.6-3.5噸/公頃)(中部0.5-2.5)

‧契作價格：友善環境30元，有機認證39元公斤。

金門酒廠 大雅農會 農友(30.5 23)

友達基金會 溪洲農友(孫.吳) 90000元統包(無論收成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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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覆蓋法-灑種 (苗栗苑裡)

稻草覆蓋法-以人工灑種(彰化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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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割稻草覆蓋種子(彰化芳苑)

耕地法 (台南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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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種(苗栗灣寶)

分蘗旺盛期(條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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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苑裡農友

2011.1.24學甲農友到大雅.苑裡交流

進入熟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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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稔期準備收割(學甲條播法)

熟稔收割(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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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收割/彰化芳苑

劉育承小麥收割/台南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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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曬麥/苗栗苑裡

烘乾/台中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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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曬麥/台南學甲

進廠研磨/洽發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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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麵(面)神計畫-新鮮就是最好的競爭力

麥田狂想4.0 (2011.3產出)

2010-2011年契作小麥農友 面積 預估產出（採平均計）
• 花蓮（吳水雲、慈濟農耕隊） 5.2公頃 10.0公噸
• 宜蘭
• 慈心家長、青松 1.5公頃 1.0公噸 (部分採交換種子)
• 南澳自然田 2.0公頃 2.0公噸
• 苗栗後龍灣寶 2.5公頃 5.0公噸
• 苗栗苑裡 5.1公頃 11.0公噸
• 台中大雅 2.0公頃 4.5公噸
• 彰化芳苑二林 1.2公頃 2.5公噸
• 台南學甲 2.0公頃 4.5公噸
• 台南佳里 1.2公頃 2.0公噸（條播法）
• 高雄美濃 1.5公頃 2.0公頃
• 屏東恆春 0.3公頃 （實驗部列入收成）
• 台東池上 花蓮玉里 1.3公頃 2.5公噸
• 台北陽明山 0.2公頃 （實驗部列入收成）

• 預估2011年產出 47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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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麵神計畫(鮮食限定)

• 100%台灣本土全麥麵條，從採收到研磨、製麵、配
送在1個月內完成；新鮮、自然就是台灣小麥最大的
競爭力。

• 「大面神」即閩南話的「厚臉皮」的意思，亦即在這
個展業的過程，必須走入群眾，勇於推銷台灣在地食
材。

• 為什麼選擇「麵條」（大麵），因為麵條為最貼近常
民的食物，在食用調理上與保存上，沒有距離和壓
力。（麵包、包子、餅乾都有調理和食用限制）

• 當台灣本島100%「麵條」真正走入常民生活中，
「糧食自給」才能獲得啟蒙，翻轉公部門僵化的思
維。

• 以「麵條」耐保存的特性，以當季鮮食（推動預購
制）有效緩解收成期第一時間的儲存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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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小麥生產履歷系統為什麼要推動喜願小麥契作行動化生產履歷系統??
缺別官方認證單證位/自我宣告與參與式認證(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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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友 – 歷程記錄(1)

農友 – 歷程記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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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提供者 – 詳細了解生產的履歷
過程

消費者–小麥在生產的故事、基礎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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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交流之一

麥田狂想曲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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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田狂想曲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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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農業現場看到小麥的危機：（小
麥成為流行商品）
█ 大雅混種情況嚴重（廠商提供各式種子），影
響小麥研磨品質甚鉅。

█ 農友未依契作面積種植，超量生產，對外都說
豐收。

█ 農友對於小麥品質的觀念與知識薄弱，稻農面
對一期稻作有搶收的壓力。

█ 粗放誤解為放任不管，低投入以為不用投入
(自然農法)。

對公部門的期待…

‧淨化台中選二號純度定期釋放種源

‧風味與質性差異化.切勿掉入收量的陷
阱

‧應將小麥納入轉作或其他獎勵補助措
施中.

‧政府優先採購麵粉廠以5%-10%收購本
土小麥並為政府機關或軍方日常主食
與戰備存糧製品優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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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麥經驗檢視台灣的五榖與雜糧.(納含小
米)評估擴大契作平台.從需求端出發開展契
作行動.(連結加工者)

‧價值比「食味值」重要.(理解與接納)

‧推廣小型契約者的加入.(釀造烘焙)

‧秋冬小麥(雜作)的種植文化表徵必須在農村
定根.

‧確立種植與小農對於品質重視.(2011驗收標
準與級距建立)

未來我們的努力方向

加油!實踐就是最好的批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