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即使是在本国番茄盛产的
时期也每个月进口价值美金一
亿元的番茄

非洲产的咖啡是在3,500英里
外的印度包装的；加拿大大虾
是在冰岛做食品加工的；玻利
维亚坚果是运到意大利包装的

加利福尼亚州进口杏仁的量几
乎与出口相同

- 美国国会调研服务, 2017

- 纽约时报, 2007

- 从地区性观点来看食物在社会中的
角色, 2015

再来看看....
• 墨西哥的牛犊吃的是美国玉米，长大后出口到美国屠宰并制成肉品，
再销回墨西哥
• 在2007年中，英国与澳洲相互交换卖给对方国家20,000吨的瓶装水
• 超过半数的阿拉斯加渔获是送到中国加工的，其中多数在处理后立即
运往美国超市

全球化原本是个通过贸易来增
加效率的神奇力量，但无形之
中彻底地使我们与海鲜供应链
之间脱节
- 纽约时报, 2014

为什么将食材运到地球的另一端加工会比在当地
处理来的便宜？
企业通常将劳力密集的事业部转移到海外来降低
成本。苏格兰的最低薪资大约是中国的四倍，这
就是为什么苏格兰的渔获会运到中国来加工。这
种经济模式仰赖着高度能源消耗的运输方式，但
因为有着全球五兆美元的石油燃料补贴（直接或
间接的），食品分销系统透过这样的操作，依旧
节省很多成本。但同时原产地的环境与人类生活
品质却因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严谨的自由贸易
规范也助长这类情况的发生。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再进口”自家出口的产品？
很多时候，企业若先出口产品再进口回国，可以
利用税务政策漏洞来获利。譬如说，中国的增值
税规定中容许公司在出口产品时申请抵税，并且
其他公司在进口同样产品是也可以抵税。再加上
燃油补贴的实施，让这种操作成为可行的商业策
略。这样的结果是非常荒谬的！以中国为例，自
2005年以来美国是中国前三大的进口来源，但
中国时常从自家再进口的量比从美国进口的量还
多。

每种农作物只有在适合的季节才能生长，这是不
是需要国际贸易的原因？
不完全是。即使在美国北部盛产苹果的季节中，
美国超市的架上依旧充斥着从新西兰和中国进口
的苹果。况且，许多超市将苹果以低温保存的方
式储藏将近一年，所以季节性并不是个问题。不
管产地是哪里，批发业者从他们建立的渠道中采
购最低价的水果。只要在价格有竞争力的情况
下，超市也会放弃距离10英里的产地而选择从
10,000英里外的地方进货，。同理可推其他的生
鲜蔬果。
造成这些荒谬贸易行径的原因是运输燃料补贴、
自由贸易协定、进出口抵税政策、劳动成本考量
和各地环境及安全规范差异。农作物生长的季节
性需求并不是主要原因。

在蒙古的乳用动物数量是当地人
口的十倍以上...

再者，在挪威捕获的鳕鱼…

…然而当地超市架上的乳制品大多是欧洲进口的

…加工切片的过程中，来回经历了10,000英里的旅程才回
到当地市场贩售

国际贸易如何对气候造成影响？
商业船只在2012年产生了超过一百万吨的二氧化
碳，比英国、加拿大或巴西排放的还多。这大约
是全球4%的排放量，并且估计到了2050年会成
长到17%。而全球航空业到2050年还会另外贡献
20%。更别提那些为了达成远距离贸易而盖的公
共建设，光是生产水泥就已经占了每年8%的世
界排放量。

兆美元

百万吨

生产总值的成长比气候问题还重要。太扯了！
那各地农作物和畜牧的物种差异呢？这是否是国
际间看似出口和进口相同食品的原因？
大部分的情况不是的。在世界上大型的农业综合
企业和国际贸易中，食品是可替换产品－他们被
大规模耕种，区域性差异的情况是可以被忽略不
计的。对于单一文化生产者和大规模制造商而
言，目标是达到物种一致性。
有时候物种差异确实是会影响国际间的贸易，但
它的方式与你想象的不同。例如，在美国由工业
化畜牧厂所养殖的牛只通常脂肪含量过高，不适
合做汉堡肉。所以这些牛肉会出口到国外，然后
别的国家较瘦的牛肉进口到国内。虽然改变美国
的养殖方式可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但因为石油
燃料补贴的原因，荒唐的贸易方式在农畜业中还
是最有利可图的“解决方案”。
人们是不是就是想买异地的食物和其他东西？

全球出口产品
全球燃烧石油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监控单位

在某些文化中，进口物品被视为一种社会地位的
象征。
加上大量广告营造出舶来品是较优越的形象，更
强化了这种心态，让民众在购买外国的和工业产
品时满足了自尊心的需求。
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商业界中，似乎将有产品出口
的厂商视为营运成功的代表。

惊人的是，像巴黎气候协定这样的国际规范竟然
不把国际贸易所产生的排放量算在内！那些遍布
各地的货轮、货机和上千个的油槽所排放的二氧
化碳数据全不列入任何一个国家中的排放量中。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政客们相信贸易和世界各国

从量的角度来看，现在国际间
的贸易是1950年时的32倍

在2014年，加拿大是世界上第
五大的农业及农场品出口国。
相较加拿大在2013年出口的
51.5亿美元总量，一年当中成
长了12%

同样在2014年，加拿大进口量
为39.4亿美元，较前一年上升
了14%，维持世界农产品进口
排名的第六位

-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 2009

- 加拿大农业与农产品

- 加拿大农业与农产品

你可以通过购买当地的食材的
方式来维护本国的农地与绿地

研究指出，在爱荷华州的东北
地区，粗粮以配合当地农产销
售的方式比采购大区域性粗粮
耕种更能增加收入及就业率

…当地耕种的食材较能避免运
输产生的问题、农作物疾病和
高油价的情况

- 密歇根州立社会大学, 2013

- 北卡罗莱纳州立社会大学, 2013

- 密苏里州立社会大学, 2019

更多工作机会和强化社区：

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创造

•
•
•
•

荒唐的贸易”视频；
采取行动－分享这份文件和”
；
呼吁抵制企业补助和赋税优惠
质疑“自由贸易”的；
支持内化燃油成本。

• 购买当地食物及产品
• 协助建立当地食品系统和地方企业合作；
• 发起组织与当地经济相关的工作坊、学习
小组、或

纪录片放映等活动。
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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