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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肉雞產銷契約制度之分析

郭義忠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系

摘要
肉難產銷契約制度為該產業垂直連繁體系中重要之一環﹒本文旨在探討圍內肉雞契

贅制度之類別、內容﹒分析餐雞戶參加契約之動儉及其與生產效率之關係﹒肉雞契約生

產亦已甚為普遍﹒惟在此制度中市場機能仍不失其重要之影響力;契約雞農仍須負緒大
部份價格風險﹒惟參加契約者之飼料效率稍高於未參加者﹒

關鍵詞:肉雞產業、垂直也詢、契約生產

一、自 IJ 吉

提高生產效率等問題，圍內均無相關之研究資

料。
肉雞產業因其特殊屬性，乃使該產業之產銷

垂直協調(

Vertical coordination

些非市場(

)較適合採用一

本文主要目的乃在: (1)分析國內肉難契約飼
餐之型態與內容; (2)龔雞戶參加契約飼養之動機

non-market )的組織或制度﹒先進國

及未來發展的趨勢; (3)比較契養戶與非契贅戶之

家(如美國)典型的肉雞產業組織，係由組織複

生產效率﹒所使用資料主要爵針對電宰廠、契養

雜而龐大的肉品公司，投資經營包括種禽、飼料、

公司( 20 戶)及契養雞戶( 104 戶)分別舉辦之

集運、電宰分切、加工及銷售等一連串業葫'形

問卷調查資料。

成一貫作業的垂直整合企業，以提高其生產效率

及其市場競爭力。惟在此種垂直整合組織中，肉

二、肉雞產黨的垂直整合.

雞飼質階段則仍由公司與養雞戶以契約方式進
行。亦即在契約生產時，養雞戶提供雞舍設備與

國內所生產的肉蠶依品系之不同可分為自肉

所需勞動，其餘雛雄、飼料、醫藥服務、飼養後

雞(即本文所稱之肉難)及土雞(舍的仔難，艾

之集運等均由整合公司提供﹒養蠶戶之報酬則依

稱有色難)兩類，產量約各佔一半﹒兩者之差別

參與契貴之間一批契贅雖戶之相對生產效率原則

除羽毛顏色、飼養期間及體型不同外，自消費者

)由整合公司按單位肉雞產量支付予

觀點而言，主要在其肉賀及所適合烹調方式之差

( tumarnent

寶雞戶( Knoeber

. 1989 )

異﹒自肉難之肉質較嫩含水份及脂肪較多，較適

圍內肉難產業發展較遲，產業垂直整合之組

於炸、烤等乾熱式之烹調方式，而土難則較適於

織不若先進國家之完整，整合 之種類較多且變化

傲煮、滷及憫燒等濕熱方式之烹調方式(林亮全，

甚快(郭義忠，

1996

1996)

0 隨整合組織之發展，肉

:李學字及林亮全，

1993)

雞契約飼養之比率亦逐漸提高，約佔全部肉難戶

由於上述自肉雞肉晶晶質之特性，道帶動國

之 60%- 70% ﹒目 前 ，契約飼養的種頭型態及條

內難肉消費型憊的改變﹒另方面 則 帶動肉難產業

件內容如何，未來 可能發展的趨勢以及契龔是否

結構的改變﹒就消費型態而言， 近年來因家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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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減少;婦女就業增加及外食人口比例握高等因

產生利益觀逐 (rent appropriation)之機會﹒此時若

素，乃使速食業與便當業使速興起以及調理食品

藉市場交易，則因交易雙方之有限理性( bounded

之市場需求增加.而速食業與使當業所需之雞肉

rationdity

肉品為分切之部位肉品，如雞排、難塊及雞腿等，

增加交易成本，男方面將增加資產投資之風險﹒

)及投機行為( oppo巾nism) 一方面將

且以炸、烤為主要烹調方式﹒由於此一原因乃使

故為了降低交易成本及保謹所投資之資產價值，

消費者所購買之難肉產品型態﹒逐漸由活體毛

乃有量直整合之誘因﹒資產專屬性之程度愈高時

難，改為屠體全難﹒再轉變為經分切之部位肉品﹒

則誘因亦愈大﹒

為了滿足此種需求;電宰廠的設立於焉興起﹒電

國內之肉雞消費市場因有肉難及土難，國人

宰蠱佔全部自肉雞消費量之比率由民國 79 年之

對雞肉烹調方式之種類繁多，對於難肉產品之形

25切齒加至民國 84 年之 70% ﹒此外，電宰雞肉以

態及品質之要求亦並非很高，因之，雞肉產銷過

分切及加工型態銷售之比率;雖迄無正式之統計

程中之資產專屬性程度亦相對地並非很高，致產

數字，惟攝電宰業者之估計目前約為 50% ﹒其餘

業垂直整合之誘因亦非很大﹒產銷各階段之銜接

50%厲以全雛型態銷售﹒依美國之情形.

透過市場交易之比例的甚高﹒國內肉雞整合之型

1992 年

其分切及加工肉品之比率已提高至 85% ﹒且預測

態種想甚多，且垂直間之控制(vertical control)程度

至 2002 年將提高至 91 %

均非很高﹒大致而言，主要為由飼料公司投資設

( Bilgili、 1995) •

電宰廠的功能除藉自動化屠宰以節省人工
外，主要為經分切後，可依各部位之需求與管道

立電宰廠﹒肉雞來源則部份藉與養雖戶契約飼養

供應(約 63%)

.其餘則賴市場交易(郭義思，

)﹒雛雞則大部份依賴市場交易，契約飼養

經銷﹒而電宰廠的經營，一方面須滿是市場對肉

1996

品型態與品質的需求，另一方面則須賴毛雛供應

部份之飼料雖由契聾公司供應，但價格卻大部份

的穩定。此種需求乃使電宰廠必讀掌控其上游肉

由市場決定﹒本文所探討之契約制度即專指肉難

難飼養過程及供應來源。因此乃產生電宰廠後向

產銷過程中肉難飼養與電宰分切兩階段問之契約

整合(

關係﹒

backward integration )之誘因﹒

綜合以上之分析可知西式速食業及便當業愈
興盛﹒則市場對分切之部位及加工調理肉品之需

三、肉雞契約飼養制度

求愈多﹒而分切之部位肉品需求愈高﹒則將使肉

雞產業愈趨向垂直整合之組織﹒

•

肉雞產業垂直相關之各階段中，肉難飼養階

上述由於雞肉消費市場之特性﹒乃形成交易

成本理論(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中所強調

之資產專屬性(

asset specificity

( Williamson • 1979 • 1985) 即交易過程中，
之投資﹒這些資產專眉性包括空間專屬性(

)、技術專屬性(

及人力資產專屬性(

資源及從業人數亦最多，為圍內農牧生產事業重
要之一項﹒

site

理論上﹒以契約或自營整合等非市場方式

physical specificity )

( nonmarket means )連結上下游產品之流通，主

)等﹒這些

要原因包括，技街上上、下游產品之互補性

human specificity

資產一旦投資，則將限制了交易的對象﹒而形成

少數識價(

爵飼料、種雞、難舍設備、獸醫藥品與運輸電宰

加工等業之主要集結點，另方面其所使用之農地

)

基於交易之實際需要而須從事具有特殊性質資產

specificity

段無疑地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喪鐘場

small number bargaining )的局面;亦

即交易雙方值此套 牢﹒交易之對象一且受到限
制﹒則交易市場 將形雙邊獨占(

bilateral

( technological complementary

)

、交易市場的不

完全性﹒減少交易風險 與 交易成本等

(

Helmberger 等.

1977)

.不 同的整合動機，

乃有不同的契約僻件﹒

monopoly) 或雙邊寡占之不完全競爭市場，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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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契約之內容﹒主 要在規範訂定契

台

肉難產銷契約制度之分析

約雙方應盡之義窮與槽貴﹒以肉難飼養而言，主

價中之各區平均價格計算﹒中台合作社則依該

要在規定契養公司與贅難戶在一批次肉雞飼養過

社報價之週平均價再加 0.3 元之社員回饋金計

程中雙方各應提供之生產資材、飼養完成後利益

算﹒贅難戶所讀之報酬爵毛雞單價乘重量減去

或報酬之分配，以及其他有關生產管理等條件﹒

公司所提快之飼料費用﹒此類翼約之特色為價

本研究透過各種管道及來頭﹒蒐集團內目前

格之風般(包括毛韓、雛難及飼料價格)由養蠶

施行之契約條件，共計十一種，雖無法完整地合

戶負搶﹒惟簣難戶可保留較高之自主性，同時

蓋全部契約種類，但規模較大之主要契襲制度均

獲得出難時抓難與出售之保證，爵目前參加比

已包括在內，無論就契養戶數及肉難隻歡而言，

倒較多的一種契約﹒
2 第二額之契約為事前訂定保誼價格，由契約公

參與此十一種之肉雞及肉難場估計約在 80%以

司提俱雛難與飼料給養蠶戶，待毛難育成後依

上。

市價乘以成難總重量，扣除雛雞與飼料費用中

茲依肉難計價或報酬分配方式之變動彈性大

小將上述十一種目前施行之契約分為(1)依市場價

契約公司收購﹒若毛雄市價低於保誼價格時，

格決定. (2)訂定保證價格，及 (3) 固定報酬等三

依保證價裕肢購﹒若市價高於保誼價格時，則

類﹒將契約主要內容列於表一以便比較﹒

高出的部份由雙方分妞，雛雄之計價亦依此方

安一肉雖飼養契約條件類別

I

類別

2

.依市場價格

←畫畫 1. 超泰、泰山、

←錢 1. 大成、中台

廠商名稱

入雛計直到

飼料
難屋是自行決

大業、大順﹒太陽

飼料、雛發

飼料、雛雞、東品等

雙方議定或

公司安排

公司安排﹒

定或雙方議定
雛雞價格

3 、固定報酬

萬新、立大﹒

J

契養公司提供

.訂定保證價格

固定或依市

市價決定

公司供應

價變動調皇室
飼料價格

固定或依市

市價或議定

公司供應

價變動調整

肉雞Z十價 (P)

出雛 B 平均市價

(合作社為週平均價)

訂定保種價格或上下限﹒低於

下限時依保證價裕﹒高於上限

部份雙方依比例分撥
雞農報酬(R)

符號說明:

R=(P-t)xW-F -C

R=(P-t)xW-F
t三抓雞連輸費 c=雛難費用

P=固定工資

F=飼料費用

R=P

xN

w=毛難總重量

N=肉難隻數

資料來輯:本研究肉難契龔公司調查﹒
1.第一類之契約條件之價格決定傾向市場交易

式﹒此外，部份公司依撮個別養雞戶之育成率

之性質﹒無論 雛難、 飼料或肉雄 價格大部的依

及飼料換肉率之成績另訂獎勵條件﹒與第一類

交易時之市場價 倍決定﹒部份飼料價格則事先

比較，此額契約之特色為價格風颱由雙方分

議定，但過市價 變動時則依市價調整﹒大部份

蟬，故質難戶負擔之價格風險較小﹒再者﹒因

契約公司僅提供飼料，小部份亦有供應雛雞﹒

飼料及雛雞個絡已事先決定 ，養難戶對提高育

毛難單價大部 份 依出誰當日養雞協會產地報

成率及飼料效率較真話因﹒ 契約公司對肉難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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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本之掌控能力亦較第一類為高﹒

之選擇與偏好情況﹒

3.第三類爵固定報酬之契約﹒契約公司提供除難
舍設備及勞力以外之所有生產資材，包括飼

四、參與契約飼養制度之動機分析

料、雛雞、藥品乃至水電、通訊﹒瓦斯、疫苗

等。毛雞育成後，則依進雛數乘以每隻固定單

由上述之推佑，目前圍內盛行肉雞契聾制度

價，或依成雞之平均體重及飼料換肉率之高低

以第一類由市場價格決定之契約所佔比率最多;

給付，並男訂有利潤分享辦法回饋契費戶﹒此

第二類訂定保證價格者次之;而第三額固定報酬

外，並保證一年至少飼養五批次，以保障契龔

者比率甚低。對於養雞戶而言，不同的原因或動

戶全年有一定的收入。此類型態之契約，不論

機，乃選擇不同的契約條件﹒本節擬針對影響契

入雛計劃、生產管理及出雛日期皆由企業體統

約制度選擇的主要因素就上述三種目前盛行的契

籌規劃﹒公司可掌控生產效率，同時負擔全部

約型態加以綜合分析。

之價格風險。契贅戶僅賺取固定報酬，而幾無

(一)養雞戶的經營自主權

經營決定的自主權，故習稱「代工飼養」﹒
上述三種不同契約型態，參加之養雞戶數及

隻數之分配迄無正式之統計資料﹒惟撮本研究所

就一批次之肉難飼養而言，經營自主槽，主

進行之養雞戶調查資料，全部樣本戶數為 104

要包括:雛難品種及來源、入雛時間與數量，飼

戶，其中目前參加契約飼養者 48 戶﹒由此 48 戶

料品牌及購買對象、疾病之防治，出售毛雞時間、

之間卷中可辨識出其契約屬於上述三類者共 40

對象及數量等等有關飼養經營管理之選擇決定。

戶，其分布情形如表二。

這些項目的決定將直接或間接影響該批肉難的飼

表二契費接本戶之分佈
類別

1

、依市場價格

2

、.訂定保證價格

3 、固定報酬

樣本戶數(戶)

29

10

飼養隻數(雙)

2， 002 ，00。

865 ,000

30,000

隻數比例(%)

69 .1 8

29.89

。 93

69,034

86,500

30,000

平均飼養規模(隻/戶)

資料來源:本研究肉雞飼養戶調查.

在 40 戶樣本契養戶中，參加第一類者 29 戶，

養利潤﹒不罔的契約乃在規定上述經營項目決定

第二類者 10 戶而第類者僅一戶﹒由飼養雞隻之比

選擇權之分配﹒上述三類契約對於養雞戶而言，

率而言，第一類約 69% ﹒第二類佔 30% '第三類

以第一額之經營自主權最大，第二類次之，而第

則僅佔 0.9% ﹒上述訊息係由抽樣之調查戶資料計

三類最小﹒第一頭契約除飼料之品牌及毛難之出

算，雖無法代表全部之情況，但另由契養戶數及

售對象外，其餘項目皆可由養雞戶自行決定。第

隻數最多之卡蜂公司而言，該公司現行之契費制

二類則除飼料及毛雞出售外，尚加上雛難之供應

度即同時有第一額與第二類兩種 ， 由養蠶戶 自行

由契約公司決定 ﹒ 第三類則甚至包含藥品、燒料

選擇﹒依該公司之估計在其全部翼養戶中選擇第

及管理等均由公司決定，贅難戶 除難舍設備與自

一類者佔 70% ﹒而第二類保誼價格者佔 30% ﹒此

有勞力外﹒錢無其他決策槽，類如公司之員工﹒

一比例對照據本資料之比例﹒則甚接近﹒由此比

自上節目前圍內契約養蠶戶 以選擇第一類契

例大致可以獲悉目 前圍內贅雖戶對不同契約種類

約之比率最高﹒亦可知養蠶戶對經營自主權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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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情形﹒美國普連大學 Schrader 教授認爵農業生

難產銷大部份依賴市場交屬方式，整個產業呈現

產者一般對於經營自主權( independ間ce )較為

不穩定狀態，尤其雛難與毛雄市場價絡鼓動幅度

重視，農民常為了保留其經營自主權或避免成為

甚大，因之對於肉雞飼養戶而言，其價格之風臉

其他廠商之員工，而寧顧犧住某些程度的經濟利

甚大(郭義忠.

1991 • 1994) •

1986 • P. 1l 63) .農民對自主

依本研究養蠶戶調查資料，參加契約之 48

槽的價值觀乃使一些食品廠以契約方式整合農

戶，其參加契約之動機分別如表四﹒由 48 戶目前

場，而不自行經營農場﹒ Schrader 甚至懷疑以美

參加契養之樣本戶其參加動機以規避價格風臉者

國肉難契養制度中契約公司擁有高度之掌控禮，

最多佔 75% ﹒其他比例較高( 60%以上)之動機

養蠶戶是否仍存有自主權(

益( Sçhrad仗.

)﹒由國內養

包括無倒帳風險及可獲較多之市場資訊等亦均與

雞戶未參加契養之比例及參加契養而選擇第一類

市場風險有關。由此可見減少市場風蹟厲聲難戶

契約之比例，可知現階段國內養蠶業者此種「寧

決定參加契聾之重要動機﹒

P. 1l 63

爵雞頭」的意識在其選擇契養種額時之重要性。

表四接本契養戶參與契養之動機

故在推估未來契襲制度之發展時﹒此一因素實不

( 48 戶，可複選)

可忽略。本研究在贅難戶調查問卷中詢及未來參
參加契餐動機

加契寶之意願，其結果如表三。

表三樣本養雞戶未來參加契養之意願
~目前

未來

未參加契餐者

參加契餐者

~

參加
不參加
不一定
合計

人數
6
28
22
56

%

人數

$也

1071
5000
3929
10000

35
2

72 92

11

48

4.17
22.92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由 56 戶目前未參加契養之樣本戶中表示未
來有參加之意願者僅佔 10.71% .仍堅持不參加佔

50%

.而不定者佔 39.29% ﹒另目前參加契養之 48

人數{人)百分比例}

可規避價格風險

36

7500

無倒帳風險

33

6875

有助於資金的運用

32

6667

可由契養公司獲得市場資訊

29

60.42

可獲生產與管理技術窈助

15

3125

可提高飼料效率

13

2708

可使生產成本下降

12

25.00

雛雞品質保證

9

18.75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戶中表示將繼續參加者佔 72.92% .不參加者僅佔

上述三類契約條件中，第一類契約之價格風

4.17% .不一定者佔 22.92% .由此項訊息大致推

蹟幾全部由養雞戶負擋，契約中雛雞飼料與毛難

佑，未來參加契龔之比例將微幅提高﹒惟不致增

之價格悉以交易當時之市場價格為計算基擎﹒惟

加太多。

參加此類契約之養難戶可減少倒帳之風險，可確
保毛難育成時銷售之管道﹒契贅公司亦可確定其

毛雞之來輝與數量﹒第二類契約之價格風險則由

(二)市場風險之承擔

養雞戶與契養公司分髓，其分彈之比例因公司而
肉難飼養經營風險中包括生產風驗與市場
風驗，其中與契畏 制度相關較密切者為市場風

異，健大部份為平均分攪﹒第三類固定報酬之契
約其價格風險則全部由契費公司 負搪﹒

前述目前圍內契畏戶之比 例 以第一類局最

險﹒而市場風融則 叉包括倒帳之風險與價格風
險﹒價格風險包括 各種生產資材如雛雞、飼料、

多，第二類次之而第三類僅佔極小數﹒若據此比

藥品及器材等以及 毛錐之價格控動﹒過去圍內肉

例而推斷國內寶雞業者偏好價格風擻，則未免過
於直接而草率﹒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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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訂定契約雙方而言，市場風險之承

負擔之風障亦較大﹒故若價格風臉甚大時契約公

擔與極管自主禮之大小兩者密不可分﹒第一類契

司負擔風險之意願亦較低﹒再者，契龔公司與養

約養雞戶擁有大部份之經營自主權，故其承擔之

雞塌之間存有“地緣關係..

市場風險亦愈大，第三類契約之聲難戶幾無自主

近之契養公司或電宰廠未提供保證價格之翼約

擋，其市場風勵全部由契養公司負擔﹒故養雞戶

時，則喪鐘戶途無選擇之攝會﹒

對契約種類之選擇係在權衛自主權與市場風險兩

( site specific) .若鄰

基於以上的分析，未來圍內肉難契養型態的

者之相對輕重後所做之決定﹒因此選擇第一類獎

發展趨勢，將視肉雞市場的穩定性而定﹒若雛價、

約的建雞戶可解釋為其對於經營自主權的重視與

飼料與毛難價格愈趨種定，則目前之契養型態仍

評價相對較高於價格風臉的負面影響﹒

將持續維持;若價格蝠於不穩定，則保證價格之

第二，市場風臉負搶的程度視風險的大小與

契龔比例將會增加。

有無而定。市場價格控動愈劇烈時風險愈大，反

之則愈小。過去圍內肉雞市場因產業結構的特

(三)營運資金

性，毛雞與雛雄市場價格呈現巨幅渡動而不穩

定，因此贅難戶之市場風險亦甚大﹒惟自民國 82

不同之契約型態或量直整合型態，除將影響

年佳，一方面因成立肉雞產銷督導委員會開始報

經營單位之風險負擔外，尚會改變其財務結構

導各地區肉雞行情資訊，另方面電宰廠紛紛設

( Barry 等. 1992 及 Featherstone 等 1992 )。

立，電宰比率迅速提高，乃使價格相對較為穩定

Featherstone 及 Sherrick 在其農企業垂直整合之財

(參見圖一，郭義思.

1994 2 ) ﹒故若市場價倍愈

務分析一文中指出美國養豬農場因契約生產約可

穩定時，則贅雖戶選擇保誼價檔(第二類)或固﹒

節省 20%至 40%之資金，而節省之資金可供農場

定報酬(第三類)翼約之意願將較低。

攝充規模或投資其他產業。更因經營所須資本的

第三，契約之訂定係基於雙方之需要﹒肉雞
價格之波動對契養公司或電宰廠而言亦為其經營

減少，而可提高資金缺乏者加入養豬生產行列之

機會( Featherstone & Sherrick • 1992) •

上之風臉，且因其投資規模較養雞戶為大，其所
固一歷年肉難產地價格變動圓

35
產

30 1-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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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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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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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75.1

7 76.1

7

川

7

河 1

7 79.1

7 80.1

7 8 1.1

資料來源: 依肉雞月別產地價格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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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較少數則由一週內至二個月不等﹒至於飼料

肉雞場之經營，一股而言所須之資金較多，
除難舍及設備所須之固定資金外，所須之流動資

費則絕大部份之契聲戶( 96%) 均於成難出售後

金主要為飼料及雛雞費用﹒依農林廳 83 年及 84

付款，而非契贊戶亦有 76%在成難出售俊付款﹒

.平均每

契餐戶之此項比率飼料費之所以較雛難費高之原

E隻肉難之直接費用中飼料與雛雞費用兩項合計

因，乃在第一類契約契養公司並未提供雛雄，而

約佔 84-87% .而飼料費一項即佔 6恥64% .以飼

三類契約之翼發公司均提拱飼料﹒

年肉雞養雞戶之記帳調查資料(表五)

費每百隻之飼料費約為 3 千 3 百元，估計飼贅 2

由上述之分析可知以圍內目前之條件，契養

萬聾之養雞場飼料即氯 66 萬元，故若完全依賴市

制度在餐雞戶營運資金節省上之語因並非甚大﹒

場現金交易時，飼龔二萬隻肉雞之營運金絢須 100

但此一現象亦可視為契養制度對雛難與飼料市場

萬元﹒

競爭之效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寶雞戶因契贅

表五八十三年與八十四年肉雞每百隻生產成本
84 年

83 年
每百隻(元)

每百隻(元)

1024

%
19.52

雛貸資

1573

%
27.90

飼料費

3359

5959

3378

64.39

人工資﹒

196

348

231

4.40

留華麗防治贊

361

6.40

452

8.62

能激費

98

174

100

1.91

材料費

40

0.70

50

0.95

其他

JO

018

11

021

5673

10000

5246

10000

項

目

直接費用合計

註 : 人工費不包括自給工資﹒

資料來輯:台省政府農林廳農經科﹒
理論上，上述三類肉難契養制度至少飼料一

制度在營運資金的節省，對於契贅公司而言則為

項均由契龔公司提供，故養雞戶至少可節省 60%

管連資金負措之加重﹒加以相對於養雞戶而言，

之營運資金，第二類可節省 84%之資金﹒惟事實

契贅公司之人數較少，規模較大所讀負擔之金額

上並非如此.jJ因自契龔制度盛行之後種難場及

亦較龐六.故契贅公司若缺乏充裕之資金時則難

飼料廠為因應市場之競爭，乃在價格上及付款期

以揖克其翼贅規模﹒部份肉難合作社由於缺乏營

限上提供養雞戶各種優惠條件﹒以減少契養戶與

運資金且無自管飼料廠致無挂經營契襲制度﹒資

非契養戶在資金節省土之差異，因而降低聲難戶

金盟富將影響肉雞契龔制度發展的趨勢﹒

參加契贅之誘因﹒依本研究養雞戶之調查資料 ﹒

契龔戶與非獎賞戶 之雛難與飼料之付款期限如表

五 、 契養制度與肉雞生產效率

.......

f 、-

肉雖契贅制度是否可以提 高肉難飼養之效

由表六標本 戶 資料可以看出，以雛雞費而

宮，較多數之養蠶戶均可在成難出售後再付款﹒

學?此一問題為實際經營上及學 術上甚為重要之

其中契贅戶約佔 63% .而非與變戶亦約佔 45% ﹒

問題﹒惟兩者間之因果關係頗為複錄，實證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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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契養蠶戶雛難費及飼料費付款期限比較
雛雞費

契養戶

付款期限

飼料費

非契養戶

戶數

%

戶數

%

一週內付款

4

8.34

10

二週內付款

4

8.34

7

三遇內付款

成雞出售後付款

%

17.00

3

5.55

1250

3

555

1.79

2

3.70

41

75.93

3

6.25

5

893

30

62.50

25

4464

8

1428

三個月付款

4

8.33

其他(不一定)

2

417

48

100.00

合計

戶數

56

非契養戶
戶數

2.08

一個月付款

契養戶

10000

46

48

%

9584
2.08

3

5.55

208

4

7.14

100.00

56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以獲致確定之結論。理論上在契贅制度下由於產

料品質、飼養者管理技衛以及氣溫與疾病發生等

品價格與投入因素價格事前確定，加以雛雞、飼

自然條件，本研究由於資料之限制僅能將標本資

料及管理在質、量之控制下，契養之生產效率應

料中可能影響生產效率之管理因素，倒真日場主之

較高﹒但其間因牽涉契約的條件內容，契約之執

年齡、教育程度、飼養經驗、及規模等之平均值

行與監控以及廠商與養蠶戶間行為因素，難以以

同時比較﹒茲將比較及檢定結果列於表七﹒

實驗方式控制其他因素﹒本研究僅以有限之樣本

調查資料提供一些初步之訊息，以快進一步深入
研究之參考基礎﹒
本節之分析方法係以本研究調查之樣本養雞

戶資料區分爵契養戶與非翼養戶，再比較其平均
之生產效率，經統計掛定其差異性是否顯著﹒龔

雞場之生產效率主要以平均肉難育成率及飼料換
肉率兩種指標表示。兩者之測度方式為:

生產效率之樣本平均值均無顯著性之差異﹒而用
以表示生產效率之肉雞育成率，非契龔戶卻叉較
契養戶稍高，但其差異並未通過顯著性之驗定﹒

惟飼料換肉率則以契養戶較低(即效率較高) .且其
差異性通過顯著性檢定，亦即在 5%之顯著水準
下，無法接受兩組平均飼料換肉率相等之假設。

因此依此樣本資料統計結果，表示契農戶與非契

肉難育成率=肉雞出售隻數/進雛隻數 xl00

飼料換肉事=飼料使用重量/

經檢定結果契養戶與非契養戶兩組之管理變
數包括年齡、教育程度、經i驗及規模等可能影響

(肉難總出售

隻數x平均每隻體重)

贅戶在一些其他條件類似之下，契養戶之飼料效
率較非契龔戶高﹒

此外，為比較上述三種契約型態之差異性，

肉雞育成率愈高及飼料換肉率愈低均表示生

茲再就接本契養戶資料可辨識之部份區分爵三

產效率愈高﹒飼料換肉率中亦會蓋了育成率，因

類，惟其中第三類屬固定報酬之樣本僅一戶，故

前者分母中之肉雞出售隻數=育成率x進雛隻數。

僅比較第一頡依市場價格與第二類訂定保誼價

故其他條件相用時， 育成率愈高則換肉率愈低﹒

格，二類之差異性其結果如表八﹒

影響上述生產效率之因素甚多包括雛雖品種、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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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契贅戶與非契養戶生產效率雄本平均值之比較與擻定
契養戶

非契1t戶

據本戶數(戶)

48

53

竭主年齡(歲)

43.27

44.66

0.7298

楊主教育程度 1

4.58

4.74

0.5921

飼養經驗{年)

1380

1406

0.0357

飼養規模(隻/批)

63625

48779

1.3030

肉雞育成率(%)

9 1. 98

9283

2.7039

197

207*

53251*

項目

飼料換肉率(公斤)

註:

F

值

3 表小學; 4 表園中;

1: 場主教育程度以 l 表不識字; 2 表識字未上就學;
5 表高中職; 6 表大專; 7 表研究所以上﹒

﹒表在 5%顯著水準下，無法接受兩組平均數相等之假設﹒
F 值分配之臨界值 F(I ，99)=3.947 •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資料﹒

表八不同契約型態生產效率平均值之比較
F

值﹒

依市場價格

訂定保證價倍

樣本戶數(戶)

29

10

場主年齡{歲)

42.90

4320

0.0092

場主教育程度 t

476

4.40

0.8095

飼養經駿(年}

13 55

1400

00337

飼餐規模(隻/釷)

69034

86500

03502

肉雞育成*(%)

92.22

90.30

3.1113

198

190

1.3 317

項目

飼料換肉學(公斤}

註:叮%顯著水準下 F 分配臨界值 F(I ，37)=4 . 107

•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資料﹒

經統計被定結果二種不同契贅型態其生產效

前已述及﹒此項結果純依據本養雖調牽資料整

率之平均值未通過差異性之統計被定﹒亦即不同

理﹒而非實數之資料，較確定之結論則尚待較嚴

之契養型態其生產效率並無顧著性之差異﹒

誼之寶蛤控制之資料分析方法﹒

綜合本節分析結果﹒依撮調查資料契贅戶平

均飼料換肉率較非契贊戶低 0. 1 公斤( 2.07 - 1. 97

六、結論

.. 0.1) ，亦即平均每公斤之肉軍區可節省 0. 1 公斤
之飼料﹒台地區 全年肉難產量若以 1 億 3 千萬

國內生鮮農產品，自生產者至消費者問之產

聾，設其中 70%為契約飼養﹒而每鐘以1. 8 公斤

銷活動，大部份依賴市場交易以 為其垂直間銜接

計算，則粗略估約節省 1 萬 6 于公噸之飼料﹒至

之主要機制﹒肉難之產銷，由於 消費型態與產業

於不同契約類別間 之飼料效率並無顯著之差異﹒

本身的一些特殊性質﹒乃使其較傾向於適合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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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義思
整合等組織型態之非市場機制﹒圍內肉雞整業﹒

林亮全，

由於消費者對難肉產之型態之多樣化需求，近年
來雖己真垂直整合之雛型，惟整合之組織不若國

'國

(二) ，行政院農委會、台省農林廳輔導，

民國八十五年，國立中興大學畜產系﹒

外先進國家之完整嚴密，組織型態種類甚多且規
模均甚小﹒主要之整合型態為由大型飼料廠與電

r 台土雞肉質特色與烹飪加工 J

產畜產品宜導促銷計創﹒土難消費者手冊

郭義思，

宰廠之整合，以提供飼料與養雞戶契約飼養，育

r 貿易自由化對肉雖產業之影響」﹒行.

政院農委會補助研究報告，民國 80 年，國立

成之毛難再經由電宰廠屠宰分切或加工銷售﹒

中興大學農經系﹒

目前，參加契約飼養之養雞戶估計約佔全部

-一一一，

價方式可分為 (1)依市價決定; (2) 保証價格及 (3)

26-36

32(3):

0

行政院農委會委託計創報告，民國 8S 年 9

月，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系﹒

固定報酬者最少。因第一類契約為飼料價格及毛

游汝諱，

r 我國加入 GA甘家禽運銷部門之因應

格風險由養雞戶負擔，惟以近年來毛難產地市場

對策 J '農產運銷季刊，民國 84 年，

價格之渡動幅度巴大爵減少，即價格風險已較

84-98

小，加以其經營之自主權較大，故選擇依市價決

'台

一一一﹒「肉難產業垂直整合之評估及其應用 J '

之養雞戶最多，估計的佔 70% ，保証價格者次之，

雖價格依交易當日之市場價格計算，故大部份價

地區肉雞產銷與市場分析 J

農業雙月刊﹒民國 8S 年 6 月，

養雞戶 60%至 70% 。契約之悔件依飼料與毛雖計

固定報酬三類。其中以第一類依市價決定者參加

r台

103 :

0

8arkema, A., M. Drabenstatt, and K. Welch,“The

定契約之比率亦較高。預計此種趨勢仍將持續。

Quiet Revolution in the U.S. Food Market",

比較樣本資料契贅戶與非翼養戶之平均飼料

Economic Review, Federal Reserve 8ank of

換肉率，顯示平均每公斤毛難所需之飼料，契贅

KansasCity.1991 : 25-4 1.
8arry, P. ]., S. T. Sonka, and K. Lajili,“Vertical

戶較非契養戶約少 0.1 公斤﹒據此而推算全台

地區因肉雞契約飼養，全年約節省一萬六千公噸

Coordination ,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

之飼料﹒

Changing Theory of the firm." Amer. J Agr.

整體而言，目前圍內肉難產業雖已發展成為

真垂直整合之組織形式，但由毛雞飼養之契約條

Econ. 1992, 74 : 1219-1225.

8 i1 gili , S. F. ,“Growth of the Valued-Added 8roiler

件，可見市場機能的調節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

Industry

色;不論雛雞、飼料以及毛難，其價格的變動仍

Intemational，轉載於國際家禽市場簡訊，

受市場供需因素所影響﹒更進者，由於肉雞飼養

1995 '第八期﹒陳章真譯。

生產特性，養雞戶的預期行為仍將影響雛雞價格

in

the

S人

U.

Zootechnaca

Featherstone, A. M. , and 8. ]. Sherrick,“Financing

與毛雞產地價格，進而影響電宰廠的營運﹒故提

Vertically Coordinated Agricultural Firms."

供正確而適時之市場資訊仍將有助於養雞戶經營

Amer J. Agr. Econ. 1992, 74 : 1232-1237.

乃至於整個肉雞產業營運之穩定性﹒

Helmberger, P. G. , G. R. Campbell , and D. Dobson,

“ Organ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Marketes", A survey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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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義忠

Contracting Production of Broiler
Industry in Taiwan
Yi-chung Kuo
Deparlmenl o[ agricullural Ecorlomics.
Nalional Chung Hsing Umversity
Talchung. Taiwan.Republic o[China

ABSTRACT
Contractmg production as one of the stage in the vertical coordination system has been
playm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roiler industry Th is paper atemp臼 to investigate curent
situat lO ns of contracting schemes between broiler growers and their con甘actors. Motivations
and productivities of growers are anítlyzed. Although more than 60% of total growe的 are
involved in the contracting system. pricings of chicks ,feeds and broilers are still detennined
by market mechanisms.
Key

words: 8roiler industry, Vertical coordination , Contr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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