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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摘擷主要國家因應賞自由化下的農業政策之調整重點，包倍澳洲、英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美國和中
華民圈。其次，針對我國農業政策，分就綜合性建議、減少補貼、提昇產銷效率以及確保食品安全四方面，提出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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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貿易自由化、農業政策、補貼、產銷效率、食品安全

一、目Ij百

「跨世紀農業政策國際研討會」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委託'於八十七年六月間舉辦自來華與
會專家分別是:澳洲 Melbourne 大學經濟學系副

教授兼副院長仙. Dona 1 d MacLa ren ;英國
Newcastl 巴 upon Type 大學農業經濟和食品行銷
學系教授兼主任帥. DavJd R Harvey; 加拿大
農業部經濟和政策分析署署長帖. Ken Ash ;日
本京都大學自然資源經濟學系教授 Dr HJ rosh J 
TsuJ J 1 :韓國鄉村經濟研究院 (K阻1 )院長 Dr.
Sang-Woo Park :美國而已 OhJO State 大學農業、
環境和發展經濟學系的d巴 rson 教授Dr. LutherG. 
Tweeten 。此外， APEC 為我國參與國際社會的主
要組織，也邀請 Washington State 大學農業經
濟學系副教授兼該校 APEC 糧食體系研究中心主

任 Dr. Thomas 1 Wahl 與會參加。國立中興大
學農業經濟學系黃琮琪教授亦受邀與會、宣讀論

艾。

研討會之主要目的為擷取與會專家所提，各

國為因應賀易自 由化下之農業政策調適的作法與

經驗，特別著重探討補貼(subsJdy) 、產銷效率

(productJon and marketJng 巳 ffJCJency) 以及
食品安全(food s 巴cU rJ ty)三項之相關措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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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茲將與會各國論文重點和研討會時之意見，

擇其要點，摘述如下:

二、農業政策的主要調整方向

各國貿易自由化下的政策調整，主要趨勢

為:減少或刪除出口補貼、課稅:開放市場 : 減

少境內支持:推動符合豁免規範之措施 (g reen 
box) :避免以動植物檢疫(!驗)措施和其他技術標
準作為貿易障礙，唯須維護動植物和人穎的健康
和安全:透過貿易自由化措施和雙邊協定，尊重

淨進口國家的糧食安全。依農業協議，預期公元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已開發國家之市場將儘可能
完全開放。雖然烏拉圭回合最終農業協議及其後
於啊。架構下執行的賀易自由化之影響，至令仍

然有限，但是已為「千禧年(公元 2∞0 年)回合」
(MJ llennium Round)的自由化談判建立了適當的
架構，特別是非關稅障礙的排除和關稅化。

於賀易自由化之大趨勢下，各國農業預算之
編列有一些較為共通的特性:逐次刪減價格支持

和價格穩定的政策:增加鄉村發展計畫之經費，

含鄉村基層建設、農地重劃與利用、農業環境維

護以及農漁民福祉:增加提昇農業部門競爭力計

畫之經費，會農業的地D 、以直接給付手段進行
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的金融性支持、食品安全以

及推廣教育服務等。對農民所得移轉等施政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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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主要來自國庫，降低消費稅的比例。以下茲 農業 J (recreat ional ag f1 cul tur巴) ，追求環境
就各國情況，分別說明。 維護和再造、協調和休開、文化整合、鄉村價值

1.澳洲:仍維持農產品「運銷之法定授權」

(s ta tutory ma rk巴 ting autho f1 ties ,SMA) (英
國和加拿大的情況也相同)。但是，部份產品之

境內專賣或獨買的法定權力，已被刪除。由於生

產者可獲較高國際價格和較佳收益，部份產品的

出口獨占(例如，小麥和糖)仍被保留。然而，農

產品運銷協議會制度是否繼續維持及其職能之授

權程度，仍由政府和個別「產業協助委員會」

(Industrles Asslstanc巴 CommiSSlon) ，分工執
行，仍在評估之中。由單一組織(公司)銷售的經

濟性分析，須考庸的因素相當複雜，一直沒有定

論。

除羊毛之外，所有農產品之「有效補貼率」

(effect 1 V巴 rat 巴 of SUbSldy)均已降低。但是，
依「鄉村調整方案 J (Rura 1 AdJ us tmen t Schem巴) , 
仍保留貸款補貼，灌概用水補貼也予以保留。此

兩項補貼，未來會被取消。一般澳洲人民不太在

意對農產品的課稅讓步，因其消費者最終將受

惠。施政決策已引入更多的政治變數和福利觀

念。積極推動「關懷土地計畫 J (landcare 
program) ，重點包括:鼓勵植樹，減少土壤流失:
支持減少土壤侵蝕和避免地下水流失的農企業活

動:逐次刪除灌溉用水補助，減少土壤之鹽害和

優氧化.禁止燃燒草地，免於土壞表層暴露，甚

至流失。

2.英國:英國和其他歐盟國家僅有少數農業

政策的調整是直接反映烏拉圭回合農業協議的黨

署。大體上，於簽署農業協議之前，英國和其他

歐盟各國已經作了必要性的政策調整。英國政府

相信，若沒有政府力量支持， 30件的%的英國農

業可能會破產，認為保留部份地區為「綠色帶」

(green bel ts)是必要的。

歐盟「共同農業政策 J (Common Ag f1 cultural 
Pol i cy , CAP)的未來政策目標:降低農產品價格，
提昇競爭力:確保消費者的食品安全和品質:保

障農家收入穩定和公平的生活品質;產銷活動應

考量環保和動物福祉:整合環境目標於政策工具

之內:為農民及其家庭成員提供其他所得來棍和
就業機會。未來， 除營造「健康性農產品交易」

(H巴althy Agricul tural Trade , HAT)環境之外，
更將結合相關利益團體的力量，繼續支持「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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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以及鄉村發展。

3.加拿大: 1991 年開始執行「農場所得保護

法 J (Farm Income Protection Act) ，即所謂的
「安全網政策 J (safety net POllCY) ，展現政
府的堅定承諾:包括推動作物保險、「淨所得穩

定會計帳 J (Net Income StabJ! lzat lOn Account 、
NISA)以及因應各省或各地區特性考量之因地制

宜措施等。

其他較主要的政策調整:進口配額改為關稅

等量:容許運銷商可以更積極地參與運銷協議會

的管理和運作:乳品和家禽等產業仍繼續施行「供

給管理系統 J (supply management system) :公
元 2002 年 l 月 31 日將全數刪除對乳品之補貼:

小麥運銷協議會(仰B)成立緊急基金，因應潛在

的損失; 1995 年刪除對穀物的運輸補貼:整合食

品安全及品質保證的相關部門，成立職權獨立的

食品檢驗部門:增加對民營機構R&D的支持:整

合環保訴求於公共和產業政策:加強鄉村社區經

濟發展等。

4. 日本:除稻米之外，日本其他農產品均已
儘可能關稅化。對稻米之初步承諾厲，最低進口

量佔圍內消費量由 1995 年(基準年)之嗨，其後

各年累進增加，至公元 20∞年須遵騙。明年( 1999 
年)將對公元 2001 年起之稻米開放問題，再次協
商，基本上有二種選擇: (1)提高至美國和 EU 可

以接受的水準'即帥，約進口 800 ， 0∞公噸;或

者(2)稻米進口關稅化。過去，稻米之進口多數

成為政府存糧，未被消費。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場
是，考量社會責任和環境等外部效果以及確保稻

米充裕供應和價格穩定，未來仍將繼續維持相對

高的米價施政。

為提高產銷效率，除支持農場企業化、建立

企業化農場登記制度以及施行作物保臉之外，日

本政府也積極修訂「土地租借市場J(landt 巳nancy
mark巴 t)法案，分離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以及
透過提供低利貸款等誘因擴大農場規模，期於將

每戶耕地面擲會加至 10-20 公頃 。此外，對上市

的稻米施行「毛所得保險 J (gross Income 
Insuranc巴)以替代「生產 保險 J (yl 巴 ld
Insuranc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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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韓國:烏拉圭回合談判，韓國是依開發中

國家標準。 1994 年頒定「農漁業發展計畫」

(Agncultural andF1Sh巴 fl 巳s D巴V巴 lopm巴nt Plan , 
AFDP)和「農業政策改革 j (Agfl cul tural POI1CY 
Reform , APR) 0 AFDP 強調提昇農業競爭力，整合

鄉村地區的農業和非農業活動以及建立整潔和高

生活品質之鄉村環境。較主要的作法:執行提高

農場所得的產銷協助、提供鄉村地區更好的醫療

和教育、施行老農年金制度和支持低利貸款等投

入因素補貼。 APR 將土地改革，擴大農作規模，

列為第→聖先:刪除農場規模不得大於 3 公頃之
規定、鬆綁土地使用規定、允許農作團體擁有農

地、刪除「農業促進區 j(Agricultural Promotlon 
Zon巴)僅農民可持有可耕地的規定。韓國須弘6

百萬公頃農地，以生產 2 千萬公噸穀物，提供人

民消費。目前的可耕地僅約 2 百萬公頃，為提高

稻米自給率，未來須放棄其他不真比較利益的產

業。

其他較重要的政質變革:致力推動「直接連

銷 J (d 1 r 巳ct marketlng) ，減少中間剝削:提昇
農產品批發市場的拍賣交易比率:除稻米和牛肉

之外，刪除進口數量限制;加強鄉村工業化計畫:

強調對補貼計畫受益者之選擇及審核程序之透明

化。 1998 年的「農業政策指導綱領 j ，特別強調

稻米自給率、改革農產連銷、維護永續性農業和
促進農產品出口四項。

6. 美國:於烏拉圭回合農業協議結論之前，

美國的農業政策已作必要性調整。因此，農業協

議茹署之後，美國的農業政策幾乎沒有改變，此

與歐盟情況大體雷同。少數例外為:放棄 Sectlon

22 '該節 (s 巴ct i on)容許美國可以利用配額措施
保護其國內的價格支持計畫.對外銷農產品不再

執f于直接預算給付 j(dl r巴ct budg巴 ta ry paymen t) 
和「不足額支付 j (也 ficlency payment)制度。
依照 GAIT 第十六條規定，對沒有生產控制的產

業，美國仍施行出口補貼。

美國也繼續執行一些效果顯同於澳洲、英
國、加拿大等國運銷協議會的「差別運銷」

(dlscrimlnating marketlng )措施 ， 包括對低所

得國家之「公共法案 480 j (Publl c Law 480) : 
對一些國家提供f酥IJ貸款甚或捐贈及GSM 10凹的

信用保證計畫: 經由輸出入銀行( Import and 
Export Bank)提供低利率;以及「出口強化計畫」

(Export Enhanc巴m巴nt Program) 。

-15-

三、對我國未來農業政策的意義

我國的農業協議，基本上採日本模式。由於

考量非農業部門較之農業部門有效率以及在與農

產品出口國家諮商之壓力下，我國農業諮商的讓

步程度遠大於日本，預期圍內的市場會較之日本

市場更為開放。市場開放後，未來我國農業結構

之改變程度，雖然不容易精確預測，仍須未雨網

繆'集中力量於發展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以下

政策意義之說明，包括綜合性建議、減少補貼、

提昇產銷效率以及確保食品安全四項。

(一)綜合性建議:

1 .早期各國的農業施政較強調鄉村社會主義
(rural socialism) ，著重照顧農民、復興農村
和發展農業:照顧特定利益團體(包括農民團體)

和維繫個別政黨私利:採用嚴格或全面性的干預

或管制，規範產銷行為，以防止市場失序。於民

主化和貿易自由化以及產業結構快速更途的大趨

勢下，未來之施政應藉助社會政策 (soclal
pol i cy) ，為鄉村社會構建一個「社會福利安全
網 j (soclal w巴 I far巴 safety-net) ，而非僅靠
農業政策，解決農家所得偏低等社會性事務:增

加農村公共投資和研發、推廣投資以及提供融

資、低利息等金融性支持，減少價格支持措施;

允許市場力量更自由運作，儘量執行不會扭曲市

場機能的補助:將「公共利益j(publlC lntereÚ) 
的權數加重而置於優先考量:確保農地永續經

營，對鄉村(尤其是偏遠和山地)社區之維繫，儘

早清楚界定施政目標;對任何會產生「外部不經

濟性 j (external diseconomles)的農業產銷活
動，立法使其成本內部化。

2. 農業政策改革之政治經濟早期由一個獨立

的經濟研究組織發起，經過公開辯論後，形成的

共識。然而，參與辯論的個別群體多著眼私利。

之前，生產者、消費者和納稅人以及相關團體較

欠缺有關資訊，目前已逐次瞭解更多信息，體會

農業政策改革的可能影響和衝擊，預期未來改革

的內容及其執行將遭遇更多的質疑和挑戰。各國

農業改革是否會依農業協議結論，如期順利推

動，有待時間考驗。

3. 農產品出口國(例如，美國、加拿大、澳

洲)較之進口國(例如，韓國、 日本、我國)容易

支持貿易自由化，施政阻力較少 。尤其是擔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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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或出口禁運，導致糧食不足的進口國家，對貿
易自由化的可能衝擊，會更謹慎評估。雖然可將

國際價格風險引入貿易模型(例如， Global Trade 
AnalYS1S PrOJect Model 、 σrAP)以及採用雙邊
契約協定等方式，穩定糧食來源;或者經由自由

市場運作，糧食出口國之農民和民營公司(例如，

Cargl I 1) 會提供符合亞洲國家(日本、韓國和我
國)消費者口昧和偏好的農產品:以及稻米之長

期供需彈性可能是具有彈性的 。 然而，由於無法

完全自由貿易、不確定因素不易完全排除以及環

境維繫等非經濟因素考量，主食品的自給自足或

維持一定程度的自給率，似乎有其必要性。

4. 除少數例外，於烏拉圭回合農業協議之

前，澳洲、英國、加拿大等圈，已因應們。自由
化而作調整。因此，農業協議簽署之後，各國農

業政黨改變幅度不大。我國和中國大陸遲早會加

入叭。為會員國，屆時中國大陸和世界上其他國

家的農產品會對我國的農業帶來莫大的衝擊。我

國應儘早研擬未來可能的協議承諾，訂定明確政

策目標，尤應著重相關政策值此間之協調整合，

提出「配套行動 J '持長遠、宏觀，以及全球化
資源和全球化市場的立場規劃。

5. 依與會各國經驗，未來由於累積企業(或

個人)資產(ass巴 t S) ，或善盡社會責任，以提昇
形象等之考量，預期關心環墳保護、土地使用、
食品安全和動物福祉等農業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會陸續成立，協助解決問題的民間基金會也

會持續增加 。 進者，新興的農企業相關之產業團

體也會逐次取代傳統農民團體的部份產銷職能，

扮演日益重要角色。如何妥善整合前述力量，互

補相成，同心協力解決施政挑戰，至為重要。如
何兼顧應調整的個別產業、相關組織(政府和民

間團體)之主體和個人之權益，以及最大化施政
績效，在在均為重點課題。

(二)減少補貼方面

6 .減少對出口產業的支持較之減少對進口競

爭產業的支持，政治上較容易執行﹒阻力較小 。

未來，須降低政府對農業部門的「干預」

( 1 n t e rv en t i on) ， 表示隱含之經濟學，尤其是福
利經濟學的邏輯已有改變。事實上，單一干預措
施無法同時達成 「效率」、「公平」等政策目標﹒
執行追求效率的最佳施政方案，也可能同時會導

致市場失序:圍內生產量須小於社會最適產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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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時，則採用生產補貼即是最佳選擇:課征交易

稅或投入因素補貼會產生市場扭曲以及較低的

「資源移轉效率 J (transf巴 r efflciency) ，如
果政策目標是所得重新分配，則「所得分離給付」

(de-coupled lncome payment) 會較之價格支持

措施有教率。前述經驗，在某一程度內，澳洲、

加拿大、美國已#勤恆行，但是 EU 、韓國、日本和
我國似乎仍未能完全接受或未被納入施政措施。

7 對農產品之課稅讓步，反對聲音不至於太

大，因其最後將反映在相對低的農產品零售價

格。他D成果之低成本推廣使用以及肥料、種子、
農肩、燃料和灌溉用水等投入因素補貼，由於農

民認為其不是構成生產成本的一部分或者生產成

本較低，不致於轉嫁由消費者負擔，此種措施對

物價穩定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農業灌溉用

水之低成本或免費提供，會導致浪費使用，藻類

生物叢生，水質優氧化以及土壞鹽害等問題。重
新檢討農業用水的價格決定以及推動類同於澳洲

的「關懷土地計畫 J '均值得評估研議。

(三)提昇產銷效率方面

8 傳統上，研判各類施政干預的必要性，較

強調對所得移轉的「公平性」和「政治利益 J ' 

較會忽略「效率」指標。目前各顯式農民團體、

個別農產品產業團體以及集約式農場和食品加工

業之營運，常會產生外部不經濟性以及有取得食

品安全等「資訊不對稱性 J (1 n forma t lOn 
asymmet Tl es)的情況，導致市場失序。未來之施

政， r效率」應被更嚴肅考慮，於兼及考量中小
規模農民權益之下，追求經營之規慎經濟，並加
強管理訓練。尤應修訂和鬆綁農民團體和市場交

易等相關法規，避免任何可能圖利少數個人(或

政黨)的政策，加強和確保農產品行情等資訊的

迅速、有效提供，構建公平、競爭環境，屬於要

務課題 。

9 . 於國內外市場，未來各類農產品會面臨中

國大陸和世界其他國家更激烈的競爭﹒儘早執行

主要農產品之國際競爭力比較 ，有其迫切的必要

性，作為未來策略性產業選擇之依據及施政上輔
導方向及其程度的參酌。主要的評估至少應含

括:品種專利、生產技術、資訊技術、設施等生

產成本、運輸等後勤補給成本 、以及相關法條規

範等。逐步誘導、調整產品組合，集中於研發、

生產和推廣具比較利益的產品 ，降低農業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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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口，提高專業化程度和產銷效率。

10 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投入因素和產

品流向等，值此間互有關連，密不可分，競爭使

用國家資頓，創造財富。農業，特別是個別產業

之政策分析，應在總體經濟架構之下進行。可藉

助「一般均衡模型 J (gen巳 ra1 equllibriummode1) 
等分析，作較接近事實的推測。換言之，評估產

業發展政策和行政組織調整，應儘可能放棄本位

私利，不要僅著眼農業或個別子部門，也應從國

際競爭力和國家整體福祉最大化考量。

1 1.施行農產品運銷協議會制度，可增加生

產者之市場爭議力，有穩定和支持價格功能，避

免市場失靈，兼及照顧偏遠地區和生產規模較小

農民的福利效果。但是，衍生之消費者付費較高，

限制資源配置效率，社會經濟福利損失以及增加

納稅人負擔等，運銷協議會的豁免條款，已逐次

被刪除。未來運銷協議會之「普林制度和均等化

基金 J (pOO 11 ng and 巴qua 11 za t 10n funds) 兩項
措施的重要性也會逐次式微，以符合公平交易等

市場競爭之原則。因此，我國對農會、漁會、水

利會、合作社(場)和各農產品產業團體等產銷活

動之法定優惠，是否仍然持續保留或減少，有待

探討其適當性。未來我國個別農產品之銷售(包

括貿易)是否採用「單一窗口」方式，宜審慎評

估。

(四)確保食品安全方面

12. 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專責組織，訂定食品

(包括生鮮農產品)之安全標示規格，確保各類式

食品符合國家安全標準'使於圍內各地市場均具

一致性，及促使符合國際標準，提昇國產品在國

際市場上的形象，訴求「品質 J (qua11 ty) 、「安
全 J (secu rJ ty) 、「環保 J (env 1 ronmen t a 1 
prot的 t 1 on) 、關懷「動物福祉 J (an lma1 w巴 1 far巴)
和維護「鄉村環境 J (rura1 environm巴nt)的形
象，取得消費者的肯定，因應圍內外市場的競爭。

日，食品安全之維繫完全藉由政府力量，相

當費力，事倍功半 ，也違反啊。的精神。食品安
全最好由各級運銷商值此監督、互相制衡，由市

場機能決定。食品安全攸關運銷商之經營成效，

尤其是由批發市場和現代化零售市場(超級市

場、便利商店等)之市場參與者，擔負食品安全

之確保，其續效會優於由政府的全國性監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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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等之資訊提供，最好由第三者執行，立場
較客觀，不會偏袒，此一工作較不適合由政府或

廠商負責。由個別產業團體負責時，應防範少數

人優先取得資訊，獲取不當的「超額利潤」。

14. 烏拉圭回合農業協議有食品安全和「動植

物檢疫(.1驗)措施 J (sanltary and phytosanit 巴 ry
measur郎， SPS)之規定，各國之進口管制內容及

其程度，一直有相當爭議。食品安全是「公共財

貨 J (pub11C goods)' 有必要由政府制定規範。
各國對食品安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之看法不同，

食品資訊也不對稱，食品市場結構的不完全競爭

程度也互異，為複雜的經濟分析領域，對食品安

全基準之認知，不易達到一致性的共識。對食品

安全和 SPS 課題之協議，應本乎「真正科學化的
標準和國際上可以接受的準則」。為保護國內產
業免於受進口疫病的傷害，確保國內動植物的健

康，由政府訂定 SPS 規範，實有其必要性。換言

之，生物物質之進口應有嚴謹的「公共政策 J ' 

唯須根據科學方式，而非交易原則，並儘量求其

和主要貿易往來國家的一致性。避免以 SPS 措施

為藉口，阻止安全合法的產品進口，形成貿易障

礙。

註:本文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跨世紀

農業政策國際研討會」的結論報告(87 科技-1 .9-
企-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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