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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穀物協會 
Mr. Cary Sifferath  
全球方案資深總監 

美國穀物協會 盧智卿 駐臺代表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洪火文 副總經理 

臺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惠玲 協理 

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曾義順 經理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伊君 執行專員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 江信毅 副教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范耕榛 助理研究員 



 考察美國玉米和DDGS生產、檢驗及運輸規劃。 

 2018/19玉米作物種植及生長的最新情況。 

 生物技術的應用。 

 



 生物科技公司 

 玉米農場、產地穀倉、河邊穀倉 

 玉米乙醇工廠 

 貨櫃裝運站 

 港口設施 





 

研發宗旨為幫助人類改善日常生活及工作方式。 

 

植物保護 –  
化學產品 –  

農藥 

植物體生物技
術 (基因改造
及基因轉置) 

大數據資
料庫科學

應用 

植物傳統
育種  

生物製品 
 (微生物製劑） 



 

種子切片機，透過切片技術取得種
子碎片並保留種子生長能力。 

傳統育種及植物種子的選留，都以
實際表現進行觀察量測，被動的等
種子生長至完成一個世代的植物生
命週期後才能知道實際成果。 



130個人工小型培育室 及26座人工溫室 ，可以進行日照、

溫度、溼度等人工氣候模擬，進行不同環境下作物生長及
產量調查，當以前述方法挑選到符合目標的種子時，即進
行種植觀察，此時植物工廠大幅減少等待試驗期間 (季節)，
並可模擬不同的作物生長環境。 



兩側為非基改玉米，中間
為基改玉米，非基改玉米
葉片已出現病變，其地下
部根系生長受阻。 

右側為非基改黃豆，左側為基
改黃豆，在害蟲侵入後，非基
改黃豆葉片即遭害蟲快速啃食，
而基改黃豆葉片不受害蟲侵擾。 



下一代防治玉米根蟲產品 
 
 
業界第一個用三種不同機制 (根系改善、抗殺草劑及抗蟲) 
的產品 

抗殺草劑 
基改品種 

抗殺草劑基改品種 
土壤施用殺蟲劑 

抗殺草劑及抗蟲 
基改品種 

具抗殺草劑、抗
蟲及根系保護三
種機制基改品種 



南美洲有一昆蟲叫耳朵蟲 *，當耳朵蟲咬了玉米穗之後會使穗造

成感染，真菌會在穗上生長，即為長黴，此玉米商品目標為處
理根上部之部分  
 
(* 註：玉米未採收前，看起來像耳朵，所以耳朵是玉米穗別稱)。 

抗殺草劑 
基改品種 

二種抗蟲機制 
基改品種 

三種抗蟲機制 
基改品種 



傳統育種及生物技術結合之商品 
 

由種原庫中篩選耐旱品種之玉米，以減少用水量爭奪資源，並
以抗殺草劑及抗蟲品種的基改玉米做雜交，產生出三種效果合
一的商品，其在乾旱之情形下仍具有相當高之玉米產量。 

乾旱監測 

除了玉米根蟲
危害外，在過
去10年中乾旱

條件至少發生
過3次 

提供管理玉米根蟲和乾旱的解決方案 



高密度玉米種植系統 

項目亮點 
透過增加植物種植量讓農民在每英畝可持續地種植更多作物。 
高密度玉米：利用現有產品和種植技術，精確種植。 
超高密度玉米：超高密度育種和測試，採用窄排系統增加種植量。 

利用種原庫篩選可在較高植物密度中生長並提高產量的種子 



農業資訊系統畫面中顯示
各項基礎資料參數。 

田區種植二種品種
之玉米分佈情形。 

此田區有7種不
同型態土壤特性。 

田區玉米收穫量分
佈情形 (綠色區產量
多，紅色區產量少)。 

未下雨前田區土壤含水
量分析 (紅色區表缺水)。 

下雨後田區土壤含水量
分析 (缺水區域減少)。 





密蘇里州玉米協會 

 2,500個會員 

 種植面積玉米約1,500萬英畝 (約607萬公頃)；大
豆2,500萬英畝 (約1,000萬公頃)，合計4,000萬
英畝，相當於1,600萬公頃 

 農民會自主的依其出售產品量以1美分/英斗繳交費
用 (非強制性) 供協會辦理展覽及媒體宣導使用。 

 以玉米及黃豆每年輪作一期方式經營 

 



 





 







 



 



 



 以約38美元/英畝 (約台幣2,800元/公頃)，即0.22
美分/英斗 (約台幣0.26元/kg)，投保農業保險。 

 
 

 在出售價格方面，農民在一月份時會參考芝加哥期
貨市場價格與收購公司議價後，出售今年預估產量
之30%，其餘70%部分等收成後以現貨價格出售。 



 



 



1艘駁船 
15節火車 58輛大型卡車 

= = 

1艘拖拽船拖拽 

15艘駁船 
2.25班次100節火車 870輛大型卡車 

= = 

1500公噸 

22,500公噸 

100公噸 

10,000公噸 

26公噸 





 





 



 此處穀倉具16座原料儲存桶可存120萬英斗 (約3萬
公噸) 穀物 



 入料儲存 

 粉碎 

 糊化：將澱粉等內容物釋出。 

 液化：加入澱粉酶分解產生糖類。 

 醱酵：醱酵槽加入酵母菌，約醱酵２天。 

 蒸餾：加熱將酒精及水由固狀物中分離，再蒸餾
即為95%酒精。 

 脫水：95%酒精通過分子篩，酒精純度達99%。 

 酒精儲存及變性：99%酒精再加入５%汽油。 

 蒸餾後剩餘之酒糟離心、乾燥及儲存。 



 



1英斗 (25.4 kg) 的玉米約可製出2.8加侖 (約10.6 L) 
的乙醇、15.25磅的DDGS及0.80磅玉米油 



 



 石油煉製過程中所產生出的副產物 

 添加於無鉛汽油改善燃燒效率減少爆震 

 會污染地表水及地下水，並證實長期暴露會誘發各
種癌症。 

 美國已25洲禁用，主要替代品為醚類及醇類。 

 E10汽油 (添加10%乙醇) 在美國已經相當普及，甚
至已開發E85商品，汽車引擎在不需要改裝之情形
下即可使用高濃度乙醇汽油。 



 



 

90%出口臺灣 
芝加哥 

回頭櫃 



 



 

裝好之貨櫃會經由鐵路運輸至加州出口，鐵路運輸
約7天內抵達港口，再裝船運行至臺灣航期最快18
日，因此一個月內即可由美國玉米產地運抵臺灣。 





 穀倉儲存容量約300萬英斗 (7.5萬公噸)  

 80個倉桶 (48個50,000英斗及32個12,000英斗) 
及8個運作倉桶 (22,000英斗) 組成 

 每個月可以裝載2,000 - 2,300萬英斗 (50萬 - 58
萬公噸 ) 的穀物 (6 - 8艘的船) 

 裝載出貨至船舶容量能力平均約10萬英斗/小時 
(2,500公噸/小時) 

 每18秒取樣一次經過的穀物，每次取樣品約70克，
大約每1,000公噸會取到大約25磅的樣品 

 碼頭水深22公尺，吃水深度夠船隻可裝到7萬2千

公噸的穀物，反而是受限於卸貨港的吃水深，無法
滿載。 



 



 

42°為裝貨時最大
臨界的傾斜角 



 美國農民以農業保險方式分散種植風險，而在氣候
變遷極端天氣造成之農業損失與日俱增下，農業保
險在臺灣仍屬「高需求、低意願」，雖政府極力推
動，仍有賴農民的支持。 

 合理施藥及施肥之環境友善耕作，輔以精準科學化
的農業種植技術及結合大數據資料庫，提升單位產
量及降低人力及成本投入，並由掌握種子公司的育
成苗及種子數，在農產品單項種植量過高前給予示
警，推動計畫生產減少農產品過剩的機率。 



 美國玉米及玉米酒粕的生產、運輸和檢驗具完善的
產銷供應鏈，生技公司投入大量研究經費開發新技
術，並與農民合作進行試驗，使美國農民能夠保持
優質及穩定的糧食供應。 



 感謝美國穀物協會張前駐臺代表學義，給予臺灣糖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參訪名額，也感謝臺灣卜蜂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鄭董事長武樾及陳資深副總裁昭仁、大成長城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莊總經理坤炎及夏投資長銜譽、中華民國養豬
合作社聯合社黃理事主席森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黃所長振芳及各公司暨各級長官的推薦，始組成美國穀物協會
2018年台灣穀物品質考察團，給予團員出國增廣見聞的機會。

此行在張前代表、新任盧智卿駐台代表及周經理佳欣事前費心
籌劃及行程安排下，參訪過程緊湊充實，尤其是全球方案資深
總監 Cary 親和力十足，加上盧代表的細心引導及適時的提示重

點，讓團員滿載而歸獲益良多，對美國穀物協會的邀請和周密
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感謝團員踴躍提供參訪心得及建議，
以線上共同編輯此報告使之臻於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