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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調整對我國稻米生產

結構的影響

吳學桑 林益fI*

摘要

關鐘詞:稻米政策、超越對數成本函數。

本文嘗試以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模型，探討我國調整現行稻米政策以因應 WTO 新農

業規範時，對國內稻米市場生產資源使用結構之影響殼果。實證結果發現: (1)土地、勞

動、資本、及中間投入等稻米生產因素本身價格彈性係數皆小於一，說明稻米生產因素

使用結構調整之不易。由於稻米產量逐年遞減，四種生產因素皆呈現不同幅度之減少趨

勢，顯示四種因素皆具正常因素之特性; (2)在各種政策方案下，至 2000 年時勞動費用

佔總成本比例為最高，達 64.8% '顯示國內稻米產業仍屬勢力密集產業，在工資逐年高

漲使成本持續提高的條件下，實難與國外大規模農場且技術密集之稻米產業競爭; (3) 

若政府以支持稻米生產為主要政策目標時，以維持現行政策最佳，但為配合 WTO 開放

市場之要求，不得不開放稻米進口時，則以維持收購制度之政策效果較好;若政府追求

社會福利極大化為主要政策目標時，則逐年減少收購數量之政策效果最佳;若政府考量

稻米產業各利益團體福利均衡之政策權數，並追求政策調整對國內稻米產業衝擊極小為

主要政策目標時，可應用最適控制方法估算最適收購量及庫存量。

作者分別為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及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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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 ---草，

稻米是台灣地區的重要糧食作物與居民主食，在國人營養供應、種植面積、生產總

值以及稻作人口等方面，都佔有顯著的重要地位。政府基於糧食安全、農民所得與產業

平衡等考量，向來以管制進口、保證價格岐購制度等措施保障國內稻米產業。歷年來各

項政策措施雖已發揮了其階段性任務，但由於國內外經貿環境的轉變，農產品貿易自由

化與農業政策改革聲浪高漲，我國糧食政策也面臨調整改革壓力。在國際壓力下，我國

已承諾加入 WTO 後逐步開放國內稻米市場，國內稻米進口管制及保証價格收購制度因

此將面臨調整改變。稻米開放進口及保証價格收購制度調整後，對台灣稻米生產及資頓

利用結構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採行日本模式或關稅化模式開放稻米進口，其影響有

何差別?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基於以上之認知，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下列幾項:

1.估計稻米生產之供給彈性及資諒投入因素各項彈性，以分析生產要素間之替代關

係;

2.探討稻米產業政策調整後對稻米生產與資源利用結構之影響殼果，並比較不同的稻

米進口模式與保証收購制度調整措施的影響差異程度;

3.就未來生產要素資海利用與稻米生產結構調適問題，根據實証分析結果，引申其政

策涵意。

近年來，研究經濟自由化對台灣農業部門影響的論文甚多，如:李順成( 1988) 、

陳希煌( 1989) 、郭義忠( 1989) 、蕭清仁( 1990) 、楊建成、傅祖壇與邱如伶( 1992) 、

吳榮杰( 1993 )、江長周( 1993 )、彭作奎與劉瑞萍( 1994) ...等。但探討經濟自由化

對相關產業之生產要素投入結構與成本結構之影響的研究則較少，且多僅止於相關彈性

的估計，或根據調查資料進行推論，如:郭義忠( 1989) 、李順成( 1986 )、李朝賢( 1989 )、

羅明哲 (1989) 等。基於前述之研究目的，本文首先利用生產經濟理論之超越對數成本

函數測定稻米供給彈性與資源需求彈性，以瞭解稻米之供給及各種生產要素需求對市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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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變化之反應程度，並分析各項生產要素間之替代關係，做為對稻米產業之生產成本

及生產規模進行比較靜態分析之基礎。其次，結合存貨部份調整法( Partial Adjustment )、

價格適應性預期法 (Adaptive Expectation) 、逆需求函數、以及引伸性需求( derived 

demand) 原理等概念建立稻米供需模型，並採用近似無關聯迴歸方法 (SUR) 估計各行

為方程式之參數值。最後進行政策模擬分析，比較稻米開放進口後，不同的開放模式及

保價收購政策的調整，對稻米產業之資源使用結構及生產成本結構所產生之影響，以供

決策參考。

貳、理論架構

本節就相關文獻與經濟理論進行整理，作為建立本文研究方法之理論基礎，並在實

證分析及政策模擬時加以應用。

一、超越對數成本函數

傳統上用作效率研究之測定工具，大多採取特定的生產函數，利用簡單的產出投入

或因素投入比例求解生產係數，然後測定事後的生產因素分派機率(何黎明， 1991) 。

近年來共輯對偶理論 (Co吋ugate duality theorem) 因具有解析生產函數、利潤函數及成

本函數的一對一函數轉換關係之特點，而廣泛地被應用於一般經濟問題分析(李順成，

1989 )。諸如 Lau 及 Yotopoulos ( 1971 )採用 C-D 生產函數所導出的 UOP (Unit

Output-Price) 利潤函數，作為衡量經濟效率的方法。隨後 Yotopoul肘， Lau and Lin ( 1979 ) 

應用 UOP 利潤函數模型進行分析，研究台灣農業產出的供給彈性，以及人工、畜工、

機工、肥料、土地，和回定資輝的價格需求彈性。以及 Antle ( 1984 )利用超越利潤函數

計量模型，測試並評估美國農業技術結構的一般變動，發現技術變動乃為帶動美國農業

發展之主要因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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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 and Mckillop ( 1989) 利用多項產品生產及因素投入的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分

析北愛爾蘭農業結構變化。該研究採用對偶性理論，量化估計出每年的因素間替代彈

性，因素需求價格及交叉彈性，產品的整體規模經濟係數和中性技術變動比率值。 Houck

( 1989) 探討如何利用生產彈性作為基醋，估計出一個生產函數不同生產投入的因素資

源需求方程式中，任何點的直接與交叉價格彈性間之相互關係'並指出投入因素需求和

產出供給的相關價格彈性值，可以改用生產彈性係數值的相關方程式表示。 Miller and 

Tolley ( 1989 )研究指出，價格支持或肥料補貼的市場干預行為，可導致迅速採用新技

術，但會扭曲資源的分派使用;該研究並探討當技術與資源分派之間具互換效果情況下

之最適化政策設定問題。

在國內相關的研究文獻中，李順成教授( 1988) 採用超越利潤函數模式，將利潤函

數以對數轉換後，求得二次泰勒展開式，導出一般化超越利潤函數模型，並應用於台灣

肉雞市場開放進口對養雞事業影響之評估。張定中( 1989) 利用稻米之供給彈性及生產

殼率，並以估計所得彈性的參數進行政策模擬分析，結果顯示提高稻米收購數量使稻米

產量增加，刺激稻農增加對生產要素的需求，尤其增加對士地的需求，使得推行稻米轉

作政策成效受到影響，並誘使更多小面積經營農戶投入稻米生產行列，使農業的生產結

構日趨僵化，面對未來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大環境會越來越難調適。李順成( 1993 )以

超越對數生產函數量化分析勞動與資本因素聞之替代彈性，並估算經濟自由化之市場導

向效果。發現稻作面積持續減少速率減慢，稻作生產力快速增加，勞動使用量逐年下降，

家工投入漸由僱工及機工替代，工資上漲，農藥、肥料等因素價格上漲速度趨緩。

因此，在探討我國調整現行稻米政策對國內稻米市場生產資源使用結構之影響效果

時，可採用的方法包括生產函數法、利潤函數法及成本函數法三大額。其中，因超越對

數成本函數則真有下列優點: 1 直接利用 Shephard's lemma 導出因素需求函數，以簡化

運算過程; 2.成本函數之投入因素價格為外生決定之假設，較生產函數因素投入為外生

決定之假設合理; 3 成本函數對有關成本與因素價格資料之取得與處理較其他二法簡單

(何黎明， 1991) 。因此，本文採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進行實證分析，藉此探討經濟自

由化及政府政策改變對國內稻米產業之影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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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產經濟理論得知，單一產品之生產者在特定的生產函數與產量水準下，追求成

本極小化的行為模式可用下列數學式表示:

MinC = 三峽X，

s.l. Y = F(X I .X2 '..... ,X ,,) 
、.. 
F 

I 
r
-
、

式中 'C 為生產成本 ;W 為第 1 種生產因素價格 ;X 為第 I 種生產因素使

用量 ;Y 為產品產量。對(1)式中的 X 偏微分，得其一階條件並聯立求解，可求得

X， 在成本極小化下之最適解為 W， 及 Y 的函數，因此成本函數 C 可以數學式表示

如下:

C=C(眠，吭，....，叭 ;Y) (2) 

將 (2) 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再對 In(.) = 0 盧求其二次泰勒展開式( Taylor's 

expansion) .可得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模型的二次趨近計量模型為

LA+Alny+ZAM+抖MY+j豆豆A叫叭

+ Iß;yln (3) 

♂ lnC ♂ InC ♂21nC 
式中， β。= C(ln(.) = 0) ;β= 一一一 ;β= 一一一一 ;β =一一一一一;

y olny " oln W, r yy olnyolny 

~ o21nC 內 o21nC
β= .β= .ε 為殘差項。
r'J ♂ lnW;olnW， r ,y olnW,olny 

依經濟理論之要求，成本函數必須具備下列函數性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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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調性( monotonic ) 

民+五月， In W, + ß,y In Y 這 O (4) 

(二)線型齊次式( homogenous of degree one ) 

玄武= 1 ;芝βυ = Lßi' =0及玄武v = 0 (5) 

(三)凹性及連續性( concave and continuous ) 

成本函數二次微分矩陣具對稱及半負定性 (Symmetric negative semidefinite 

matrix) 

應用 Shephard's lemma '將超越對數成本函數 (3) 式對自然對數要數價格

( 1n W; ) 偏微分，則可求得各要素投入費用對生產成本之比例( cost share )為

♂ lnC ~ .，f片
黑7中戶， lnW，吶 ln Y ; 'íI i (6) 

式中， S，為要素投入成本比例。再利用 Shephard's lemma 並加以整理，即可求得

因素需求函數:

x. =S 主
'>>'; 

再將 (7) 式兩邊取自然對數，即得

lnX, = lnS, + lnC -ln W,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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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因素需求的價格彈性可以下式表示

èlnX èlnS ♂ lnC èlnW Æ W 
η= 一一一__!_ =一一一斗+一一一一一一一__!_=一=..!....﹒ -'+S 一 1

11 ♂ lnW， èln W:♂ ln W:♂ ln W, &, S, 

式中，爪，為因素需求的價格彈性。由 (8) 式可知

Æ. è 哥、 n
~=一一(β+ )"戶'i， lnW，+氏、 ln Y) =乙!!....
mmr f fTfr 

(1 0) 

代入 (9) 式中，得因素需求的價格彈性為

刁11 -令+S， 一 l

同理可求得因素需求的交叉彈性為

èlnX èlnS. èlnC èlnW 
η 一一一一一ι 一一一一ι+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èlnW， ♂ lnW， èlnW, èlnW, 

、
-
F

I l 
i
-
-、=生+S

S, 

為第 1 種生產因素使用量對第j 種生產因素價格之交叉彈性。式中，吼

根據以上所推導之因素需求函數與相關彈性，並以實際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估計參

數值，即可藉此探討經濟自由化及政府政策改變對國內產業之影響。

二、供給函數

農業生產本質上乃屬生物性產業，其特點為生產前必須保有一定數量之種子或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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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且在其生產過程中乃至銷售階段皆須經歷一段期間，故其供給具有時間落遲及動態

調整之性質。因此，在進行農產品供給行為之經濟分析時，必須考量其生物性生產之特

質，方可使分析之結果更接近事實。在相關研究文獻中， Hotelli月( 1的 1 )首先提出「存

量」的觀念進行耗竭性資源 (exhaustable resources) 的研究，此後該觀念便廣泛應用於

生物性經濟分析上。Gordon( 1954 )結合生物學上之 Shaffer 模型，建立所謂 Gordon剖laffer

模型，以說明存量與產量相對於時間之關係。其後， Clark ( 1976) 根據 Gordon-Shaffer

模型，建立數量化的分析方法，至此，生物經濟分析之發展乃趨於成熟(黃健兒. 1995) 。

在價格預期理論方面，較嚴謹的預期形成乃以 Fisher ( 1930 )為開端，他認為本期

物價上漲率由過去實際物價的數值所決定。 Hicks ( 1939 )亦特別強調過去價格對預期價

格的重要性，然而此心理因素與其他市場因素對預期價格的形成卻難以辨認。因此，有

些經濟學家便基於主觀之假設，以期捕捉大眾難測的預期心理，於是形成多種價格預期

模型，如靜態預期( Static Expectation) 、適應性預期( Adaptive Expectation) 及理性預

期( Rational Expectation )等模型。

傳統上，較常使用靜態預期中的蛛網理論( Cobweb Theorem )分析農產品之動態特

性，其在處理預期價格時，假定生產者本期之預期價格即為上一期之實際價格，因此在

特定的供給函數下，代入上一期價格水準即可求出本期之產量。此乃因農產品生產具有

時間落遲，生產者無法立即對市場之變化做出反應所致。惟由於生產者作生產決策時所

掌握的訊息不只上一期，還包括過去各期之價格，且若供給彈性相對大於需求彈性時，

蛛網理論將得不到長期均衡。此外，由於生物性產業特性，使農業生產無法即時反應未

來經濟現象之變化，因此較難應用理性預期假說來處理農產品動態特性之經濟分析。

綜合上述原因，本節將應用存貨之部分調整法與價格適應性預期，建立供給模型以

作為分析之工具。根據生產者理論，在生產技術水準固定、產品價格與要素價格不變下，

單一產品之理性生產者追求利潤極大化之過程為

Mαxp.Y-w.x s.t. Y = f(x)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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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 為產品產量 .x 為要素投入量向量 .p 為產品價格 .W 為要素價格向量。經由

一階條件求解可得產品供給函數:

γ =j(P' ， W， Z) (1 2) 

式中 ， y' 為預期產品產量 • p' 為預期產品價格 'Z 為其他外生變數。由於農業生產具生

物性特質，其生產過程有時間落遲現象，在未來不確定情況下，預期產量與預期價格常

與實際值有段差距，故在適應性預期價格的假設下﹒預期產量會逐期修正，因此依存貨

之部分調整法可得:

Y, - Y'-l = y(Y, - Y，刊) y ~ 0 (1 3) 

式中 'y 為調整係數。依據適應性預期模型，當預期物價小於實際物價時，預期物價會

往上調整;反之，當預期物價大於實際物價時，預期物價會向下調整，直到預期價格與

實際價格相等為止。由此觀點可將之表示為:

方 -P，~l =Q( P， -l 一月~l) 0 < k 三 l (1 4) 

式中 'Q 為預期調整係數。結合(12) 、(1 3) 及 (14) 三式，利用數學推導即可求得產品

之供給函數為:

Y, =F( P,_pW"Y,_pZ,) (1 5) 

參、實證結果

依前述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相關經濟理論之推演，本節分別建立稻米供需計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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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及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模型等兩個次模型並加以討論。其中，稻米供需計量模型旨在

估計相關經濟變數之影響參數，以作為政策變動對稻米產業內生經濟變數影響的衡量基

礎;稻米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則在利用經濟邏輯，推導稻米生產因素之需求函數，並估計

相關經濟參數及彈性，以便在進行政策模擬分析時評估政策調整對稻米生產結構的影響

效果。

一、稻米供需計量模型

(一)稻米供給行為方程式

稻米的供給函數是假設生產者在現有的生產技術水準限制下，追求最大利潤所

反應的經濟行為。但受未來情況不確定及稻農心理因素之影響，使其對市場動態環

境的反應常存在落後現象。假設稻農採用價格適應期預期及存貨部份調整，考慮競

爭作物價格因素影響，將要素投入價格視為固定並將其影響置於截距項中，再考禮

政府提高保證價格之虛擬變數 D， ' 可得稻米供給函數之線型方程式為:

Q;'" = ao + a'P'_I_' + a2Q;'"_ , + aJ~_I_' + a4月 (1 6) 

式中 ， Q/" 表國內稻米本期哄給量 ;p、丸廿'

國內稻米前一期供給量 ; J凡tLt卜-，表稻米競爭作物前一期價格指數。根據農委會「改

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六年執行成果報告 J (1992) 指出，最適宜稻田轉作

之作物分別為玉米、落花生、甘譜、菸草、大豆等。故本研究選擇此五種作物品稻

米生產之競爭作物，並以此五種作物之加權平均價格指數為競爭作物價格指標。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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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稻米價格傳遞方程式

為暸解稻米產地價格與零售價格之關係，本文應用「引伸性需求原理」的概念，

設計以零售價格為解釋變數，產地價格為被解釋變數的價格傳遞式，將產地市場與

零售市場相連結。因此稻米價格的傳過方程式為:

Pf ,l = bo +bl~ 、 (17) 

式中 ， pf ,{ :為本期稻米產地價格 ; p1,{ :為本期稻米零售價格。

(三)稻米價格決定方程式

一般而言，影響市場價格水準之因素主要為市場供給量與需求量，透過市場結

清條件，即供給與需求相等時，決定均衡價格及均衡交易量。決定稻米圍內總供給

量之重要因素包括國內生產量、進口量、出口量、庫存量變動等，影響稻米圍內需

求量重要之因素為人口數及所得水準等。故本文設計價格決定方程式為:

九= Co + CÛSI, + C2Nf, (1 8) 

QSI, = [Q;、 +(M， -X，) 一 (SR-SRl)lf立
POp, 

(19) 

式中，凡:為本期稻米零售價格 ; QSI, :為本期稻米平均每人每年可供應量;

NI1 : 為平均每人每年國民所得指數 ; Q;" :為稻米國內供給量 ， M1 為稻米進口

數量 ; X，: 為稻米出口數量; ST: 稻米庫存量 ; RF: 稻米糧食比率; POP: 國內

人口總數。

、
E
J

l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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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稻米生產者價格轉換式

根據國內稻米運銷環境，農民將其所生產的稻米除部份留作自家消費外，餘糧

即供政府收購或賣予產地糧商兩種銷售管道，因此稻農所得價格應為稻米產地價格

與產地價格之加權平均，故稻米生產者價格轉換式可設計為:

~ Prl.Qu+ 丸 t.Qp_f- -一一-
• .,,/ Qj.1 +Qgl 

(20) 

為符合本研究需要及方便實證分析，進一步將 (20) 式線型化處理並修正為:

P. = d.P, . + d.P_ l' (,/ , -2' J{.I (21) 

dl + d2 = 1 (22) 

式中，九:為稻米生產者價格 ; Pj .
1 

: 為稻米產地價格;凡I 為稻米政府收購價

格。

由於稻米生產需要近半年時間，本期之稻米生產量決定於上一期的生產者價

格，而本期稻米消費量乃受同期零售價格之影響，因此在稻米市場供需方面具有時

間前後之迴覆( recursive )性質。但稻米需求方程式、價格傳遞方程式與政府收購

政策之內生變數則在本期內相互決定，因此本模型又屬於相互關連之聯立體系。

二、稻米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模型

(一)台灣稻米超越對數成本函數之設定

根據台灣稻米實際生產過程及配合本研究實證分析之需要，假設台灣稻米生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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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為稻米種植面積 (A) 、勞動 (L) 、資本 (K) 及中間投入 (M) 等生產因素

使用量的函數，其中勞動包括自有勞力及僱用勞力;資本包括機具設備、稅捐及其

他損耗;中間投入包括農藥、肥料及種苗等。依生產經濟學之對偶理論，可進一步

導出台灣稻米超越對數成本函數為各生產因素價格之函數:

叫w， y)== β0+β1Rl+jMRl+E (23) 

R1 = [ln y ln PA ln PL ln PK ln P M ] 

n
m九
九
心
心

KKKEK VALK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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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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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為稻米生產成本函數 ， p 各生產因素價格向量; y: 圍內稻米產量;

R: 稻米產量及生產因素價格自然對數向量 ;β: 相對應待估參數向

量;

ε: 殘差項。

(二)成本比例與相關彈性

根據前節之理論推導，由 (23) 式可分別求得耕地設算租金、勞動費用、資本

費用及中間投入費用等各項生產因素投入成本對生產總成本比例之聯立方程式

(1 3)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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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為各生產因素投入成本佔生產總成本之比例。由經濟理論得知，成本函數

必須滿足單調性( monotonic )、線型齊次性( homogenous of degree one )、凹性函

數性(concave)及二次微分矩陣為一對稱半負定矩陣( symmetric negative semidefinite 

matrix) 等限制慷件，方能表現生產者在既定產量下追求成本極小化的理性行為。

因此，本研究在實證模型設定時加入下列限制式:

(25) Al=l 'Bl=O 'Cl=O 'C=C 

式中，

β'M] 

βMY] 

βK β/ A= 仇

B = fßAY β峙ßLI 

。， = [0 

。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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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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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Shephard's lemma 及各生產因素投入費用對生產總成本之比例，經數學運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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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處理可求得生產因素需求函數為:

lnX A == lnWA + lnC 一 ln 凡

lnX j := lnW,- +lnC 一 lnPL

ln X K == ln Wk + ln C 一 ln 九

ln X M :: ln W M + ln C - ln P M 

-67-

(26) 

(27) 

(28) 

(29) 

式中，尤為第 i 種生產因素需求量 ， W， 、 C 及 R 之定義與前述相同。再引用前節

理論推導結果，生產因素需求的相關價格彈性可表示如下:

η" 主!...+W， 一 l
"眠，

η;/ -手+W，
i = A、 L、 K 、 M

(30) 

1 司~J (31) 

j = A， L.K、 M

式中，刁"為第 i種生產因素需求的自身價格彈性 ; 1]'j • 為第 i 種生產因素需求對

第 j 種生產因素價格的交叉彈性;氏、疚之定義同前所述。因此，本文先建立稻

米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模型，利用經濟理論進行推演並整理，得到各種成本比例方程

式;然後將再藉由歷年台灣稻米生產費用調查表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估計各項參

數值及相關彈性係數，以便在政策模擬分析時引用;最後應用引伸需求原理估計稻

米產量變動所引發生產因素使用量的變動，探討經濟自由化對國內稻米生產結構的

影響。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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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稻米供需計量模型之估計

(一)稻米供給行為方程式

Q,' = -238335 + 3 1 480P，H 一 2863尺，_， + 0.8699Q;'_ , + 174185D, 

(一0 .477) (1.608) (-1.456) (9.850) (2.643) 

R 2 = 0.9353 頁2 = 0.9180 

由上可知，前一期稻米供給量對本期稻米供給量的影響最為明顯，顯示稻農生產行

為上有深厚的習慣傾向，也說明政府近年來致力推行的「稻田轉作措施」之困難，

若欲在不降低稻農收益前提下發揮一定程度的政策致果，政府恐怕須支出更多的預

算額度以提高轉作誘因。 D， 表政府提高保證價格之虛擬變數，顯示稻米保證價格

提高對稻米快給量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二)稻米相關價格方程式

P,., = 28.7060-0.1 1 78 QSI, + 0.0543NI, R2 = 0.8229 頁2 = 0.8020 

(3 .3 12) (-1.903) (1.556) 

Pf ,l =3.0164+0.6107門，

(1.892) (9 .562) 

P,., = 0.6306P/., + 0.3695~ 

(22.685) (1 5.192) 

R2 = 0.8355 頁2 = 0.8264 

R2 = 0.999 IP = 0.999 

上述聯立方程式分別為稻米價格決定式、價格傳遞方程式及生產者價格轉換

式。由價格決定式得知，每人每年稻米供應量較所得水準對自米零售價格的影響程

度大，且近年來由於稻米生產量的減少以及國民所得水準的提高，皆使稻米零售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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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由價格傳遞式顯示，稻米的產地價格與零售價格之間關係相

當密切，可藉此建立產地與零售兩市場之價格函數關係。再由生產者價格轉換式得

知，稻米生產者對其所得價格之考量來自產地價格及政府收購價格兩者加權平均，

若僅由產地價格考慮其生產行為，將與實際情況不符。

(三)彈性分析

由稻米供給行為方程式、稻米價格傳遞式及生產者價格轉換式等各係數的估計

值，可進而導出各項相關彈性係數值，其計算結果如表 l 所示。

表 l 稻朱俱給及價格相關彈性估計值

稻米供給的自身價格彈性 I 0.3093 

稻米供給的競爭作物價格彈性 I -0.0904 

稻米產地價格對零售價格的價格傳遞彈性 I 0.8570 

稻米生產者價格對產地價格傳遞彈性 I 0.5980 

稻米生產者價格對政府收購價格傳遞彈性 I 0.4021 

資料來源:由本模型求得

由表 l 得知，稻米供給的自身價格彈性及競爭作物(玉米、落花生、甘譜、菸

草、大豆等)價格彈性分別為 0.3093 及一0.0904 .表示稻米生產者價格及競爭作物價

格每上漲 1%時，稻米及競爭作物之供給量將分別增加 0.3%及減少 0.1% .顯示圍

內稻米生產屬低供給彈性性質，亦反映稻米生產對作物結構之調整較缺乏伸縮性。

就價格傳過彈性而言，稻米產地價格對零售價格、生產者價格對產地價格及政府收

購價格之彈性分別為 0.86 、 0.60 及 0.40' 表示零售價格每上漲 1%時，產地價格亦

上漲 0.86% .此可說明市場價格變動中農民所得份額所受之影響;再者，產地價格

及政府收購價格分別變動 1%時，稻米生產者價格將同向變動 0.6%及 0.4% .顯示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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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價格變動比收購價格變動對生產者價格影響為大，其主要原因為政府收購稻米

數量較農民在產地市場出售稻米數量為少所致。

四、稻米超越對數成本函數之估計

本文採用「台灣地區稻穀生產費用調查報告」所公佈民國 51 年至民國 84 年台灣第

一、二期稻穀每公頃生產費用統計表，以及「台灣省物價統計月報」所公佈農民所付物

價指數所計算出相關的生產因素價格指數與數量指數，其估計之稻米超越對數成本函數

參數值列於表 2。由於估計值係數尚不能直接顯示其經濟涵意，故進一步依公式(30) 、 (31 ) 

計算出各種相關彈性值，並將結果列於表 3. 再藉以探討相關政策變動之經濟影響效果。

表 2 稻朱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僚，自估計值

成本比例 常數項 稻米產量 耕地租金 勞動價格 資本價格 中間投入價格

w Q; P, PL PK 九

耕地租金成本比例 一0.3167 一0.0012 0.1008 一0.0539 0.0029 一0.0498

(W
A

) (一2.591)* (一0.140) (1 7.873)* (一9.672)* (0.354) (-7.02 1)* 

勞動支出成本比例 1.9280 一0.0729 一0.0539 0.0884 一0.0422 0.0078 

(W
L

) (4.687)* (一2.489)* (一9.672)* (4.567)* (一2.260)* (0.792) 

資本支出成本比例 -2.5819 0.1807 0.0029 一0.0422 0.1476 一0.1084

(W
K

) (一6 .449)* (6 .406)* (0 .354) (-2.260)* (5.626)* (一5.752)*

中間投入成本比例 1.9706 一0.1067 一0.0498 0.0078 一0.1084 0.1540 

(WM ) (7.659*) (一6.089)* (一7.021)* (0.974) (一5.752)* (8.039)* 

註:1.各項價格及稻米產量採自然對數型式

2.括弧內數字為 t 值. *表 10%顯著水準下顯著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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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稻朱生產囡棄需求彈性估計值

生產因素需求量 耕地租金 勞動價格 資本價格 中間投入價格

X PA Pl Pt; P 訶

耕地需求量 ， X A 一0.2230 0.2158 0.0991 一0.0920

勞動需求量 ， X[ 0.0654 一0.2940 0.0038 0.2250 

資本需求量 ， X
K 0.2002 0.0255 0.8925 -1.1 195 

中間投入需求 ， X M 一0.0719 0.5803 一0 .4332 一0.0752

由表 2 得知，當稻米產量增加時，耕地租金、勞動支出及中問投入支出等成本比例

下跌，只有資本支出成本比例上升，表示稻農主要採用增加機具設備的購置來提高稻米

產量;另外，各生產因素價格的變動對其本身成本比例皆真正向影響，即生產因素價格

提高時其成本比例亦增加，表示稻米生產因素投入結構的調整仍其一定程度的僵固牲。

由表 3 得知，就生產因素本身價格彈性觀察，除資本的彈性為正外，最真彈性的生產因

素為勞動，其次依序為耕地及中間投入，其彈性分別為 -0.294 、 -0.273 及一0.075 0 由

此可知，中間投入之彈性最小，亦即稻農所使用的肥料、農藥及種苗受其價格變動的影

響較小，有準固定生產因素的性質，而勞動則屬變動生產因素，但基本上各項彈性係數

皆小於一，再次說明稻米生產因素結構調整之不易。

就交叉彈性而言，若彈性值為正時，表示兩種生產因素為替代關係;若彈性值為負，

則表示兩種生產因素為互補關係。表 3 顯示，勞動與資本、耕地及中間投入皆為替代關

係，耕地與資本亦為替代關係，而中間投入與耕地及資本則屬互補關係。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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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模擬分析

一、模擬方案之設定

各種政策模擬方案( scenarios )之設定主要係考量政府所發表「農業政策白皮書」

(農委會， 1995) , ，跨世紀農業建設新策略 J (農委會， 1996) ，及世界貿易組織 'GATT

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等內容。其中包括在邊境措施方面選擇以日本模式進口稻米;在

境內支持水準方面向l贓「總合支持指標 (AMS) J 2叭，在糧食安全方面至少維持滿足

圍內稻米消費需求三個月的政府庫存量;在收購制度方面仍維持稻米保價收購措施至民

國 86 年，屆時視實際情況再做檢討。因此，本研究所選取之政策模擬方案如下:

(一)基準政策:

假設稻米管制進口措施、政府稻米保價收購制度及政府稻米庫存水準均維持不

變。即在政府稻米保價收購制度方面，收購價格為每公斤 25.94 元，收購數量為每

公頃 2117 公斤(註一) ;政府稻米庫存量維持在 1995 年底的 68.6 萬公噸。其他

如稻田輔導轉作措施及稻米價格穩定措施等相關政策仍繼續實行。

(二)模礙方案一:

假設自 1998 年起依日本模式開放稻米進口， 75%進口米直接供糧食用途(註

二) ，稻米保價收購制度及政府稻米庫存水準至 2000 年維持不變。

(三)模擬方案二:

假設自 1998 年起依日本模式開放稻米進口， 75%進口米直接供糧食用途，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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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保價收購數量 1998 年減少 10% 、 1999 年減少的%、及 2000 年減少 20% '以配

合 WTO 農業規範於改革期間結束時 AMS 須減少 20%之規定。

(四)模擬方案三:

自 1998 年起依日本模式開放稻米進口， 75%進口米直接供糧食用途，政府稻

米保價收購數量 1998 至 2000 年分別為 59 萬、 62 萬及 60 萬公噸(吳榮杰， 1996 )、

政府稻米年庫存量為 71 萬、 60.7 萬及 51 .4萬公噸(林益倍， 1996) 0 (註三)

以上基準政策及各種政策模擬方案之政策設定值綜合如表 4 所示。為估計政策改變

對台灣稻米產業之整體經濟影響，在進行各種政策模擬之前尚有一些假設須先說

明:

1.政府稻米收購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價差，和實際收購比例有正向關係'即價格

差距越大，收購比例越高(對於收購比例之設定標準請參考註四)。

2. 外生變數之設定值依據過去 10 年( 1985 ....., 1995 或 1986-1996 )之變動趨勢預測。

3 台灣進口稻米之同時，其替代物品，小麥及競爭作物‘大豆、玉米、落花生、甘譜、

菸葉亦已實施關稅化措施，其競爭作物之等量關稅為 395% (請參考林益倍，

1993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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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種故饋模攪方葉之政策變數設定值

了為前之三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基準政策

稻米進口量(公噸) --- --- --- ---
政府庫存量(公噸) 686000 686000 686000 686000 686000 
收購價格(元/公斤) 25.94 25.94 25.94 25.94 25.94 
收購數量(公斤/公頃) 2117 2117 2117 2117 2117 

模擬方案一

稻米進口量(公噸) --- --- 107840 121320 134800 
進口稻米糧食比例(%) --- 75 75 75 
政府庫存量(公噸) 686000 686000 686000 686000 686000 
收購價格(元/公斤) 25.94 25.94 25.94 25.94 25.94 
收購數量(公斤/公t頁) 2117 2117 2117 2117 2117 

模擬方案二

稻米進口量(公噸) --- 107840 121320 134800 
進口稻米糧食比例(%) --- 75 75 75 
政府庫存量(公噸) 686000 686000 686000 686000 686000 
收購價格(元/公斤) 25.94 25.94 25.94 25.94 25.94 
收購數量(公斤/公頃) 2117 2117 1905 1799 1694 

模擬方案二

稻米進口量(公噸) 107840 121320 134800 
進口稻米糧食比例(%) --- 75 75 75 
政府庫存量(公噸) 686000 686000 710430 607036 513965 
收購數量(公噸) 558000 514000 590000 62000 
收購價格(元/公斤) 25.94 25.94 25.91 25.94 25.94 

L一一一一一一

註: 1 

2.政府庫存量一方案三採林益倍(仆1996刮)估算之數值'其餘根據 1995 年年底之政府

稻米庫存量設定;

3.收購數量 方案三採吳榮杰( 1996) 估算之數值，其餘根據現行政府稻米保價收

購制度;

4.收購價格一根據現行政府稻米保價收購制度，以數量加權平均並換算為糙米每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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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之收購價格;

5.進口稻米糧食比例一指進口稻米作為食用糧食之比例;

6.以上稻米單位皆統一換算成糙米。

二、政策模擬結果

-75一

不同稻米政策之推行直接影響生產者、消費者及政府部門福利水準，與稻米生產結

構(耕地面積、勞動、資本、及農藥、肥料、種苗等中問投入使用量)之調整速度，而

影響之主要政策變數及經濟變數則分別為政府保證價格、收購數量、政府庫存量，及國

內稻米產量、進口量、消費量、產地價格、零售價格、生產者價格。以下就本文所設定

之各項政策模擬值(請參考表 5) 分別討論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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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種不同方案下稻米市場趨勢值模攬

ι主之士 三年總 平均變動
1997 1998 1999 2000 

變動量 比例(%)

基準政策:

生產量(千公噸) 1614.6 1547.4 148 1.8 1420.3 一194.3 一4.18

政府收購量(千公噸) 38 1.9 355 .4 330.4 307.5 一 152.6 一 13 .3 2

政府庫存量(千公噸) 686 686 686 686 。 。
平均需求量(公斤/人) 57.59 55.65 53.79 51.98 -5.61 -3 .36 

生產者價格(兀/公斤) 23.79 24.21 24.63 25.06 1.27 1.75 
零售價格(兀/公斤) 33.69 34.79 35.92 37.08 3.39 3.25 

方案一:

生產量(千公噸) 1614.6 1547.4 1479.1 1414.7 一 199.9 一4.31

政府收購量(千公噸) 38 1.9 436.1 404.7 375.8 70.7 6.17 

政府庫存量(千公噸) 686 686 686 686 。 。
平均需求量(公斤/人) 57.59 56.08 54.25 52 .44 -5.15 -3.07 

生產者價格(兀/公斤) 23.79 24.09 24.51 24.92 1.1 3 1.56 
零售價格(兀/公斤) 33.69 34 .48 35.58 36.71 3.02 2.9 

方案一:

生產量(千公噸) 1614.6 1547.4 1477.7 141 1.7 一202.9 一4.38

政府收購量(千公噸) 38 1.9 439.3 384.6 335.9 13.9 1.21 

政府庫存量(千公噸) 686 686 686 686 。 。
平均需求量(公斤/人) 57.59 56.29 54.52 52.77 一4.82 一2.87

生產者價格(兀/公斤) 23.79 24.04 24 .43 24.83 1.04 1.44 

零售價格(兀/公斤) 33.69 34 .35 35 .38 36 .45 2.76 2.66 

方案二:

生產量(千公噸) 1614.6 1547.4 1478.7 1412.2 一202.4 -4.37 

政府收購量(千公噸) 38 1.9 395.3 415 .4 398.6 63.5 5.54 

政府庫存量(千公噸) 686 710 607 514 -227 一 11.03

平均需求量(公斤/人) 57.59 56.29 54.61 53.18 一4 .4 1 一2.62

生產者價格(兀/公斤) 23.79 24.07 24 .4 1 24.71 0.92 1.27 

歷售價格(兀/公斤) 33.69 34 .43 35 .32 36.13 2.44 2.3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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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依據以 t四種政策方案模擬結果，國內稻米產量受政策變動之衝擊程度大小依序

為政策方案二、方案三、方案一及基準政策，顯示政府對圍內稻米生產的支持程

度以基準政策最高，方案二最低。換言之，保價收購數量逐年減少對國內稻米產

量之影響最大，惟各政策模擬方案之影響程度差異不大。

2. 各種政策方案之模擬結果顯示，每人每年稻米消費量年變動率分別為一3.36% 、

-3.07% 、 -2.87% 、及一2.62% '由此可知，開放稻米進口使得圍內稻米消費水準

之下降幅度減小，尤以方案三為最。

3 各方案之生產量年變動率介於一4.18---4.38 之間，平均每人每年消費量年變動

率為一2.62---3.36 '顯示消費量減少幅度較生產量為小，主要原因為進口稻米填

補一部分國內稻米生產量減少之數值。再由各方案之數值差異度觀察，生產量變

異幅度較小，此乃當產地價格與收購價格差距擴大時，增加稻農願被政府收購之

誘因，使政府收購比例提高所致。

4. 若政府以支持稻米生產為主要政策目標時，採行基準政策為最佳，但為配合 WTO

市場開放之要求，不得不開放稻米進口時，則以政策方案一之政策效果較好，但

有政府收購支出增加及消費者剩餘減少之代價產生。

三、開放稻米進口對台灣稻米生產因素結構之影響

不同政策之推行除了直接影響各相關團體之福利水準外，亦間接影響生產因素的使

用結構。稻米市場開放的結果，透過市場價格的變動影響國內稻農的生產行為，進而使

稻米生產因素使用量發生某種幅度的變化。以下針對政府採取各種不同稻米政策對生產

因素投入之影響效果進行分析:

(一)各種模擬方案下稻米生產因素使用量之變動

由表 6 得知，在各種政策方案下， 1998 --2000 年三年期間，稻作土地使用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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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種植面積)平均每年將減少 6.32%-6.51% '其中以基準政策減少幅度最小，

以方案二之減少幅度最大:同期間勞動(包括自有勞動與僱用勞力)使用量平均每

年減少 8.3%-8.5% ;資本(包括機器設備、稅捐及其他損耗)使用量平均每年減

少 28.8%- 31 .3%;中間投入(包括農藥、肥料及種苗)使用量平均每年減少約 4.2% 。

四種生產因素皆呈現不同幅度之減少趨勢，乃因開放措施使國內稻米產量逐年

遞減所致，亦顯示四種因素皆具正常因素之特性。其中又以資本使用量減少最多，

因資本主各具有完全流動性之變動生產因素，鑒於稻米產業未來獲利性日趨薄弱而迅

速釋出資本用量;而中間投入因素使用量減少幅度最小，顯示稻作生產對農藥、肥

料及種苗之使用較具習慣性，使其結構之調整較具僅國性。

(二)各種政策模擬方案下平均每公頃稻米生產因素費用比例

由表 7 得知，在各種政策方案下， 1998-2000 年期間平均每公頃土地設算租

金佔總成本比例平均每年皆減少 0.06% '顯示不同政策之採行對其比例並未發生影

響，充分顯示土地具固定生產囡素之特性;同時期勞動費用比例平均每年減少

0.77%-0.79% '幾近固定的勞動費用比例，顯示稻農面對開放稻米進口之壓力時，

其調適能力仍然缺乏;資本費用比例平均每年減少 23.2%-25.5% '再度顯示資本

的高度流動性，亦顯示在自由化過程中，稻農以資本取代勞力之意顧不高。

從另一角度觀察，在各種政策方案下，至 2000 年時勞動費用佔總成本比例為

最高，達 64.8% '顯示國內稻米產業仍屬勞動密集產業，在工資高漲成本因而提高

的環境下，實難與國外大規模農場且按術密集之稻米產業競爭。中間投入費用與土

地租金所佔比例相當，約 17% '其中土地租金所佔比例相當固定，而中間投入所佔

比例則有緩慢上升趨勢。至於資本投入費用比例則甚小，且逐年減少，約 1.6% ' 

因此，可預見政府推動機械化之過程仍將十分吃力。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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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6 各種政策方案下稻米生產因黨使用置之趨勢值

晶晶正亡 1997 1998 1999 

基準政策

土地 9 1.53 85.76 80.3 1 

勞動 87 .39 80.11 73 .42 

資本 97.15 73.74 52.78 

中間投入 92.54 88.69 85.01 

政策方案一

土地 9 1.53 85.76 80.16 

勞動 87.39 80.11 73.29 

資本 97.15 73.74 51.56 

中間投入 92.54 88.69 84.94 

政策方案二

土地 91.53 85.76 80.09 

勞動 87.39 80.11 73.24 

資本 97 ‘ 15 73.74 51.02 

中間投入 92.54 88.69 84.92 

政策方案二

土地 9 1.53 85.76 80.14 

勞動 87 .39 80.11 73.28 

資本 97.15 73.74 51.42 

中間投入 92.54 88.69 84.94 

註:1.土地一指稻米種植面積指數;

2.勞動 指自有勞力及僱用勞力之數量加權指數;

3.資本一指機器設備、稅捐及其他損耗之數量加權指數;

4.中間投入一指農藥、肥料及種苗等之數量加權指數;

5.以上稻米生產因素使用量指數乃設定 1995 年為 100 。

(27) 

2000 

75.26 

67.31 

35.03 

81 .48 

74.96 

67.07 

32.75 

81.35 

74.8 

66.95 

31.54 

81.29 

74.83 

66.97 

31.74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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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變動率
(%) 

-6.32 

-8.33 

一28.82

一4.15

-6 .44 

-8 .44 

-30.4 

-4 .21 

一6.51

一8.5

一3 1.27

-4.23 

-6.49 

一8.49

-3 1.13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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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種政策方軍下平均每公頃稻米生產因素投入費用佔總成本之比例

品品恥之? 1997 1998 1999 2000 
年變動率

(%) 

基準政策

土地租金 16.32 16.31 16.3 16.29 一0.06

勞動費用 63.33 63.82 64.32 64.81 0.77 

資本費用 2.56 2.11 1.63 1. 16 

中間投入費用 17.78 17.77 17.76 17.74 一0.08

方案一

土地租金 16.32 16.31 16.3 16.29 -0.06 

勞動費用 63.33 63.82 64.33 64.84 0.79 

資本費用 2.56 2.11 1.59 1.09 一24.77

中間投入費用 17.78 17.77 17.77 17.78 。
方案二

土地租金 16回 32 16.31 16.3 16.29 -0.06 

勞動費用 63.33 63.82 64 .34 64.85 0.79 

資本費用 2.56 2.11 1.58 1.06 一25 .47

中間投入費用 17.78 17.77 17.79 17.81 0.06 

方案三

土地租金 16 .32 16.31 16.3 16.29 一0.06

勞動費用 63.33 63.82 64.33 64.85 0.79 

資本費用 2.56 2.11 1.59 1.06 一25 .47

中間投入費用 17.78 17.77 17.78 17.81 0.0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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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台灣為一小型開放經濟體系，對外貿易依存度高，為促進我國經貿實力之持續發

展，提昇國家整體利益，政府正積極爭取加入「世界賀易組織 (WTO) J '以尋求更寬

廣的經貿發展空間。以往，政府對稻米等重要農產品實施保護政策，對外採取管制進口

措施，對內實施保價收購措施、稻田輔導轉作措施、及調整政府稻米庫存水準﹒以穩定

稻米市場價格、增加稻農收益、提高農民所得、並保障糧食安全。然而，隨著農產品貿

易自由化腳步的邁進，我國稻米進口管制措施以及國內稻作生產的價格支持措施宜作適

當的調整，以因應內外在環境的轉變，並降低農產品質易自由化政策對我國稻米產業的

負面衝擊。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即在分析因應 WTO 新農業規範，調整我國現行稻米政策

時，對國內稻米產業生產結構之經濟影響。為達成此研究目的，本研究首先以「存貨部

份調整法」、「價格適應性預期」、「逆需求曲線」及「引伸需求原理」等概念建構台

灣稻米供需調整模型;其次利用台灣稻米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模型，測定國內稻米供給與

生產因素需求之各項相關彈性，以了解稻米生產因素需求對稻米供給量及生產因素價格

變動之反應程度;並分析各項生產因素間之替代關{系，以作為政策模擬分析之基礎;最

後對現行稻米政策及其未來走向作深入的暸解，進而設計並模擬四種不同政策方案，評

估其政策效果。

綜合前面章節的分析，獲數以下之結論:

一、稻米生產因素投入之相關彈性

(一)土地(即耕地面積)、勞動(包括自有勞力及僱用勞力)、資本(機具設備、稅

捐、及其他損耗等)、中間投入(包括農藥、肥料及種苗)等稻米生產因素本身

價格彈性分別為 -0.223 、 -0.294 、 0.893 、及一0.075 '顯示除資本的價格彈性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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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外，土地、勞動及中間投入之價格彈性均為負值，且最具彈性的生產因素為勞

動。因此可知，當生產因素價格變動時，勞動需求受到的衝擊最大，屬變動生產

因素;中間投入需求受到的衝擊最小，有準固定生產因素的性質，但基本上各項

彈性係數皆小於一，說明稻米生產因素使用結構調整之不易。

(二)就交叉彈性而言，勞動與資本、耕地與中間投入、耕地與資本之交叉彈性分別為

正，表示此三組生產因素為替代關係;而中問投入與耕地、中間投入與資本之交

叉彈性分別為負，表示此兩組生產因素為互補關係。

二、政策調整對圍內稻米產業市場面之影響

(一)依據方案一~方案三模擬結果得知，國內稻米產量受政策變動之衝擊程度大小依

序為方案二(三年減少 20.29 萬公噸)、方案三(三年減少 20.24 萬公噸)、及

方案一(三年減少 19.99 萬公噸)。顯示政府對國內稻米生產的支持度以方案一

(即收購制度維持不變時)為最高;以方案二(即收購數量逐年遞減)為最低。

(三)各方案模擬結果顯示，平均每人每年白米消費量變動率分別為一3.07% 、一2.87%

及一2.62%由此可知，開放稻米進口將使得已逐年減少之稻米消費量之下降幅度

趨緩，尤以方案三為最。

(三)各方案之生產量年變動率介於一4.18%~-4.38%之間，平均每人每年消費量年變

動率為一2.62%~-3.36% '顯示消費量減少幅度較生產量為小，主要原因為進口

稻米填補一部分國內稻米生產量減少之數值。再由各方案之數值差異度觀察，生

產量變異幅度較小，此乃當產地價格與收購價格差距擴大時，增加稻農願被政府

收購誘因，使政府收購比例提高所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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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調整對國內稻米產業生產因素結構面之影響

(--)在各種政策方案下，四種生產因素皆呈現不同幅度之減少趨勢，此乃因開放措施

使國內稻米產量逐年遞減所致，亦顯示四種因素皆具正常因素之特性。生產因素

中又以資本使用量減少最多，因資本具高度流動性，稻農鑒於未來稻米產業獲利

性日驅薄弱而迅速釋出資本用量;而中間投入使用量減少幅度最小，顯示稻作生

產對農藥、肥料及種苗之使用較為依賴，使其結構之調整較具僵固牲。

(二)就平均每公頃稻米各項生產因素費用佔總成本比例而言， 1998-2000 年期間，

平均每公頃土地設算租金比例皆減少 0.06% '顯示不同政策之採行對其比例並未

發生影響，充分說明土地具固定生產因素之特性;同時期勞動費用比例平均每年

約減少 0.8% '幾近固定的勞動費用比例，顯示稻農面對開放稻米進口壓力時，

其勞動投入之調適能力亦相當缺乏;資本費用比例平均每年減少 25% '顯示資本

的高度流動性及稻農在開放稻米淨口的環境下以機械化取代勞力之意顧不高。

(三)在各種政策方案下，至 2000 年時勞動費用佔總成本比例為最高，達 64.8% '顯

示圍內稻米產業仍屬勞力密集產業，在工資逐年高漲，使成本持續提高的環境

下，實難與國外大規模農場且技術密集之稻米產業競爭;其次，中間投入費用與

土地設算租金佔總成本比例相當，約 17% ;資本投入費用比例最小，僅約 1.6% 。

因此，可預見政府推動稻作機械化之過程仍將十分吃力。

四、政策涵意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可引申出以下兩點政策油意:

(一)若政府以支持國內稻米生產為主要政策目標，則採行基準政策最佳，但為配合

WTO 開放市場之要求，不得不開放稻米進口時，則以政策方案一(收購、庫存

政策不變)之政策效果較好;若政府考量稻米產業各利益團體(包括生產者三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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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及政府等三大部門)福利均衡之政策權數，並追求政策調整對國內稻米產業

衝擊極小為主要政策目標時，則採行政策方案三(收購、庫存量依最適解設定)

較合適。

(二)不同的政策方案隱含不同的價格支持程度，支持程度越高，則稻米減產的速度就

越慢，稻作生產因素結構所受的衝擊就越小，但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則越重，生

產因素結構的調整就越小，長期而言，對稻農未必有利。故政策如何取捨'端視

政府政策目標及所受內外環境的限制與壓力而定。

附 吉主

註 1 :依 1995 年計畫收購及輔導收購內容之規定加總及加權平均，可分別求出每公頃

稻米收購數量及收購價格。

註 2: 台灣稻米消費分為食物用、飼料用、種于用、米食加工原料用以及釀酒用等六大

消費類別，加上損耗等因素，使每年稻米供給量往往與消費者實際糧食消費量有

段差距。依糧食平衡表所載，近年來稻米市場可供消費量中直接供糧食用途者約

佔 75% 。

註 3 :政府稻米保價收購數量及政府稻米年庫存量分別取自吳榮杰( 1996 )、林益倍

( 1998) 二文，這兩篇文章是以有效重分配假說為基礎，應用政策偏好函數與顯

示性偏好理論，建構之最適稻米政策模型，在衝擊程度應越小越好及稻米生產之

具長期外部效果(如糧食安全、生態保育等效果難以量化處理)之假設下，尋求

1997"" 2000 年四年間最適稻米收購政策與政府庫存政策。

註 4: 實際收購比例乃指政府實際每公頃收購數量對其所公佈每公頃應有收購量之比

例。根據林益倍( 1993 )研究指出，政府收購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價差，和實

際收購比例有正向關係，即價格差距越大，收購比例越高。請參考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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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與咄晴比例之關保

價是(:Jê/公斤) I 0-1 1-2 2-3 3-4 4-5 5-6 6-7 7以上

收購比例|肌 50% 酬們 75% 叭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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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analyzed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altemative rice policy .adjustments 

upon the rice market and the input structure of rice production in Taiwan. An econometric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behaviors of rice supply and demand. The econometric 

rice model was then applied to perform policy simulation analyses and to evaluate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altemative policy scenarios. In addition, transcendental logarithmic cost 

functions were adopted to estimate the elasticities of input demand of rice production; which, in 

tum,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altemative policies upon the input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domestic rice 

production under trade liberalization could be less significant if the current govemment 

purchase program of rice is persisted; but if the goal of policy adjustments is to pursue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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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total social welfare, it is recornmended that the quantities of gove口unent purchases be 

reduced gradually; moreover, while minimized weighted impacts on interested groups is 

desired‘ the optimal control tec油liques could be adopted to estimate the optimal quantities of 

govemment purchase, stock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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