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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需求彈性之測定

魯真、葉敬軒

固立中興大學農產這銷學象

摘要

本研究利用線性近似理想需求體系 (LNAlDS) 推佑台灣地區鳳梨、木瓜、蓮霧、

葡萄、及梨子之彈性。在賞證上比較 Stone 指數及 Tomqvlst 指數於 LNAIDS 模型在

彈性推估值上的差異，及以Anderson 及 81undell 、 Eales 及 Unnevehr 、及 Chaltànt 三

種彈性提佑方法所推估結果的不同。 Tomqvlst 指數不會受到衡量單位的改變而變動，

符合指數的特性且可用於取代Stone指數以減少估計及檢定上的偏差。分析結果顯示以

Tomqvlst 指數之 LNAIDS 模型所推佑彈性的絕對值較小，而用 Stone 指數之

LNAlDS 模型推佑之彈性絕對值較大，表示質證中用Stone指數估計彈性時，有可能會

受到衡量單位的影響而產生較高的彈性值﹒在不同的彈性估計方法中，以 Chalfant 估

計法所推佑的彈性值受到不同指數的影響最小，其次是 Eales 及 Unnevehr 估計法，再

來是 Anderson 及 81undell 估計法。彈性估計結果顯示鳳梨及葡萄較具價格彈性:鳳梨

與葡萄互相替代:葡萄與梨子具互補性.葡萄及梨子的支出彈性大於 1 '鳳梨及木瓜的

支出彈性小於 l 。

關鍵詞:水果需求彈性、 Tomqvlst 指數

一、別百

水果目前為我國農畜產業中僅次於畜產的第

二大宗產業，其產值己超過穀類作物及蔬菜作

物，民國八十七年水果類產值已達573億元，約

佔農畜產品生產總值的20% '為我國農業生產中

重要的一環(圖一)。隨著國人所得的提高及消

費型態的改變，對食品的需求已由「量的滿足」

轉變為「質的提升 J 並逐漸重視營養對人體健

康的影響。在過去十餘年間，國人在主食顯方面

的消費逐漸下降，在蔬菜顯、水果穎、肉頸、水

產類、及乳品類方面的消費則有增加的趨勢，其

中以水果類的增加幅度最大，至民國八十五年，

每人每年的水果平均消費量已接近 140公斤，超

過蔬菜類每人每年平均消費量的 109公斤、穀穎

的97公斤、肉類的75公斤、7./(產類的39公斤﹒及

乳品類的23公斤 (表一)。進出口方面，畫灣在

民國七十五年以前水果出口量均高於進口量，民

國七十六年後逐漸開放農產品進口，水果進口的

數量及種頸漸增(王亮月， 1989) 。至民國八十

七年，我國一年進口價值約 130億元、 43萬公噸

的水果，主要來自美國及泰國;出口量則萎縮至

約 10萬公噸，價值為29億元，以日本及香港為

主。

水果在薑灣農畜產業及食品消費中之地位己

日益重要。針對水果需求方面的分析及相關研究

如早期陳仲珍( 1957) 對畫灣相橘價梅的研究;

陳顯堂( 1976) 對農產品長期需求彈性的估計;

張之義( 1979) 及張金裕( 1980) 在其對糧食需

求分析中推佑育果的需求: 蕭秀琴( 1985) 分析

椏帽、柳橙、香蕉、鳳梨、木瓜的需求.戴旭如

及黃春旺( 1986 )分析蓮窮的供需;王志成

( 1986 )推估噩北市的水果價格彈性;趙振輝

( 1987) 分析臺潛水果消費型態與品質偏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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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一民國73年至87年畫灣地區各主要農產品產值比例趨勢圓

表一臺灣主要農產品每人每年可供消費量

單位﹒公斤

穀類 蔬菜類 水果類 ，肉類 水產類 乳品類

民國73年 114.20 9779 105.85 52.77 3255 734 

民國74年 11063 93.70 11150 55.75 35 12 850 

民國75年 11154 8271 105.13 5647 3563 10.03 

民國76年 11235 9770 126.30 5889 4155 1145 

民國77年 10980 9765 135.49 59.15 4135 13 10 

民國78年 10578 92.32 135.70 61.34 4638 13.82 

民國79年 10248 9001 13 1.50 62.89 4816 1492 

民國80年 9980 9235 138.69 64.51 4045 1712 

民國81年 9441 97.93 128.82 67.17 4527 1831 

民國82年 93.17 9877 144.58 7033 4871 20.18 

民國83年 102.02 99.33 136.54 72.39 3837 21.26 

民國84年 10066 101.86 13742 76.07 3835 2303 
' 

民國85年 9742 108.85 138.83 75.04 38.52 22.77 

資料來ì1N，:薑灣糧食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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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月( 1989 )評估新臺幣升值對水果產業的影

響;古淑美( 1993 )分析安定草莓價格對社會福

利與農家收益穩定之效果;顏坤賢( 1994) 推估

臺灣水果之需求;劉祥熹( 1994) 評估水果進口

對需求影響的交叉效果;自乙婷( 1999) 分析社

會階層和健康概念對水果消費的影響;及黃哲悠

( 1999) 分析棺橘類水果間的替代效果。農產品

的需求分析有助於產業及政府農政單位瞭解消費

者面對價格控動時所形成的反應，以及消費者所

得或支出增加時對消費量的影響，分析結果可作

爵產銷調節的參考或政府相關措施擬定的依據。

需求分析，中最常使用的模型是 Oeaton 及

Muellbauer (1980a, 1980b) 的近似理想需求體系

( Almost Ideal Oemand System, AIDS ) 

(Moschml, 1995) 。在弱可分性( weak 

separablhty )及二階段預算( two-stage 

budgeting) 的假設之下，需求分析可利用系統模

型來推估彈性。系統模型以經濟理論躊基礎，並

可符合加總性( addmg-up )、齊次性

( homogeneity )及對稱性 (symmetry )等限制條

件。本研究採用AIDS模型推估畫濁水果的需求

彈性，此模型由成本函數推導而得，真有下列優

點( Heien 及 Pompelli， 1989) 

1.彈性為價格的方程式

2 需求體系與時間序列資料相容

3 需求體系中允許變數間產生替代或互補闢係

4.為線性需求體系，估計上較簡單

5 容易建入經濟理論之限制式

6需求體系可經修正後加入人口統計變數

近似理想需求體系中的價格指數具有非線性

之特性，一般實證研究多以Stone 價倍指數取代

模型中的非線|生價格指數，此種模型稱為線性近

似理想需求體系( Linear. ApproXlmate Version of 

AIDS, LN AIDS )。 然而Stone指數並不符合一般

指數所具有的特性. Stone指數在計算上會因衡量

單位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數值，易造成估計及檢

定上的誤差 (Moschim ， 1995) .因此本研究將以

Stone 指數及 Moschini 所建議符合指數特性的

Tomqvist 指數推佑近似理想需求體系，並比較

估計的結果。此外，需求分析中備受重視的彈性

估計方法，應用在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中有數

種不同的計算方式( Green 及 Alston， 1990) 

本研究探用實證上常用的三種彈性估計方式計算

水果的彈性值，並比較結果的差異。綜合上述，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

1.以線性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推估臺濁的水果價

格彈性及支出彈性。

2.比較需求體系中以Stone指數及 Tomqvist 指

數進行推估時結果的差異。

3 比較三種彈性計算方式推估結果的差異。

本研究選取鳳梨、木瓜、蓮窮、葡萄及梨子

五種水果作為分析的產品1 。此五種水果在一般

消費習慣上除食用外，祭租、送禮皆適宜。鳳梨

的畫語發音「旺來 j .更是民眾店鋪開張、甚至

是選舉時不可或缺的象徵世水果:木瓜及蓮窮目

前已擁有自己的品牌，去日紅孩見木瓜、紅晶果木

瓜、福而富蓮霧等;葡萄及梨則一向是水果禮品

中不可或缺的產品。在水果價格方面，如圖二所

示，以鳳梨及木瓜的實實零售價格較穩定，蓮

霧、葡萄﹒梨子的價格渡動較大。

資料方面名目價梅皆採用都市零售價格，鳳

梨價樁採開英及畫農四號價格之加檳平均值;梨

子採新世紀種的價為資料;葡萄採巨峰種的價格

資料。物價指數是從主計慮的資料庫下載而得，

以 1996年為基期。批發市場交易量方面，探用鳳

梨、木瓜、蓮窮、新世紀梨及葡萄五種水果的另
交易量資料。產量是取自台灣農業年報中的生產

資料。進出口數量方面，僅採用鮮食水果的資

l 鳳梨、木瓜﹒蓮窮、葡萄、及梨子五種水果較
一般水果更具有市場行銷及發展品牌的潛力，資

料亦較為完整﹒故選取此五種水果作爵分析的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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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二民國79年至86年鳳梨、木瓜、蓮霧、葡萄及梨子實質零售價格趨勢圍

料。總人口數只含薑灣地區，福建地區則不包

括。本研究的資料自 1990年 1 月起至 1997年 12月

止共96筆月資料。資料來源如表二。

並以每年每月的實際批發市場交易量為比例加以

分配，推佑每年每月批發市場可供交易量，加上

進口量可計算出每年每月可供消費量，再除以各

年總人口數，推算出每人每月的可供消費量，價

格方面是利用物價指數平滅之後的實質價格。在

96筆資料中，木瓜、梨子及蓮霧各遺漏4筆、 3筆

由於缺乏每人每月實際消費量的次級資料，

本研究必須對每人每月各項水果的可供消費量加

以推估。資料處理方式是將總產量減去出口量，

表二本研究之資料來源

名稱 資料來源

名目價倍(都市零售價格) 薑灣農產物價與成本統計月報

物價指數 行政院主計處 (www.dgbasey.gov.tw)

批發市場交易量 畫灣地區農產品批發市場年報

總人口數(薑灣地區) 中華民國年鑑統計

產量 畫灣農業年報

進出口量 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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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5筆資料，本研究利用 Gourieroux 及 Monfort

( 1981) 修補缺失資料的方法以價措對季節及趨

勢變數進行線性迴歸以取得預期價格，並以其修

補缺失之價格資料。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僅就相關性較高的的文獻加以闡述。

(一)國內文獻

蕭秀琴( 1985 )以 Box-Cox 轉換模型分析

圈內青果的需求。該研究指出，相對價格、食品

支出及落遲一期消費量對青果整體的需求具有影

響。在整體育果的價倍彈性方面，當相對價格增

加 1%時，一年內青果消費量約減少 0.43% .在

經過完全的調整後，消費量約減少 0.94% 。在支

出彈性方面，碰甜、柳橙及木瓜的支出彈性大於

1 .香蕉及鳳梨的支出彈性小於 o .預測結果顯

示，整體青果總消費量有增加的可能，然香蕉、

鳳梨、木瓜、碰甜等水果的消費量都已接近飽和

狀態，引進新品種及提升品質應是改變此一現象

的方法，亦可滿足消費者對多樣化的需求。該研

究受限於時間序列資料不足，以致未能撞得價格

彈性與相對價格水準間，以及食品支出彈性與平

滅的食品支出水準聞所應具有的穩定闢係。此

外，該研究以單一方程式估計彈性值，模型設定

上除鳳梨外皆未考慮替代產品，在應用上較受限

制。

趙振輝( 1987) 分析不同所得階層消費者之

消費型態，並探討所得改變對品質偏好的影響。

該研究依價格將水果分成高價水果(梨子)、中

價水果(楊挑)及低價水果(鳳梨) .梨子再分

為高價品目(世紀梨)及低價品目(橫山梨)

楊桃分為高價品目 (軟枝楊挑)及低價品目(普

通楊桃) .鳳梨分為高價品目(釋迦鳳梨)及低

價品目(普通鳳梨 ) .各品目再進一步細分成高

品質、中品質及低品質三等級﹒研究結果顯示高

品質的世紀梨所得彈性最高，其次為高品質的軟

枝楊桃，低品質的各項水果之所得彈性皆肩負

值。

王亮月( 1989) 針對畫灣地區碰楠、柳橙及

葡萄三項水果建立供需模型，並以推佑結果進行

政策模擬。該研究結果顧示出當新畫幣升值時，

碰相及柳橙出口價格上漲，出口量減少﹒因碰帽

競爭力較高，出口量減少但出口總值的然增加，

柳橙的出口總值則呈減少的情形。碰相及柳橙的

出口量僅佔總產量的2%至3% .且其價格伸縮彈

性較小，分別為-0.31及-0.19 .因此進出口的變化

對國內市場的影響有限。省產葡萄的供給彈性較

碰相及柳橙的供給彈性大，對價格較敏感。因進

口葡萄與省產葡萄替代性有限，運銷價差對葡萄

價倍變動的影響不容忽視，該研究以三種貿易水

果分析新畫幣升值及關稅下降的政策含義，但未

指出對整個農業部門的影響，為該研究之缺點。

顏坤賢( 1994) 分析畫灣地區碰甜、西瓜、

香蕉、葡萄、鳳梨及其他水果之需求。該研究採

用自民國五十三年至八十一年的年資料，以對數

需求模型分別估計未加限制式與加上齊次性、對

稱性及加總性等限制式的參數及彈性。研究結果

顯示，碰甜、西瓜、葡萄、及鳳梨之支出彈性小

於 1 :淨互補的水果為鳳梨與碰楠、香蕉與葡

萄、碰相與香蕉。香蕉對其他水果之淨替代彈性

最高，西瓜對碰棺則最低。該研究所探用之資料

較陳舊，較不能反映目前各顯水果的需求情形。

劉祥熹( 1994) 探討進口水果與國產水果之

替代程度。該研究認為消費者購買水果時的主要

考慮因素晶晶質高低與偏好，其次是價格。進口

水果對國產水果產生衝擊的原因有( 1 )某些進

口水果對消費者而言真新鮮感﹒若價格適宜，具

取代某些國產水果的潛力。 (2) 鳳梨與香蕉之

所得彈性小於o. 在消費者的偏好次序上已逐漸

下降。(3)由於行銷、加工與儲藏技術的提

升 ， 彌補了各類水果或進口水果產季或進口季供

應的限制，可相替代的水果種類增加，但成消費

者以評價較高的水果取代評價較低的水果。就進

口水果與國產水果的替代關係而言，進口水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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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水果的產銷將產生衝擊，但該衝擊隨時間變

化有減弱的趨勢。

(二)國外文獻

Lee 、 Brown 及 Seale ( 1992 )以鹿特丹模

型、 CBS 模型及一般模型對加拿大鮮食水果與

果汁之間的需求關係進行研究。三種模式中以鹿

特丹模型之分析結果較優。研究結果顯示，當鮮

食水果及果汁的消費支出增加時，會增加較多於

柳橙、蘋果、柳橙汁及蘋果汁的消費上，其中尤

以蘋果汁的增加最多。在自身價倍彈性方面，鮮

食水果與果汁皆不具價格彈性;當蘋果的價格上

漲時，柳橙及葡萄抽的消費量會增加，但香蕉的

消費不受影響。

Hsu ( 1996) 評估美國水果需求的消費結構

漸進變化，該研究將時間轉換變數鍵入

LAJAIDS 模型來分析水果的消費結構。研究結

果顯示柳橙及香蕉的結構性變化是漸進的，而蘋

果的消費變化發生的時期較短。當考慮消費結構

變化時，柳橙、蘋果、及香蕉對自身價格的變化

較不敏感。柳橙與蘋果比香蕉更富價格彈性，支

出彈性是以柳橙較高。

Nayga ( 1995 )利用 Heckman 方法分析人口

統計變數對家計單位鮮食及加工蔬果消費的影

響。結果顯示這些產品的消費都存在有季節性與

地域上的差異。一般而言，人口數較多、年齡層

較高、教育程度較高、所得較高的家計單位會消

費較多的鮮食水果、加工水果及鮮食蔬菜。

的dayam 及 Tilley ( 1997 )將印尼的進口水

果來源分罵自美國進口及世界其他地方進口兩

頓，應用 Restricted Source-Dlfferentiated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RSDAIDS) 實證模型﹒探

討不同來源問蘋果、柳權、葡萄及其他水果的競

爭性。對於柳橙及葡萄，其與其他水果間的替代

關係較不同來源間的替代關係顯著。蘋果與自美

國進口的柳橙與葡萄間具替代關係，但與其他水

果互相競爭。由北半球及南半球進口的水果在市

場上並不競爭。 除了自其他地方進口的葡萄自身

價格彈性符號馬正之外，其他自身價格彈性都符

合理論預期，並均真統計顯著性。自美進口的柳

橙與葡萄較自世界其他地方進口的柳橙與葡萄更

富價裕彈性，蘋果則呈相反的情形。

Green 及 Alston ( 1990) 鑑於 LAJAIDS 模

型在實證上有不同的彈性估計方法，因此以肉

類、蔬果、穀類及烘培製品、及其他食品的消費

作為各種彈性推估方法的比較。其中 Chalfant

的推佑方法與正確的 LAJAIDS 彈性計算結果最

接近非線性AIDS模型的彈性估計值，內的1叫de的r昀so叩n 

與 BIt仙un叫1吋d臼蚓ell 的彈性估計法及 Eal岫e昀s 與 Un加nne旭eveh伽lr r 

的彈性估計法則與非線性 L身AJA叫AI昀DS 模型的彈i

估計有較大的差距。作者於結論中提及此種結果

可能是分析的資料特性造成的，建議進一步以豪

地卡羅法深入分析。

Moschmi ( 1995) 認為 AIDS 模型的線性近

似體系( LAJAIDS) 模型所利用的 Stone 價格指

數，本身並不具有一般指數的特質，也就是在計

算上會因為單位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價格指數，

因此造成估計彈性值時的誤差。該研究建議以

Tomqvlst 指數( Divlsia 指數的離散漸進值)或

是修正過的Stone指數代替，如此將使 LAJAIDS

模型推佑的需求彈性值更接近原始的非線性

LAJAIDS 模型推佑的需求彈性值。

三、研究理論

在需求分析中，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被視馬將

支出分配於不同階段的消費上。實證上，需求體

系通常考慮兩階段預算中的第二階段( Blanciforti 

及 Green ， 1983) 。第一階段預算利用總支出及

加總型價格，第二階段預算則為個別產品之價格

及其支出。弱可分性為二階段預算假設的充分必

要條件( Deaton 及 Muellbauer， 1980b) 

(一)近似理想需求體系

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最初由 Deaton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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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ellbauer ( 198徊， 1980b) 建立，此體系基體於

成本函數之上。設一成本函數c (u, p) 可用

PIGLOG (pnce mdependent generahzed 

loganthmlc) 形式表示:

In( c(u, p)) = (1 一 u) ln(a(p)) + u ln(b(p)) 

. (1) 

u 為介於維生( subsistence )水準 (u=O) 與極樂

( bhss )水準( u=1 )之間的值，即O<u<1 。

( 1 )式中的a (p) 及b (p) 為價格方程式:

ln(a(p)) =α。 +Lkαk ln Pk 

卡kLjYkj lnpk lnp j 

(2) 

ln(b(p)) = ln(a(p))+ 戶。HKPJK'

i = 1, ... , n, j = 1,' .. , n , k = 1, "', n 

(3) 

在 In (a (p) )方程式中需有足夠數量的參

數以使需求體系在其區域內具伸縮性面數

(fleXlble funct lOn form) 之特性( Chalfa肘，

1987 )。利用泰勒展開式可將成本函數表示為:

。
‘

nH 

L
瓜
，

h

pp hn :

lk 

nuF 

LK1a

i
i 

α
h
m

們

kJK 
ZZH +ko rzp α

l
-
2
μ
 

=++ 、
‘
'
，

、
E
J

ny u ', .. 
、

PLW '
，
.
‘
、

nu 

. (4) 

其中 α 、 β 、 7 為參數
應用雪佛定理 (Shephard's Lemma) 對c 仙， p) 

進行偏微分，並將等式左右乘以 _p_，_即可
c(u ,p) 

產生 i 產品的預算份額式( W , ) 

仙
一
你

(5) 
- p, =0. .-一_.~-=W. 
.. c(u , p) 

由( 5 )式可知預算份額式( W , )可經由對

ln (c (u, p) )進行 lnp，偏微分求得。將 (4)

式對 lnp，微分，可得

δln(c(u ， p)2=w. =α+LFh n 
θlnp ， . 2 > J 'IJ --- r J 

卡k Y k, ln Pk 

+1 Ußn 企4立1 土
1"δp， 1 p , 

其中 [uß。特拉lt=MKPKR
當( 4 )式中的成本達到受限制的最低成本

(constramed cost mimmization) 時'.基礎於經濟

對偶理論，其成本即等於間接效用函數( mdirect 

utility function) 中的支出( expendlture )項。因

此， (4) 中的成本可用支出 (X) 表示，經整理

後，可得到 u 值的方程式﹒

u = (ln X 一 α 。 -Lkαk ln Pk 

卡kLjYkj lnpk lnp j )+ßoDkpk
ßk 

. (7) 

其中 α0+ Lk趴kρ內α叫叭k ln P仇k + iz泣k之Lj川川川Ykj州k句kj ln叩npk恥叭k
一價格指數，可用 lnP' 表示。因此， (7) 式
可簡化為:

P
L
O卅

n-k 'I-ny vr-A 
n
-
R
μ
﹒
 

u 
. (8) 

將 (8) 式代入 (6) 式即可得到近似理想需求體

系之預算份額式( budget share form) : 

?αI +LjY'j l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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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 ~(y" +y ,,) 

(9) 式中的價格指數 lnP﹒為:

ln P ﹒ =α 。 +Lkαk ln Pk 

卡kL， Yk， lnpk lnp, 

因其具有非線性方程式之形式，在估計上較為困

難( Green 及 Alston， 1990) ，一般實證上較便

利的推估方式是利用 Stone價格指數( Stone's 

geometflc pflce index) 取代 lnP﹒。 Stone 價格指

數為:

ln P . =L,w , lnp , ......... . .. (IO) 

利用 Stone 價格指數計算之AIDS 模型因參

數間具線性關係﹒被稱做線性近似理想需求體系

( Linear Approximate verS lOn of AIDS) ，簡寫為

LNAIDS (Blanciforti 及 Green， 1983) 。在實撞

上， LNAIDS 常被應用於推估 Deaton 及

Muellbauer 的 AIDS 模型 (Hahn， 1994) 。然

而， Stone 價格指數並不符合一般指數的基本特

性﹒當產品的價格單位改變時﹒產品的支出並未

改變，因此 Stone 價格指數中的預算份額不變，

形成權值不變但價格依比例改變的情況，不符合

Diewert ( 1976) 所指出指數應具有「相同衡量能

力 J (commensurability) 的特性( Moschini, 

1995) ，易造成估計及檢定上的誤差， Moschini 

建議可在推估LNAIDS 時改採 Tomqvist 指數:

ln(P T)台以+w，o).1蚓 ( 11 ) 

Wzo 及 p，。 為基期之預算份額及價格﹒

進行需求分析時需將經濟理論中的加總性、

齊次性及對稱性建入方程式中，其對 LNAIDS

之參數限制如下:

加總住' L ， α ， = 1, L , y" = 0, L ,ß, = 0 

齊次性主， y" =0 

對稱世 Y') = Y" , i ;t: j ( 12) 

(二 )LAJAIDS 模型之彈性計算

l 支出彈性

支出彈性可利用 β，及預算份額計算 :

e ‘ =_;_+I.. ........ .. .. ...... . (13) 
w, 

2 .價格彈性

三種較常使用的 LNAIDS 馬歇爾需求彈性

估計法如下所未( Green 及 Alston， 1990) 

Anderson 及 81undell 估計法:

4 日回 α ， ß, .... 
-O'J +斗~-一--)一一-Lk YkJ 1npk ( 14) 

w , w , w , 

Eales 及 Unnevehr 估計法2

-0 ,) +工~ . .. .. .. .. .. . .. .... .... . (15) 

、N 、

Chalfant 估計法J

γU. w. 
-0" +斗.L __ι__!_ .... ... . . .. . . ... 仆的

w, w, 

a" 為 kronecker delta (當 i吋時 8，， =1 當 i*j

2 Eales 及 Unnevehr 彈性估計法假設

d 1n P- / = n 
/d1np, -V 

3 Chalfant 彈性估計法假設 dln Pχ -
dlnp, 

當以 Chalfant 估計法計算彈性時，參數估計

值會受到 Tomqvist 指數基期選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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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Õ~=O)

Anderson 及 Blundell 估計法是將 AIDS 模

型之參數用於 LNAIDS 之彈性估計上。 Eales

及 Unnevehr 估計是假設加總型產品的價格不受

個別產品價格的影響。 Chalfant 估計法則是假設

預算份額為一常數。

支出彈性及價格彈性之標準差計算利用

Mood . Graybill 及 Boes 中的變異數乘法及除法

法則:

var(UV) =μ: var(U) +μ~ var(V) 
. (17) 

+ var(U) var(V) 

Uμu , 2 / var(U) 
ar(一)=(一)" . (一?一
Vμvμ; 

+vam)2cov(U, V2) 
一.

μ;μuμv 

U 、 V 為任兩變數或參數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 18) 

本研究分別以 Stone 指數及 Tomqvist 指數

推估 LNAIDS 模型，利用遞迴近似無相關迴歸

( ITSUR) 加上對稱性、加總性及齊次性等限制

式進行實證。馬歇爾需求彈性的計算則分別利用

Anderson 與 Blundell 、 Eales 與 Unnevehr ﹒及

Chalfant 等三種彈性推估公式計算需求彈性值。

結果如表三及表四所列:

表五及表六比較以Stone指數及Tomqvlst指數

推估LNAIDS模型，不同彈性計算方法之結果。

(一)需求彈性方面:

1.就自身價格彈性方面，鳳梨及葡萄較富有價格

彈性﹒而木瓜及梨子兩種水果在六種彈性推估結

果中皆不具統計顯著性。木瓜的自身價格彈性為

正值，但並不真統計顯著性。自身價格彈性的結

果顯示消費者對鳳梨及葡萄的價格變動較為敏

感。

2.就交叉價格彈性方面，鳳梨與葡萄具替代性，

葡萄與梨子具互補性。

3.就支出彈性方面，葡萄及梨子的支出彈性大於

1 '鳳梨及木瓜的支出彈性小於 l 。當消費者增加

在這幾種水果方面的支出時，會增加較多於葡萄

及梨子的消費上。

(二)計算方法方面:

1 Anderson 及 Blundell 估計法﹒

在自身價格彈性方面. Stone指數之LNAIDS

模型的結果有「葡萄」一項具統計顯著性，且符

號符合理論預期，而Tomqvist指數之LNAIDS模

型的結果則均不具統計顯著性;在交叉價格彈性

方面. Stone指數之LNAlDS模型的結果顯示鳳梨

與葡萄為替代品，而 Tomqvist 指數之 LNAIDS

模型的結果則無任何替代品。就彈性估計值而

言，此種估算方法的差異較 Eales 及 Unnevehr

估計法的差異大。以價格彈性的絕對值來看，

Tomqvist 指數之 LNAIDS 模型所估算的值大都

小於 Stone 指數之LNAlDS模型所估算的值。

2 Eales 及 Unnevehr 估計法:

在具統計顯著性的自身價格彈性方面. Stone 

指數之 LNAIDS 模型的結果比 Tornqvlst 指數

之 LNAIDS 模型結果多了「蓮窈」一項，且符

號符合理論預期;在交叉價格彈性方面，兩者結

果一致。就彈性估計值而言，兩者所估算的值差

異不大。以價格彈性的絕對值來看，以

Tornqvist 指數之 LNAlDS 模型所估算的值大都

小於 Stone 指數之 LNAIDS 模型所估算的值。

3.Chalfant 估計法:

在自身價倍彈性及交叉價格彈性方面，兩者

結果都一致﹒就彈性估計值而言 ，不同指數所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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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Stone指數之LAlAIDS模型彈性估計值

注夏 鳳梨 木瓜 蓮霸 葡萄 梨子 支出彈性

鳳梨
-1 3509 00818 -0.9160 15796 1.0449 0.6646 

(. 19092) (02328) (-1.3 523) (26417)* (1.5759) (5 9504)* 

木瓜
-07637 04834 -1.0390 -1.3575 -0.1604 05740 

Anderson (. 12481) (09127) (. 1.5227) ( -2.3175)* (-0.2550) (46057)* 

及 蓮露
-1.1 251 -0.1593 -0.5763 14698 1.8302 -00459 

Blunde l1 (. 1.5260) (-03564) (-05189) (1 8289) (1.9425) (-02167) 
估計法

葡萄
0.6804 -06947 0.5970 -1.2782 -1.5 148 18434 

( 1.6632) (-2.9914)* (1.2176) (-2.5039)* (-3.3360)* iI4.Jl28_}~ 

梨子
08459 -01549 1.9632 -30569 -2.1210 15018 

(0.8442) (-02727) (1 4882) (-3.0956)* (-0.8410) (25444)* 

鳳梨
-16340 -02318 -1.2179 13237 07600 06646 

(-2.3095)* (.06593) (. 1 7979) (22138)* (1. 1462) (5.9504)* 

木瓜
-0.3903 08181 -06893 -09494 02108 05740 

Eales ( -0.6379) (l 5447) (-1.0102) (-16208) (0.3352) (46057)* 

及 蓮霧
-1.3 116 -04409 -22541 13684 16382 -00459 

Unnevehr (-1.7790) (.09862) (-2.0296)* (1.7028) (1 7387) (-02167) 
估計法

葡萄
0.9106 -03878 08741 -1.1 167 -12801 18434 

(22260)* (.16701) (l 7827) ( -2.1875)* (-28192)* (1 47198)* 

梨子
1 1436 0.1884 1 2888 -28001 -1 8207 15018 

(1. 1413) (0.3317) (1 7350) (-2 8355)* (-07219) (2 5444)* 

鳳梨
-15618 -0.1889 -1 1507 1.4288 08080 06646 

(-22073)* ( -0.5372) (. 16988) (2.3895)* (l 2186) (59504)* 

木瓜
-02985 08726 -0.6041 -0.8159 02718 05740 

(-0.4878) (1 6476) (-08852) (. 1 3930) (0 .4322) (4 6057)* 
Chalfant 

蓮霧
-1 0863 -03070 -2.0449 1.6961 17880 -0.0459 

估計法 (. 1 4733) (.06868) (-1.8411) (2.1104)* (1 8976) (-02167) 

葡萄
07289 -04958 0.7053 -1.3809 -14009 18434 

(1 7818) (-2 1349)* Q.4_3861 (-2.7050)* (-3 0852)* (147198)* 

梨子
10354 01242 2.1884 -2.9573 -1 8925 15018 

( 1.0334) (0.2186) (1.6589) ( -2.9946)* (-07504) (2 5444)* 
註:括號內數字為t值， *為在5%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著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算之值的差異比其前兩種估計法的差異小。以價

格彈性的絕對值來看， Tornqvist 指數之

LAlAIDS 模型所估算的值亦大都小於 Stone 指

數之 LAlAIDS 模型所估算的值。

五、結論

本研究以 線性近似理想需求體系

(LAlAIDS) 為實誼模型，針對臺灣地區鳳梨、

木瓜、蓮雷、葡萄、及梨子五種富品牌潛力的水

果進行需求分析 a 研究範圍自 1990年 1 月至 1997

年 12月。本研究除推估各項水果的需求彈性之

外，並著重比較以Stone指數及Tomqvist指數應用

於LAlAIDS模型時在彈性推估值上的差異，及以

Anderson及 Blundel1、 Eales 及 Unnevehr 、及

Chalfant 三種彈性推佑方法所推估結果的不同。

Tornqvist指數不會因衡量單位的改變而變動，符

合指數的特性且可用於取代Stone指數以減少估計

及鐵定上的偏差。分析結果顯示以Tornqvist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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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Tornqvist 指數之 LNAJDS 模型彈性估計值

語支 鳳梨 木瓜 蓮霧

鳳梨
-10447 0.2193 -0.4910 

(. 1 5333) (0.6308) (-07575) 

木瓜
-05527 0.5160 -0.6763 

Anderson (-09024) 且 9919) (. lQQ!l) 

及 蓮霧
-07655 -00545 0.0256 

Blundell (-1 0857) (-0.1257) (00235) 
估計法

葡萄
03408 -0.7779 -01134 

(0.8989) (-1.5626). (-0 24Q9J 

梨子
0.6809 -0 1113 1.5705 

(07228) (-0.2001) (1 2440) 

鳳梨
-15476 -02344 -1.1 758 

(-22713). (:_OQ741) (. 18142) 

木瓜
-03947 07225 -0.6979 

Eales (.06444) (13890) (-10336) 

及 蓮霧
-1 .2664 -0.4463 -2 .0358 

Unnevehr (-1.7962) ( -1.0305) (-18645) 
估計法

葡萄
08562 -03643 0.7788 

G 2585)* (-1.6683) (16~ 

梨子
1.0730 02339 21366 

(1 1391) (04203) (1 6924) 

鳳梨
-14570 -01806 -10917 

(-2 1384)* (-05194) (. 16844) 

木瓜
-03053 0.7756 -0.6149 

(-0.4985) 主1 .4910) (-09107) 
Chalfant 

蓮霧
-1.0655 -0.3271 -1.8493 

估計法 (-1.5113) (-0 .7551) (. 1.6931) 

葡萄
0.6687 -0.4757 0.6047 

(1 7638) 上~ 1784)_*: (1.3) 59) 

梨子
0.9865 01825 2.0562 

(1 0472) (0.3279) (1 6287) 
註:括號內數字為t值. .為在5%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著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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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梨子

1.0077 0.9310 
(1 8417) (1.4909) 
-1 7797 -01775 

(-3 ~92). 企0291且

00798 13981 
(0 1078) (15501) 
-0.0147 -1.1 651 

(-0.Q321) (三2.78Q~

-2 .3972 -1. 8514 
(-26070)* (-07735) 

1.2447 07131 
(22747)* (1 1420) 
-0.8917 02617 
(~I~Q} (04294) 

1.2193 15292 
(1.6478) (1.6955) 
-1.0310 -12398 

(-2 .~45)* 1:2 95~型?
-27119 -1 7316 

(-29493). (-0.7234) 
13763 07733 

Q2l53l*" _( 12384) 
-0.7618 03211 

(.1.3823) (0.5268) 
1.5113 ) 6627 

(2 (524)于 _(1 8435) 
-1.3036 -1 3644 

(-2 8507). (-3 2563)'" 
-28378 -1 7891 

(-30861). _(-0.747_4L 

支出彈性

05797 
(5.9138)* 

05853 
(51587). 

0.0679 
(03479) 
18703 

(l7_4821)* 
14017 

(26837)* 
05797 

(59138). 
0.5853 

ill58Z). 
00679 

(03479) 
18703 

(!1._482 1 )* 
14017 

(26837)* 
05797 
~日8).

05853 
(5 1587). 

00679 
(03479) 
18703 

(174821 ). 
14017 
已 683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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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Stone 之 LAlAIDS 模型彈性估計結果

語雖 自身價格彈性 交叉價倍彈性 支出彈性

Anderson 
葡萄富有價格彈

1.鳳梨與葡萄為替代品，在10%顯著水準下具統

及 計顯著|生。

81undell 
性，且真統計頭著

2 葡萄與木瓜，葡萄與梨子E為互補品，真統計
性。 1 葡萄及梨子之支

估計法 顯著性。
出彈性大於卜鳳

Eales 
鳳梨、蓮霸、葡萄

梨及木瓜之支出彈

及 富有價格彈性，且
l 葡萄與鳳梨互為替代品，具統計顯著性。 性小於卜皆具統

Unnevehr 
具統計顯著性。

2 葡萄與梨子互為互補品，真統計顯著性。 計聽著性。
估計法 2 蓮霧之支出彈性

小於o. 但不具統

Chalfant 
葡萄、鳳梨富有價 l 鳳梨與葡萄為替代品，在10%顯著水準下具統 言十顯著性。

估計法
給彈性，且具統計 計顯著性。

顯著性。 2 葡萄與梨子互為互補品，具統計顯著性。

L一一 L一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六 Tornqvlst 之 LAlAIDS 模型彈性估計結果

話雖 自身價倍彈性 交叉價格彈性 支出彈性

Anderson 

及 自身價格彈性均不 1.葡萄與木瓜，葡萄與梨子互為互補品，具統計
l 葡萄及梨子之支Blundell 其統計顯著性。 顯著性。

估計法 出彈性值大於卜

Eales 鳳梨及木瓜之支出

及
葡萄、鳳梨富有價

l 葡萄與鳳梨互為替代品，具統計顯著性。
彈性小於卜皆真

Unnevehr 
格彈性，且具統計

2 葡萄與梨子互為互補品，真統計顯著性。 統計顯著性。

估計法
顯著性。 2.蓮霧之支出彈性

葡萄、鳳梨富有價 1.鳳梨與葡萄互為替代品，在 10%顯著水準下具
小於o .不具統計

Chalfant 顯著l宜。
估計法

格彈性，且具統計 統計顯著性。

顯著性。 2 葡萄與梨子互為互補品，具統計顯著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之LAlAIDS模型所推估之彈性絕對值較小，而用

Stone指數之LAlAIDS模型推估之彈性絕對值較

大，此表示實證中用Stone指數估計彈性時，有可

能會受到衡量單位的影響而產生較高的彈性值。

因Stone指數不真一般指數「相同衡量能力」的特

性，本研究建議在實證上利用LAlAIDS模型進行

需求分析時，以Tornqvist指數取代Stone指數。

81undell估計法。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實證上利用

LAlAIDS進行需求分析時應利用Chalfant 之彈性

估計法以減少估計上的偏差。

就各彈性估計法而言，以Chalfant估計法所

推估的彈性值受到不同指數的影響最小，其次是

Eales 及 Unnevehr估計法，再來是Anderson 及

在水果需求方面，彈性估計結果顯示鳳梨及

葡萄較富有價格彈性;鳳梨與葡萄互相替代.葡

萄與梨子具互補性;葡萄及梨子的支出彈性大於

卜鳳梨及木瓜的支出彈性小於 1 '當消費者增加

水果方面的支出時，增加在葡萄及梨子上較多，

而相較於其他水果，葡萄及梨子的零售價裕亦較

高。若以建立品牌的觀點來看 ，葡萄及梨子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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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自有品牌。

本研究受到原始資料的限制，無法考慮偏好

及其他足以影響水果消費量的因素，後續研究若

能以不同的需求體系模型分析畫灣地區水果需求

資料，並突破時間序列型態資料的限制，收集橫

斷面資料並將人口統計變數加入分析中，結果應

可增加對台灣地區水果消費特性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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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需求彈性之測定

Estimating Demand Elasticities of Fruits 

Jane L. Hsu and Ching-Hsuan Yeh 

Department of Agrlcultural Marketing. 

National Chung Hsmg Umversl抄

Talchung. Tmwan. Repubhc ofChma 

ABSTRACT 

Demand for pmeapples, papayas , wax apples , gr甸的， and pears m Talwan IS analyzed 

uuhzmg the LNAIDS model Elasuclty estlmates are compared among results from 

mco巾。ratmg Stone's geometnc pnce mdex as typlcally apphed m LNAIDS and results from 

mcorporatmg Tomqvlst mdex m LNAIDS Elastlcltles estlmated from three commonly used 

formulas a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mdlcate elastlclty esbmates of LNAIDS usmg Stone's 

pnce mdex are usually over evaluated Usmg the formula suggested by Chalfant ylelds 

elasucltles that are only shghtly a除cted by mcorporating dlfferent mdexes m the LNAIDS 

ElasllClty estlmates reveal that pmeapples and grapes are more pnce elastlc, pmeapples and 

grapes are substJtutes , grapes and pears are complemen峙， expendlture elasbcltles of grapes and 

pears are larger than one, wh J!e those of pmeapples and papayas are less than one 

Keywords: Cruit demand elasticities, Tornqvis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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