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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insights in global  

dairy markets 

Your regular global overview of the dairy industry  

along with trends in milk production, commodity  

prices and dairy trade. 





氣候 

• 美國牲畜數量因12月暴風雨受到影響。不過乾旱情況，

緩解，特別是加州乾旱情況好轉許多。 

• 歐洲中區及北區雖然氣候乾燥但溫暖， 

• 紐西蘭12月氣候乾燥，特別是北島東岸有乾旱情況，

土壤水分持續減少。 

 

Source: Qualitative assessment; Climate Prediction 

Centre 

Global indicators 

糧農指標 

• 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12月份平均為173點，與11月相當，

因植物油和乳製品價格持續上漲，但糖和肉品價格下跌。

但2016全年指數與2015年相比下降1.5％，為連續第五年

下降。 

• 乳製品價格仍持續上漲,12月上漲3%，為192.6點。但

2016全年平均指數與2015年相比下降4％。乳製品主要

是全脂奶粉和奶油自2016年中之後價格大幅回升，脫脂

奶粉則價格穩定。 

 

Source: FAO 



Global indicators 

消費 

• OECD預測全球經濟成長放緩(+3.5%)，然而評論家認為

2017經濟不確定性很高，政治因素將影響投資進而影響

全球經濟。, 

• 全球債券收益率持續增加，但仍為歷史低水平。 

• 經濟學人智庫預測中國下降經濟成長放緩，預估2018年

GDP4.2％。 

 

Sourc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經濟 

• 12月份的綜合領先指標（CLI）顯示整體經濟穩定增

長，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和日本。  

• 義大利受到政治-反歐運動的影響，成長放緩。 

• 英國指標雖然呈現成長，但是趨緩。 

• 新興市場中國，巴西和俄羅斯，經濟成長速度強勁。 

• 印度成長趨緩 

 

Source: OECD 



供應 

 

Global overview 

紐西蘭 

•紐西蘭12月生產量269萬噸，與11月相比減少
285萬噸，與去年同比減少8萬噸。 

•紐西蘭南島西岸降雨多，北島東岸乾旱，氣候
不利於季末產乳量。 

•大洋洲7-12月累計脫脂奶粉產量減少151,811噸
(-10.3%)，全脂奶粉減少36,330噸(-26.4%)。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最近的氣候已轉好，乾燥及溫暖的天
氣利於牧草品質逐漸恢復。 

• 12月牛奶產量與2015同比減少36969萬升(-
4.1%)。全脂奶粉生產6972噸(-1.2%) 

•產季以來(7-12月)累計產乳量與去年同比產量
下降(-8.5％)。 



供應 

Global overview 

美洲 

•天氣良好，利於牛奶生產。 

•美國牛奶產量保持正成長,12月與2015同比+ 
2.5％。預計將持續到2017年初。 

• 12月奶牛869萬頭，與2015同比增加53,300頭 

•美國脫脂12月庫存量10.3萬噸，與11月相比增
加6%，與2015同比增加11.8%。  

•美國奶油生產積極，12月庫存量79349噸，與
11月相比減少8.5%，與2015同比增加21.2%。  

歐洲 

•歐盟11月牛奶產量如同於預期一般低於去年同
期，產量與2015同比減少-41萬噸(-3.6％)。。 

•歐盟牛隻數據尚未發布，估計2016減少0.5%，
是近4年來奶牛數量首次減少。 

•歐盟脫脂12月庫存量41.9萬噸，與11月相比減
少1.3%，但仍是位於庫存高水平。 

•歐盟奶油12月庫存26875噸，與11月相比減少
30.5% ，與去年同比也減少47.5%。 



需求 

Global overview 

大洋洲出口 

•澳大利亞7-12月出口量與2015同比，全脂出口
量成長48,119噸(+35.5％)；脫脂減少75,895噸(-
19.8%)；奶油減少7,002噸(-29.7%)。 

•紐西蘭11月份出口數量與2015同比減少5% 
(=19,000噸)，主要是全脂和脫脂奶粉減少7%。 

•紐西蘭過去12個月(2015/12~2016/11)累計出口
量與前年同比成長191,000噸(+6%)，主要成長
類別為嬰兒奶粉(+85%)；液態&新鮮乳製品
+44%；脫脂奶粉+10%；出口占比最大宗的全
脂奶粉則減少3%。 

美洲  

•美國11月份出口數量與2015同比增加27% 
(=40,000噸)，主要成長類別為乳清粉成長47%；
液態&新鮮乳製品+67%；出口占比最大宗的脫
脂奶粉則增加27%。 

•美國牛奶產量持續成長，墨西哥對美脫脂需求
疲軟，歐元走弱墨西哥轉向進口歐洲脫脂。美
脫價格走低，國際買家觀望市場，施加壓力靜
待價格繼續下跌。奶油需求不一，但製造商積
極生產，增加庫存量。 

•南美洲全脂和脫脂奶粉價格與GDT趨勢一致，
國際及區域需求強勁但供應不足支持價格上漲。
牛奶產量不足，巴西需求強，2017/1月全脂進
口8,324噸，同比增長253％；脫脂進口量4,511
公噸，比2015年同月增長87％。 



需求 

Global overview 

歐洲 

•歐盟10月乳製品出口量總量與去年同比增加
10,000噸(+3％)。過去12個月(2015/11-2016/10)
累計出口量同比增加427,000噸(+9％)。但近幾
個元成長數量放緩。主要成長類別為液態&新
鮮乳製品+17%；乳酪+14%；嬰兒奶粉+11%。 

•國際市場對西歐全脂奶粉的需求保持穩定，但
製造商積極尋求出口機會，德國價格略為上漲，
但荷蘭價格略降。歐洲脫脂奶粉價格與大洋洲
相比相對便宜，但是美國價格更具優勢，出口
需求平緩，庫存數量足夠供應。但歐洲內需已
在進行第2和第3季合約。 

•奶油短線需求疲弱，製造商庫存量充足。大包
裝奶油第2和第3季合約正在進行中，但簽約腳
步慢於以往，主要因為未來產乳情況不確定。
現在歐洲出口價格具有國際競爭力。 

其他 

 

•中國過去12個月(2015/11~2016/11)累計進口量
同比增加24％，主要是液態乳及新鮮乳製品需
求增加(+53.6%)。起司需求強勁，成長31.8%。
WMP需求成長+14%。乳清粉成長+17%。 

•中國對於終端成品需求增加，但原物料乳粉需
求與2013年歷史高點相比仍低。 

•俄羅斯進口需求仍低，歐盟農產品禁運將持續
至2017年底。俄羅斯報導:將著重於國內乳製
品生產。 













Commodity prices 

棕櫚核仁油 玉米 

椰子油 棕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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