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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廠管理～】講義 

第一章 食品工業趨勢 

第一節 產業現況 

一、食品工業的產業範圍 

食品工業為食品產業之一環，上游為農業、下游為運銷業及餐飲業。 

食品工業產品種類繁多，可分為 22 種分業。 

廣義的食品工業，包括食品機械、食品包裝材料與食品添加物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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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工業的特色 

民生必需工業。 

產品注重安全衛生。 

屬勞力密集產業，機械化程度低，工資低廉。 

市場以內銷為主。 

原材料佔成本比重高。 

具地域性，原料供應具有季節性、大量性，易腐敗。 

進入障礙不高。 

原料的依賴程度高，能源密集低，受影響低。 

產業種類多樣。 

中小企業為主，資本形成毛額低。 

三、食品工業在製造業的地位（1995） 

食品工業產值仍高，於製造業排名第三，僅次於電力電子工業及化學材料工業。 

食品工業為民生工業之最大行產業。 

食品工業為內需行產業，出口比重不高。 

四、食品工業的產業結構 

食品工業依產值規模比較，前六大分業為：屠宰業、冷凍食品業、飼料業、碾穀業、不含

酒精飲料業及雜項食品業。 

食品工業之主要分業仍屬農產原料初級加工型態之產業，未來結構改善空間仍很大。 

五、近幾年來食品投資狀況 

近五年來累計國內投資（以投資抵減為指標）為海外投資之二倍。 

近五年來累計海外投資（含大陸）為外人來華投資之二倍以上，資本進出產生逆差情況。 

對大陸投資之每件金額逐年提高，即朝向大型化發展。 

六、加工食品進口值比較 

進口值十年來持續成長。 

最近四年來出口值雖有成長，但未來成長空間不大。 

依國際化、自由化趨勢，加工食品進出口值將產生逆轉，由出超國變為入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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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食品工業對台灣經濟發展之貢獻 

賺取外匯： 

台灣經濟發展初期，食品工業賺取大量外匯，培植了其他工業，創造產業附加價值，也因

此提高生產毛額，增加國民所得及福利。 

豐富物質供應，平衡貿易順差： 

經濟發展初期，經濟政策旨在賺取外匯時，食品工業正好肩負了此一使命。 

近年國際貿易順差加大，此時食品工業進口農產原料，不但豐富物質供應，促進了下游

產業發展，還達到平衡貿易順差，紓解保護政策壓力，促進經濟均衡發展。 

增加農產品附加價值，提供農村就業機會： 

農業是食品工業的上游產業，食品工業的蓬勃發展，增加農產品的需求，使農業及農民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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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食品科技重點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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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食品加工業結構的改變 

一、工廠數量的改變 

二次大戰後，美國食品工廠數量逐漸減少，但附加價值及加工總產量逐漸增加。 

以各類食品工廠劃分：台灣鮮乳廠增加，保久乳減少。水果罐頭、麵粉廠、蜂蜜產業相對

減少。 

廠家增加的產業：畜產品加工業、製酒業（台灣酒廠開放）、漁業冷凍及包裝、大豆油。 

二、產量與附加價值的增加 

三、集中性的改變 

銷售量集中性（Sales Concentration）：食品總銷售量中，前 4、8、20、50 大食品公司所

佔百分比。 

集中性與利潤有關： 

與其他非食品工業比較，食品業的集中性顯得較低。 

Change of sales concentration in the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Top 50 processing firm of USA 

1963 32％ 

1967 35％ 

1972 38％ 

1977 40％ 

1982 43％ 

 

四、多角化集團垂直性整合（Diversification, Conglomeration & Vertical integration） 

受企業環境變遷的影響，食品加工業的經營越來越趨向多角化與集團化。 

較大的食品公司所產生的產品種類越來越多，而所做非食品加工的事業比例也越來越大。

反之，也有越來越多非食品公司涉入食品性的事業。 

趨向多角化、集團化，其原因為： 

分開風險 

規模上較經濟 

適應市場上的變遷 

法律上對橫的兼併或擴充的限制 

在經濟及法律上較有分量 

以減低稅額或會計作業上的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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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整合的趨向 

加工業 ⇔ 農場整合 

較常見，例如：肉用雞、飲用牛乳、加工用蔬菜、豬。 

加工業＆零售業的關係 

加工廠與零售業合作 

產品由前者代工生產，而使用後者廠牌。 

後者擁有通路優勢，前者積極自行開拓。 

加工業 ⇔ 餐廳 

整合尚不普遍 

農業、加工業 ⇔ 相關的加工製造業 

整合的原因： 

技術的改變或互補 

連接階段的市場不健全 

欲降低風險 

欲減少交易費用 

五、食品結構趨向由消費者主導 

食品工業逐漸成由消費者主導，而非由生產者主導。漸漸由產品→市場→競爭→顧客→轉

為以市場為導向。瞭解消費者，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才能成功的立足市場，消費者要什

麼，就推出滿足其需要的產品。 

主要觀點：品質、風味、方便、營養、衛生安全、價值。例如：禽肉加工，業者成功的例

子，以煮熟調理的產品提供給消費者。1976～1989 年間，消費量上升 65.2％；同一期間，

牛肉消費量下降 26.7％。 

另外，大廠以“品牌”、“附加價值”提供消費者方便的產品（主要是雞肉類）。 

消費型態改變對食品工業的影響 

人口結構 

生活方式 

婦女就業 

產品多樣化 

飲食方式 

健康安全 

外食 

包裝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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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食品零售業結構對加工業結構的影響 

外食食品市場成長率超過食品零售店： 

外食市場的成長過大，對有品牌的廠商造成威脅，因後者已花費鉅額的全國促銷，品牌效

果下降，廠牌知名度無法延伸到最終的消費者。 

外食市場最大者為連鎖餐廳，其採購方式較複雜，而且採購的尺度是“品質”＆“價

格”，而非“廣告”＆“促銷”。 

自有商標的連鎖店對有品牌廠商施加壓力： 

連鎖零售店有些產品使用自己商標，但以廠商代工。 

既使更換供應商，消費者也不易察覺，故對品牌廠造成威脅。 

連鎖店不必花費鉅額的全國促銷，故售價可以下降。 

因通路競爭，故不慮無供貨廠商。 

零售業往後延伸成食品加工者不多： 

食品加工的利潤不高 

連鎖業的通路較佔優勢 

故連鎖零售店很少向上游整合。 

第三節 食品加工業改變的影響 

一、食品工業發展 

食品工業結構改變的影響： 

食品費用佔每人所得的百分比下降 

生產的規模與效率提升，促使成本下降。 

加工與生產的技術進步。 

農產原料品質上升與供應增多。 

注重 R&D（研究與發展）。 

更多樣化的食品產品及餐飲服務 

消費者有更大的生活享受。 

工廠生產趨向少量多樣。 

寡營事業體增加，個體事業戶減少。 

市場的競銷，造成社會成本增加 

資源分配不當 

獨占寡占經營利益 

操控價格 

浪費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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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百分比 GNP。 

二、台灣食品工業最近的改變 

本土企業嘗試國際化，開拓國際市場。 

產品自製率下降，代工品增多。 

勞力密集產業走向生產自動化。 

本土原料供應漸漸減少，嘗試改由進口。 

採用半成品繼續加工。 

設廠於國外，回銷或當地銷售。 

注重生產管理、R&D 和產品管理。 

走向多角化經營，上下游整合。 

拓展新的內外銷市場。 

積極建立行銷通路。 

環保要求增加，故成本也相對增多。 

調整加入關貿總協的對策。 

第四節 食品工業發展利益 

一、優勢（Strength） 

技術能力強，技術人力充沛。 

周邊產業配合度高，上下游產業垂直整合良好。 

食品工業屬內需型產業，佔地利之便。 

產業發展歷程長，已培養許多企業家，經營能力強，資金尚稱充裕。 

政府仍持續提供產業升級輔導措施。 

與國內消費市場最為接近，能適時掌握市場的反應，對配方、製程加以調整，做出適當反

應。 

資訊管道暢通，易於掌握商機。 

二、弱勢（Weakness） 

國內市場規模不夠大。 

消費者對品質衛生要求高。 

原料價格高，人工費用高。 

周邊產業尚嫌薄弱。 

食品機械、包裝材料控制於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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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會（Opportunity） 

國際化、自由化加速進行，市場競爭激烈，但進口原料成本可相對降低，取得較容易。 

由於生活型態及飲食習慣改變，國內消費對加工食品需求提高，產品訴求趨向於安全衛

生、新鮮、方便、多樣化及保健等取向，對最接近市場的國內業者較有利。 

具有亞太市場廣大腹地。 

周邊產業逐漸擴大。 

部分業者已至海外設廠或併購外國公司，有機會就近拓展華人市場，甚至成為跨國公司。 

四、威脅（Threats） 

先進國家於各地之投資，威脅國內廠商。 

調配料市場控制於外國大廠。 

部分開發中國家逐漸重視並加強食品工業，除滿足各國本身之內需外，亦有可能競爭我國

之外銷市場。 

第五節 未來發展方向 

一、具發展潛力產品 

冷凍冷藏加工食品 

全調理或半調理食品 

業務用加工食品 

無菌或近似無菌包裝食品 

即食餐食食品 

果蔬汁飲料 

機能性飲料 

機能性食品 

健康導向食品 

嬰幼兒食品 

中式調理食品 

中式調配料 

特殊營養食品 

二、關鍵技術 

擠壓食品加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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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或固液混合物之加熱及殺菌技術 

無菌充填包裝技術 

即食餐食之連續式量產製造技術 

調理食品加工及包裝技術 

天然食品添加物之開發應用 

新食品調配料之開發及應用 

食品成品品質確效性預測技術 

食品有害微生物之快速檢測技術 

食品新包材之開發及應用 

食品包裝完整性檢測技術 

食品工廠線上異物檢測技術 

食品工廠製程品質感測器之研發及應用 

少量多樣化食品工廠生產自動化輸送系統之開發及應用 

新型食品加工及包裝機械之研發及改良 

三、發展策略 

我國食品工業多為中、小企業，台灣市場有限不利企業大型化，可能發展的策略是： 

開發大陸及東南亞市場，擴大產品消費群，增加產業經濟規模。 

與外國企業技術合作，發展有特色的產品，拓展外銷市場。 

配合企業具備的資源、條件，考慮多角化或發展複合型企業。 

第六節 政策調整與因應措施 

一、短期政策調整與措施 

協助農政機關供應充裕價廉之農產原料，並放寬大陸地區農產原料進口，以降低成本。 

協調相關機關，盡量改善原料與成品關稅稅率結構之合理化。 

健全進口救濟制度。 

協調合理降低糖價，減低業者用糖成本，並促請台糖公司加速轉變經營策略。 

協助開發專用麵粉及提升麵粉與麵製品之品質及製造技術。 

積極整合國內食品相關認證制度，有效建立產、製、儲、銷及消費者之共同品保體系。 

檢討修訂「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之設置標準」，以符合現代化食品工業發展需要。 

鼓勵推動經營合理化及加速技術升級，並將生產效率低、缺乏競爭力之產品移往海外投資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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