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森縣蘋果輸出歷史 

 

 

《蘋果的輸出歷史》 

１．蘋果輸出的起源(明治時代) 

 明治８年，內務省所分配的３珠蘋果樹苗種植於青森縣廳構內，這也成為了青

森縣蘋果栽培的起源．輸出的起源根據紀錄紀載，明治２７年涵館關稅的紀錄，

最初由函館港輸出至清朝（現在的中國）的青森蘋果重量為１１３斤（６８ｋｇ）．

在那之後，明治４０年代至大正，有好幾位業者重複著成功與失敗，往海參崴（俄

羅斯）、上海（中國）等地輸出青森蘋果．其中，往上海的皆川洋行，往海蔘威的

青埔商會逐漸安定長期之下累積了一定成果． 

 以下，年代個別的主要報導 

明治２８年，根據函館稅關的記錄，從函館港到清國的青森縣產蘋果為７，４８

８斤(４，４６９Ｋｇ)． 

明治３２年堀内喜代治（青森市安方町）在１８歲渡行至海蔘威販售青森縣產蘋

果． 

明治３７年大藏省的貿易年表蘋果以單獨品目標示．明治３７年２月至明治３８

年９月由於日露戰爭爆發，往俄羅斯的輸出中斷． 

明治３９年２月，弘前市的青果商皆川藤吉往上海輸出５００箱蘋果，獨自販售

結果失敗．但明治４２年銷售成功，明治４３年在上海開設「皆川洋行」．８月３

號橫濱商人從弘前市土手町的相坂商會買進蘋果從青森港往海蔘威港輸出３，０

００箱． 

 明治 41 年菊池權左衛門(藏館的蘋果生產者)往海嵾威輸出，高價販售成功後

引起其他有志者也共同加入輸出行列． 

明治４２年青森與海嵾威之間開設了定期航線，大阪商船的貨運船「交通丸」

出航．今年以交通丸貨運船輸出至海嵾威的蘋果共有 3,042 箱． 

明治４３年小野長四郎（南津輕郡金田村的蘋果生產者）們往朝鮮輸出 1,500

箱，隔年又往朝鮮輸出 1,000 箱． 

明治４４年中畑巽（弘前市的畜牧與蘋果生產者的兼業農家）往香港，弘前菜

苹果商會往海嵾威輸出 1,000 箱蘋果．青森縣根據販路擴張費補助規程的公布，

頒給中畑巽、皆川藤吉、堀內民次郎等３名各２００元補助金來調查海嵾威跟

東南亞市場． 

 明治 45 年 11 月堀內民次郎往台灣輸出１００箱蘋果．另外，往海嵾威有青

埔商會、堀內民次郎、秋元彥三郎（以上青森）、藤本兼太郎、新谷貞之助、

新谷久助（以上藤崎村）、佐藤富作、白戶商店（以上弘前）等業者全部加起

來輸出８，４２１箱．這為前年一倍以上的數量，海嵾威的青森蘋果價格因次

大崩盤． 

 

 



２．中日戰爭與蘇聯成立之影響 

 大政時期，青浦商會經常往海嵾威輸出蘋果，但由於俄羅斯政變等影響輸出中

斷．另一方面往滿州部分由於日中戰爭，中國大陸的主要都市都在日本的佔領之

下，因此中國市場也成了最大商機的市場． 

大正１１年，帝政俄羅斯的崩壞，社會主義國家成立，海嵾威進入了蘇聯政權之

下，往海嵾威輸出蘋果也因此停止． 

 昭和６年９月爆發滿州事變． 

昭和時期，蘋果的生產量急速增加，國內價格停滯中，往海外輸出的需求性變高．

輸出振興動向透過生產者團體的青森縣林檎同業組合與其行銷組織的日本苹果股

份有限公司計畫往上海輸出，但是由於資金不足與國內銷售不振導致解散沒實現．

在那之後，青森市的移出商往上海的蘋果輸出持續延續著，昭和５年，青森市的

移出商的齊藤兵太郎、木村德次郎等人、往上海、印度等，年間輸出最少時約１

萬箱，多的時有６萬箱． 

 日中戰爭結束後，往充滿商機市場的滿州輸出蘋果為目標，青森縣網羅了蘋果

相關團體計畫統一輸出，設立「蘋果海外輸出協會」．關於輸出協會的設立，農

林省以生產者特別是產業組合為中心考量，縣當局以堅定的意志，小河正儀知事

為總裁，依照總裁的指令，會長市手島伝青森縣經濟部長、理事長市縣販購連、

林檎統制會、移出同業組合、產業組合、出荷組合等為代表，縣特產課長也加入

組織，昭和１３年１０月１５號舉辦開幕創立總會． 

 輸出協會只對構成團體實施輸出分配與調整期間，實際交易透過三井物產的間

接交易．青森縣計畫希望能直接交易以官民一體設立林擒輸出公司，但是官民一

體的公司設立還是不足夠，所以移出商獨自設立輸出公司實行直接交易． 

 

公司名稱         董事長        設立 

日本林檎輸出股份有限公司   清 藤 唯 七   昭和 15年 6月 

青森縣林檎輸出股份有限公司  堀 内 喜代治   昭和 15年 7月 

青森縣蘋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北 山 一 郎   昭和 15年 10月 

 昭和１４年１月，輸出協會４名同仁到台灣、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天津、

大連等地作市場調查，３月回國．縣接受調查報告，同年的４月開始在上海設置

服務處從事斡旋業務．但是在昭和１７年３月關閉． 

昭和１５年蘋果的生產量高達１，０００萬箱，出貨量８００萬箱以上、輸出１

２６萬箱，這是前所未有最好的成績． 

 昭和１６年１２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輸出成績下降到３６萬箱．昭和１７年

生產量１，２００萬箱的大豐收，往泰國、法國的軍事物資需求，輸出成績為７

３萬箱．昭和１８年２６萬箱、昭和１９年１２萬箱，隨著戰局的惡化輸出量逐

漸減少． 

 

 

 

 



３．太平洋戰爭後的蘋果輸出 

 戰敗之後，失去中國大陸的殖民地，物資不足導致輸出中斷．昭和２４年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從香港往東南亞移動的難民增多，急需食物，往香港輸出的希

望又點燃了起來． 

 

≪「青森縣蘋果輸出協會」的設立≫ 

 昭和２７年４月２４號設立「青森縣蘋果輸出協會」．今年蘋果大豐收，國光、

紅玉的小紅往香港輸出４７萬箱，其他因特需（ＧＨＱ關係）輸出１７萬箱，共

輸出７２萬箱．昭和３１年９月２６號，就任同會的職員（書記），野呂睦男（之

後青森縣蘋果輸出共販協同組合的設立，同組合的第一任事務局長）． 

 輸出協會與縣內的蘋果出貨團體連結，當初在縣廳蘋果課內設置事務所，但之

後出貨者改組為直接會員，昭和３９年取得農林大臣認可，「社團法人青森縣蘋

果輸出協會」再次創辦，事務所也移到縣蘋果移出商經連內． 

輸出協會的業務以輸出振興為主，實施行銷宣傳、當地調查、新市場開拓等． 

 昭和４２年４月根據中小企業共同組合法設立「青森縣蘋果輸出共販協同組合」

（昭和６３年７月改稱「青森縣蘋果共販協同組合」，到現在為止各業者自行到

海外交易的窗口統一，同年１０月輸出協會的業務也與共販組合以委託方式被統

合． 

 

《「青森縣蘋果輸出協會」歷代會長》 

   清 藤 唯 七 就任 昭和 27年 4月 

   西 谷 金 蔵 就任 昭和 28年 5月 

   小 口 宣 夫 就任 昭和 32年 2月 

   菊 池 六 郎 就任 昭和 36年 10月 

   相 坂 正 市 就任 昭和 37年 8月 

   菊 池 六 郎 就任 昭和 39年 7月 

   竹 鼻 豊五郎 就任 昭和 39年 8月（改組社團法人） 

   菊 池 六 郎 就任 昭和 39年 11月 

   小 口 宣 夫 就任 昭和 42年 4月 

   坂 本 清 次 就任 昭和 42年 10月（委託縣蘋果輸出共販協組業務） 

   高 木 為 貞 就任 昭和 58年 8月 

   宇 野 善 造 就任 平成 17年 7月 

 

≪「往東南亞的蘋果輸出規定」的引響≫ 

 昭和３０年１０月，通產省根據輸出入取引法發布省令，針對東南亞蘋果輸出，

實施調查過去３年的實際成績分配輸出量．輸出量的分配每年更新，農產物輸出

組合的青果部會的蘋果部會依照當年的輸出計畫量與各商社的成績分配，以通產

省認可之狀態下決定．根據昭和４２年的資料，全部的分配數量,072,800 箱中８

０%為神戶的 5 家商社（神戶洋行、關西貿易、山本貿易、富永貿易、神果貿易)

獨佔，青森縣內只有永井商會（浪岡町）與青森縣蘋果輸出協會加起來約３萬箱



額度左右．其他沒有輸出經驗的業者也給了 33,180箱額度，但１業者限３，００

０箱．神戶的商社用自己名義的輸出額度１箱以７２圓（２０錢）借出． 

 青森縣的蘋果相關業者，獨佔往海外輸出蘋果的集貨場，同時被此制度束縛的

目的為，戰後輸出再開始時沒有輸出技術的業者亂立導致過度競爭，防止不當廉

價銷售．昭和４２年設立青森縣蘋果輸出共販協同組合，交易單位從數千箱增至

數萬箱．從青森港往台灣、或菲律賓裝載４０萬箱，主張其輸出額度希望由共販

組合取得，額度希望能擴大但受到已擁有既得權的神戶的商社與通產官僚的阻礙，

終於在昭和４８年實現廢除此制度． 

 

≪昭和 30年代至昭和 40年代的輸出狀況≫ 

 昭和２８年至３０年，由於蘋果歉收導致價格高騰，輸出成績只達２０萬箱左

右．昭和３０年２月，縣蘋果課長齊藤泰治、蘋果輸出協會會長西谷金藏、同副

會長竹鼻豐五郎等３人到香港、台灣做市場調查，同年８月實現了日台貿易協定，

項目中加入蘋果項目．昭和３１年以後，生產量大增，蘋果價格低迷，適合輸出

的規格小顆粒蘋果數量極多，因此往香港、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輸出量增大． 

 另一方面，昭和３１年１０月新加坡政府發現日本產的蘋果有赤痢菌實施禁止

進口，香港政廳的衛生局指出蘋果附著砒霜等，東南亞對於日本蘋果的輸出排斥

運動越來越激烈．在這樣的狀況下，山崎岩男縣知事視察東南亞回國之後決定在

香港設置服務處． 

昭和３６年７月設立日本貿易振興會香港貿易斡旋所，實施東南亞的市場調查、

國外商社的信用調查、蘋果的消費宣傳等業務來提升其效果． 

 但是，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廉價蘋果正積極地往香港市場進攻，市場逐漸被

取代，昭和４１年４月１號廢除青森縣香港事務所． 

昭和３８年開始，神戶港以外青森港也加入實現裝載機能，除了節省運費以外，

蘋果的大豐收導致價格安定，往菲律賓、往蘇聯的輸出取代了香港市場． 

 從昭和４０年開始台灣市場急速的擴大，昭和４８年與台灣斷交後造成輸出的

額度受限，昭和５０年以後除了一部分以外，規定額度為２萬箱（４００噸）． 

  

４．品種改良與價格高漲之影響(昭和 40年代後半至平成 7年) 

 昭和４０年以後的輸出，品種改良為主要關鍵．昭和４０年代蘋果生產可說是

一個轉換期，主要栽種的國光、紅玉等品種改成紅香蘋果系列與富士為核心品種，

實施品種大改革． 

 

≪津輕的「國光」、南部的「紅玉」≫ 

 明治中期整理了過去被栽培的多項蘋果品種，為了提高盈利，實施廣泛的坎伐

與新種植，儲藏性高的晚生種的國光選種植於津輕，南部北選為土壤適於栽培紅

玉，以這些為核心品種確立品種構成，持續７０年． 

 昭和３１年開始進入量產時代，國光與紅玉的價格持續慢性崩跌，對於蘋果生

產者來說為生死問題．探索如何生存的方法，經過１０年的探討其結論為將國光、

紅玉等品種構成改成紅香蘋果系列與富士為核心品種．同時，沒有縣的政策與指



導，依生產者個個的意志自動實施． 

 

≪山川市場≫ 

 決定變更品種的觸發是昭和４４年５月１３號的讀賣報紙報導「山川市場」大

量廢棄國光事件．自古既使到５月份蘋果沒賣完出也沒發生腐爛等事，但昭和４

３年產的蘋果因為在開花中天氣不順，７月乾旱，之後又下大雨，１０月的低溫

等因素導致主力品種的國光品質不良，熟度、著色不夠、口感也不好．國光的總

生產量前所未有的豐收，加上今年橘子也大豐收導致蘋果失去販賣處，１０，０

００噸左右不得不廢棄於山上與河川． 

 

５．共同販售振興輸出 

 為了打破國內銷售不振，轉求海外銷售點，小顆粒國光往東南亞市場輸出，昭

和４３年輸出量高達了１２０萬箱（２０，０００噸）．但是隔年由於品種變更

生產量下降影響了產地價格，昭和４４年產量減少約一半１０，０００噸，昭和

４５年到昭和４９年停留約５，０００噸左右． 

 國外市場被國內銷售事業影響，為了維持安定與擴大海外市場，以社團法人青

森縣蘋果輸出協會中心，整合輸出振興體系，取得縣的補助金開拓新市場．協會

所促成的交易由共販組合輸出．以下敘述按照地區別輸出協會與共販組合的舉辦

每年度的輸出事業． 

 

（１）)開拓歐洲市場 

 配合昭和４６年度的事業以農林省所計畫的「溫州橘子歐洲市場開拓實驗」，

測試往瑞典輸出紅星蘋果 5,000 箱（１００噸）．昭和４７年透過去年的經驗，

歐洲因蘋果歉收導致今年價格高漲，瑞典、荷蘭、西德國等地的輸出國光全部約

100,000 箱（1,808 噸）． 

 昭和４８年度，社團法人青森縣蘋果輸出協會為中心，昭和４９年６月下旬至

７月上旬取得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補助實施往歐洲市場輸出調查，輸出協會的高木

專務理事、縣農林部的蘋果課盛圭策班長、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的岡田先生

等３名到當地（瑞典、芬蘭、西德、荷蘭、英國、義大利）調查．但是歐洲的豐

收與石油危機等影響，海上運費、資材高漲等理由，輸出量只有 53,000 箱（954

噸），為去年的輸出量的一半． 

 昭和４９年度，連續去年社團法人青森縣蘋果輸出協會主辦，日本貿易振興會

與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的協助，昭和５０年１月下旬約２週在當地舉辦試吃

販售活動．當地輸出協會的坂本理事長、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的岡田先生、

蘋果之花小姐等４名舉辦一個非常大的宣傳活動．但是實際輸出量只有國光

18,000 箱（324 噸）、紅星蘋果 7,000 箱（126 噸）等共 25,000 箱（450 噸），

其中一部分宣傳與即賣會場上使用． 

 昭和５０年度，往歐洲宣傳事業因國庫頒發補助金，與去年同樣社團法人青森

縣蘋果輸出協會為中心，日本貿易振興會與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的協助在昭

和５１年３月１９號至３月３０號共１２天實施試吃既賣會．派遣日本貿易振興



會農水產部的福田先生、輸出協會坂本理事會、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青柳先

生、準蘋果之花小姐等４名到當地．輸出成績只停留於試吃宣傳用的 1,800 箱

（32.4 噸）． 

 昭和５１年度，去年的社團法人青森縣蘋果輸出協會舉辦往歐洲宣傳的效果當

初本來有４００噸（300,000 箱）的交涉，但今年可說是颱風之年，昭和５１年

１０月１１號，同月的２１號，同月３１號連續三度颱風來襲，導致大量的蘋果

掉落等災害，價格高騰與商品不足，結果只輸出了 47,100 箱（848 噸）． 

 昭和５２年度，歐洲乾旱與夏天異常的高溫生產量大幅下降，因此交易量增加

至 78,000 箱(1,404 噸) ，往歐洲輸出在昭和４７年的 1,808 噸的第二記錄． 

往歐洲市場開拓，從昭和４６年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為窗口進行，但由於品

種的變更導致產地價格持續高漲，世界的經濟萎縮海上運費高漲等對輸出都是不

好因素，不管相關業者再如何努力也沒有很大的進展，昭和５２年為最後中斷． 

（２）開拓中東市場 

 昭和５０年７月開始至８月，伊藤忠商事股份有限公司的肥谷先生與本會野呂

主事在中東市場實施調查，９月在宏前舉行報告會．主要是因為看不到歐洲市場

前景，商社的國際情報網得知世界的通貨膨脹，石油熱錢所得增加的有望市場中

東，昭和５４年度至５９年度實施調查途中有中斷但還是持續到昭和６０年度． 

 昭和 53年 6月由於氣候異常導致蘋果產量減少同時急速的日圓升值往關島輸出

７００箱（４噸），戰後最低紀錄．昭和５４年１０月下旬阿拉伯首長國聯邦的

青果輸出業者來日商談成立，１２月由清水港測試紅星蘋果小顆粒 1,000 箱（18 

噸）輸出．在那之後，青森縣獲得了輸出振興的補助，日圓高漲補助海上運費等

差額，往杜拜輸出 15,000 箱(270 噸)． 

 輸出協會白藤理事等３名訪問杜拜（阿拉伯首長國聯邦）及吉達（沙烏地阿拉

伯），與當地的進口業者商談．昭和５６年度，昭和５６年８月２３號１５號颱

風來襲導致產地價格高漲，但是由於獲得縣的補助金與出貨廠商理解輸出的重要

性等為理由，往杜拜輸出紅星蘋果小顆粒 143,500 箱（2,583 噸）． 

 昭和５７年度，以法國為主的歐洲大豐收與日圓升值，阿拉伯首長國聯邦要求

極小顆粒紅星（105 顆～120 顆）尺寸，調配非常難，往阿拉伯首長國聯邦輸出

51,000 箱、卡達 5,000 箱、巴琳 5,000 箱、沙烏地阿拉比亞 5,000 箱共計輸出

76,000 箱（1,368 噸）． 

 昭和５８年度，往中近東輸出紅星蘋果小顆粒 3,700 噸，香港等東南亞也積極

輸出，創造出戰後最高輸出紀錄．此背景在於品種變更為高級品種的紅星且進入

量產體制下，以輸出打破產地價格持續高漲與國內販售的癖性化的出貨業者的情

態為主要理由． 

 昭和５９年度由於乾旱導致產量減少同時日圓高漲因為交易無法成立，昭和６

０年度石油賣價大幅下跌加上中近東市場景氣低迷，如過去大量下單之情景已不

再．因為從今年撤退於中近東市場． 

（３）開拓台灣市場 

 昭和３９年成立了社團法人青森縣蘋果輸出協會，到現在為止以各個業者自行

往台灣的交易開始統一化．實施統一化對於政治途徑容易配合，品質的平均化、



輸送的成本減輕等，特別在昭和４１年至昭和４６年的６年間往台灣輸出實現了

約 3,000 噸．同時為了維持且擴大台灣市場的銷售，每年季節開始前派遣相關業

者到台灣交涉．此時品種以紅星的小顆粒為主，國光、金冠蘋果也少許輸出． 

 昭和４７年９月，田中角榮首相訪問北京，當時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首相相見，

實現日中國交正常化．但也同時意味著與台灣政府斷交，透過民間機關的交流協

會努力溝通之下，今年往台灣輸出只有 510噸，與以往相比大幅減少． 

 昭和４８年度廢止往東南亞輸出規定，青森縣蘋果輸出共販協同組合直接實施

交易，制度面的改革與在台灣的銷售良好的紅星蘋果等因素，輸出了 3,060 噸，

斷交以來最好的輸出成績．但是之後與美國產、加拿大產、韓國產等蘋果競爭，

逐漸市場被取代，日台貿易上台灣方面進口量過大等不利之條件下，每年與台灣

當局反覆交涉，其數量終於逐漸減少． 

 昭和５３年度開始主力品種的紅星，再加上富士、世界一轉為高級品種路線，

對於相關業者又是一個新的挑戰的開始．但今年６月蘋果異常的掉落導致收採減

少與日圓升值之下，對於輸出方面可說為零的狀態．昭和５４年度輸出富士 27,000 

箱、世界一 6,000 箱、紅星 6,238 箱共計 684 噸．今年往台灣輸出的主流從紅

星轉換為富士． 

 昭和５５年度由於交涉得太晚，昭和５６年５月的取得輸出額度為 20,000 箱

（400 噸），但時期上擔心產品到達當地後品質有問題，所以延至明年度輸出，

今年沒有任何實際輸出成績． 

昭和５６年度繼承歷年的額度情況下，富士的輸出成績維持 20,000 箱（400 噸）．

昭和６１年實際輸出 40,000 箱（800 噸）的成績，但昭和５５年度無法輸出的

額度換至明年以後其額度完全被消化完了． 

 昭和６３年度開始，世界一與陸奧也加入了往台灣輸出的高級志向化中．富士

以韓國產的有袋富士站為優勢，逐漸數量減少，主力品種為世界一與陸奧．關於

詳情之後敘述，平成９年２月３號發表台灣與日本二國間協定，蘋果年間限２千

噸為自由化，平成１４年１月台灣加入ＷＴＯ後完全自由化改變了台灣市場． 

（４）輸出香港 

 往香港到昭和４０年代為止以國光為主輸出安定在４桁左右，但由於品種變更

以紅星小顆粒為主輸出，產地價格上升，敵手的美國產、加拿大產等因價格無法

戰勝而急速減少．其中，只有在昭和５８年因國內銷售狀況之引響，輸出 1,233

噸． 

 香港市場上不只在香港市內消費而已，同時也附有亞洲的自由港的功能．經由

香港運輸至中國本土或東南亞各地的蘋果也有，另外平成４年度以後配合舊曆年

新年的需求輸出世界一與陸奧． 

（５）輸出菲律賓 

 往菲律賓到昭和４３年度為止，蘋果輸出為榜首，但是從昭和４４年度由於菲

律賓國內外匯狀況惡化導致輸出急速減少．昭和 45～46 年、50～56 年、58～

62年沒有任何輸出成績的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