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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需求體系模型之建構與選擇

一以臺灣地區總和食品需求為例

江福瓜、李仲英*、李皇照*

摘要

關鍵詞:差分需求體系、模型選擇、總合食品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總和食品需求為例，探討四種差分需求體系模型(Rotterdam 需求體系、差

分 AIDS 需求體系、 CBS 需求體系、及 NBR 需求體系)之設定，利用兩套總合食品資料，運用反

覆似乎無關迴歸估計需求結構參數，並求算相關價格彈性及支出彈性，以進行不同需求模型闊的

選擇與比較。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利用糧食平衡表資料或是利用年報資料推估的消費資料，在

模型的設定選擇上，皆以 Rotterdam 需求體系較佳，體系 R;分別為 0.97 與 0.91 ;此外，研究也

發現資料的處理方式與產品分類明顯地影響需求彈性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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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需求體系模型之建構與選擇

一以臺灣地區總和食品需求為例

江福松、李仲英、李皇照

壹、前言

近二十年來，國人食品消費行為與習債，隨著所得水準提高與消費偏好的轉變而有顯著改

變;再者，民以食為天，食品消費支出在國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相關食品消費需求的研

究有其必要性。由於食品需求結構的變化與國內農產品產銷結構調整息息相關，特別是於加入

WTO 之際，需求結構參數更是相關農業政策擬定與規劃之重要參考依據。季皇照(民國 88 年，

第 2 頁)指出農產品自身價格、相關食品價格及所得等因素變動對食品需求量影響效果的量化，

仰賴於需求彈性的估計;而此一估計值往往受需求體系的實證模型設定、參數推估程序、產品種

類與價量之定義、及資料來源等因素的影響。

鑒於國內過去相關食品需求研究在應用直接需求體系方面，大都採用近似理想需求體系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AIDS)進行實證分析，惟 AIDS 在實證估計上有其限制(詳細討論參

見 Moschini (1995); Asche and Wessells (1 997); Green and Alston (1990, 1991); Hahn (1994)等文) , 

為尋求其它替代模型，本文乃探討差分需求體系模型應用在國內總合食品需求體系之建立可行

性，是為本文之研究動機。除了直接需求體系外，國內陸續有應用逆需求體系於漁畜產品之研究

提出(林毆淵，民國 86 年; Chiang and Lee, 2000 ;江福松、李仲英，民國 89 年; Chiang and Lee, 

2000) ，是為男一研究方向，特別是當產品價格被視為內生變數時。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總和食品為例，探討四種差分需求體系模型(分別是 Rotterdam 需求體系、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CBS 需求體系、及 NBR 需求體系)之設定，除詳細說明相關需求體系推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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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外，並就其在實證分析應用之特性和限制作闡述。實證分析利用兩套總合食品資料及應用反

覆似乎無關迴歸估計方法(lterative SUR)進行參數估計，並求算相關價格彈性及支出彈性值，以進

行不同需求模型間的選擇與比較，是為本文之研究目的。本文共分成四節:第二節是有關差分需

求體系模型建立與比較;第三節說明資料來源與實證結果比較分析;最後是為本文的結論。

貳、差分需求體系模型建立與比較

本節首先略述消費者理論之需求函數的一般參數限制式，再以價格與所得變化對需求量之影

響，來說明 Slutsky 方程式，進而建立需求價格和所得彈性問之關係式。其次介紹 Rotterdam 需

求體系、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CBS 需求體系、及 NBR 需求體系等四種差分需求體系模型之建

立與應用，最後是四種不同差分需求體系模型間設定比較。

一、需求函數參數限制式

依據消費者理論，消費者是在一定所得(m)和市場商品價格(p)條件下於商品空間購買一組

商品組合(q) ， 以求得其最大效用。假設 u(p)代表消費者的效用函數，消費者的效用函數是q的

非遞減(Non-Decreasing)與半凹(Quasi-Concave)函數，在這些條件下，消費者的選擇問題可以寫成:

max q u(q) 

subject to m = p'q 
、
B
F

-A 
'
，
.
、

式中 p親]q分別是商品的價格向量與需求量向量 'm代表消費者的所得或總支出。

利用拉氏乘數函數(Lagrangean Multiplier Function)的方法，可以求得式(1)的解，並導出在最

大效用下的需求函數(qj)及所得的邊際效用(λ)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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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p, m) i=I , 2,..., n 

λ=λ(p， m) 

(2) 

(3) 

式(2)和式(3)顯示出需求函數及所得的邊際效用都是價格和所得的函數，此處的 q; 為第 i 種商品的

需求量，式(2)即為一般熟知的馬歇爾需求函數(Marshallian Dernand Functions) 。

式(1)的 u(q)為一般式，若使用特定的函數式，即可推導出不同的需求體系實證模型，例如線

性支出體系(Linear Expenditure Dernand System, Klein and Rubin (1949))與 S 組群需求體系

(S-Branch Dernand System, Brown and Hei閱 (1972)) ;或是建立一個漸趨需求函數而推導出的需求

體系，如對數差分形式(Logarithmic Differential Form)需求體系，例如鹿特丹(Rotterdam)需求體系

(Barten, 1993) ;另外一種是固定彈性(Constant Elasticity)形式需求體系(Hua嗯， 1985) 。當然式(2)

也可以從間接效用函數或是成本函數來導出，前者如:間接超越對數需求函數(Translog Dernand 

System, Christensen, Jorgenson and Lau (1 975)) ，後者如 :AIDS 需求體系(Deaton and Muellbauer, 

1980b) ，上述各種需求體系模型之詳細內容，讀者可參閱相關文獻。

儘管文獻一直有不同額型的需求體系實證模型被推導出來，並應用於不同商品組合的需求研

究，惟不論是因推導過程不同或是所採用的效用函數的不同，所有的實證需求體系模型都必需滿

足需求函數的理論限制式:加總性(Adding-Up) 、齊次性(Homogeneity) 、對稱性(Symme叮)、及負

數性(Nega位vity)等，特別是加總性限制式，即為 Engel 加總性與 Cournot 加總性(Deaton and 

Muellbauer, 1980a, pp. 15-16) 。

消費者的所得或是總支出m可以表示成

m = L;p;q; (4) 

若對式(4)的 m與 Pj 分別進行微分可得

L;p;(òq;/θm) = 1 (Engel 加總性)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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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i p， (ðq，jθP 1)+ q, = 0 (Cournot llO總性) (6) 

從式(5)及式(6)可看出需求量q或市場商品價格 p或兩者同時改變，會使消費者的購買組合

改變，但仍然不會違反式(4)的預算限制。

此外，一般進行需求或是消費分析時莫不估算相關價格及所得(支出)彈性，來探討價格與所

得變動對商品需求量的影響，即是替代效果與所得效果。利用 Slutsky 方程式可說明相關需求彈

性之推導:

從式(2)和式(3)可以知道 qi 及 λ 的變化來自於價格和所得的變動，因此全微分的結果等於

中i = L
j 
~旬， /θpJ中;+~旬i/δ m~m

dλ=2:1(6λ/ðp; )dp; +(ðλ/ðm)dm 

(7) 

(8) 

其中句，/θP; 代表著商品j 每一單位價格( p j )變化對商品 i 需求量(qi)的影響，而旬，/θm 表示消

費者每一單位所得變化對商品 i需求量(qi)的影響。

利用向量或矩陣符號，式(7)和式的可簡化寫成:

dq = Qpdp + qmdm 

dλ=λpdp+ λmdm 

(9) 

(10) 

式中 Qp = 抖i/θpJ 、 qm = ~句./丸]、及心 = ð.?/λm 是一純量(加lar)說明每一單位所得變化對

所得的邊際效用 λ 所產生的影響。依此，吾人可以得出式(7)和式(8)之解:丸、 qm 、九、及島，

其中 Qp說明價格變動對商品需求量的影響，若以數學式來表示寫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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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θPj= λu" 一 (λ/λmXaq， 1θ m~aq ， 川)- q，(θq，ja J (1 1) 

式(11)中的計是 u- I = [a 2 u，拘倘J.甘Jt l 襄的第(μi，仙，

替代效果(Specific SU曲1拖bs叩t“itωution Ef能跆伽c叫t) ，特殊替代效果說明消費者在消費第 i 種商品所得到的效用

是第j種商品消費量的函數。式(11 )同時說明第 1 種與第 j 種商品的關係是透過邊際效用 u" 與所

得的邊際效用 λ 來表達，並且 λ 和 U'I 間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

式(11)右側第二項稱為"價格的一般替代效果"(General Substitution Effect)' 一般替代效果說明

所有商品互相爭取有限的所得;式(1 1)右側最後一項稱為"所得效果"(Income Effect) 。因此，價格

變動的總效果區分為價格的特殊替代效果、價格的一般替代效果、以及所得效果。

如果我們把價格的特殊替代效果以及價格的一般替代效果兩者合併以九表示，則 kij 可寫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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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式(11)可簡化寫成:

θqijθPj =kυ -qj(θq，/θm) (13) 

式(1月即為著名的 Slutsky 方程式，也稱為價值的基本方程式(Fundamental Equation of 

Value) 。根據 Slutsky 方程式，價格變動的總效果可以分為兩部分:所得補償後的價格替代效果(kjJ

及價格變動後的所得效果(一 qj(aqi/θm)) 。將式(1 3)的兩邊同乘以 Pjjqj 與所得效果乘以 mlm' 經

移項整理後，式(13)可以改寫成價格彈性間的關係

ηij - ηIÏ -W/7im (1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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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吼起未補償價格彈性，吭/為補償後的價格彈性，刁1m 所得或支出彈性及 w， = p;q ， /m 等

於商品 q ， 的支出份額或預算份額(Expenditure Share 或 Budget Share) 。

二、差分需求體系建立

近年來，國內食品需求研究文獻中，線性漸趨近似理想需求體系(LA/AIDS)廣為研究者所採

用。惟有鑒於 LA/AIDS 模型在實證估計上有其限制 1 ，進而影響彈性係數值的推估，若據以用於

相關政策的參考依據，則不論是實證需求模型的選擇，或是彈性係數值估計方法的選擇，皆不可

不慎重。

在文獻中經常可以發現即使是採用同一套資料，但是採用不同的需求體系模型設定，往往得

到不同數值的需求參數估計值。到底該採用何種需求體系設定模型較為妥適?此一問題可能沒有

肯定的答案，實證模型一方面得要看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另一方面的選擇則是要看實證資料比較

適合那一種需求體系假設前提。常見到的差分需求體系模型有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Rotterdam

需求體系、 CBS 需求體系、和 NBR 需求體系，四種差分需求體系對其需求參數估測的假設前提

並不相同，曾u如 Rotterdam需求體系的邊際支出份額(a Piqi/θm)與 Slutsky係數(7rij = 九 (pip ， /m))

都當作是常數項來處理;而差分 AIDS 需求體系襄的兩組參數都是支出份額凹的函數;至於 CBS

和 NBR 則介於前述兩者之間。茲將此四種差分需求體系模型設定依序說明如下:

(一)Rotterdam 需求體系

Barten 在其 1993 年的文章討論差分需求體系(Differential Dernand System)家族，以及如何利

1 AIDS 模型的 rij 會因為價格所用的單位不一樣而得到不同的估計值，換言之，利用元來作單位

所得到的近似理想需求體系參數與利用角來作單位所得到的近似理想需求體系參教會不相同。

一般而言，如果把自變數的單位乘以十的話，十倍價格之下所得到的參數估計值必須等於原來

價格之下所得到的參數估計值的十分之一。因此利用史束價格指數所得到的近似理想需求體系

參數會隨價格衡量單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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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統計方法選出最適合所用資料的需求體系家族成員。 Rotterdam 需求體系是煮分需求體系的 4

種，因為 Rotterdam 需求體系裹的變數都是以差分方式表示。

依據式(2). 需求量會隨著價格與預算變動而跟著變動，因此商品 i 需求量的變動可寫成(Theil.

1975) 

你 = L， (ðq;/ðp ，)申j +(旬， /θm)dm

將式(1月代入式(15) .式(15)可以改寫成

句; = LJkij -q ，(θqi/ðm)}tpj +(句'， /θm)dm

=Zfkzrφj +(句， /θmXdm- Ljqjdp ,) 

由於街 = xdlog x • 因此下列關係式也成立，

dlogq; = dq,/q; 

dlogp; = 中;/P;

d logm = dm/m 

若將式(16)的兩邊乘以 P;仰，再利用上述的定義，式(16)可以改寫成:

( 15) 

(16) 

(17) 

w;dlogq; = L)kijp;pj/m}ilogpj +(p;旬i/θmXlogm-Lkwklogpk) (18) 

如果利用 1!;j 來代表(九p;p)m)以及用 μz 來代表( P;旬Jθm) • 此一過程稱為參數化

(Parameterization) .則可得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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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logq , = L ,1Z";jdlogp , + μ， (d logm - Lk wkd IOgPk) (1 9) 

式(1 9)中的門=丸，因為九=丸，所以h 乘以 P， Pi/m 必須等於kj; 乘以 p， p ，jm 0 換言之，要

滿足需求函數對稱件條件，必須吭=汀，to 式( 19)中 μt 等於邊際支出份額(Marginal Expenditure 

Share) ，根據 Eng叫[1總條件， μt 總和必須等於一;因此，要符合需求函數限制式必須要 L; μ;=1 。

式(19)需求的數的限制條件可以在實證估計需求結構參數時納入，惟由於式(19)左邊總和

(Sum over i)並不等於右邊總和，所以還是無法滿足加總性條件。為解決加總性條件， Theil (1971) 

利用 m=L;p，吭，發展出下列關係式:

也就是說:

伽=玄， (6m/句J中+乞， (6m/旬， )dq;

= L; q;dp; + L; p;dq; 

dm/m= 玄， (PA/m)中;/p; +玄; (p;q， /m)旬;/q;

或是

dlogm = L; w;dlogp; + L; w;dlogq; 

或是

L; w;dlogq; =dlogm- L; w;dlogp; 

因此，式(1 9)可以改寫成

(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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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logq, = 三月dlogPi 作zELwjlogq1

=三月ijdlogp} + μsdlogQ (23) 

式(ρ23封)襄的 d圳10嗯gQ=L乏:L/w机叩/戶d刊10呵gq仇， ' d圳拘10呵gQ稱尪 D川la 數量指數(仍Divisia Q恥ua削nt昀1

我們很容易看出在齊次性條件、對稱性條件、及 Engel 加總條件下，式(2月的左邊總和等於右邊

總和。因此，式(23)就可滿足加總性條件。為何得將式(訂)裹的(dlogm- L , w,dlogp , )轉換為

(刊仙正d圳f刊10gQ)或(Li W叭f戶id的f

式(ρ23刮)所代表的需求體系稱主為忌 Rot肘t紀er<吋dam需求體系，此一需求體系是差分需求體系(Differential

Demand S句ys咐t紀em叫)的一種， Rotterdam 需求體系的優點是: (1)需求體系裹的所有參數都是線性參數，

這些線性參數比較容易估計: (2)需求體系襄所有參數都有理論意義解釋， ---階(所得效果)與二階

(替代效果)的需求效果很容易由參數來直接認辨。 Rotterdam 需求體系需求函數的限制條件，可以

用需求體系結構參數限制式寫成:

對稱性條件: 1(ij = ji (24a) 

齊次性條件: ZZq=0 (24b) 

3日總性條件: Li πυ=0及 Ljμi=1 (24c) 

(二)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其次介紹差分形式 AIDS 需求體系模型，如果用 DP = Li wjdlnpi 來代替 AIDS 需求體系模

型裹的 dlnP' 再利用 DQ = dlogm - DP的關係2 ，那麼，原始 AIDS 需求體系可以改寫成: (Deaton 

and Muellbauer, 1980b)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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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β， DQ+ L/;jdlogp , (25) 

式(25)裹的右邊與式(2月相似，但是兩種需求體系等號左邊並不相同。因為 W; == p;q,/m ' 所以對

WI 的全微分等於

dw, == (p,/m)dq; +(q;/m)。執一 (p;q， )dm

== w;d log q; + w;d log Pi - w;d log m (26) 

式(26)顯示出支出比率的變數有三個不同的來源 : W; logq ， 代表消費量變動的部分 ， widlogPi 代

表價格變動的部分，以及一w，dlogm 代表所得變動的部分。

利用式(26)中各要素關係'可探討差分 AIDS 需求體系與 Rotterdam 需求體系參數之間的關

係。如果用式(23)的右邊來替代式(26)的 w;D吼，可以得到

dwi == μ;DQ+五月dlogpj +widlogPi -wiDm 

==(μ; -w;)DQ+ Lj仇 + Wiðij - WiWj )d logpj 

== ßiDQ+ LJijdlogpj (27) 

比較式(2月與式(27)相對應要素，可得到下列關係

ßi ==μ在 -wi

r ,j ==πij ~← Wið'j -WiWj (28) 

2 DP == Li widlnPi ' Dm == dlnm ' DQ ==乞川dlnqi 0 

) l tA 
r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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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需it意的是 t面等式中叭是什變數，所以當假設μ，與 z川足!古!注:常數時， β1 與 1'i 就不I1J能是

I叫主常數。!大|此，這兩種需求體系雖然看起來很相像， flt行111 j-相當 1~月異存在。

(三)CBS 需求體系

Keller and van Driel (1 985)利用式(28) 的關係'混合芹分 AIDS 需求體系裹的邊際支出份額

( Jl, = 月 + w, ) 及 Rotterdam 需求體系的 Slutsky 係數( 7r;i ) 導出一組需求體系，稱為

W orking-Rotterdam 需求體系，或簡稱為 CBS 需求體系，其定義如下:

Wir 門f log q;1 = (W;I * +民 )DQ， + Li叮llogpil

或是

W i, * (dlogqi' 一 DQ， )= β;DQ， + Li πtjlogRr (29) 

CBS 需求體系的需求限制式如下:

加總性條件: 三月 =0及三門 =0 (30a) 

對稱性條件: Jr" = 7r, lJ •• jJ (30b) 

齊次性條件: L πij=O (30c) 

(四)NBR 需求體系:

Neves (1987)利用(μ; -w;)來取代差分 AIDS 需求體系裹的丸，而得到所謂的 NBR 需求體

系，寫成:

dw; + w;DQ = Jl;DQ+ Lj1ijDp , (3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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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R 需求體系的所得係數(μ， )與 Rotterdam 需求體系的所得係數相同，而價格係數(Y'j)則與

AIDS 需求體系的價格系數相同。 CBS 需求體系的需求條件限制式去[]f:

加總性條件: Lμi == 1 及玄i Yi; = 0 (32a) 

對稱性條件: Yi; =Y;i (32b) 

齊次性條件: L;Yi; =0 (32c) 

三、四種需求體系模型比較

前一小節所探討的四種需求體系的右邊自變數都完全一樣，但是它們左邊的應變數則不相

同。如果利用 YRi 、 YO 、 YAi 、及 YN， 來代表 Rotterdam 需求體系(式(23))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式

(25)) 、 CBS 需求體系(式(29)) 、以及 NBR 需求體系(式(31)) .左邊的應變數利用式(26) 、 DQ 、及

DP 的定義，可得到下列的關係:

YCj - YRj == wi(Dqj - DQ)- w;Dqj == -wjDQ 

YAj - YCj == dWj - wi(Dqj 一 DQ)=wi(Dpj 一 DP)

YNj - YAj == dWj + wiDQ - dWj == wjDQ 

(33) 

(34) 

(35) 

式(33)到(35)可以用來比較任何一對需求體系。為比較上一小節四種需求體系，可以利用下述方

法:

αRYRt + αcYCt + α AYAt + αNYNt == XtY + V, (36) 

式(36)中的 y== αRßR + αCßC + αAßA + αN仇。此處利用工α;==0 的條件來導出一組一般化需求

體系。注意α下標的 R 、 c 、 A 、及 N 分別代表 Rotterdam 、 CBS 、差分 AIDS 、及 NBR需求體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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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數權數。例如式(36)中設定的=一(α(+α1+α 、) ，則式(36)改寫成

YR, = X ,r+a(,(y R' - YO)+ αA(YR， - )'A')+ αλ (YR， - Yv, )+v, (37) 

如果αc = 1 及4=α 、 =0 '是為 CBS 需求體系:利用不同的武數佑，可以得到差分 AIDS 需求

體系以及 NBR需求體系;當所有 α/ 都等於霉的情況，則是 Rotterdam 需求體系。

上述四種需求體系間的關係相當於

YR, - Yo + YA, - Y,v, =0 

或是

(YR, - y(J 一 (YR， - YA')+(YR' - YN')=O (38) 

由於式(37)襄三個新設白變數間具有完全線性關係'因此無法直接估計式(37)參數值。利用式(38)

將式(37)改寫成:

YR, = X，r+(αc+αAXYR， 一九，)+ (αA+ αN XYR' - YN')+ v, 

= X ,r + Ô'(YR' - YC.,)+Ô2 (Y R, - YN')+ v, (39) 

式(39)仍然有式(37)的三個新設自變數，但是它們只提供兩個自由度。其次只能估計出 Ô， 與

仇，因此所有α估計值是無法認定 (Identify)的。此外，式(39)中的高可以用來分辨 Rotterdam 與

CBS 需求體系，這兩種需求體系的差異是在所得參數的定義;換言之， δ1 可以用來決定所得系

數應該如何參數化。而式(39)中的先可以用來分辨 Rotterdam 與 AIDS 需求體系價格係數間的差

異，並且是 Rotterdam 與 NBR 需求體系之間的唯一差別。

式(39)若當作是一種一般化需求體系(亦可稱之為組合需求體系， Synthetic Demand System) , 

那麼 Rotterdam 需求體系、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CBS 需求體系、以及 NBR 需求體系則都是組

合需求體系的套層模型(Nested Models) 。利用式(33) - (35)和(39) ，可以得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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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Dq" -5，叫

= constant j + d, DQ, + L , e"d log P l' + 吭， (40) 

或是

wi,Dqll = COI帥nt i + djDQ, + L j ejjd 

組合需求體系裹的需求限制條件式如下:

加總性條件: Lidj =1 一向及 Lieij = 0 (42a) 

對稱性條件: e" =e '1 -/, 
(42b) 

齊次性條件: Liei, =0 (42c) 

式(41)可改寫成

wi,Dqi' = constant i + (di + 5, Wi, )DQ, + L j (eij - 52 Wi, (5ij - w j' ))Dpj' + v" (43) 

依此，式(43)需求函數的所得彈性係數(刁im)可表示寫成:

ηim = (di + δ， wi， )lwit = di/Wi, +5, (44) 

Slutsky 替代彈性係數(科) ，亦即補償後的價格彈性係數可寫成:

科=化一δ2W成 (45) 

由此，吾人很容易看出如果 Wi，'7υ 要滿足對稱性條件的話 ， eυ 必須滿足對稱性條件，表 l 列出式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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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裹的吭及正與這問種需求體系之間的關係、 η

表 1 0， 和~不岡值與四種頓型需求體系

δ、=。
δ、 ==1

t" = 0 
Rotterdam 需求體系

NBR 需求體系

參、實證結果分析

0, =1 

CBS 需求體系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本節依序說明資料來源、估計方法與模型選擇檢定結果、及相關彈性估計值結果分析。

台灣地區有關總合食品消費量的時間數列資料來源有兩種:一種是行政院農委會編製的糧食

平衡表中每人每年可供消費量(以下簡稱:糧食平衡表資料) ，另外一種是利用政府統計年報中的

生產量、進出口量、年中人口數所推估的每人每年可供消費量(以下簡稱:年報推估資料卡理論

上，上述兩種方式所推估的每人每年可供消費量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上因研究者對於資料處理

方式與產品分類的不同而有差異，這也是國內食品需求研究者普遍面對的難題，此一課題值得另

文專門探討。由於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差分需求體系模型之建構與選擇，因此本研究將直接採

用最近圍內兩項研究的實證樣本資料，以探討同一樣本資料在不同模型設定之下，是否有不同的

實證需求參數估測結果?同時也探討應用同一種模型設定於兩種不同實證資料，是否有不同的需

求參數估測結果?以利探討模型選擇與資料特性間的關係。

3 式(41)看起來好像是可以作為一個需求體系，但因為在式(41)的右邊有 Wi 頃，此一 Wi 項是 qi 的

函數，而有內生.t生(Endogen叫)的問題。解決此一問題的方法是在估計中使用落遲 (Lagged)wi

頃，而在本研究中，式(41)只是用來選擇模型之用，因此並未使用 Lagged Wi 來進行估算相關彈

性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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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證樣本資料來源

本研究實證樣本資料來源係直接採用國內最近兩項研究的資料檔，分別是:李皇照(民國 88

年)和洪景彬(民國 89 年) ，以下茲分別說明該兩項資料之產品分類與需求數量和商品價格資料的

處理方式。

(一)糧食平衡表資料(六大類總合食品) : 

李皇照(民國 88 年)在台灣地區總合食品需求彈性估計之研究中，消費資料主要取自於農委會

糧食平衡表每人每年可供消費量，並將食品區分為六大類，包括.主食類、蔬菜類、水果類、肉

類、乳蛋類、及其他。對應的價格資料則採用加權平均的零售價格，係依據國內兩項主要官方統

計資料(台灣省農林廳之農產物價與成本統計月報和主計處之商品價格月報)的各項產品都市地區

零售價格，再以相關產品的消費量為權數計算得出。該一時間數列資料係年資料，樣本期間自民

國 65 年至民國 86 年。有關此一資料的六類商品產品種頸、組成結構、價格編製方法及歷年消費

變化趨勢，讀者可直接參閱李皇照(民國 88 年)一文。

(二)年報推估資料(五大類總合食晶) : 

在洪景彬(民國 89 年)的台灣地區食品完整需求體系研究中，消費資料為台灣地區總合食品每

人每年可供消費量，資料取自於農業年報、漁業年報、農產貿易統計要覽、進出口統計年刊、及

糧食平衡表，五類食品包括:主食類、蔬菜類、水果頸、肉類、及油脂類等五類;價格資料是加

權零售價格，係依據台灣省農林廳之農產物價與成本統計月報的各項產品零售價格，再以相關產

品的消費量為權數計算得出。樣本資料係為年資料，樣本期間為民國 53 年至民國 87 年。有關此

一資料的產品種類、組成結構、價格編製方法及歷年消費變化趨勢，讀者可參閱洪景彬(民國 89

年)之論文。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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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計方法與模型選擇檢定結果

本研究使用 TSP 的反覆近似無關迴歸估計方法進行實證需求模型的參數估計，運用此- -方

式估計的結果與最大概似估計方法(Maximum Likelihood Procedure)是相同的，其結果分別列在表

2 至表 4a 中。如向前一節所述，本研究共應用瓦類需求體系，而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在兩種資料

下，每一額需求體系再分成含截距項和不含截距項等兩種模型(表 2 與表 2a 之第一欄) ，總共進行

二十個模型的需求參數估計。本研究之所以考量納入截距項和不納入截距項兩種模型，主要目的

是探討如果將組合需求體系當作欲設定的需求體系時，模型是否需要納入截距項?一般而言，主

分需求體系模型中的截距項代表時間趨勢(Time Trend) ，此外如前所述 Rotterdam 需求體系、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CBS 需求體系、及 NBR 需求體系都是組合需求體系(式(39))的套層模型，因此

必需依照式(39)來決定那一種需求體系最適合本研究的實證樣本資料。

表 2

需求體系 截距項檢定值
需求體系論定值

自由度

組合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414.295 11.822** 

組合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420.206 5 

Rotterdam 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410.727 l3 .33** 

Rotterdam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417.392 5.628* 2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358.708 11.152**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364.284 11 1.844** 2 

CBS 需求體系 無截距 409.219 10.328* 

CBS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414.383 11.646** 2 

NBR 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360.193 10.908* 

NBR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365.647 109.118** 2 

*表示在 10%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 X 2(5) = 9.24 'χ2(2) = 4.61 。

*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X2(5}=11.07 ， X2(2)=5."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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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a

需求體系 截距項檢定值
需求體系 需求體系檢定值

檢定值 自由度

組合需求體系 無截距 484.641 11.606** 

組合需求體系一有截~ê 490 .444 4 

Rotterdam 需求體系 無截距 484.393 11.236** 

Rotterdam 需求體系 有截距 490.011 0.866 2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無截距 399.873 11.380**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有截距 405.563 169.762** 2 

CBS 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483.399 11.520** 

CBS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489.159 2.570 2 

NBR 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402.030 11.1 16** 
' 

NBR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407.588 165.712** 2 

表示在 10%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X20)=7.78 ， xz(2)=5" 。

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 X\4)=9.紗 ， X2(2} = 5.99 。

為比較表 l 所列舉的限制式及模型選擇的依據，本研究採用一般國內外常用的統計方法是最

大概似比例檢定法 (Maximum Likelihood Ratio Test, LRT) ，其檢定統計量表示寫成: (Amemiya, 

1985, pp. 141-146) 

LRT = -2[log L(，的一 logL(θ 叫)] (46) 

式(46)中 L(，θ 升為限制模型的最大概似檢驗統計值，而 L(θ* *)則是未限制模型的最大概似概似檢

驗統計值。式(46)在虛無假設之下的極限分配(Limit Distribution)是卡方分配( X 2 Distribution) ，其

自由度等於所加入限制條件的數目。本研究各實證需求體系設定的最大概似函數值估計結果彙整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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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 2 與表 2a' 在表 2 與表 2a 中的第三欄是各種需求體系模型的最大概似函數值，第三欄是合

截距項的檢定值。

表 2a

需求體系 截距項檢定值
需求體系 需求體系檢定值

檢定值 自由度

組合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484.641 1l.606** 

組合需求體系 有截距 490.444 4 

Rotterdam 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484.393 11.236** 

Rotterdam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490.011 0.866 2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399.873 11 .380** 

差分 AIDS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405.563 169.762** 2 

CBS 需求體系 無截距 483.399 11.520** 

CBS 需求體系 有截距 489.159 2.570 2 

NBR 需求體系一無截距 402.030 11.1 16** 

NBR 需求體系一有截距 407.588 165.712** 2 

.表示在 10%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 X2(4)=7.沌 ， X 2(2) = 4.61 。

.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 X 2(4) = 9.峙 ， X 2(2) = 5.99 。

首先就糧食平衡表資料估計六大類總合食品的實證結果來看，在檢定臨界值分別定為

X2001)=924 、和 X\5，0叫= 1 1.07 的條件下，從表 2 檢定統計值可看出，所有模型皆拒絕截距項

等於霉的虛無假設。其次就利用五大類總合食品的實證結果，在檢定值分別定於 z2(401)=7.78 和

X 2 (4 ， 0叫 =9.49 的條件下，從表 2a 的檢定結果可知所有模型皆拒絕截距項等於零的假設。

確定需求模型設定需要截距項後，再利用表 2 與表 2a 第二欄的結果來進行那些有截距項模

型的選擇;換言之即是用來檢驗表 l 列舉的限制式，限制模型與未限制模型的最大概似檢驗統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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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兩倍差即為個漸近的卡方分配統計值;自由度為所加入限制帳件的數目。檢驗結果列在表

2 與表 2a 中的第問欄。

在六大類總合食品的情況中，差分 AIDS 、 CBS 、及 NBR等三頓需求體系皆在 10%和 5%顯

著水準下被拒絕(表 2); 而 Rotterdam需求體系則僅在 10%顯著水準下被拒絕，也就是說 Rotterdam

需求體系較差分 AIDS 、 CBS 、及 NBR 等三類需求體系要適合糧食平衡表資料。而在五大類總合

食品的情況中，差分 AIDS 及 NBR 二額需求體系皆在 10%和 5%顯著水準下被拒絕(表 2a) • 

Rotterdam 與 CBS 兩者與組合模型無顯著的差異，但依檢定值大小，仍以 Rotterdam 模型為佳。

因此就本研究實證結果而言，不論樣本資料採用糧食平衡表資料或是年報推佑資料，模型設定的

配適均以 Rotterdam 最佳。因此，本研究選擇 Rotterdam 需求體系模型，於下什、節中進行相關

需求彈性值的估計計算。

三、相關彈性估計值結果分析

為能瞭解經前述模型選擇方式所得出的最適模型，其整個體系的解釋能力高低，本研究應用

Buse (1979)所提供的體系 Rs2 之(System R2)計算方法，此一體系 R52 額似單一方程式的 R2 .特

別是以似乎無關迴歸方法進行估計的體系模型，有關體系 R/ 之設定，可參考 Buse (1979)或

Chiang and Lee (2000a, pp. 142-143)的文獻。在不同的兩套資料下， Rotterdam需求體系的體系 R/

分別為 0.9638 與 0.9142 '表示整個體系的解釋能力連 97%和 91% (表 3 與表 3a) , Rotterdam模型

需求結構參數估計值列於表 3 與表 3a 。

(21 ) 



一 138一 差分需求體系模型之建構與選擇一以警灣地區總和食品需求為例

表 3 六大頭食品需求體系之需求學數估計值(Rotterdam 需求體系，糧食平衡表資料)

截距項 支出(μ)
!r;j 

主食額 蔬菜額 水果類 肉類 乳蛋類 其它類

主食類 -0.002們一0.0189 0.0161 0.0000 一0.0171 * 0.0227* 一0.0069 0.0174* 

(0.0009)" (0.0202) (0.0103) (0.0049) (0.0080) (0.0112) (0.0128) (0.0083) 

蔬菜類 一0.0008 0.1007* 一0.0296* 一0.0069 0.0324* 0.0066 一0.0025

(0.0015) (0.0347) (0.0082) (0.0119) (0.0115) (0.0098) (0.0064) 

水果類 一0.0039 0 .4085* 0.0259 一0.0215 0.0172 0.0025 

(0.0032) (0.0733) (0.0328) (0.0231) (0.0190) (0.0123) 

肉類 一0.0030 0.4795* 0.0172 0.0440* 一0.0067

(0.0025) (0.0580) (0.0337) (0.0241) (0.0130) 

乳蛋類 0.0079* 0.0304 0.0278 0.0380 

(0.0021) (0.0481) (0.0300) (0.0343) 

其它額 一0.0203 一0.0001 一0.0100

(0.0498) (0.0320) (0.0117) 

SystemR 2 = 0.9638 

a 括弧內為漸近標準差(Asymptotic Standard Errors) 

表示在α=0.05 條件參數估計值具有統計顯著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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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 五大顛食品需求體系之需求參數估計值(Rotterdam 需求體系，年報推估資料)

截距項 支出(μ)
1[; 

主食類 蔬菜額 水果額 肉類 油脂類

主食類 一0.0082* 0.0888 0.0289 0.0233* 一0.0179 一0.0237 一0.0106

(0.0028)" (0.0931) (0.0257) (0.0074) (0.0147) (0.0218) (0.0083) 

蔬菜類 一0.0016 0.0943* 一0.0071 一0.0117* -0.0001 一0.0044

(0.0010) (0.0329) (0.0043) (0.0053) (0.0082) (0.0033 ) 

水果類 0.0082* 0.1566* 一0.0377* 0.0705* 一0.0033

(0.0028) (0.0949) (0.0166) (0.0150) (0.0049) 

肉額 0.0009 0.6192* 0.0525* 0.0058 
(0.0028) (0.0931) (0.0273) (0.0081) 

油脂類 0.0008 0.9589 0.0124* 
(0.0009) (0.0279) (0.0062) 

System R 2 = 0.9142 

a 括弧內為漸近標準差(Asymptotic Standard Errors) 

.表示在α=5%條件下，參數估計值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 4 與表 4a 分別列出利用相關變數樣本的平均數(Sample Means)的需求支出彈性、未補償價

格彈性與補償價格彈性等估計值計算。在六大類總合食品的情況中(糧食平衡表資料) ，其自身價

格彈性估計值分別為:主食類一0.019 、蔬菜類-0.193 、水果類一1.103 、肉類一0.434 、乳蛋類 0.154 、

及其他類-0.134 '此一結果有異於李皇照(民國 88 年)研究中之靜態 LA/AIDS 估測結果(表 5) ; 

在支出彈性方面:主食額-0.160 、蔬菜類 0.845 、水果類 2.559 、肉額 1.268 、乳蛋類 0.201 、及其

他類一0.002 '主食類與其他類的符號雖為負，但不顯著，此一結果部份也有異於與李皇照(民國

88 年)之靜靜、 LA/AIDS 估測結果，兩項研究在水果類與肉類的支出彈性值相近。比較實證結果顯

示儘管利用相同的樣本資料，不同模型設定，其實證結果也會有所差異。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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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六大類食晶需求體系之需求彈性估計值(Rotterdam 模型，糧食平衡表資料)

支出彈性 補償價格彈性估計值

主食類 蔬菜類 ;1<.果類 肉類 乳豈類 其它類
主食額 一0.1602 一0.1371 0.0003 一0.1456* 0.1932* 一0.0589 0.1482* 

(0.1717)" (0.0880) (0.0414) (0.0683) (0.0951) (0.1085) (0.0702) 

蔬菜額 0.8450* 。‘0003 一0.2487* 一0.0582 0.2716* 0.0557 一0.0207

(0.2914) (0.0409) (0.0690) (0.1001) (0.0963) (0.0821) (0.0538) 

水果額 2.5590* 一0.1073* 一0.0434 0.1622 -0.1348 。.1077 0.0156 
(0.4593) (0.0504) (0.0747) (0.2052) (0.1445) (0.1191) (0.0768) 

肉類 1.2676* 0.0601 * 0.0856* 一0.0569 0.0454 一0.1 163* 一0.0178

(0.1534) (0.0296) (0.0303) (0.0610) (0.0890) (0.0637) (0.0345) 

乳蛋頡 0.2011 一0.0459 0.0440 0.1139 一0.2915* 0.1842 一0.0047

(0.3185) (0.0846) (0.0648) (0.1260) (0.1597) (0.1990) (0.0987) 

其它類 一0.0020 0.2346* 0.0332 0.0335 一0.0908 一0.0096 一0.1345

(0.4301) (0.1 111) (0.0863) (0.1650) (0.1754) (0.2005) (0.1576) 

未補償價格彈性估計值

主食類 一0.1183 0.0194 一0.1201 0.2538* 一0.0347 0.1601 * 
(0.0938) (0.0402) (0,0737) (0.1268) (0.1082) (0.0693) 

蔬菜頡 一0.0991 * 一0.3494* 一0 .1 930 一0.0481 一0.0718 一0.0835

(0.0537) (0.0639) (0.1143) (0 .1 589) (0.0901) (0.0603) 

水果類 一0.4084* 一0.3484* 一0.2462 一1.1 027* 一0.2787* 一0.1746*

(0.0755) (0.0807) (0.2198) (0.2380) (0 .1 338) (0.0852) 

肉額 一0.0890* 一0.0655* 一0.2592* 一0.4341 * 一0.3077* 一0.1120*

(0.0356) (0.0294) (0.0646) (0.1192) (0.0634) (0.0360) 

乳蛋額 一0.0695 0.0200 0.0818 一0.3675* 0.1539 一0.0197

(0.0958) (0.0635) (0.1376) (0.2219) (0.1990) (0 .1 001) 

其它類 0.2348* -0.0330 0.0338 -0.0900 -0.0093 -0.1343 
(0.1262) (0.0857) (0.1775) (0.2610) (0.2092) (0.1590) 

a 括弧內為漸近標準差(Asymptotic Standard Errors) 

.參數的估計值與零有顯著性的差異(α=0.05 的檢定71<.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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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a 五大類食品需求體系之需求彈性估計值(Rotterdam 模型，年報推估資料)

支出彈性 補償價格彈性估計值

主食類 蔬菜類 水果類 肉類 油脂類

主食類 0.3591 0.1168 0.0942* 一0.0722 一0.0959 一0.0428

(0.3765)" (0.1039) (0.0299) (0.0595) (0.0881 ) (0.0334) 

蔬菜類 1.4672* 0.3622* -0.1103 一0.1 818* 一0.0023 一0.0677

(0.5124) (0.1149) (0.0674) (0.0821) (0.1281) (0.0511) 

水果類 0.8664* 一0.0987 -0.0646* -0.2085* 0.3901 * -0.0182 
(0.5248) (0.0813) (0.0292) (0.0919) (0.0832) (0.0273) 

肉類 1.3257* 一0.0508 一0.0003 0.1510* -0.1 123* 0.0124 
(0 .1 994 ) (0.0466) (0.0176) (0.0322) (0.0585) (0.0173) 

油脂類 1.0108 一0.2601 一0.1070 一0.0808 0.1426 0.3053* 
(0.6854) (0.2029) (0.0807) (0 .1 214) (0.1987) (0.1521) 

未補償價格彈性估計值

主食類 0.0280 0.0711 * 一0.1371 一0.2636 -0.0574 
(0.1467) (0.0381 ) (0.0919) (0.1861) (0.0362) 

蔬菜類 一0.0005 一0.2046* 一0.4471 * -0.6876* 一0.1274*

(0 .1 783) (0.0742) (0.1279) (0.2594) (0.0550) 

水果類 一0.3129* 一0.1203 一0.3652* 一0.0146 一0.0534

(0.1552) (0.0440) (0.1367) (0.2512) (0.0344) 

肉類 一0.3785* 一0.0855* 一0.0887 一0.7315* 一0.0415*

(0.0719) (0.0220) (0.0506) (0 .1 021) (0.0191) 

油脂類 一0.5099* 一0.1720* 一0.2636 一0.3296 0.2642 
(0.2755) (0.0912) (0.1799) (0.3532) (0 .1 549) 

a 括弧內為漸近標準差(Asymptotic Standard Errors) 

*參數的估計值與零有顯著性的差異(α=0.05 的檢定水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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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大類總合食品的情況中(年報推佑資料) ，其自身價格彈性估計值分別為 :t食額 0.028 、

蔬菜額。.205 、水果類-0.3肘、肉額-0.732 、及油脂類 0.264 :在支:U彈，性方面:主食類 0.359 、蔬

菜類 1 .467 、水果類 0.866 、肉類 1.326 、及油脂額1.011 '令部產品的符號皆為正(表 5) 。上述實

證結果也顯示不同樣本資料，儘管相同的模型設定其實證結果仍會有所差異。

表 5 台灣地區總合食晶需求體系彈性估計值比較

作者
產品別 資料來源 樣本期間 的數呵!態

彈性估計值

(年別) 自身價格 a 支出

李皇照 主食類 糧食平衡表 1976-1997 靜態、 LAlAIDS 0.376 -0.957 

(1999 • p. 11) 蔬菜類 -0.506 0.462 

水果類 -0.807 2.667 

肉類 0.365 1.002 

乳蛋類 一0.745 1.224 

其它要頁 一0.067 0.917 

本研究(一) 主食類 糧食平衡表 1976-1997 Rotterdam 一0.019 一0.160

蔬菜類(同李皇照(1999)) 一0.349 0.845 

水果類 一0.246 2.559 

肉類 一0.434 1.268 

乳蛋類 0.154 0.201 

其它類 一0.134 一0.002

本研究(二) 主食類 年報推估資料 1964-1998 Rotterdam 0.028 0.359 

蔬菜類 (同洪景彬(2000)) 一0.205 1.467 

水果類 一0.365 0.866 

肉類 一0.732 1.326 

油脂類 0.264 l.011 

a 未補償價格彈性估計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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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模型選擇檢定的結果來看，不論是糧食平衡表資料(六大類總合食品)或是年報推估

資料(五大頓總合食品) ，皆以 Rotterdam 模型的配適度最佳。美中不足的是，對於有些產品的口

身價格彈性為正值的部份(六大類總合食品的乳蛋類(0.154)和五大頸、總合食品的主食類(0.028)與

油脂類(0.264)) ，此與理論不合;惟所有正的彈性皆不顯著，因此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雖然不是很

完美，但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在國內最近一篇文獻中(李皇照，民國 88 年)亦有同樣的實證結果，

李皇照(民國 88 年)認為「此種不合理的估測結果，推測可能與六種總合食品的價格變化存有高度

共線性有關』。作者認為價格資料共線J件是手電口J能的理由，但價格資料的品質是根本所在， l大|

為價格資料的處理方式與產品的分額標準會明顯地影響需求彈性的估計值，這也是本研究的發現

之一。

本研究的實證估測結果顯示不同資料處理方式(糧食平衡表資料 vs 年報推估資料)和產品分

額的項目與標準(Grouping Criteria) ，會顯著地影響實證需求結構參數估計結果。例如:糧食平衡

表中的主食額產品項目包括「蓬萊白米及麵粉」兩項(李皇照，民國 88 年，第 6 頁) ，至於年報推

估資料部份則是包括三項產品:米、麵粉及薯類(洪景彬，民國 89 年，第 10 頁) ;此外，在其它

大類食品的分額亦有明顯的不同。因此若利用該兩套資料建立食品需求體系並進行彈性估計值及

預測模擬，即使是應用相同的模型，實證結果當會有所差異，也無法作比較，更難判斷何者較適

合作為政策上的應用。

肆、結語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總和食品需求為例，探討 Rotterdam 需求體系、差分 AIDS 需求體系、 CBS

需求體系、及 NBR 需求體系等四種差分需求體系模型之設定，除詳細說明需求體系的推導過程，

以利後續研究者參考外，並就不同模型設定在實證分析應用之特性和限制作闡述。實證分析方

面，本研究利用兩套總合食品資料，運用反覆似乎無關迴歸估計方法估計需求結構參數，進行不

同需求模型間的選擇與比較，並就最合適的需求模型設定計算價格彈性及支出彈性。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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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在模型的選擇上，不論是糧食平衡表資料或是從年報推估的資料，皆以

Rotterdam 需求體系較佳;此外，本研究發現資料的處理方式與青品分頓會明顯增、影響需求彈牲

估計值結果。因此，一套適當的食品需求資料庫是有其建立的必要牲，即建立一套能充分符合國

內食品需求現況的資料庫，不論是在資料的處理方式與產品分類等方面。如此始能客觀地作各種

模型比較與選擇，進而更能提供最佳的實證結果，供作策略制定及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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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sets of aggregate food consumption data, one was compiled from Food Balanced Sheet and 

the other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Year Books Published by Government were used to study how food 

expenditure and prices influenced consumer dernand for food iterns in Taiwan. Altemative 

differential dernand models combining the feafures of the Rotterdam model and the Almost Ideal 

Dernand System were teste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也at Rotterdam-句pe responses more suitable to 

describe Taiwanese consumer food consumption behavior than do the other specifications. The 

system R 2s obtained from these two aggregate food consumption data sets are 0.97 and 0.9 1. In 

addition，也is study found that how individual food iterns were grouped into broad categories obviously 

influenced estirn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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