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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整個農業產業價值鏈之競爭情報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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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business Intelligence 提供有關農業產業全面的報導。領先

品牌Agribusiness Intelligence擁有豐富經驗，在全球農業市場

中互聯互通、高度融合。我們在以下六大主要的農業領域為客戶

提供更深層次、更高品質的研究服務： 

關鍵優勢 

超過18000 位全球用戶的肯定 

在 6 大領域均擁有專家 

肥料  

動物健康 

食品加工與配送 

作物保護與種子 

農業商品 

食品政策與規定 

130 多位專家分析師 

在 7 個國家擁有分支機構， 
與在多個國家擁合作夥伴 

為了協助您在挑戰重重、日新月異的農業環境中獲得競爭優

勢，我們在適當的時機提供合適的資訊，並為您提供專業諮

詢服務。 

為您提供完整解決方案， 應對市場挑戰，獲得商業成功： 

新聞與 

市場觀察 

市場資料 預測 

與研究 

諮詢服務 活動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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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大大小小的農業企業及組織發展 

我們與世界領先的農業組織合作，而我們的客戶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如何找到及時

準確的資訊，作為下一步決策的基礎。在變化無常的農業商品市場，需求端的變化將迅

速改變貿易或行銷策略，價格或預測的變化也會引起利潤與損失之間的變動。 

更瞭解政治與市場發展的企業往往更具備優勢。儘早深度瞭解未來前景的企業，尤其是

能夠展望長期投資或策略的企業，勢必可獲得更高的回報。 

我們協助全球大大小小的客戶，支援其戰略活動，幫助其做出更好的商業投資決策。 

合作夥伴： 

商品貿易商行  

政府組織與監管當局  

食品生產商  

農用化學品與種子公司  

肥料公司  

銀行、避險基金與投資者 

貿易協會與NGO  

動物製藥公司 

油氣公司  

諮詢組織 

“我們用  Agri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服務來評 

估期貨購買潛力。我們建立風險模型，進行分 

析。在市場價格上升前，我們已經擁有了充足 

的存貨。” 

“我從 1992 年就開始在製糖業工作了。每次 

我調往不同的公司，第一件要完成的事就是確 

保我有訂閱Agribusiness Intelligence。我真的 

很欽佩  Agri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員工。” 

“我在動保行業，經常在 Agribusiness 

Intelligence   查閱新聞與資訊。那裡的內容相關 

性高、研究透徹，能幫助我做決策，保證我們

團隊能在這個變化迅速的行業裡一直保持領先

地位。” 

Jin Sandhu，National Importers ， 採購專員 John Stansfield，Group Sopex ，分析師 製藥解決方案主管，動物健康製藥公司 

整個農業供應鏈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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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場到餐桌的全貌 

投入 商品與食品 食品政策與法規 

肥料 作物保護與種子 動物健康 農業商品 食品加工與配銷 食品政策 食品法規 

氨 

硝酸鹽  

磷酸鹽 

碳酸鉀 

硫磺 

硫酸 

尿素 

NPK 

農用化學品 

種子  

基改作物 

生物刺激素 

生物農藥 

藥物 

疫苗 

診斷學 

學名藥 

飼料 

穀物與麥片 

家畜、家禽

與牛 

軟性商品 

植物油 

生物燃料 

動物飼料 

……等等 

肉類與切割肉品

乳製品 

果汁  

罐裝與冷凍食品 

運輸與物流 

……等等 

歐盟共同農業政策 

美國農業政策  

國際貿易 

英國脫歐(Brexit) 

歐盟食品法 

美國食品法 

我們的服務涵蓋整條農業產業價值鏈的多個面向，提供權威的資訊，發掘某一行業或跨行業之更多機會。從農場到餐桌，我們專注於針對六大關

鍵領域的報導，包含：肥料、作物保護與種子、動物健康、農業商品、食品加工與配銷，以及食品政策與法規。在每個領域當中，我們的全球互

聯團隊擁有豐富的經驗、技術與資源，為您的組織提供良好服務。 



在動態市場中為您打造優勢： 

互連 

我們分析師的工作領 

域跨越整條農業價值鏈 

的開放網路，他們更瞭 

解關於多領域產生影響 

的顛覆性事件。 

可以讓您以獨特的視角

來觀察影響市場的所有

因素，助您從容應對。 

權威 

我們的員工都是有良好聲

譽、經驗豐富的專家，我

們的聯繫網絡覆蓋廣泛，

為您提供可靠資訊，助您

做出更明智的戰略決策。 

精確度 

智慧財產資訊，從海量的資

料中提取關鍵趨勢與異常值

的技術，再加上人工的判讀

與觀察， 幫助您更即時與

清晰地瞭解形勢。 

著眼未來 

我們的分析與觀察永遠著眼 

未來，幫助客戶迅速回應市 

場變化，最大化投資收益 。 

行動 

我們的服務為您量身打造， 

滿足您的需求，提供有用的 

資訊以助您做出更明智的市 

場決策，並降低風險，最終

優化您得到的結果。 



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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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報導的是準確且具有前瞻性的肥料及肥料原材料相關資訊， 

協助客戶在該領域獲得優勢以提高收益增長，有理有據地做出明

智的投資和規劃決策。 

我們涵蓋的肥料與肥料原材料： 

氨 

硝酸鹽 

磷酸鹽 

碳酸鉀 

硫磺硫

酸 

尿素 

NPK 

我們的肥料市場報告： 

我們的領先品牌有： 

服務 

月度期貨報告 

季度展望報告 

詳細長期預測研究 

專題行業回顧 

技術與經濟分析 

市場分析 

定期且深度的肥料市場報告幫您準確掌握行業動態，預測市場動向，

並提出最佳的商業行動決策。 

預測與研究 

深度成本分析與中長期市場前景展望，可以幫助公司和廠商做出更自

信的決策，探求市場機會與產品發展。 

專家支援 

我們的專家可就短期市場動向為您提供深度觀察，幫助您決定是否要

現在交易或等到價格變動時再交易。 

特別報告與研究 

有關肥料行業特定領域的一次性報告，包含與您有興趣的關鍵主題。 

專案諮詢 

客製化的解決方案可助您做出符合自身情況的商業決策，包括以市場

為導向的客製化按小時諮詢、戰略回顧、投資機會、新項目市場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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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保護與種子 

農用化學品生產商、政府與研究機構、貿易商與金融機構，皆依

靠我們的作物保護與種子行業服務的市場資料、分析報告、預測

與諮詢能力等，來進行預測並盡可能減少風險並輔助貿易協商，

發掘新的商業機會。 

我們涉及的主題： 

     全球作物保護行業  

     全球種子產品與生物

技術市場 

基改種子產品與生物農藥 

併購活動  

生物刺激素與生物農藥  

法規事務 

環境和政治辯論  

研究與開發新聞  

公司和商業新聞 

我們的領先品牌包括： 

服務 

觀察 

每日新聞提供作物保護市場最新的動態分析，協助您迅速做出回應。 

研究資料  

原創市場研究分析、研發資料庫、產品與基轉相關專利分析，幫您追蹤

競爭對手的研究並預測其戰略方向。 

市場分析與預測 

針對農用化學品、種子及特徵行業之 10 年內的形勢進行定量與定性回

顧， 助您更好地規劃未來的戰略，朝最好的行業方向發展。 

專家支持  

直接與我們的專家溝通，進行進一步研究與觀察，完善您對市場趨勢與

事件的理解。 

特別報告與研究 

作物保護行業特定領域的一次性報告，涵蓋報導與您相關的關鍵主題。  

專案諮詢  

結合顧問的產業專業經驗，以及農業和商業產品組合中各分析資料，我

們的顧問為您量身定制所需的深入見解，以推動業務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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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健康 

我們的動物健康與營養行業報導，為您提供相關市場中最新

法規、產品、技術與新興趨勢的全球視角觀察，從而協助您

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我們涉及的主題： 

藥物  

疫苗  

診斷學 

學名藥 

家畜 

家禽 

寵物 

飼料 

報導領域： 

     公司和企業新聞 

市場發展和趨勢 

產品開發活動 

法規事務 

股價  

併購 

我們的領先品牌： 

服務 

新聞與洞察  

提供與改變行業之關鍵發展相關的每日新聞與分析，讓您透過我們可

靠與及時的報導，迅速應對市場變化。 

資料  

利用專利資料庫與併購資訊，來監控全球專利審批狀況，並瞭解競爭

對手的長期戰略方向。 

專家支持  

我們的專家幫您進一步瞭解我們報導的主題，便於您隨時得到更多的

幫助， 充分利用我們的服務。 

特別報告與研究 

有關動物健康與營養特定領域的一次性報告報導與您相關的關鍵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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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商品 

我們的產品與服務提供權威、及時且全面的全球農業商品市場全貌報

導， 提供開發理想戰略與解決方案時，重要的資料、分析與預測。 

我們為以下商品類別提供供求預測、價格資訊、 每日新聞與更公正

的市場訊息： 

農作物與作物產品 

家畜、家禽與牛  

軟性商品 

植物油  

動物飼料配料  

生物燃料與原料 

原油、液態燃料、天然氣與煤 

我們的領先品牌包括： 

服務 

觀察 

每日新聞與分析資訊，幫助您緊跟市場趨勢，走在競爭前端。 

資料  

價格圖表與貿易情報工具可幫您減少商業風險，在與貿易合作夥伴訂

立合約時佔據強有力的位置。 

市場分析與預測  

細緻周到的服務，解答您有關作物生產、供需預測、價格展望、 天氣

預測與其他相關趨勢的問題，讓您為市場動盪做好準備。 

特別報告與研究  

具前瞻性的報告，對於市場最複雜事件與挑戰做深度分析和觀察，及

時為您推薦符合您長期戰略計畫的建議。 

專案諮詢  

無縫接軌與整合深度產業知識與實戰實踐經驗，以及專利分析工具，

為您的業務帶來實質的影響和成果。 

活動與培訓 

提供有效的學習與交流機會，涵蓋所有與您業務有關的主題。 



食品加工與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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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與各地的食品配銷商，長期以來利用我們所提供資訊來減少食

品加工產業的配送風險。 

Informa 所提供的新聞、數據分析、產業預測及諮詢服務，能夠幫

助我們的客戶更精準的訂定價格策略達到產業營收的維持更創造更

高的經濟價值。 

除此之外，在我們的供應鏈領域的專長，能幫您解決配送過程的不

確定因素及其他物流的問題。 

我們報導所涵蓋的加工商品及食品類別： 

肉類與切割肉品 

油料 

調味料  

乳製品  

食品配料  

乾果與堅果 

果汁  

番茄產品 

罐裝與冷凍食品 

我們的領先品牌包括： 

服務 

 觀察 

透過可靠的產業新聞報導及分析資料，幫助您從容面對市場的瞬息萬變。 

數據 

價格、產量及貿易分析工具幫您在與供應商簽訂合約時更具談判優勢。 

市場分析與預測  

我們提供即時、詳盡及不間斷的服務，幫助您更精準的預測市場供需、價

格展望、庫存管理及長期農業發展趨勢等相關問題。 

專案諮詢  

無縫整合相關產業的深層知識，實用的專業技術新知、實際經驗及專業工

具為您的企業提供實質的正面影響。 

配送分析  

我們提供配送通路的分析，包括空間規劃、通路籌畫、基礎設施評估及

GIS服務，以減少供應鏈所造成的物流風險，讓您更順利的運作。 

活動  

舉辦圓桌會議，大型會議及研討會，並邀請產官學界共同探討產業熱門議

題及挑戰。 



食品政策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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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有關歐盟與美國食品政策和農業產業無比全面的報導，

幫您制定戰略並減少風險，同時更加瞭解政策是如何影響市場與

貿易環境。 

除此之外，我們還擁有歐盟與美國食品立法相關的全面研究資源， 

藉由瞭解監管環境和最重要的行業事件，確保您的組織更合法規， 

制定更精準的戰略計畫。 

我們的領先品牌包括：

服務 

觀察  

每日不間斷的新聞與分析可以讓您更加清晰地瞭解監管機構最新的農

業政策與活動，以及這些政策活動是如何影響您的業務，為您提供更

精準的觀察，讓您從容制定關鍵戰略決策。 

參考指南 

針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 (CAP)、歐盟食品立法與美國宏觀經濟展望的獨

一無二且不斷更新的指南，保證您可以充分瞭解監管框架，在當前環

境下順利開展業務。 

資料庫  

涵蓋美國市場上所有食品添加劑與染色劑資訊的全面資料庫，讓您可

以根據自己的研究目的來追蹤監管現狀。 

監管展望  

年度美國監管展望，讓您瞭解來年最重要的食品監管政策，包括食品

安全強化法(FSMA)。 

專家支持 

我們的專家帶您進一步深入瞭解我們所報導的主題。 



Agribusiness intelligence 

聯繫我們 

我們已經與我們的客戶一起為農業行業的發展帶來積極實質的影響。 
如今，農業產業環境變化莫測，意味著您必須跟上節奏以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 

您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 

欲瞭解我們的服務能如何幫助您脫穎而出，請透過以下資訊聯繫我們。 
我們樂意為您提供您進一步介紹，瞭解如何從我們的服務中獲益。 

欲瞭解更多資訊， 請與 iGroup Taiwan 聯絡：
Tel: 02-2571 3369
Email: service@igrouptaiw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