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視野

【降低糧損與永續糧食體系】

文圖 國際處 江筱慧

壹、前言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資料顯示，全球人口將在 2050 年成長 30％至約接近 91 億人
口，為因應成長人口需求，全球糧食生產需提升 70％，農業投資需增加 50％；另依據 FAO 糧食
損耗及浪費定義，「糧食損耗」係指「糧食數量或質量的降低」，也就是供人類消費的農、漁業
產品，最終不被食用，或是導致其營養價值、經濟價值或食品安全的損耗；「糧食浪費」則指供
人類消費的糧食遭丟棄或替代（非食品）使用，通常為因為疏忽而損壞或過期。糧食損失與浪費
係指從糧食收成時的處理、包裝、儲運、加工、市場行銷、及食物準備，到最後由消費者購買食
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耗損或浪費的糧食。
根據 FAO 的估算，供應全球人口消費的食物中，每年約有 13 億噸可供食用部位從採收後
到消費的過程中遭受損失與浪費，大約占糧食供應給消費者使用量的三分之一（Gustavasson et

al ., 2011），尤其水果或蔬菜在採收後之損失更高達 50％以上；而從食物營養（卡路里）方面
來計算，全球的糧食有 24％，相當於將近四分之一的熱量在生產後無法送達消費者的手中來運
用（Lipinski et al ., 2013）。
APEC 地區涵蓋世界最大的糧食生產以及出口地區，受到近年全球糧食危機與氣候變遷的影
響，APEC 在糧食安全議題的關注上更勝以往（Mundial, 2008; Trostle, 2010）。為因應區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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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危機與維護糧食安全，2010 年 APEC 首度於日本召開「第 1 屆 APEC 糧食安全部長會議」，
發表「APEC 糧食安全新潟宣言」，通過 62 項糧食安全行動計畫，包括我國倡議之緊急糧食儲
備機制、採收後處理、原生蔬菜利用、創新灌溉技術、坡地災防、糧食生產技術等 6 項；2012
年於俄羅斯召開「第 2 屆 APEC 糧食安全部長會議」，通過促進農業創新、制定食品市場規範、
打擊「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IUU）漁業、加強食安、確保弱勢族群糧食供應等 5 大主軸；
2014 年於中國北京召開「第 3 屆糧食安全部長會議」，通過創新科技及食品生產永續發展、改
善採收後處理降低糧損與加強區域合作以增進糧食安全等 3 大主軸，並通過邁向 2020 糧食安
全路徑圖，盼於 2020 年前達成 APEC 區域降低 10％糧食損失之目標；2016 年於秘魯皮烏拉
舉行「第 4 屆糧食安全部長會議」，通過區域糧食市場及貿易、永續糧食系統、創新科技、糧
食安全基礎建設與投資及邁向 2020 糧食系統等 5 大主軸。
為積極維護 APEC 區域糧食安全，減少糧食損耗，必須整合農業供應鏈與公私部門合作，
因此，我國於 2013 年倡議「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供應鏈之糧食損失」多年期計畫，並
獲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紐西蘭、巴紐、秘魯、智利、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印尼共 13 個經濟體的肯定與支持，為 APEC 通過之第 1 個農業多年期計畫。本多年期計畫透
過辦理專題研討、能力建構會議及高階政策對話，探討農產品從採收到餐桌各項流程的糧損情
形、公私部門及區域間合作、私部門角色強化，以尋求並提倡跨界降低糧損之各種方式，建立
降低糧損技術交流資料庫平台，並採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及運用農業科技，減少不必要的糧食損
失與浪費，除因應全球人口持續成長所帶來的嚴峻挑戰外，亦有助於我國與亞太區域各國專
家進行交流及建立國際網絡，並提供 APEC 各經濟體降低糧損與浪費之政策建議，最終達成
「APEC 邁向 2020 糧食安全路徑圖」（2020 年降低糧損 10％）之目標。

貳、我國降低糧損多年期計畫進程
我國降低糧損多年期計畫分成 5 年 3 階段進行，針對穀物、蔬果、漁畜、零售與消費端等
議題，分年舉辦專題研討會以及能力建構之工作會議，建立跨國專家團隊網絡，建置 APEC 糧
損評估方法論、降低糧損工具箱及降低糧損解決方案資料庫，並應用於降低糧損方法之跨國比
較及成效評估，推動 APEC 經濟體形成共識，建立一套 APEC 地區包含評估糧損之方法論及解
決問題之工具箱與指導手冊，俾利於 2018 年「APEC 降低糧損與浪費高階政策對話」發展具體
行動建議方案，供我國及 APEC 會員經濟體研訂相關政策之參考。
第 1 階段：
2013 年啟動降低糧損多年期計畫，工作重點包含建立專家網絡及舉辦「2013 APEC 加
強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供應鏈之糧食損失」研討會，釐清供應鏈各階段之糧損問題，並以
APEC 區域內穀物為主題，討論由生產到餐桌端等處理過程。
第 2 階段：
2014 年至 2016 年分年就蔬果、漁畜、零售與消費端等議題，與 APEC 年度主辦國合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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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APEC 第 4 屆糧食安全部長會議。
▲

2013年APEC 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供應鏈之
糧食損失研討會。

理專題研討及能力建構會議，並逐步建置一套評估食物糧損的共通方法論，以及彙整減少食品
供應鏈糧損之最佳範例。
第 3 階段：
2017 至 2018 年為計畫綜整階段，2017 年透過專家諮詢會議及能力建構研討會，邀請降
低糧損及浪費專家、APEC 各經濟體代表及私部門代表分享降低糧損與浪費成果，盤點「無悔
措施」，研商降低糧損評估指導手冊架構；2018 年則規劃在臺舉辦「APEC 降低糧食損失與浪
費高階政策對話會議」，提出適合 APEC 地區之糧損評估指導手冊及 APEC 行動建議方案，供
各會員國推動實施降低糧損與浪費相關政策與措施，俾具體落實 APEC 於 2020 年前達到降低
糧損與浪費 10％之目標。

參、我國降低糧損多年期計畫成果
一、舉辦專家諮詢會議及年度能力建構會議：
我國自 2013 年起推動多年期計畫，分別於 2013 年舉辦「APEC 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
降低供應鏈之糧食損失國際研討會」、2014 年「APEC 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蔬果供應鏈
之糧食損失研討會」、2015 年「APEC 漁畜糧損評估方法論專家諮詢會議」及「APEC 強化公
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漁畜供應鏈之糧食損失研討會」、2016 年「APEC 零售與消費端糧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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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APEC 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專家諮詢會議。

與浪費專家諮詢會議」及「APEC 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零售與消費端糧食損失與浪費研討
會」，以及 2017 年「APEC 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專家諮詢會議」及「APEC 降低糧損與永續糧
食體系能力建構研討會」。藉由每年研討會，邀集各國降低糧損與浪費專家成立跨國專家網絡，
逐步釐清並分享 APEC 各經濟體、各國際組織在降低糧損與浪費之措施與經驗。

二、建立糧損評估方法論：
根據 FAO 報告，糧食損失與浪費評估會因為氣候、國家、農作物類別、品種與飲食文化及
習慣等差異而有顯著差別，因此，不易使用單一方法評估糧食在不同生產階段與供應鏈的損失與
浪費。為合理評估 APEC 區域糧食損失與浪費情形，我國參考 FAO 有關糧食損失及浪費資料庫
與評估方法，進一步修正調整為適用於 APEC 區域之糧損與浪費評估方法，其中，APEC 地區蔬
果及穀類因食用比例各國差異不大，損耗主要集中於生產、處理、儲存、加工及包裝等供應鏈階
段，而漁畜產品則受到飲食文化影響，可供食用部分的處理方式與食用比例差異甚大，損耗則發
生於零售及消費端等階段，因此，我國針對 FAO 漁畜評估方法進行修正與調整，以符合 APEC
區域實際糧損情形。

三、架設降低糧損工具箱及解決方案資料庫：
本計畫透過蒐集建置供應鏈各環節之降低糧損方法，以流程圖等系統化、圖像化相關界面架
設網站，提供有效之學習方式，整合分享最佳範例效果。此外，本計畫也蒐集亞太地區實際最佳
範例，並提出降低糧損與浪費之具體建議，包括公部門應增加基礎建設投資、技術協助、鼓勵創
新及通訊科技之運用、改善食物廢棄物管理及教育消費者，而私部門與民間 NGO 則可協助提供
如何提升供應鏈效率及減少糧損與浪費的範例，找出最佳策略，建立有益的商業模式。

肆、APEC 經濟體與我國降低糧損與浪費情形與效益
我國多年期計畫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其他農產品，穀類的損耗率相對較低，其中又以玉米
的 7.71％最低，小麥與稻米之損耗率則介於 15％∼ 19％之間；蔬果類因其保存期與品質標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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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糧損工具箱 APECFLOWS 網站（http://apecflows.ntu.edu.tw/）。

問題而存在較高的損耗率，皆高於 40％；而漁畜產品方面以漁產類的 38.02％為最高，肉類損
耗率為 21.12％，蛋類與乳製品則分別為 16.33％與 17.04％。此外，整體而言，所得較高的已
開發國家之糧食損耗主要集中於零售與消費階段，而開發中國家則因經濟能力與技術能力等因
素，其損耗主要發生在糧食供給的階段。
另根據《天下雜誌》2013 年依環保署廚餘回收與垃圾性質分析統計，推估出臺灣平均每
人每年產生 96 公斤廚餘，搭配農委會資料，平均每人每年可獲得 567 公斤糧食供應量，本多
年期計畫推估臺灣每年至少有 17％的糧食耗損與丟棄。根據主計處資料，我國平均每戶家庭 1
年的飲食花費為新臺幣 17 萬 6 千元，乘以 17％的浪費比例，換算出每戶家庭每年大約「浪費
食物」3 萬元。全臺 8 百萬家庭 1 年就浪費了 2,400 億元，平均每人浪費 1 萬元。若以天下雜
誌調查結果換算，臺灣每周人均食物浪費量高達 1,846 公克，換句話說，我國每人每天約浪費
了將近 1 個便當的食物。
根據我國問卷盤點及分析 APEC 各經濟體執行降低糧損與浪費相關計畫、政策、應用技術、
能力建構需求與主要困境等結果顯示，APEC 經濟體可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定義分
為先進國家及新興發展中國家，其中，先進國家同等重視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議題，並據以執
行相關計畫，同時對達成「APEC 2020 年路徑圖」有較正向的回饋與信心；發展中國家則側重
減少糧食損失計畫，亦認為 APEC 於 2020 年前不太可能達成降低 10％糧食損失與浪費之目標，
而發展中國家消費者也較缺乏減少糧損與浪費認知。另外，依據上述問卷分析結果，我國進一
步提出「提供資金或減稅誘因」、「政府跨部會協調合作」、「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食品
標準與期限標示精細化」及「經驗分享與技術轉移」等 5 項推動降低糧損與浪費之執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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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採收後損失與浪費對糧食安全至關重要，如何進一步提升整體社會經濟、環境及資
源的使用效率更是決策者所關切的資訊。根據我國研究初步估算結果顯示，APEC 地區糧食損
失與浪費每年約 6.7 億噸，這些浪費的糧食足以供應亞太地區貧窮線以下人口（約 8 億人）
之 1 年生活所需，其中生產、儲運到加工端約占 6 成，而零售與消費端的浪費占比達 4 成；
倘 APEC 會員降低 10％糧損，約可增加總體社會福利達 143 億美元，對於降低糧食價格與促
進區域糧食安全有極大助益。此外，若能達成 APEC 2020 糧食安全路徑圖所設 10％的糧損
及浪費減量目標（67 百萬公噸），每年約可創造 545 億美元的經濟價值，亦可減少糧損及浪
費送至垃圾掩埋共計 7,100 萬公噸，創造 8.1 萬人的就業機會；而 98 億份剩食的捐助，將可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約每年 9,570 萬公噸，節水約 8.7 兆加侖。

伍、結語
我國辦理 APEC「強化公私夥伴關係降低供應鏈糧食損失」多年期計畫，其成果歷年來獲
得列入 APEC 2013 年度聯合部長聲明第 72 段、2014 年「第 3 屆糧食安全部長會議」北京宣
言第 15 段、2016 年「第 4 屆糧食安全部長會議」皮烏拉宣言第 52 段及 2017 年「芹苴宣言」，
肯定我國推動降低糧損計畫在糧食安全方面之努力，並期許計畫在促進區域糧食安全之貢獻。
針對 APEC 降低糧損未來發展，APEC 經濟體認為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應列為糧食安全優
先政策，制定具體目標及先導行動方案，宣導降低糧損與浪費的重要性，提供誘因引導供應鏈
相關利益人的參與及投資，建立公私部門良好夥伴關係，強化能力建構及人力資源發展活動，
並透過我國降低糧損多年期計畫之降低糧損工具箱（APEC-FLOWS）進行知識分享與回饋。
我國 2018 年將與巴紐（APEC 主辦經濟體）在臺北共同辦理「APEC 降低糧食損失與浪
費高階政策對話會議」，將持續蒐集國際與亞太地區推動降低糧損與浪費的計畫或措施，統
整整體發展趨勢及政策建議，與 APEC 跨論壇及相關國際組織合作，並提出適用於 APEC 區
域之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的指導手冊，研擬一套標準化但富有彈性的評估方法，藉以進行量
化、測量不同階段之糧食損失，提供亞太地區各國遵循方針，改善食物供應鏈效率，俾分別
達到 APEC 2030 糧食安全路徑圖（降低 10％糧損）及聯合國 SDG 12.3（浪費減半）之目標，
期能在維護糧食安全的區域行動中，做出實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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