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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運銷訓令和運銷協議會

之比較分析

黃萬傳*

d三~ -'
室7 、別喜

維持農產品市場種定向是各國農業政策之一重點，惟詰種定目的之達成，常

需藉由政府對農產運銷活動予不同程度的干頂，其方式不外乎運銷協定和訓令(

Marketing Agreements and Orders) 、運輸協議會 (Marketing Boards) 、價格

主持計畫及國際貿屬協定(黃欽提等， 1990; French , 1982; M_Dipllin且， 1990) 。
近年來，台灣地區基於相關農產品價格之極動與國際組濟自由化之衝擊，除政府
部門之總體經濟面有六年組建計章肆廳外，農業部門配合是項計章而訂定農業綜

合調整方案(行政問農業要員會， 1991) 。就農業政軍觀點而言，上述調適之經

濟意晶，一是台商農業在農業保誼和開放自由寶島問之故擇，萬需做某些程度之

調整;二躊農業生產、運銷和生活的機會成本和社會成本已盡漸增加;最佳是農

業活動制將面對更多風酷和更不種定的經濟環壇。

提高和改善農民所得是台灣地區農業政策之目標，位政府之農業綜合調整方

車，體全產銷制度和提升市場競爭力量調整策略之一，而此以改善農民在市場運

作力量、穩定價格及建立較好的農產運銷制度等揖最終鵲的。就上述政府干預農

產運銷活動的四個方式觀之，過去所實施的價格主持計畫，對揖高和改善，農民所

得之影響時有爭議;固體質品協定方面，目下政府已扣闢團體闢貿總協定(GATT ) 
。歸結上述及實定價格晶未來六年農產價格政策之重點，致農產商品的市場穩定

撞構成上述調整策略的重要環節，因而有農政單位倡議譯過運銷訓令~運輸協議

會， f乍聶改善草違~農產商品市場、運銷和價格間運作效果之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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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讀加拿大等國家實行運輸訓令或運銷協議會已有多年歷史 (U.S.Depar

tment of Agriculture(c) , 1979;Veeman , 1987) ，其間因聖經濟條件、產品特性

及實施敷果等諸影響，對運銷訓令或協聶會所適用的產品對象、法揖內容及實行

細節亦有悟芷;無論如何，話二政策工具的最終目標係在尋求秩序運輸(Orderly

Marketing) ，以達成提高或穩定農民所得和價格。大致而言，依姜、加等國的經

臨，顯示該兩項主具聶多萬少可達成上述目標(Jess巴， 1982;Veema口， 1987;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 1985) 。做此，近年來，除上述倡議引用運輸訓令

讀協議會作搞改善台灣農產運輸問題之工具外，進而有具體地揖應用此二工具而

{故事前的可行性研究，女日爵訂定盛產品價格安定法而催生的矗立農產品價格安定

制度之研究，且有馬設立雞蛋運銷協議會而進行的相關研究，亦有多篇介紹草揖

討此二工具之立獻(吳明值， 1987 ， 1989 ， 1991;郭月臨， 1989; 室主作主， 1981;黃萬傅

， 1990 ， 1991a ， 1991b;肅清仁， 1988;Hsu ， 1991) 。彙站上述的學術研究單行政活動

， -13面發現牌運輸訓令車運輸協講會做分離揮討草倡議，二方面未克指出其間

之關聯性。依此，晶潤滑今值的行政活動及提升學術研究的共識，撞衍生提出本

主的動機。職此之故，本主障社述運銷訓令和協幫會立運作外，旨在比較丑析其

所依蟬的經濟理論基暉，進而就實際暉用觀點指出其間的相同和差異者，最佳提

出對台灣地區故引用語二政策工具之政策極義。

貳、運銷訓令之運作

一、意義與沿革

運輸訓令保美國農業政策工具之一運輸計畫 (Marketing Programs) 內之措

施，攝美圍農業運輸協定法案(Agricultural Marketing Agreement Act , AMAA)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c) , 1979) ，運銷訓令是結合產業和政府，共

同規範有關農產品在市場銷售數量和品質之一種農產品運銷計畫。此政策工具旨

在建立和維持農產品秩序運甜的條件，進而輝和農產品價格扭動，及穩定地對消

費者提棋適當農產商品品質。一艦而言，依農產品別，美國聯邦或州的運輸訓令

有兩大姐型，其一是牛乳產品，市場價格直接依其用途而定，鮮乳部借歸搞第一

擷用撞 (Class I Usage) ，乳製加工品是第三輯用撞 (Class II Usage) (具

明敏和實琮棋， 1990) ;其三搞果肅、棋果及特用作物，遭遇控制銷售數量以達成

價格穩定是此輯運銷訓令之標的 (]esse ， 1981a) 。

運銷訓令f系由 1930年代農民合作運動而來，此運動冒在對抗價格偏低和混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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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輸1條件。許多農業運銷合作社，旨在遭遇自願誡少出售量和訂是品質標準進

而提升價格;但因未參與計畫的生產者和中間商運輸行盾之串串，大部借自顧性

合作運動皆失敗，導致參與合作運動的生產者，需付出未出售產品之雕本而未得

應有利益。闢後，致力消除上述搭便車 (Free Rider) 問題的結果，衍生1933年

的農業調整方車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 AAA) ，含蓋運銷協定和許可誼
方案。由於語法案之部的內容涉及憲法問題，進而誘導1937年農業運銷協定法案

內訂定聯邦謹甜訓令和協定 (Farre 11 ， 1966) 。

農業運輸協定法案現範運輸訓令所含蓋農產品的種蝠，于時間過程中，此等

產品項目已有多次幢正 CZepp and Powers ， 1990) 。水果和蔬菜生產者于其產品
運銷過程永撞面臨高度不確定性，一部甜的不確定性來自氧偎因素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部借則是人爵的，觀自生產者和運銷商間對生產量、地區和品質等訣睛不

一致性，而形成高度價格不種定;美國聯邦運輸訓令旨在減少是項不確定佳。訓

令係由美國農業部頓足對市場之現範方案，相關運輸商需依法遵行。酪農事業方

面，由扭扭存的運輸協定 (Marketing Agreements) 對市場穩定和成長顱具成殼

，各州伯沿用運輸協定方式而非產量控制;無而州與州聞之乳品運銷島生紛爭，

有賴聯邦政府立法規範。上述農業調整方案，于1935年增到牛乳運輸訓令之攪權

保立，以輝和州與州間之紛爭。

目前運輸訓令現範美國消費者之所有生鮮相桶，大約60%圍內生產的植果盟

及許多其他水果蔬菜和特用作物;至1990年止，共有45個水果和蔬菜的聯邦運銷

訓令 (Zepp and Powers ， 1990) 。由於牛乳合作社可提偎較多的運輸職能協助戰

序運輸，也屬於揖社員達庇護許超過訓令主持價格的任醋，牛乳訓令之社員數量

和營業現模乃運漸擴大，但亦有部甜牛乳訓令則被迫合併;于1965年起，美國運

漸邁λ區域性牛宇L合作社 CRegional Milk Cooperatives) ，至1987年尚有43個
牛宇L運輸訓令(吳明敏和黃琮車， 19日0) 。

二、劃立或修訂運錯訓令之程序

果蔬生產者草牛宇L生產合作社協會依其利盎，要求美國農業部設置一項運銷

訓令，設置基礎是公聽會和三分之二生產者的同意(加州相橘爵3/4) 。雖有些運

銷訓令同時規範數個州的農產品運輸，而大部份立訓令僅現範特定區揖之生產者

，如一個州龍一個州的部世;依協定法案，每一運銷訓令限定其最小會蓋區攝:

亦有訓令針對特定運銷時期而納λ監種產品，如加州和亞利桑那州立 Valenci 且

橘于運輸訓令官蓋大部借在夏季上市的生鮮相捕。使租公聽會和生產者同意後，

成立執行要員會來管理話訓令，該委員會由生產者草生產者和運輸商組成，有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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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消費者讀政府代表;同時，該委員會向農業部推薦運銷規範，然極由農業部

輸視之，期五I<:J!符合1937年法草內容。苦農業部揖聖上述推聘，則針對特定區揖

內生產者和運甜商蟬佈共同規範(Jesse ， 1981a) ;上述運銷商係出售產品，並將

此產品撞撞入商業化運輸適時之個人聶廠商，其職能有包盟和運造商晶。

當一項運銷訓令之運作未能主持法草盟軍政策目標，則居美豈是部有權吊銷車終

止誼訓令;農聾部一直取消有半數載佔大部借產品之生產者投票巨對立適銷訓令

。有的運輸訓令由生產者定期投票以快定是否繼讀執行話訓令，農業部主持各執

行委員會舉行此定期投票。因農業部企求每一運輸訓令需考量社會大眾利盎，故

運輸訓令不敢引起價格上升尤使讀太高。由於各司1[令含蓋不同產品項目而異其所

面對的問題，有的運銷訓令遭遇但結管理現範運銷簡單造各市場之最大數量;有

的運輸訓令訂定最恆的產品大小和品質標準;另有訓令捏棋罪集資金方法以重持

產品盧告的產銷研究;一世而言，大部份運輸訓令包含數種策略。目前，有45項

園藝產品的聯邦運輸訓令;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屬扭各州運輸訓令和協同來主持

研究、促輯、品質和包裝標準，如加州就有州委員會主持葡萄乾和生鮮草聾的但

銷活動。至於揖牛乳罩銷訓令相關之制度有第一親生乳基準計量; (Class I Base 

Plan) 和市場服務站付 (Marketing Service P且yments) ;前者係依1965年糧食

與農業法案及1973年農業與消費者保謹法案，鼓勵酷且是以共同運輸方式達成第一

親生宇L之市場需求。做第一級生乳佔市場銷售比倒快定個別酪塵之基準( Base) 

，提位之生乳少扭基準，可得較高的單價;臣之，則單價較低。 19日8年，全美國

僅有 Puget 和 Georgia 南聯邦訓令揖此方案。撞者係1985年之食品安全法案，

允許合作社和運輸商提應付酪農之生乳價款中扣除，作揖提怯生乳冷藏系統和運

輸等扭動補給設施提棋之服輯費; 1986年的糧食安全改進法案更現定市場服輯結

f寸的時間衰，即當農業部接到聯邦牛乳訓令提案之90天內必揖舉行公聽會，會挂

120頁內付諸執行。

彙結上述，運銷訓令之運作概分肩: (1)撞取設置一項運銷訓令，係經由提出

計畫方案、舉辦公聽會、農業部的農業運輸服聲盧 (AMS) 評價及業者投票來完

成;但)若訓令未克達成秩序運輸目的，則將止此項自1[令; (3)由生產者、運輸商、

消費者華政府代表組成委員來執行一項訓令之運作。

三、果蔬運鞘訓令之措施及其經濟評估

(一)訓令各措施之內容

由農業運銷協定法案之臣定政策目標得知，聽達成農民獲得對等價格(

Par i ty Pr i ces) ，每一運銷訓令得有但結管理、品質控制及市場支持等措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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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萬傅， 1990;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 , 1981;Zepp and Power盲

， 1990) 。

1.偎桔管理 (Supply Management or Supply Control) 
就運輸訓令所允許之規範而言，位給管理是最具強制姐範之形式;申

言之，用以直接現範數量之措施對價格最具潛在影響力量。運輸訓令法規

有四大蝠偎祐管理措施來協助生產者撞得較高價格， 1990年有 4個蔬菜和

16個水果運輸訓令實行但結管理策略。是團軍略由季節間總銷售量的數量

管理 (Vo[umn Management) 和季節問銷售量分配之市場流量控制(Market

F[ow Controls)所組成。拱給管理車時保透過改費市場結構和市場穩定影

響業者之經濟福利，且藉由消彌數量不種定，于時間過程中東重分配但結

量晶純粹穩定 (Pure Stabi 1 izati 叩) ，而非揖獨佔穩定 (Monopo 1 y St 

abilization) (French ， 1982) 。

(1)數量管理

旨在揖少生鮮市場的上市量，進而最正響季節間但結和生產者報酬;

在AMAAZ下，有三種垂直數量管理之措施，即生產者配額(Producer A 

llotments or Quotas) 、市場分配 (Market A 11 ocat i ons)及庫存調節
(Reserve Poo 1 s) 。就祖濟理論而言，生產者配額最直接影響提升生產
者所撞價格，但亦引起農民間之激烈爭論。一艦而言，晶預間盛產期價

格下跌，並鼓勵生產者計畫生產，于每運輸季節，依生產者過去出售量

記錯，設定特定市場最大出售量之配額。職此，導致市場棋柚曲組成品

垂直的，而此措施揖非自由進出卡特爾( Carte [ )之一倒。若生鮮市場
需求是正價格彈性，生產者依配額出售其產量，則本措施可提升生產者

福利。故擴張揖模草成晶新的生產者，則盔、揖向現有生產者租或購入配

額，衍生握升新生產者不必要之成本，及原生產者撞取配額增值之不當

利益。市場分配之經濟理論依撮額也l第三級差別取價(Third-Degree P

rice Discrimination)' 指定運銷商可運還至各特定市場之產量比率;
雖執行委員會不具控制生產量，部訣定各不同市場通路之相對比率。本

措施的實行需滿足第三扭差別取價之條件，即當市場棋桔量來自較價格

敏矗立生鮮草圍內市場，則市場分配措施叫可提升生產者報酬。庫存調

節係連過其于存盟收之年的產量並在歉l&時拋售，以求穩定價格和數量。

許多長期果樹作駒，去日杏仁于本季節生產太多，而下一季節生產不足，

結果在聖肢時價格下跌，歉l&時價格上升;庫存調節骨存一部ffix:多的

產量，以便在市場情說改善時出售，被儲庸的部甜可連讀在以佳運輸期

出售。無論如何，植昨存的產量是可外銷單當作非糧食之用如飼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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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流量控制

旨在現範季節內銷售型暉，以期解說運輸商所面對運銷量和價格拉

動，以及誼動語導零售商捏升行鋪成本等問題。本策略之故果，叫可調

整產業銷售量、揖少價格控動之風時旦有助扭產品零售促銷計置。甜甜

桶和葡萄等商品可脖存在樹上，且在往佳期間視需要時才收聾。職此，

市場流量控制措施均衛季節內立運銷量，並握和價格扭動。是事現範吉

蓋運銷限量芳式(Handler Prorates)和限日運銷(Shipping Holidays) 

等措施;前者係于揖肢期間現範運輸商每星期可撞撞的最犬上市量，即

連追至某些市場之銷售量上限;若整個揖肢季節實行本措施，則具有市

場分配措施的效果;即限定受現範市場之銷售量和提升價格，且促進某

些產品轉λ加工市場。限日運輸係運銷商垣暫禁止出賀量之行盾，于有

限貿易活動期間，限制運輸適時的棋給量，如聖誕節和新曆年間之星期

。

2 品質管制策略 (Quality Controls) 
本措施旨在改進產品陪象，以期保誼品質對產銷雙方皆有利。若消費

者不惜代價購得正扭頭期產品之品質，日極其可能購買更多而擴張需求，

生產者則因此增加銷售量而受盎 o 除此之外，揖少商品腫葦損失和消費者

拒鵬等，則可降低運銷成本，進而叫同時提升生產者報酬和壓低零售價格

。一般而言，聶改進品質的自頤性計畫成敢不高，蓋無參與計賣主生產者

以高價出售其劣晶質產品而單單期利益。職此，對巴購取低品質消費者而

言，認聶市場內所有產品品質皆下降，致揖少購買。因此，參與計畫之生

產者未克實現努力之成果而退出計畫。品質管制訓令係遭遇聯邦強制檢制

產品，以建立最低分艦、大小和成熟度之標準。品質標準但使難者在確保

消費者購得預期商品，而建立良好的產品形象，如佛、德商州甜桶品質標

準就可預肪運輸間集中運輸。

3.市場主助活動策略 (Market Support Activities) 
有些運輸訓令結合產黨籌措研究和產品但銷活動基金，並建立包裝標

準;上述內容即構成市場主助活動策略之各項軍施。本軍略理念， 1:系基於

有殼的產銷研究和產品但銷需有龐大經費主持，若由所有生產者來負搪此

租費，則生產者之付出僅佔其個別生產成本之極小部f卦。無論如何，如同

自願性改進晶宮古作，影響由許多小農組成的自騙性研究和但銷活動之故

果。蓋壁未參與計畫生產者享有搭便車之利，參興計畫者需壘運銷訓令法

規限制，但使產黨內許多農民和運輸商共同分措研究和但抽煙費;如加州

梨、梅和生鮮桃等諸訓令，法定位銷售量比率體收上述費用。包裝興容器

(6) 



農業組濟半年刊，54期，民國82年12月 41-

揮準確保消費者取措標準一監之產品和包裝，且可能揖少業者運銷成本;

如佛州蕃茄訓令，要求業者之運輸單準是每箱淨重20或25硨。

綜觀上述運銷訓令的三大軍唔，大部的的運輸訓令著重在品質管制和

市場主助活動等三個單時之各措施，而水果觀實行快結管理策略之比重則

高扭蔬菜頭 (Eepp and Power 旦， 1990) 。此等結果意味，一方面運銷訓令

同時兼顧消費者和生產者福利，而以高品質揖導向來輔導生產，另方面著

眼擴張空且需求且陣{~產銷成本。聖果蔬產品特性之影響，水果聽較屬實

行性結管理策略;另值得一提者，除德州橘于和葡萄訓令外，各運銷訓令

皆會蓋運銷協定之現宜。

(.:.)經擠評估

l 提升經濟蚊益面

但結管理策略有利於生產者價格和所得之季節間和季節內之種定，蓋

攝少風時真降低生產者成本之效果。一般言之，生產者若面對較低風幢企

業，其報酬率亦較低，而農貨單位節有較高窟願以較{~利率貨結此等較{~

風幢企業;依此，祖訓令種定生產者報酬程度而語導生產者之增產幅度(

Fre口ch ， 1982;U_S ‘ Departmemt of Agriculture(a) ,1981) 
設定最低商品品質標準之運銷訓令，予消費者撞得品質保聾，一來瞞

少零售階段之耗揖，三來予消費者對商品的良好思象。職此，品質標準對

一些運銷商具有達成秩序運輔之功能。設有包裝樺準的運銷訓令促進產品

一致化，此等標準琵除包裝雖異化以消除消費者對產品之混淆;因此，改

善市場資訊效率，揖少運銷成本和聶華晶。

設定自運輸商擻現費之訓令，已具捏升單位產量和攝少研究成本之故

果，且更增強研究成果之可用性。自[1令內之研究措施保結合生產者和運銷

商共同解訣生產和運輸問題之潤滑劑，蓋個別生產者更足鉤資金投入研究

之用。大部岱訓令朝向增加市場賣訊之量及其可用性;由執行垂員會所攪

集資訊對產銷壟方皆有用，蓋改善其使策運作。

2 祖濟敢率揖失面

運輸訓令產生經濟敢率揖失，如有些數量管理措施之訓令，植評定導

致缺乏資輝分配強萃，即衍生產量太多萬不且現象;市場分配措施在施行

多年之哇，即導致生產過剩，遂有抑制星期性生產面積調整措施以肆庸之

。生產者配額措施涉及較高的祖或買λ配額戚本，阻止新生產者的加入，

結果可能導致產量的揖少。有些實行調節數量管理之訓令，產生阻制廠商

數量成長;如市場分配措施，運銷商之運輸數量不能超過可銷售量之市場

佔有率，促使有些運銷商未克撞致改善晶質或效率之盆盧;無論如何，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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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限制通常是暫時性的。季節間數量管理和市場流量措施，皆趨向揖少運

銷商間之價格競爭;限量運輸可能限制運輸商定價之彈性.::t;其可出售量

超出訓令配額量之暉，則未克達成降價目的Cjesse ， 1982iU.S.Genenal A
ccounting Offi 凹， 1976) 。

商品大小、等級和成熟度標準，可能縮小消費者對品質選擇之範圍;

若無品質標準阻制，某些較低品質產品可能隨時對有些消費者具有適用性

;無論如何，于上述限制下未明確知悉消費者付價興生產者報酬一獸性的

闢{系。市場本身成品較1~品質產品能掏出售與否之現範者，且唯有較好等

級果蔬15可眼收運輸成本，此等實措需要品質扭範之主園。

尚有多項未極盡實之故率揖槳，其一如認搞運輸冒11令需對糧食浪費直

責，國在數量管理和品質管制下，聶數不少的糧食轉為非糧食之用;而是

項盧理之資訊是強制性，但造成對未列λ訓令之產品是不適的結果，且未

克確定運輸訓令增加革揖少列入非糧食用之數量。其二是有些運銷商單產

品加工商堅稱，包裝和容器標準確是阻制包裝創新活動，去日成本節省控措

並末在容器姐範訓令之內;無論姐何，容器標準桔子試驗包裝免誼之利，

3&未克判定是項爭草之適當性。其三是有多項運輸訓令，要求進口產品品

質標準需與國內產品相同，在進口和國內生產不一致下，此可能阻制質品

數量;男方面，此揖最值觀草之一優點，故對品質標準之強果亦有爭聶存

在 (Zepp and Power旦， 1990)

3.其他體濟功能面

除主述盎本評估外，運銷訓令尚且所得卦配、訣單獨立性及農場數量

和現模之影響敢果。有些訓令導觀消費者、生產者與運銷商聞之所得重分

配，即祖訓令提升價格~艦和價格下跌幅度，埋期生產者所得之增加是以

犧牲消費者揖代價，但卻在往後揖年昔導產量增加，但使價格回跌至競爭

水準。依此，擁有生產者配額聶訓令所現範產品之生產者方可撞得長期利

益。生產者和運輸商訂定聖約情配下，運輸商之肢λ直接與運輸量有關;

限制運輸商出售量之訓令導致生產者和運輸商間之所得分配，通常由生產

者撞利。市場分配之訓令導致消費者問之所得移輯，蓋雖對市場限制上市

量，然市場內之銷售量卻因而增加。同樣地，晶質控制訓令有利扭偏愛高

品質的消費者，因係以偏愛低價劣品質之消費者爵代價。

由訓令執行委員會所制定的產業目標，取代個別生產者和運輸商之目

標，致運輸訓令阻制產銷雙方提罩之彈性，但基扭訓令公聽會之投票制度

，生產者曙牲個人自由來攝取集體利盎。相巨的，訓令之現範係用來抵制

眾多運銷商之意願;同時，由於合作社允許在訓令公聽會集體投票，致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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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者接受程度遠低於投票所示結果。

就生產者和運輸商間之相對市場分配而言，運銷訓令可維持分配現狀

且最具直接控果之措施是生產者配額，蓋其藉由限制新生產者進入，而維

持現有產業桔構。有關運輸商之運銷配額措施(如市場分配、庫存調節、

及季節內運輸阻量方式) ，允許所有生產者以其生產水準比牽來分享較有

利的生鮮市場，此一阻制可盟和小姐攬生產者和運銷商進入此產業，無節

有暉撞得現樟經濟之利。最佳，晶質標準有利加小姐模生產者和大姐攬生

產者問之競爭。

四、牛乳運銷訓令之措施及其經濟評估

日訓令各措施之內容

l 牛宇L分組

大多數訓令市場依用途別，將生乳分聶三蝠，部份訓令則將第三親和

第三級生乳現屬問輯: (1)第一組 (C[ass I )一盟成流體鮮乳，如全脂

乳、低脂乳和脫脂乳，此草生乳的衛生標準高，儲藏期限值; (2)第二組(

C[ass II) 製曲軟質乳製品，如流體乳油產品、冰揖淋、軟質乾酷和

睦乳酷， 1吐扭生手L之衛生標準和儲藏期間特質與第一驅者相同; (3)第三級

(Class II!)一製成可儲存和硬質之乳製品，如乳酷、乳油、脫脂乳輯

和煉乳等(吳明敏和黃瑋唱， 1990) 。

2 生手LJË價

聯邦政府在運輸商應付酷農草合作社之生乳最低價格之訣定，扭讀重

要角色，而乳品批體和零售價格兩者則由市場力量串成，政府不直接平預

。一般而言，主要生乳價格有三輯: (1)主持價格 (Support Price)' 以行

政命令設定加工用生學L:I&i且價格，以之間接主持各級生乳價格; (2)加工用

生乳價格 (Mar1U facturing Grade Mi lk Prices) ，除壘主持價格之影響外

，乳品加工廠之營運戚本和市場競爭程度，亦屬重要。目前加工用生乳價

格以 Minnesota and Wisconsin 甫州價格晶基準，也是各地區各級生乳

價格計算立主要依據;助聯邦訓令價格( Fed盯a[ Order Price) , 1937年

的農產運銷協定規軍農部扭設定生乳價格時應同時兼顧生產成本、可怯飼

料量以及市場位需等體濟因于，京以提偎純度詢、品質佳且衛生之生乳，

滿足目前及未來之需求，並確保酷農所得 0 個別首1[令市場均參考公聽會之

意見，訂定各級生乳之最低價格。主要有三輯: ( i )第三級爵製草種賞到L

製品之生乳，其價格揖上述蘭州加工用生乳之市場價格。( ii )第二級攝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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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軟質乳製品的生乳價格，由上述兩州現有加工用主事L之最新平均價格加

過去十三個月啟動平均值計算之單二級主乳價差， 1988年訓令市場第二級

和三扭生宇L每百層價差晶0.1主0.5美元。 (iii)第一親是製造鮮乳之價格，

揖上述聞州加工用生乳價格加上第二親和第三級生乳價差，此價差主在反

應運輸等實體分配管理鹿本和市場怯懦 o 第一組主宇L價格，以中西部之北

方最低，而以東南部各市場最高。各訓令市場價差之修芷~經聯邦訓令昔

佈俾款方得厲立。

基於上述，各級生乳價格係由古作社(酷農)和事L品工廠(運銷商)

協議快定，不可f~於訓令現定之最低價格。聯邦訓令市場之酷屋所得厲一

種混合價格 (Blend Prlces) ，該價格係參酌生乳用遠比倒和等級別生宇L

價格訂定。基價 (Base Pr i ce) J品及臨恩斯維爾計章 (Louisville Plans 
)之制定均有助於穩定全年內酷農所得價款。個別訓令之總銷售金額扭照

酷陸提但立各級生乳比倒而統一分配，酷農所得厲一加權平均之單一價格

或混合價格。第一班生宇L用量多的乳品工廠，頭提棋補償，金付予第一般生

乳使用量較少的乳品工廠。於訓令內不同酷農提倡之間等級生宇L所單價格

相同，一艦均高於揖定的最低價格。

訓令之經常性工作包括統計和公怖各級主乳價格和生乳之混合價格，

查誼各生鮮乳之乳脂率和運銷商的付款情形，收集和讀怖訓令運作的統計

資料和其他相關市場資訊，建立訓令之會聶記錯資料，以及向各乳區乳業

委員報告違反訓令的行揖 (Sleper and Jacobson , 1988) 
廣告和但甜可提高乳品的晶質形象和消費量， 1971年體正之農產運輸

協定法案授權各聯邦牛乳訓令施行研究、廣告、促銷及教育性計畫。乳品

和煙草調整方案 (D且 iry and Tabacco Adjustment Act 口 f 1983) 揖定;

自 1984年起每百頓生乳抽取 0.1美元以主持乳晶但甜、研究和營養敢育計

劃。

口經濟評估

牛乳運輸訓令成功且能持續成長理由，主要是屬酪農自顧性的計劃，公

聽會提怯相關團體表達和溝通意見機會，具法律基體確保生穿L之最低價格:

訓令有助扭保持市場順醋、穩定價格和酷農所得及提高酷農投資意頤和生乳

品質。訓令之最ft桔付價款現定有助於避免運輸商聞之削價競爭，且確保生

乳原料之穩定性鷹。冒l[令之執行亦具對乳品充份位應、價格格古理及滿足消

費者需求等功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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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銷協議會之運作

、意義與沿革

本政策工具保加拿大、大賽國協 (Great Br i tai n) 、扭西蘭、禮制和南非等
國政府干預相關農產品運輸之策略，協聶會員 注定單一政府揖構讀法人團體，

直接負責特定農產商品總產量運輸活動，即J且血商品生產者名義，來完成任何運

銷職能之法定且強制性的運銷機構(果明書&， 1991 ;M.Di llpi 嗯， 1990;Veernan ， 1987

)。此一單略旨在提升和穩定生產者所撞價格，進而抵銷商品購買者在市場運作

的價脅。

推動背景主要是間存的運銷系統和產品價格無法滿足農民的需求， 1920年代

初期，體制和紐西蘭協議會係導因扭戰佳價格的持續下跌和低謹，以及希望聽由

生產者共同盟甜增加市場講價力量和推動秩序運輸的彈力撞到挫敗; 1930年代的

經濟蕭偉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1940年代末期，大要圖協之政府與政府間農產品銷

售和國內運銷控制，則由於此一較中央化之權能值得三攻大戰期間農產品價格得

以穩定，此搞農民接受並驢贖推動的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撞，設立於揖洲昆士

蘭 (Queens land) 和紐西蘭者，是最早運輸協講會組織。盡過立法賦予協議會多

種強制力如規範產銷活動、對農民、運銷商和製造商的強制程度、運輸職能之盟

式和範圍以及運作上的自主程度等，則因產品和國家別而異。雖有生產者代表職

司監督工作，但運銷協議會保攝一種以「生產者揖導向 (Producer Oriented) J 

，而非晶「生產者所控制 (Producer Contro 11 ed) J 的組織(M.Dipll i 呵， 1990)

。

二、創立或修正協議會之程序

請去日前述，運銷協議會的設置係作揖偉謹和改善特定農民團體之鱷酒地位，

致其在政府現範下具公共機關之財團法人，因而其需配合一個國家之行政和祖攝

型態。運銷協聶會的揖權立法是一項有彈性的架構，一方面對政府和農民活動之

確定性、一致性和種定性提棋充份的保聾，另方面可維持競爭的理撞。依此，運

銷協聾會之運作具有實實權力和控權及其資金融通的方法。于加拿大盧榮運銷法

案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 讀某特定法案，有不間的運輸協議會形成芳
式，如安大略省的農產品軍備法就予所有運輸協議的設置和運作具有充甜的立法

)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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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權;于自下的農產品運銷代理商法案，有關全國性草地區性位給管理計畫的設

置和運作就祇阻扭噩輯和家禽 (Veeman ， 1987) 。

農民的主動提出是設置運輸協誦會之原始力量，其可缺定是苦依某團商品來

成立一個運輸協議會。成立協議會之第一步輯是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由誼會草

擺一唱臨時運銷計章，內容音蓋植現值的商品、所關心的農民、協議會結構、委

員的選舉方法、運銷計畫之目的及聶實現藍計畫所需的捏權案;第二步驟是對此

臨時協議會的認知，由臨時協聶會向上級監督單位(農產品運輸協議會)呈報其

草案;第三步輯是注定有關對此臨時協議會的意見表達，即對此運銷計畫的申請

車至少需有一定比率(如15% )生產者的當署，且保留此記錯;最後，若有參興

投票者三分之二單以上者同意此計畫，則語草案可能被接受，且由內閣通過必要

的現範後，此運銷協議會方可屆立。至於運銷協會的經止、改聾草擴張其權立了，

其程序亦如同上述。

強制參與協聶會的權限量適用扭每一位生產者，即使投反對票者亦不制外;

因此，所有生產者需遵守所有現範，否則停止土產。自廟式的運輸合作社常固搭

便車問題而失敗，即未參與者亦撞得較高價格之利。運銷協議會非晶靜態者，常

有斬成立協議會草終止原有協議會，其荐腫端而且生產者的滿足程度，可臨時投票

路止協議會的運作，但農業部長亦有權終止一個運輸協議會。協誦會且一功能是

收集相關產品之所有相關官員訊息，通常委員的組成在控權立法內有現定，即來

自社會不同層立的代表，爵維持協講會揖生產組捕，常是土產者代表佔有多數。

香員代表可能是由生產者投票選出草生產者組織來指定;除此之外，委員成員尚

有販運商、零售商、政府代表及農場營工。政府常有權苦快上述的組成方式，即

需考量社會大眾或消費者利益，基於保謹消費者運動，運銷協議會亦有消費者代

表。協誼會問之上組成員是管理董事，及其各功能可組攝負責運銷協議會之執行

，董事會係鱷由農民和運銷商無記名投票，載有時由農業主管任命來組成 (M.D

i llpin日， 1990 )。彙桔上述，運輸協鵲會之運作概分揖: (1)設立前提出草案，祖

生產者投票草控訣之主持; (2)扭扭權立法建立五載明個別協議會委員資格、職能

和權力範圍;帥協議會香員有政府控權快定者、生產者投軍產生者、消費者和各

級運銷商，共同來執行其運作。

三、運銷協議會類型及其功能

依相關文獻，得知運輸協議會之體制、權阻和活動等皆頓離異化;一股而言

，運輸協議會旨在面期改善生產者的經濟地位，自口增加價格和所得水準、揖少價

格和所得木穩定及提位老軍公平地參與市場機會。下文就協議會權限和活動來區分

其輯型，示如圖一 (M.Di llping , 1990) ，運輸協誦會有非寶島與貿耳兩大賽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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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研究 |晶質保置 |供拍管理

但銷活動 |包裝標準 |固定價格

呵
呵

貿易權力 |單一買者 |單一貿易商

維持常平 |指定惜 |單一加工商

倉運作 |商

圖一運輸協議會之額型

(一)非貿易世協議會

1.諮詢和但銷式一一苗頭協議會職能是市場促銷、研究及諮詢，為下列工

作而執行前導性計畫:噩展產品新用逾五市場;提棋產品品種、包裝方法

、分扭標準、品質分析和爭議仲裁等諮詢. ，馬融通協誦會運作，對銷貨具

有強制性的課體。

2.揖範式 有多數具l比曲龍之協議會，吉畫展並應用齊一的品質標準、為

外銷產品提棋統一的包裝程序、為謹免價格下跌探用年價格輯古(Year P 
rice Pool)' 進而控制流λ特定市場之運輸量。時此，向完成設置品質分
析試輯、硨秤、分棍、財藏、包揖及加工等設施，以及甜宜設備重口中央拍

賣市場，馬控制產品之市場流量，常利用上述工具，以體行執照和檢驗作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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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推動力量。對己置記的包裝站給予配額，再分予生產者。

3 價格穩定式 比輔型協議會旨在建立穩定基金，以生產者和消費者名

義與大加工商、批噩賈者及分配者協講價格，進而確保特定產量立價格。

當參與此協聶會之生產者是專業化且人數不多，則很容恩來管理此協議會

，此聶促使棋桔限制可行性之重要因素。

(斗寶島性協議會

l 價格種定式 此係噩遇與其他企業貿眉來穩定價格，其可能讀不可能

有權但使生產者和寶島商探行固定價格之手盟;而其營運係連過有執照代

理商、本身所有購買站、本身零售適時及特定翼約零售業已存在運輸企業

等互揖競爭。

2.外銷獨占式 本頡型協議會是特定一項載一群產品的唯一運輸商，崖

品來頓係直接向特定地區農民購得聶通過私人合作社或農民合作社等代理

商購得，之種以拍賣或鐘過銷售代理商來出售其產品。協議會可能自有車

租用運輸設施和加工設備，其價格政策通常係基於事前向農民宣佈的價格

。

3. 圍內獨占式 係聶維持提棋圍內消費的自產農產品價格，此協聶會以

授權對生產者和零售商訂固定價格，且有時具有獨古外銷單在特定地區拉

君主昂。

(三)功能及其手陸

由上述，得知雖協議會之目標因其甜能而吏，但主要目的在提高農產品

價格及農民所得，許多協議會且將之列措唯一目標;次要目標乃希望揖少農

產品價格及所得之極動，並捏棋農民企平的市場機會;其他目標如建立和強

化產品品質等融、分配圍內外市場和提高產品銷售完等。個別協議會的職能

數目、型式和權限範圍互有差異。除少數同時執行下列所學各項職能之外，

般僅推動其中之部份: (1)市場資訊的蒐葉與傳遞;的促銷與新產品噩展;

(茍生產與運輸研究;科研擺與執行農產品等組標準;的營運或監督銷售揮作

; (淘集體議價力和價格訂定; (7)產品的購買、JtT存及銷售 (Veeman ， 1987) 。

聶達成運輸協議會所揖謂的目的，較常揖用的措施示如表 1 (Veeman , l 

987) 。基於上述，費現運輸協議會的權限相當廣泛，而介於兩個極端，其一

是對會員權眼最少的諮詢和但鋪式協議會，蓋其會員關係常是自闢性;其二

是藉由農民間配額分配而直接影響生產量之位桔限制的運銷協議會。前一極

端的運輸協議會有下列工作: (1)市場研究; (2)晶融通活動向生產者課擻費用

; (3)增加產品需求; (站在已知需求下來最大化單至少改善農民的報酬;的市

場主持工作如包裝現梧的標準化。後一極端的運銷協議會扭扭與大幅管理和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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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方面的自主權，草對圍內生產和銷售有完全的獨買和獨賣的權力;控制

數量的捏權是此蝠協議會最重要的工具，而其控制方式有季節內的市場流量

現範與總寧節的數量控制;種一方式藉由國內外市場分配、直接貿屬及置過

生產配額在會員市場分割之揖範。

表 l 運銷協議會之目的與對應措施

自 的 島達成目的而常揖用的措施

1.增加生產者所得興價格 ( 1 )需求擴張(透過差異化需求和聞聲新用途草

市場)

( 2 )提升市場運作敢率
( 3 )加強議價值力，以利用由運銷服輯部門、消

費者和政府撞得利益

2.誡少價格不確定性和鹽動 (1)考量等級和運輸戚本差異的綜合聶平均訂價

( 2 )穗宜生產車主市量
3.對生產者捏但更o平進λ ( 1 )綜古訂價
市場的機會 ( 2 )遍重配合

四、經濟評估

農業運銷協議會在本質、權利、活動典故果的極雜化巴是長久的爭囂，諸如

毛輯、蔬革和水果的協議會對市場運作力較不限制'3&其強果不明顯且較無爭議

性，但如酪蠱、蛋、雞肉、火離開煙草因對市場運作較具限制，致爭議性較大。

一故而言，評估運銷協議會的準則是: (1)對經濟敢益之歌果，尤其是有敢賣頓利

用; (2)提升草至少維持價格和所得之敢果，強調價格和所得的絕對水準，且在產

業內外之分配和比較;個抵銷投入和產出面獨買和獨買力量之成功程度; (4)有關

含蓋骨運改善、農場桔構、技衛揖用率及生產者企業精神等的結構準則 (M.Dip

11 i ng , 1990) 。

(→福利殼果

常探用配額市場業盟和比較相做團軍之價格和成本等方法來評估福利敢

果，己有多位學者算出書長禽和雞蛋運銷協聶宙之消費者福利揖失示如表 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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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iplling ， 1990) 。夫致而言， 1比一揖失是非常大。由加拿大和西德體驗顯

示，雖社會福利掙揖失相對小扭消費者和生產者所得移轉數，但由於缺乏資

輝分配敢率而引起明顯的福利掙揖失，敢有偎拈管理對整體社會並不有利之

結論。性結管理式運銷協議會導致大量所得移轉和經濟敷益之淨揖，且其運

作的主要障暉是配合怯蛤限制之訂價，蓋其需偎輯、價格和需求間之動聽聞

f系的數量資訊。設定價格超過生產成本之意義，是促使農民生產超過配額所

容許數量，致椅生市場不穩定，進而提升因應世界市場條件之儲藏和外銷量

，增加額外的社會成本。

表 2 加拿大家禽和雞蛋市場實行運輸協誦會之消費者福利揖生

單位:百萬美元

Van K口。 ten Veernan E且 r 1 i 口E Barichello 

家
禽 251. 7 215.3 215_8 74.0 

雖 噩 109_0 107.7 99_6 73.0 

(二)提升價格與所得之故果

由物價指數顯示，因人厲的快結限制，己促使加拿大生鮮蛋的相對價格

上升;于揖少消費水準下，以捏升消費者主出晶代價的所得移轉已確保生產

者福利。由統計資料顯示，供枯管理增加所得流壘，敢每年每位農民撞得 2

萬至 3萬美元。于受棋拍管理的產品，以相對每月價格變動表示的相對價格

離歡度已攝少，主持運銷協議會者稱此一價格扭動的棋少對生產者和消費者

皆有制，蓋其皆厭惡風時，且可如期預估價格賽異，其所費戚本不高。無論

如何，就加拿大和美國實施經驗，宋體現加拿六零售和批發價格較美國來的

穩定的歌果，且加拿大棋桔管理商品生產水準亦較美國來的不種宜，意味運

銷協誦會之配額管理、訂價和進口控制對穩定零售價格和圍內生產水準未呈

現較好的結果。 政府對產業的平預可能扭曲產品和中間控λ價格，加拿大、

西德和大英國協之家禽肉和蛋已固政府平預而有價格扭曲現像，重日加拿大的

扭曲率在36-42% '西德則有25-30% (M_Diplli 呵， 1990) 。

日市場拱需力量敢果

設置一個運銷協議會的必要性與判斷準則，的基加生產者在市場運作力

量的薄弱，而于農場水準具高度競爭，蓋人數多且小姐模的主產者面對在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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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面和生產面少數廠商于位需之較高集中度。事實上，許多運銷協誼會成功

地作爵抵銷上述力量的工具，但面對史品集中的專買，其作揖小現模市場聾

作之農民肪衛工具。但給管理試運銷協議會對農企業最顯著強果，是轉移農

企業市場運作力量主生產部門，此乃協議會之福利散果需考量對固定位結和

產品運輔之衝擊敢果。就家禽產業而言，因素面有孵化場和飼料企司，產出

面有難問加工商;依因素面的調查結果顯示，于施行運輸協聾會撞大部甜的

上述廠商已增加毛盈盤，且因協誼會政軍改善生產者財草草惜自而撞益，致其

價格己較施行前增加來得快，進而對消費者之產品品質和勞聲及其利潤皆有

改善。于產出面之產業內的市場運作的轉移有下列的改費: (1)但給鹽動一一

竄禽肉棋抬不再連過興飼料公司和加工廠之聖約和財聲協同來訣吏，位寄給管

理巴影響加工商人數和現模，于自由市場加工商壘垂直整合和韓異化之扭模

經濟之利而擴大，有位給管理之後，產業的面硬性移轉予加工部門;但運銷

協議會的位桔限制政策，導致設備的充分利用及加工業者存賀數量的增加 0

(2)價格賽動一一難肉價格不再壺買賣壟方市場或協調的訣宜，而空協議會

的訂價公式來訣定，由其高價政策來訂價格，水準是在公平草草競爭市場之

上，致加工聾者之加工產品直在高固索價格興偏悔的浮動市場價格之間，可

能導敢業者對產品品質、消費者服輯及其利潤的負敢果。

上述的基本改變對雖肉產業已有重要結果，在未主付任何補貼之風瞌已

由飼料、孵化和生產單位轉移主加工單位，盟在生產之前已有葷的，雖肉生

產者風幢已降至最低，此來一方面可確保其產品的風時，二來因價格被固定

在生產輿戚本的公式，可確保價格正常地會蓋生產成本;生產者唯一面對的

種濟風酸是與其所擁有的配額價值有關。再者，常平倉存宜政單己由民間部

門移轉市場風幢至公共部門，且在民間部門量分配此風幢;且此市場風幢可

自許多政策來降低，但卻帶來制度風腫的增加 (Veeman ， 1987) 。

(四生產致盎興結構調整

一艦由農場艷、規模增加和農場賣輝集中度來評斷結構墮動，運銷協議

會政策可用來艦和小農問題。于自由市場，賣輝因應價格、成本和報酬等鹽

動在區壩間或產品間而移動，一項產業未克撞取比較利盎而導3&賣輝利用之

故益和調整的直接結果是提升其非競爭程度。一艦而言，長期資源配置不當

的問種方式: (1)所主置的商品組合不符合由相對價格表示的袖韓者嗜好和偏

好;自)每單位產出非最有故率。後者如于純粹聶哥惰噴下，產主聾的眼制可由

平均成本的增加來表示，且每單位置出負措較多的固定戚本，數明顯地捏升

單位營運成本。

加拿大的小農保謹政策，導致生產部門有許多相對小姐攘的生產者，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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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賣輝分配的主效率;就社會觀點，補f賞缺乏敢率生產者的揖失並不大，

致晶但使生產部門現代化。因加拿大難蛋生產依偎桔管理來營置，其生產RX:

本已增加，董配額的現範巴限制營運組模的揖張;由相關實置研究顯示，安

大略省的平均揖模已小齡最1Jt有敢姐模，且由趨向較大姐模者左右市場快結

量。另位給管理亦產生浪費現象，即雞蛋破損比率已增加，有 3%的輯、偎拈

量以恆於生產成本的價格來出售。在價格固定的位給管理情阻，農民必需最

小化成本，其已購得配額方可確保利潤;華社此，晶質的下降是可讀期的，

蓋農民探用新技惰的連度可能不如在競爭情說。揖言之，運銷協議會的存在

，誠少探用新技桶的投資語固，因而生產敢率就恆於正常揖用扭術情沮之故

車。無論如何，加拿大 Alberta毛聽運輸協議會對改善毛聶運輸立運作敢益

有貢獻，即置過現值體酒、集宜系統和保障設基金等來節省營運戚本。

目一結構和效盎敢果，是來自加配額分配的凍結區壩生產型暉，不同的

配額制度有木間的眼制新生產者的進入，即並不提怯生產者均等進入市場的

攝會，新生產者的生產成本不同於原先配額成本，其差異由配額價值(Quot且

Value)來表示。就企業擴展而言，配額制度限制個別企業自由。最佳，農業

部門內的資本和勞動的不完全移動導~可觀的賢、暉臣是用，進而影響整體經濟

體系的故益和不公平的部門間所得分配，故位給管理的活動需有額外的移動

而不扭曲農業部門的情祖(M.Dipll i 呵， 1990;Veem凹， 1987) 。

肆、經濟理論基礎

由上述持析，量現木論運輸訓令草協幫會的運作，其背撞均有經濟理論的主

持;細觀訓令輯協議會之各項措施，其經濟理論的依據: (1)常平倉立軍(Butter

Stock Scheme) ，如運輸訓令的市場流量規範; (2)差別取價法 (Price Discrim

ination) ，如牛乳罩銷訓令與訓令及協講會在季節間數量在國內外市場的分配;

開配額式的怯給管理 (Supply Managernent via Quota) ，如訓令的數量管理和協

議會的配額制度，下文擺就訓令和協輯會分予說明。

一、運鞘訓令的經濟理論

由於美國運輸訓令有牛乳和果蔬特用作物之分，位攝的理論有異，即前者以

差別取價措主， ~車者則有常平倉和怯桔管理，革解析由日盾。

(一)果蔬運輸訓令方面

(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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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析常平倉在運銷訓令之應用，位市場流量現範的運作，得知本策

略係在現範季節內的銷售型態，以量居季節內均勻的運銷量和艦和價格控動

，故其經濟理論單位~ Waugh (1 944) 所提出的價格不穩定來自位給面的價格

穩定之理愈。運銷訓令係盧抬高度競爭產業內生產者和產地運輸商共同揖定

的秩序運輸計畫，即如French (1 982)認晶運輸訓令之運用係一項商品政策

，可聶哥農業生產之結構和控制，進而畫過市場穩定可改善農民福利。

P 

T
L

「
」
句
t

ppaP 

C 

S2 

D 

。 Q1 QC Q2 q 

國二 常平倉在運銷訓令運作之應用

自圖二說明運銷訓令與市場穩定之關{旱，晶簡化說明，但詮價格不種定

係來自闢攬生產之怯抽面，且一個季節總運銷量眉官=QI十 Q2' 運輸訓令
之目標是建立在此季節內每星期種定的運輸量及價格分別是:

Q I+Q" P I+P2 
(1) Qo二， PO= Q 

2 2 

由此，意味圖二之 SI和 S2是瞌睡棋給面數，且各有 50%噩生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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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會; 1比一概念即是遭遇常平倉方車來達成市場穩定敢果。于運輸量不

足之星期，示如(此， P 1) ，若執行上述運輸訓令目標，則生產者剩餘

( Producers' Surp 1 us , PS) 、消費者剩餘 (Consumers' Surplus , CS 
)和掙社會福利 (Net Social Welfare ， NSW)等聖化分別是:

(2) L-. C S]=A + B' L-. P S]= - A' L-. NSW1=B 0 

于運銷暈過剩之星期，示如(包， P 2) ，著執行上述運銷訓令目標

，則上述經濟福利之變化分別肩:

(3) L-. C S?= - C - E' L-. P S ,=C+E+H' L-. NSW,=H 0 

綜合上述兩種情祝，連甜訓令對市場穩定目標訂在( Q 日， Po)之最

佳故果是:

(4) L-. C SI+ L-. C S ,=A+B - C - E ' 

L-. PS]+ L-. PS 2=C+E+H-A , 
L-. NSW]+ L-. NSW2=B+H 0 

以上結果，章含通過運輸訓令的市場穩定強果是生產者撞得利益大於消

聲者，撞但使在上述值設下，于季節內執行運銷量的平均故果是 1/2 (B 
+H) 。其攻，考量配額式的{共桔管理，位數量管理的聾作，以生產者配額

來達揖升價格的目的;申言之，此配額係指于每一運輸季節限制生產者運送

至特定市場的數量，進而影響產品的市場怯艙，具有 Veeman (1 987) 所指的

非自由進出的卡特爾式(A Cartel with Non-Entry) 的組濟胡能。由圖三說
明配額在運輸訓令的應用， (Qo'P O ) 示原先競爭均衛點，于設置配額盤，

總產出限定在此，小胎未控制情血之此，由此引申出盟期棋桔聶垂直的，

在Q]下生產者撞得價格是 P 1 ; 依此，價格增加的結果，生產者剩餘增加幅

幅度示如A的面積。無論如何，國產彈:攝少所話導的成本節省小於未克出售

Qo的收λ損失。揖言之，快結曲線由 Q。至此 'Q1e b Q。示成本節省，而
Q]dbQ。示收λ揖失，其間之差額由 C的面積來表示;依此，生產者的淨利是

( A-C)的面積，即若市場需求是主彈性，生產者剩盤費動的幅度是正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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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消費者剩餘的揖失，一方面因 Q]促價格上升需有較高的主付，

以A表示;二方面目未可購買Qo-Q]的揖吏，以B表示，最接結果呈現在

需求曲組介於Q。和 Q]之間的面積，即負的 (A+B) 。

P 

Pl 

p 
z 

。

A 5 

ql q2 q 

闡三棋拍管理在運銷訓令運作之應用

最後，于數量管理之市場分配措施，係應用獨佔廠商理論之第三級差別

!cz價 (Third-Degree Price Discrirnination) ，即運輸訓令執行委員會說定
運遠不同市場數量比萃，來提升生產者報酬。告策略在運甜言fI令之應用需滿

足: (1)不同市場有其差異的需求彈性; (2)不同市場間不具產品流通性。一股

而言，晶提升生產者報酬，常是阻直在原始市場 (Pr imary Market) 的銷售
量，剩餘數量則在次報市場 (Secondary Market) 出售。

(:=)牛乳運銷訓令方面

甜甜前述，訓令是主持所有生學L價格，有身組價格和混合價格之分，而

分頡訣價 (Classified Pricing) 則是華社提升酷農報酬觀點，應用差別取

值的方式。聶下文分析之便，有下列的假設條件: (1)執行委員會晶真會員的

銷售代理者; (2)鮮乳探用第一組價格，非鮮乳是第二扭價格，作品表示滿且

不同市場體件;個實行兩個價格計畫 (Two-Pr ice Plan) ，而非鮮事L用的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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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需求較具彈性，鮮乳用的市場需求較乏彈性，且不超過一;由圖四說明差

別取慣在牛乳運輸訓令的應用。

P 

B 

A 

。

D Y' 

I 

D 

0' 0 q 

圖四 差別取價在牛宇L運銷訓令之應用

OQ示執行重員會故銷售的牛宇L數量 .DD表示鮮乳市場需求;若以單

一價格來出售所有數量，則價格水準晶Qp. 酷農總收入是OQPAo 現考

量兩個價格計量，此來提升鮮乳售價至 Q'P 可的*-準，而鮮乳銷售量捕。

Q' .剩餘的 Q'Q銷售至扭扭市場，其市場需求由 dd表示，故其銷售價格

聶 OP" 0 就單一價格的運銷方法，執行委員會以QP價格來銷售OQ數量

，其收入是OQ乘以QP所表示的QPAO; 于兩個價格的銷售計畫，生產

者的收入有鮮乳部份的 Q 且 P 'BO和非鮮宇L部借QP" CQ' 。兩個價格的

銷售計童提升生產1&λ的幅度祖較少量以較高價出售部甜甜以較低價出售剩

餘的量問之差距而定;就圖四觀之，的是面積 I(=ABP'P) 超過菌種III

(CP"PF)的部妞，揖牛宇L運輸訓令揖用差別取{置對酷蠱的經濟散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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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運鞘協議會的經濟理論

誠如前述，運輸協議會一來藉由均衝議價力量來輔正市場攝龍，二來遭遇配

額式的快結管理一方面達成農產品棋需均衛，另方面提升所得和改善所得分配;

下文提分手說明之(肅清仁， 198日)

(一)暨邊獨佔模型在運銷協議會的應用

P 

P 2 

P1 

p 
3 

。 O2 

崖晶供給

01 q 

圖五運銷協議會的均簡單價功能

受農業產業特質的影響，于農產品面常呈現產品中間商的獨買，而在農

用品面常爵因素製造商的獨頁，因而形成雙邊獨佔 ( Monopos口 ny~Monopoly)

的局面，導致農民以自由觀爭方式來出售其產品，而以高價購λ生產資材，

由圖五呈現此等結果。獨買者收購OQz量，而農民撞得價格是OP 3 ; 若經

由運輸協議會車站古農民，可以 Pz價格來銷售OQ2的數量;依此，設置運

輸協議會的前後，有價差P 2 P 3存在;無論如何，藉由協誦會和中間商的議
價可能導監P ，價格和 OQI銷售量。職此，一來置過協議會有輔正市場機能

(23) 



一58一 農產品運輸訓令和運輸協讀會之比軒卅

的可能性，而邁向公平主品，二來農民所撞價格水準至少比原來仇的水準

來得高。

(=)配額式拱給管理在運輸協議會的應用

前已述丑，在運銷協議會的配額制度具有改費拱甜的油龍，即由協聶會

所在起宜的產量得體由政府棋准，則農民僅依照配額的數量來生產即可，車上

述極准的數量接近自由市場數量，此來可能惜生各期怯桔量蠱近等於當期市

場需求囂，進而達成怯需均衡，由圖六呈現此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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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快結管理與運輸協議會之關係

設置協議會之前，生產者揖純真式 (Naive) 的價格預期如傳統揖擱原

理的生產~章，形成 SI草 S ，之棋給曲蟬，而價格在Pj和 P 2之間楣環扭動。
現考量藉由運銷協議的配額生產位及其性結組揖宮;由此， 來種定市場的
拱結量和價格水準，二來若總配額量甚接近自由市場的水準，則有利扭資掘
利用朝向合理配置。

至於配額式的棋結管理在運銷協議會對提奸或改善所得分配的功能如同

前述運輸訓令門之運作。 Veernan (1 987) 誼賈配額式#寄給管理計畫所引起的

無謂揖失 (Deadweight Loss) ~韋小於價格主持 (Price Support Scherne) 和

差額補貼 (Deficient Payrnent) 等方車，因而依攝加拿大的經驗，揖行位
給管理作揖所得主持軍略較屬撞得利盎團體的主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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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比較分析

誠如前述，改善運輸制度和穩定農產價格是未來台灣島單調整方案的重點之

一，邊有倡議引介運銷訓令或協囂會作揖達成上述目的之一工具，並于前文已分

別闡釋話聞單工具之意輯、目的、運作及其經濟理論依嘩。聶1&他山之石可以故

錯之故果，下士提就該兩項工具的異同予以比較分析，位提推動草揖行之政策參

7jý:_ 0 

一、相同點之比較

l 沿革方面一一運輸訓令讀協幫會均導輯於1920年代世界經濟蕭悍的結果

'運過自廟性的合作運動來對缸農產品的{[f，價格和混亂的運輸條件。基扭

搭便車和高度期盼的影響，導致此等合作運動的失敗，轉而衍生提出強制

性合作的協議會或訓令。另爵達成莒南噴工具的目的，皆有其法暉基礎，

如美國運輸訓令位攝1937年 AMAA ，加拿犬運銷協幫會依揖1949年農產品

運輸告案 (Farm Products Marketing Act) 。

2 政單範圍 位農業政輩分頡觀之，當兩項政草工具皆屬扭運輸計畫(

Marketing Programs) 內之措施，即鐘過運輸合作計畫來達成提升盟民在
市場運作力量、改善運鉗制度及穩定農民所得和價格，敢當兩項工具亦具

有市場組織和控制範疇內之功能，建成晶實施該兩項工具國家之重要圍內

農業計畫 (Domest i cFarm Programs) 之一。
3 政策工具之目的 皆以尋求秩序運銷揖其最格鵲的，一方面藉由創造

農產品更好運輸幌件，三方面還過抵銷農產商品買方在市場運作的優餌，

由此提升和種定生產者的價格和所得，以及種定產品棋站。

4 符合三萬基本原則(黃萬傅， 1991b) -- (1)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市場運作

，就兩項工具所依揖法暉，農業主管係立足在調和生產者、運輸商和消費

者主利盎，由下而上來輝映農產運輯和所得問題; (2)減少政府財政負措，

該兩頭工具均具有自給自足的財政來蟬，即基於法曠的扭權，執行訓令讀

協議會的單位可向參與的生產者革運輸商擻收費用，作揖誼通營罩、但甜

讀研究費展等之用;除少數行政間本外，不需編歹日補貼預算。依此，由日;軍

甜言1[令常被喻聶「看不見的農業計畫J (Farm Programs You don't See) 
; (3) 自主式的運作，位攝其相關法暉，當兩車工具的運作全依叢書利盎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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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捏出申請，經由民主投票和審議過程，設置說絡止其運作;運作主體皆

遭遇由相關業者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來主司其生產和運銷計壺，此等代表

的組成雖以生產者晶主，然兼顧運銷商、消費者、政府和專家學者的角色

。

二、相異點之比較

I 實施的國家有真 理銷訓令僅有美國實施之，依揖法輝是農業運輸協

定法草 (AMAA) ，各州得依聯邦的母法設置州的運銷訓令。推行運銷協議

會則有多個國家，加拿大的法輝是農產品運銷法案 (Farm Pr 口ducts Mar 

keting Act) ，各省得依比設置省的協議會;紐西蘭的法輝是初扭產品運

銷法案 (Prirnany Products Marketing Act) ;澳制並無特定法蟬，而是以
各產品來訂定法案，目下主要產品均由注定運銷攝構探公司企業的組督;

南非的法輝是運銷法案(The Market ingAct) ;西梧的法棋是農產品運輸法

案。依此，實施運銷協講會的圖家比實施運銷自1[令者來的多，且此等團軍

的民主程度車經濟制度不一。

2.體型(合適用的產品對象)一一運輸訓令保以內銷產品揖區分訓令頭型

的基礎，冒11令有現輯適用和不可適用產品的種蝠，大監分晶乳攝丑果蔬特

用作物，大部骨是島腐性相對較高的農產品，皆強調生產者之運輸量配額

。運輸協議會的幫型係以葫能搞區分的基硨，而吉蓋的產品一方面以禽畜

產品聶主，二方面則有考量外甜的農產品，皆強調生產者之生產量配額。

基加此，體現訓令較適用在以內銷爵士且昂庸程度較高之產品，以現範上

市量作揖特定市場之手陸;協議會同時考量內外銷且島腐性相對較低之產

品，以現範生產量作搞特定市場之工具。 3組織一 運輸訓令位各產品

僅有基層組攝所組成的執行香員會，且偏向以生產者晶主體之垂員會;運

銷協議會的組織有兩種聽型，其一是紐體系統的企單公司型配合各相關的

委員會，其三疊加拿大系統的結合中央興地芳組織，即前者是中真運輸機

構，往者是協議會運作的各代表和內部職員。職此，一方面馬達成莒南工

具之固標，運銷訓令僅對產量予以干預，而協議會則同時對價格和產量乎

以干預，並政府在運輸過程之角色日漸增加之書;二方面呈現協聶會運作

的主體單型較訓令來得種雜，且某些運作主體已故閻公司體制，進而強化

其營運效率(賣萬傅， 1990) 

4 策略內容及其對市場影響 屬牛乳的運輸訓令係以產品用撞來快足其

售價，致其策略以支持價格揖主，品質和市場活動晶輔。屬果謊的運銷訓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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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以品質控制和市場活動為主，數量控制聶輔;若比較水果和蔬菜訓令之

策略內容，于1990年資料顯示水果相對上利用較多的數量控制措施;此等

結果意味運銷訓令重祖品質和擴張直屬需求。就美國實施訓令的經臨而言

，具有高度控率地來種定市場，尤其還過嚴格的運輸控制而達成季節內的

價格種定。

運輸協議會因設置的:çjJ能而異其揖行的策略，大致而言，以數量管理

馬主，品質和市場主持活動揖輔;申言之，即以譯過配額制度的價格穩定

式萬外銷獨古式的協幫會佔有多數。依此，且好的配額制度是協講會成功

運作的關韓因素。就實施協講會的扭瞌而言，對市場的影響程度祖其助能

而吏，主日諮詢促銷式著重影響長期需求，而價格穗定式和相關貿屬性協議

會則容屬串成獨占的市場結構。

5.實施致呆一 大戰而言，運銷訓令的結果有: (1)市場運作力量的均街，

由加工商轉移至生產古作社團體;還過嚴格運輸期之運輸控制，確保價格

穩定的增加;的可偎銷售的商品更具齊一品質;胡整年有更多可適用的商

品;的提升生產者的價格。運輸協議會的故果有: (1)揖少一年內生產者所

得和價格風幢; (2)去除生產者運輯和訣價功能; (3)消融大部份體物盧理和

昨藏撞利的機會; (約攝少主要外輸和運銷廠商對商品價格的影響力量; (5) 

運漸增加政府在運輸之角色。由上述敢果，噩現運輸訓令加重生產者在運

輸之角色，而協議會則是政府。

6.實施條件 就美國經屬和相關實誼結果顯示，故設置運銷訓令之農產

晶至少需具備島腐性且生產季節性、需求價格和所得彈性皆低、生產區域

集中及有高度代替品存在及其擁有良好的生產和盟運組織等諸條件;故其

產品項目主要會蓋牛乳和果聶特用作物等。依加拿大等國經酷和相關實譚

結果顯示，故設置運輸協議會條件則以考量價格形成方式、容屬實施好級

、屬於控制生產種輝及品庸性相對較低等，故其產品項目會蓋大部的的監

物和畜產品等。

另就農業的現模結構觀之，參與運銷訓令的農民，大多是商業化農場

(Commercia[ F且rms) ，而少數是軍區農場 (Fami Iy Farms) .而實施協

誼會的國家大都以家區農場島主體，惟扭澳結合此等農場以公司型態來作

揖協議會營運的組織方式。

揖上述的比較，彙箱上述兩項工具要點示如表 3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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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撞甜訓令和運輸協聶會之比較

起銷司11 令 適銷協議會

l 政策範關 盟肯計畫、市屬組織罪口控制、美國國內屆運銷計畫、市場組織和控制、國晦貿易計

業計盔、個格支持 畫、貿易協定、相關圖書控盟內農業計畫、

價格支持

2 話 義依1937年AMAA ，結合譯者和政府共同姐姐相關國家依其法源，為中央甜守監督產品

產品還銷量和品質 運劃!)之個授權單位

3 目 的 創造秩序迎銷條件和穩定供給、所得及價提于|戶和穩定生產者伯格，並品銷頁:行市屬

格

運作力量之優勢

4 串且 絨 由農民和運銷商主動雖出申請，並組成執依不同功能的協議會，形成加盆大和紐過

行委員會 的兩**品龍系統。但具有政治性地指派協

議會理事、由農民選出董事會和政治性地

指派消費者代表

5資金來源自執行委員會向謹銷商徵岐 (1)由營運目的而來進鉗岐入自驚之 :ω若

有虧損時由政府融資保證

自措 施供給它理、品質控制、市場支助活動、牛 (1)基本職能:建立市勵〉析和預測計畫、

乳分級訂價 法定國內市場配額和價格、

估計外銷市蜴需求、對農民

發運銷許可證、以生產者名

義建立綜合起銷、對國內還

銷商發許可背、付給生產者

在生產阻顯'F生產量之金額

。2)選擇性職能:控制生產、訂外銷價格、

協議外銷笠、就圍內外實

施三個價格計畫、市場研

究發展、組立常平對台1/度

7 理論依揀常平倉、第三級差別l區位、 l配額式供給世雙邊獨占和配額式供給管理

理

8 經 驗而直立率穩定市場、朝向秩序運銷和價格穩依加愈大等國經驗，對生.iit者價格和所得

定，而不重視供給管理工具 影響結果不一，但在消除年內價格放動，

致增加所仰和價倍穩定性

9 結 果拉啡生產者議價能力及其戶朋臨格水再ll;f日怯除生譯者還銷和決價功能，政府.:;tBlJi銷

穩定性，且齊一品質和增加商品可用度 活動角色日漸加重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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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政策涵義

一、結論

運輸訓令係美國農業所充分利用之一種運銷政策工具，由過去經驗顯示，誼

工具置過控制運銷季節內合季節間運銷數量、品質和促銷活動，一方面提升商品

出售價格，男方面增加話價格穩定性。由政治組濟觀點而言，運銷訓令是一項重

要自助計畫，它允許生產者在面對不穩定運銷單壇，以民主方式來運作社會偏好

原則。運輸協議會是加拿大等國家干預農產運輸之一工具，由過去經驗顯示，誼

工具王要鐘過運輸配額的棋拈管理，一芳面揖少生產者所面臨的風睡，品方面挂

除生產者在運銷和訣價活動的:çb龍，運漸由政府取而代立。同樣地，由政體觀點

而言，運銷協議會亦是一事自助計畫，惟受協議會餌型而異其功能，伯不失以民

主)J式來運作社會偏好原則。

誠如前述，徹底改進農業運輸制度是台灣農業邁向廿一世紀農業政策改革方

向之一重點，提升農民團體在市場運作力量，叫是改進農產運輸制度的重要環節

，而運銷訓令革運銷協議會是發揮上述力量的一團主要工具。就該開車工具實施

經驗，對台灣地區農產運輸層面有兩大方面的政策酒義，一是木論揖行何種工具

，所面臨的問題有那些?二噩噩取推動運銷訓令讀協幫會的判定準則揖何?下文

擺分予說明之。

三、政策涵蓋

(寸所面臨的共同聶基本問題

1 芝推動運銷訓令草協講會的法、源依攝

由前述，得知不論美國或加拿大等國家，皆訂有實施昔兩項工具的法

律依撮，除陳述政草工具的目標外，旨用來規範生產者和連銷商的權利和

聶葫、運作的規則、政策工具的職能範圖以及含葦的產品項目。惟由上述

國家的法輝觀之，障體制之外，其他國家的法輝基體祇有一種，不因產品

種觀而異其法律依據。職此，今f主政府部門研定此等法源，一方面宜考量

立法輯型，三方面宜斟酌法、源的適切性;申言之，在國內宜考量與公平~

耳法之相區性，對國外則宜尋求與 GATT現範之均衛點。

2 足研判適合推動運銷訓令或協議會的農產品額型車條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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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農產品的生物性及其經濟角色互異，進而影響生產者和運輸商的

福利以及該兩項工具的聾作敢果，導致于上述各國的法源皆有明確規定所

吉蓋的農產品種蝠，而且由前述得知運輸訓令或協議會所適用的產品種輯

有所不同。目前台灣地區僅有雖蛋作揖推動協議會的初期研究對象;依此

，于上述積極現劃研擺扭頭之暉，做宜同時進行研判那些種顯農產品具備

實施監悶頭工具條件之研究。

3 乏相關產業完聾的產銷資訊

位運輸訓令的市場主助活動或運輸協議會的選擇性功能，顯示該兩項

工具的有故運用，端賴六量準確及適時的市場賣訊;申言之，運銷訓令的

執行委員會作相關主央軍需有市場資訊的適時肢草和分散，而運銷協誼會的

配額制度亦有賴此等資訊的實用和真實性方竟揖功。基胎此，建立有關產

業的產銷資訊制度做是今佳推動誼兩萬政策主具的基右;而此資訊制度宜

含蓋產品的分組、包裝和標準化等相關品質控制的訊息。

口選定運輸訓令草協誦會的判定準則

除上述問題外，一艦而言，推動雷雨現政軍工具有非經濟悔件和體濟悔

件，前者包括產品的品質和生物性條件及建全的產鋪組織，值者則考量政策

工具的經濟目的和產品的經濟特性及其角色。由前述得知，實施運輸訓令的

幌件較偏向: (1)明顯季節性和耳庸性產品; (2)置地集中性; (3)無財政負措;

制創造秩序運銷條件; (5)穩定位給價格和所得等。實施運輸協議會的保件較

偏向: (1)島腐性較倡和品加分級的產品; (2)有外甜的產品;胡政府直接干預

;叫喊少生產者風時; (5)抗衝農產品買者在市場運作的價與力量。

基於上述，衡量台灣農業單揖和政軍目標，今佳選取運銷訓令草協議會

的判定準則:一方面需研判此兩項工具達成台灣農業政策目標的定位，即著

重在穩定目的華主持目的而定;若前者則做宜揖行運銷訓令;若挂者則以運

銷協聶會晶優先。三方面需考量農產品的種顯及其體濟面的角色，如果蔬幫

且內銷聶主的產品叫宜應用運銷訓令;如畜產黨頁且有外甜的產品則宜揖行運

輸協詣。第三方面是前述的三項基本原則，雖當兩項工具皆符合此等原則，

但其程度上尚有差異存在，尤其是攝少政府直接干盟和攝少財政負措之原則

;準此， 1W是運輸訓令價加運銷協議會，蓋徨者組有加重政府在運銷活動的

角色，政府需騙列預算以補協議會運作損失之需，且 GATT 最近對運銷協議

會之運作有所質腫。最佳，值得強調者是圍內外的民雄性有異，尤其在民主

性和守法精神古面，致擺推行上述政單工具宜詳細考量何種產品種輯或產銷

組織相對上較符合民主性和守法精神，配合上述判定準則來選取提行運銷訓

令戰協議會。

(3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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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Disscer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rketing Orders and 

Marketing Boards 

Wan-Tran Hua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give some conceptual operations of 

both marketing orders and marketing boards. The former is a set of marketing 

policy tools utilized in U.S. agriculture, the latter is a government authority 

which directs the marketing of the commodities. Marketing boards have never 

been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re used extensively in Canada, Aus

tralia, and South Africa.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measurement, i.e., volumn management , qual

ity control, and funding support market activîty, imposed by a marketing order, 

while the marketing boards have various types due to their functions autho

rized by the government. Marketing orders have been highly effectîve in stabi

lizing markets where they have been used, but evidence of the impact of mar

keting boards on producer prices and incomes is mixed, with some showing 

higher returns and others not. 

There are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to the improvements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Taiwan. The first one is to set up the laws followed by imposing 

a marketing boards or a marketing order. The other is to study or analyze the 

potentials for some commodities , for instance chicken-egg, simulated by Îm

plementing a board or a order. Finally, it needs some criteria to make a deci

sion choosing the marketing order type or the marketing board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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