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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價收購與政策改革對台灣稻作

研究推廣支出影響之研究

楊明憲*

摘要

關鐘詞:稻米、農業政策、保證價格、研究支出、政治經濟

保價收購與研究推廣支出分別具有掠奪性與生產性政策之意義，二項政策措施對生

產者利益、消費者利益及政府財政收支均造成不同的影響程度與利益分配。本研究旨在

檢視保價收購與研究推廣支出之政策搭配關係'並探討政府對於研究推廣的之低度投資

問題，以認識未來臺灣稻米政策改革的內涵。依理論模型的推導，在封閉經濟之下，保

價收購與研究推廣支出之間的確具有互補關係，且會出現低度投資的問題;但在開放經

濟的貿易小國之下，則將出現研究推廣的過度投資問題。上述理論皆在實證上獲得支持。

展望我國稻米政策因加入 WTO. 如何突破研究推廣的迷思，避免可能出現過度投資的問

題，正考驗著未來的政策改革。

*作者為逢甲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教授，現借調至彰化縣、政府農業局擔任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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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價收購與政策改革對台灣稻作

研究推廣支出影響之研究

楊曉憲

壹、前言

Gardner(1 988) 、 de Gorter, Nielson and Rausser(1992)認為研究推廣支出所帶來的技術

進步將使得生產者利益不增反滅，為避免因維護生產者利益而阻礙研究發展的進行，則

藉由保證價格給予生產者補貼應被視為柏拉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的作法，有助於

社會福利的提高。相對的，因保證價格而出現的無謂損失，也有賴研究發展的推動來降

低經濟無效率。因此，保證價格與研究支出之間在理論上真有互補的關係，欲以單一政

策判斷整體農業表現或從事農業改革，可能是有所偏頗的。

我國稻米政策經緯萬端，基本上，政策依其對增進經濟效率或擴大無謂損失

(deadweight loss)可劃分為生產性政策(productive policies)及掠奪性政策(predatory policies) 

(Rausser, 1982) 。明顯的，研究推廣係屬生產性政策的一環，而保證價格為掠奪性政策的

工具之一。惟此二者均會造成生產者利益、消費者利益及政府財政收支的不同影響或利

益重分配(Scob泊， 1977; Bale,1979; Norton and Davis， 1981) 。依政策內生的觀點而言，由於

利益變動直接影響政策的政治支持程度，最後稻米政策必然是考量各方利益折衝樽姐的

結果，故本文嘗試以反映政策形的政策偏好函數(policy preference function)應用研究，探

討在保證價格之下應如何決定研究推廣支出，並以台灣稻作的資料實證之。

在已開發國家中，農業政策多偏向於生產者利益，為降低技術進步對生產者的不利

影響，在研究支出上多有低度投資(under-investment)的問題(Oehmke， 1986; Gardne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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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orter, Nielson and Rausser, 1992) 。目前在台灣文獻上仍沒有針對此項問題進行過研

究，尤其因加入 WTO 導致整個環境變化及政策改革，政府在研究推廣方面是否應投入

更多經費，實值得本文關注。雖然 AIst凹， Edwards and Freebairn (1 988) 、張靜貞、陳吉仲

(1 994)均指出生產者剩餘因技術進步而減少，但此在封閉經濟下的結論，可能與開放市場

不同(Edwards and Freebairn, 1984) ，則連帶的所將投入的研究推廣經費也應有所斟酌。

因此，本文目的在於檢視保價收購之下的稻米政策如何決定研究推廣支出，以及在

稻米進口之後又將如何影響研究推廣支出，冀望以其經濟涵義作為政策評估與政策改革

的參考。本文內容分為六節，除第一節前言外，第二節述敘稻米保價收購政策演變的背

景，第三節說明台灣稻作研究試驗與推廣活動的情形，第四節則應用政策偏好函數進行

理論上的推導，第五節為實證分析，最後在第六節是結語。

貳、台灣稻米政策演變

基於軍精民食與糧食安全的考量，政府對稻米產業的維繫一直賦予高度的重視，透

過各項政策措施以干預市場的動作所在多有。臺灣光復初期，時局不穩且物價飛漲，為

穩定經濟及安定民心，糧食供應的增加，乃屬刻不容緩的工作。同時，稻米又被視為工

資財(wage good) ，米價上漲將帶動廠商勞動成本和其它商品價格的提高，不利於工業化

進展且加重消費者負擔(Chen， Hsu and M帥， 1975)。因此，政府除一方面運用生產性措施(如

引進新技術、增加化學肥料施用、修復水利設施)和制度性措施(如土地改革)來增加稻米

產量外，另一方面亦對米價採壓抑政策，運用「以量制價」方式，使糧價穩定在相當低

的水準'米價指數約較一般物價低約 25%(許文富，1970) 。

在 1970 年以前，稻米始終處於增產導向的低糧價時期，在這段期間政府藉由各種名

目來收購稻穀，其掌握糧約佔產量的 30% '政府以較市價為低的價格來隨賦徵購、肥料

換穀'實為對稻農的一種隱藏性課稅(irnplicit tax) ，亦為強制徵收農業剩餘的方法。其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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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保護率(nominal protection rate)均小於霉，顯示對於稻農有課稅(負保護)的現象，而消費

者價格又多低於國際價格，顯然消費者在出口管制措施下，以較便宜的價格享受增產所

帶來更多消費量的好處。

在 1965 年以後，農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已逐漸出現式微的徵兆，農業產值萎縮、

農業成長率陡降、農民與非農民所得差距擴大、稻米生產的有利程度下降，政府乃於 1972

年底頒佈實施「加速農村建設九項重要措施 J '其中廢除肥料換穀制度、改按市價計算

隨賦徵購等內容，象徵「以農業培養工業」的階段性任務結束。

惟在 1973 年農業政策轉型初期，政府雖重視米價的合理性，並注意到農戶與非農戶

所得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但當時對於米價尚無明顯而積極的支持態度。其後因適逢能

源危機，國際經濟發生重大變化，才迅速在空年訂定最低保證價格，並促成糧食平準基

金在 1974 年設置。自 1974 年第一期起，政府乃運用糧食平準基金，作為辦理稻穀收購

及免息生產貸款之用，從而展開臺灣稻米保證價格收購的制度，並分由兩個系統進行收

購:

1.計畫收購一一從 1974 年第一期至 1976 年第一期止，採無限量收購， 65 年第二期改為

餘糧收購，即每期每公頃約收購 1 ，500 至 3 ，000 公斤(各縣市不等) , 66 年第一期至 77

年第二期改為計畫收購，即每期每公頃收購 970 公斤，並自 1989 年第一期起連同隨

賦徵購調整提高為每公頃第一期 1 ，600 公斤，第二期 1 ，200 公斤。進而在 1993 年再調

高兩成收購量至每公頃第一期 1 ，920 公斤，第二期 1 ，440 公斤的稻穀。

2. 輔導農會收購餘糧(輔導收購卜一實際上也是政府收購的，從 1978 年第一期至 1985

年第二期止，每公頃第一期 850 公斤，第二期 500 公斤，主要是依據糧食平準基金撥

款限度算出，並自 1989 年第一期起大幅調整提高為每公頃第一期收購 1 ，200 公斤，第

二期 800 公斤，以減少市面流通量來提高市價。連同原有的回賦徵實及隨賦徵購措施，

此時政府掌握糧源的管道，即有四個，平均而言，政府掌握糧量約佔產量的 28%左右。

計畫收購價格原係依生產成本加 20%的合理利潤而訂的，不過實際上各年期多超過

此額度。輔導收購價格則介於計畫收購價格與產地價格之間。目前計畫收購與輔導收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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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稻(蓬萊)稻穀分別為每公斤 21 元、 18 元，硬刺稻(在來)稻穀分別為每公斤 20 元、 17

元。以其收購量為權數的平均收購價格觀之，均較產地價格為高，大約高出 19% 。收購

價格除了在 1974年至 1976 年因產地價格較高而與之較為接近之外，其餘各年多高出 15%

以上。

政府以高於市價的保證價格從事稻穀收購，原先並無數量限制，後因財政負擔過重，

乃改採限量收購方式， 1984 年開始推動的稻田轉作政策，亦與財政負擔有關。由於政府

之後又陸續推行「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等多項方案，在各項農業方案的政策目

標指導下，稻米亦從此邁進所得導向的保價收購時期。

保價收購措施的實施，因維持在較自由市場為高的保證價格水準'故稻農直接可獲

得價差利得，除因 1973 、 1974 年國際糧食供應銳減，政府力求國內經濟安定，仍壓抑生

產者價格低於國際價格外，其餘各年的名目保護率均大於霉，反映米價受到當局的重視

與支持。

由於政府以較高價格收購稻穀'除供安全存糧、撥售部分軍糧及充作釀酒用的加工

原料外，過剩餘糧的處置皆以低廉價格外銷或撥充飼料，因此，政府在處置與收購稻米

的收支上入不敷出，截至 2000 年止糧食平準基金已累計虧損達 1 ，432 億元;另以歷年期

收購價格與市價之價差計算，估計直接增加農民收益 447 億元。另因稻殼收獲期間，在

產地大量收購稻穀，使穀價維持合理價位，農民在出售餘糧給糧商時，可獲得較高利益。

參、台灣稻作研究試驗與推廣

稻作技術進步具體表現在單位面積產量的持續提高上。本節擬以稻作單位面積產量

變化的觀察站指標，探究政府在稻作研究試驗與推廣方面的努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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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位面積產量的變化

雖然臺灣地狹人惘，且為發展工商經濟，可為稻作耕地的面積相當有限，但截至目

前我們仍能維持稻米自給自足的狀態，甚且還曾出現生產過剩的情形。就稻米年產量而

言，臺灣光復初期約為 64 萬公噸(糙米) ，至 1950 年約 140 萬公噸，已恢復戰前的最高水

準'在 1976 年產量高連 271 萬公噸，創下歷年來的最高紀錄，在此產量持續增加期間，

並非不斷地擴充稻米種植面積所致，其穩定地保持在乃至 80 萬公頃之間，而是經由單

位面積產量提高的結果。

政府透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政策措施之制度性創新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試驗研究機構與農民共同在稻作品種改良、病蟲害防治、施肥

與土壤管理、栽培法改良之生物性創新(biological innovations) ，以及稻作機械化栽培之機

械性創新(mechanical innovations) ，單位面積產量得以由 1952 年的 1 ，998 公斤，逐年增至

1976 年 3 ，445 公斤，致使產量提高 7 成以上。雖然稻作面積在 1977 年起，因政府保價收

購改採每公頃 970 公斤的限量收購方式、每人白米消費量下降，及從 1984 年推動的稻田

轉作方案，而逐年遞減至 2000 年僅 364，278 公頃，較全盛時期的 79 萬公頃，已減少近

54% '但是單位面積產量仍持續增加至 4，414 公斤，產量則維持在 160 萬公噸左右。稻米

單位面積產量在過去 49 年來的成長趨勢，其年平均成長率為1.94% 。初步對單位產量變

化的時間趨勢進行迴歸，結果如下:

q = 93.96 + 17.21t - 0.85t 2 + 0.01t 3 

(5.85)" (一3.02)" (3.14)" 

R 2 = 0.9579 R 2 = 0.9549 D.W. = 2.0096 

上式中 'q 表單位產量 ， t 表時間趨勢值，即從 1952 年 =1 依序至 2000 年= 49 止。

依結果得知，顯然單位產量的變化呈三次曲線趨勢成長，目前仍位於遞增趨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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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稻作研究試驗與推廣

稻米單位產量的持續提高，其中政府對於稻作的研究試驗與推廣，應是居於關鍵因

素。臺濁的農業研究單位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專院校及農委會所屬農業試驗所各地分所

和各區農業改良場各地分場，惟稻作研究試驗的進行，多偏重在各農業試驗改良場所，

而推廣工作則由各區農業改良場及鄉鎮農會負責推動。

歷年來，政府在稻作研究試驗方面，其成果可具體表示如下(黃正華，1986) : 

1.稻作品種改良一--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從臺灣光復至 1985 年，稻作品種推陳出新，

全省性品種畫南5號及臺農67號即在此期間育成;第二階段從 1985年第二期作至 1995

年第一期作，此期間先後命名的品種有臺植 l 號等 14 個極稻品種、臺柚 1 號;第三

階段則從 1985 年第二期作迄今，主要考量為加速良質米品種育成，而開放各埸所的

整體育種計畫(郭益全，1997) 。

2. 稻作栽培法改良一一透過(1)耕種技術改良，包括種植期的調整、殺草劑的使用、良種

繁殖制度的建立，獎勵推行稻種消毒、正條密植、及寬行密植等; (2)省工栽培法推動，

包括機械化栽培、直播栽培、再生栽培及不整地栽培等;使得稻作從過去的牛型整地、

手插棋、除草、收割、及曬穀的栽培管理方式，演變為使用曳引機整地、插棋機插棋、

除草劑除草、收獲機收獲、及乾燥機乾燥之現代化稻作栽培法。

3. 稻田施肥與土壤管理一--針對土壤肥力及分類進行土壤調查和土壤管理，以及改進施肥

技術。

4. 稻作病蟲害防治一--對於一點棋、鐵甲蟲、二化頓、褐飛聶等施予生物防治及藥劑防治

等的試驗研究。

5. 稻作機械化栽培一--稻作機械化的發展，肇始於 1955 年自日本引進小型耕耘機進行整

地機械化，之後再陸續發展育苗、插棋、灌溉及病蟲害防治、收獲、乾燥等方面之機

械化，估計可節省人工每公頃達 4 1.5 工，效益相當顯著(鄭義雄， 1986) 。在 1970 年代

末期起，稻作機械化的成長速度特別快速，截至目前，稻作機械化程度已居各農作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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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冠。由現存 983 處水稻專業化育苗中心經營者培育機插映苗，並調配各項田間機械

化作業之代耕(代營)隊運作，現階段稻作整地、育苗、插棋、病蟲防治、收獲各項田

間作業之機械化程度均已達 98% '稻穀機械化乾燥亦達 70% '各項作業的機械化程度

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即已相當普及，之後未再有明顯的成長(農委會， 1991) 。

此外，在稻作試驗研究的推廣與輔導方面，主要經由各區農業改良場及鄉鎮農會兩

個系統配合推動，由於農業發展的歷史背景，農業推廣工作一直委由農民團體(即農會)

來辦理，而農政單位(即各地區農業改良場)則站在監督與輔導立場。

政府歷年來在農業研究方面投入的經費及項目繁多，涵蓋遺傳育種、病蟲害防治、

耕作技術改良、機械化推廣、新品種試驗推廣等方面，主要可區分為兩大計畫:即「農

業建設計畫」和「創新農業科技」兩大項的中央款及配合款的合計。但此為整個農業部

門的研究經費，並無個別產業的相關經費，且若考慮不同作物之問研究推膚的外混效果

(spillover effects) ，實際上亦很難劃分清楚。原始農業研究經費部分， 1980 年之前引用陳

建宏(1989)資料， 1980 年之後則依「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御接。在 1954 年之研

究經費為 61 ，901 千元，持續成長至 1999 年之 7，232 ，000 千元，歷年平均成長率為 14% ' 

惟在 1989 年曾出現一42%的空前跌幅，並在近幾年較常發生投入研究經費負成長的情形，

此乃值得注意之處，是否因政府財政緊縮而造成的排擠效應，不得而知。不過為提升市

場開放之後本土農產品的競爭力，以及轉型為朝生物科技產業發展，是否反而需要投入

更多的研究經費來因應，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雖然稻作研究經費的資料不易彙整，但

一般均以單一作物產值占農作物產值比率，換算為個別產業的相關研究推廣經費

(Kuroda， 1997) 。

有關區農業改良場的農業推廣工作，在 1945 年至 1966 年期間，因其農業推廣單位

尚未設立，農業推廣以著重農業技術研究成果的傳播，加速新品種的繁殖推廣為主，並

採用示範方法傳播新技術的操作，及加強一般病蟲害防治方法的宣導。基於「推廣即教

育」的理念，在 1967 年區農業改良場正式成立推廣單位(即推廣課) ，依農民、農村青少

年、農村婦女等輔導對象，而進行農事、四健、家政之農業推廣工作;在 1976 年，推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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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並改組為農業推廣課，增加農場經營改善與農產運銷兩項功能。至此，農業推廣工作

實已包括推廣教育、資訊傳播、農業經營、農產運銷、農業合作與經濟利潤的多元性農

業生產領域的推廣教育時期(李賢德， 1996) ;在 1990 年，農業推廣課再改設為農業推廣

中心，並擴大其掌理事項，如農民組織輔導、農民生活改善、農村綜合發展、農業資訊

化、農地改革與利用規劃、農業資源維護等。

臺灣省農會推廣實施辦法，於 1965 年由政府公佈'並歷經 1973 年及 1981 年的修正，

其開宗明義即指出農業推廣的目的即在於增進農民智識技術，增進農業生產，發展農村

經濟，改良農村社會及改善農民生活。農會的農業推廣業務共計 16 項之多: (1)關於優良

農作物種子、種苗、樹苗、種畜、魚苗等之推廣及栽培與飼養之指導事項; (2)關於改良

土壇肥料之指導與推廣事項; (3)關於優良農機真之推廣指導事項; (4)關於植物病蟲害及

禽畜疫病之防治指導事項; (5)關於優良農業經營方法之推廣指導事項: (6)關於農產運銷

之指導事項; (7)關於農村副業及手工藝推廣指導事項: (8)關於農業金融、農業保險及農

業倉庫之指導事項; (9)關於四健會之指導事項; (1 0)關於農村合作社及農民團體之倡導

輔助事項; (11)關於農家婦女家政之改良推廣事項; (1 2)關於鄉村衛生文化、康樂活動及

社會服務之指導推廣事項:(1月關於公民訓練及農村嶺導人才之訓練事項; (1 4)關於造

林、保林、水土保持及水旱防治之指導事項; (1 5)關於鄉村住宅改良之指導事項; (16)其

他有關農業推廣事項。此外，農會法第二章中亦明列農會有關農業推廣之任務，例如農

業生產之指導和示範、農業推廣、訓練及農業生產獎助事宜、協助有關土地農田水利改

良和水土保持等。

農業推廣經費來源主要有三: (1)依農會法第 38 條第 5 款之規定:農業金融機關，應

就每年度所獲純誼撥出一部分，充作各級農會輔導及推廣事業費，不得少於百分之十;

(2)依農會法第 40 條之規定:農會總盈餘，除彌補虧損外，應將總盈餘分配至農業推廣、

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費，不得低於百分之六十二，分配至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及

訓練經費為百分之八: (3)政府補助，其中例如在 1985 年政府補助佔農業推廣經費為

36.6%(呂學儀， 1986) 。農會為人民團體，乃接受農政單位委託辦理農業推廣工作，並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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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農致體系的一環，理論上，農業推廣經費應由政府負擔大部分，農會則在業務上配

合，故長期而言，農業推廣仍宜納入農政體系(李朝賢， 1997) 。

農業推廣經費運用，依「台灣省各級農會農業推廣事業計畫編審要點」規定共三大

項: (1)農業推廣業務所出應佔百分之六十以上; (2)文化福利所出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3)其他所出在百分之十以內編列。其中農業推廣業務所出包括七個細項，如推廣用人費、

推廣旅費、農事推廣費、四健推廣費、家政推廣費、農業改良繁殖費、農業環境改良費，

每項支出均有明確的規定。

原始農業推廣經費部分，依歷年「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其中「農業推廣事業所出」

的資料得知，從 1954 年的 31 ，468 千元增至 2000 年的 5 ，939，037 元，年平均成長率為 14%。

不過，在 1992 年之後卻出現較為遲緩的現象，僅有 3.5% '此似與整個大環境變動如房

地產不景氣、農會不再風光如昔有關。

肆、理論模型

政策係各方利益妥協下的產物，依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政策均衡條件在於邊

際政治支持等於邊際政治反對，且每人的政治支持或反對態度皆與其利益受該政策的影

響有關。目前依此觀點研究政策形成的方法，普遍多應用政策偏好函數(policy preference 

function) ，也就是在該函數中納入與政策相關群體的利益，並對政策偏好函數極大化，以

反映政策上尋求最大政治支持的意合。

有關稻農利益衝量，涉及複雜的政策操作，因為在今年(2002 年)之前的臺灣稻米政

策，係以限量的保價收購和面對禁止進口的封閉經濟狀態為主。在市場的的總合需求函

數為 : D = D(P) 之下，其中 P 為市場價格，稻農除依政府的保證價格丹被收購部分產

量 Qg 外，其餘產量。 -Qg) 則流入市場，即稻農的總合利潤函數為 :π= 汽 .S- C(S，的

=九 'Qg +p.(S-Qg) 一 C(S， E) ， 其中~為生產者價格 ， C(S ， E) 為總合成本函數。 E 表

、•• 
F 

AU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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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入在研究及推廣方面的費用，有助於稻作生產成本的降低，即 dCldE < 0 '依

Hotelling's lemma 可導出供給函數為 : d"ldP. =S; 而政府的收購量雖暫時為安全存糧，

但最終仍透過專案糧及調節民食的方式釋出至市場消費，故直接假設市場均衡式為:

D(P) = S(P. (P， 丸 ， Qg)， E) • 則市場均衡價格為保證價格、政府收購量和研究推廣費用的

函數，即戶 = P*(見 ， Qg'的;市場均衡數量亦為相關政策變數的函數，即 Q*

= Q*(Pg.化 ， E) =D*(P*) =S*(P* ，元 ， Qg ， E) 。由此可知 : dPldE = Pσ I(E(η-&))<0' 

其中刁為需求彈性. &為供給彈性， σ 鳥類似彈性參數表研究推廣費用對產量的影響，

σ = dS I dE . E I S 0 

為探究研究推廣費用及相關的政策變數水準如何決定，茲假設決策者極大化政策偏

好函數，即

MaxV= 只 .W] + V2 'W2 

川、 V2分別為消費者及生產者的福利衡量函數 • W] 、 W2 分別為消費者及生產者福利的

政策權數(policy weights) ，表示政策對於不同利益重的相對偏向，或消費者及生產者發揮政

治影響力而使其利益受重視的程度。

假設消費者和納稅人偎為一體，即在代表消費者的利益中尚包含因執行稻米政策的

政府收支，貝rj依對偶定理(duality theorem)將消費者的效用函數轉化為總合支出函數:

H = H(P,Uo) • 再加上納稅人的負擔: G = (九 P).Qg + E • 此即為叭。而生產者福利衡

量函數則直接以總合利潤函數代表，即同 =Pg 'Qg +P . (S -Qg) 一 C恨， E) 。因此，政策

偏好函數為:

V=-{H(P， Uo )+(毛 -P).Qg +E]﹒叫刊另 'Qg +P . (S -Qg) 一 C(S， E)].W2 (1) 

根據 Shephard's lemma '並對政策偏好函數求取一階條件:

、
‘S
F

•• 

且

•• 

且
J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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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ldE=-(D-dPldE-Qg -dPldE+l)w, +{S-dPldE-Qg -dPldE-dCldE)w2 =0 

整理得:

(Sθ -D) -dPI dE- Qg{θ-1) -dPI dE 一 θ -dCI dE = 1 (2) 

其中 θ = W 2 Iw, 
若 θ= 1 '表無政策平預之自由經濟，在符合封閉經濟之市場均衡條件下:則

dCldE= -1 '令 1( = dC I dE -E I C 表示 K 為研究推廣經費對於稻作生產成本的彈性係

數，即

E* = -1(- C (3) 

此時的 E* 為滿足社會福利最大的最適研究推廣經費，可作為與實際研究推廣經費的比較

基準。

由於政策係以保價收購及禁止進口方式保護稻米產業，反映政策上對於生產者利益

的重視程度較消費者利益為大，即 θ 汁，依(2)式進行比較靜態分析(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得生日:

dEldθ= 一(SPE - QgPE - CE )/[PEE(Sθ -D)+PE{{SpPE +SE)θ -DpPE ) 

-QgPEE (θ-1) 一 CEEθ] (4) 

在e > 1 的條件下 ， dEldθ是否大於霉，決定於上式分子 (SPE - QgPE - CE ) 是否大於零。

(SPE -QgPE -CE )實為門，若 l[E < 0 '則 dEldθ<0 '顯示若研究推廣所帶來的成本下

降不足以彌補因增產造成價格下降的收入減少時，則在此保護政策下所決定的研究推廣

費用將低於E* ， 也就是出現文獻通稱的低度投資(under-investment)問題。但若再> 0 ' 

則dE!dθ>0 '則將出現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的現象，此係政府投入的研究推廣經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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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已超過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所增加的部分之故。

同樣的，將(2)式全微分，以暸解研究推廣費用與保證價格此二項政策變數之間的關

係:

dEldPg =PE(SpPPg -DpPpg)IVEE >0 (5) 

可知價格支持程度的提高有助於更多研究推廣經費的投入，即因保價皈購的存在，彌補

因技術進步可能造成生產者利益的損失，故可改善原先面臨的低度投資問題。由此觀之，

保價收購政策不應全然承受造成無謂損失擴大的責難，反而應被視為柏拉圖改善的作法。

在(2)式中所表達的站在封閉經濟之下的研究推廣經費決定，底下本文將就開放經濟

進行政策模擬的探討。在稻米市場開放進口之後，若暫時採取的是「限量進口」方式，

基本上，並不會影響上述的決定。但若最後採行的是「關稅配額J (tariffrate quota, TRQ) 

進口方式，屆時圍內價格等於國際價格加上關稅等量(tariff equivalent) ，國內稻米市場不

再是封閉狀態，則dPldE= 0 '故(2)式改寫為 dCldE= 一1/ θ 。假設在開放進口之後， θ

仍大於 1 ' H日 dC/dE> 斗，研究推廣經費將出現過度投資的現象，此即馬 >0 之故，與

是否繼續保價收購無關。因此，保價收購政策可考慮順勢調整或取消;惟上述假設前提θ

乃大於卜，種具體表現在其它方式上，如改用差額給付(deficiency payment) 、或直接給付

(direct payment)等。

政策改革將導致政策對於不同利益偏向的結構性變動， Rausser and Foster (1 990)指

出，若政策改革有利於消費者利益的提高，則將促使決策者對生產者利益的更加重視，

以確保政策改革的順利進行。因為稻米進口有利於消費者，則。將在此政策改革中進一

步提高，怯上述結果得知，政府可能將過度投入研究推廣經費，形成矯枉過正的問題。

此即政府在推動「全面動員降低農業產鋪成本計矗 J (1991) ，或提出以「發展政策導向的

產業科技」作為跨世紀農業建設新策略所應注意的問題(農委會，1996) 。

另外，假設取消保價收購政策並實施關稅配額進口方式，則在開放的稻米經濟中，

即國內價格等於國際價格加上關稅等量 ， P=P+! ， 令需求函數D=A戶，國內供給函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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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S = B(1 + EV p' ， 則政策偏好函數成為:

MaxV = (fAP~dP-t(APμ -B(I+E)Pp&)-E)+ fB(2+E)PP'dP.O (6) 

其一階條件為:

dV / dt = -D + (D - S) + t(dD / dP - dS / dP) + S. 0 = 0 (7) 

dV /dE =t(一ρS/(I+E)) 一 1+ρ . SP /((1 + e)(1 + E)). 0 = 0 (8) 

將(7)式整理得:戶 =-S(θ -1)/(dD/dP-dS/dP) ， 當θ= 1 '則戶 =0 '符合自由經濟的

預期要求;若θ 汁，則戶 >0 。此外，整理(8)式即可求出: E**=-I+Sp(OP!(I+e)-t) ' 

不過 'E叫因有關稅的存在，仍要較自由經濟下的研究推廣支出 E* = -1 +Sρ'Pw /(1 + e) 還

多。

伍、實證分析

稻作研究試驗與推廣活動對於生產力之影響，往往無法由當期產量變化判斷，具有

時間落遲效果，其研究成果也具累積性，而且研究與推廣活動兩者一前一後，對於技術

進步之推動必須相輔相成，實際上，也不易區分研究試驗與推廣活動對於生產力的個別

影響，故將研究與推廣經費資料合而為一，參考 Kuroda( 1997)與 lto(1989)如此的處理方

式。 Kuroda 指出，研究方面有 7 年的時間落遲，推廣方面則有 3 年的時間落遲。故所衡

量的研究推廣經費應以存量(stock)概念為宜，而非以每年的投入流量(f1ow)比較(Oehmke

and Yao, 1987; Kuro曲， 1997) ，因此，本文在資料處理上係將各年之研究與推廣經費合併，

再將此流量資料累計，求得每年研究與推寶費用之存量資料。

期初資料與資本計算方式相同，係依一般文獻如 Hall and Mairesse(l 995)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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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liches( 1986)方式:因 Kjr = 乞 (1- d)“丸 tl ' d 為折舊率(即技術知識之過時率)等於

10% ' 另依研究與推廣支出的資料平均成長率 g 分別為 14%及 10% '故可得

Ro = I 1 I(g + d) (Kuro缸， 1997) 。研究與推廣費用的資料來源，在 1980 年之前引用陳建

宏 (1989)資料 • 1980 年之後則依「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御接，此外，原始農業

推廣經費部分，取自歷年「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其中之農業推廣事業所出。

Kuroda( 1997)利用超越成本函數(translog variable cost function)實證研究推廣活動對

於晝灣稻作生產結構的影響，依其結果可計算研究推廣經費對於稻作生產成本的彈性係

數:

k=dlnCldlnE= βE + L U iE ln p; + U SE ln S +βBE lnZ B + βEE ln E = -0.292 ' 

其中 ZB 為土地固定投入要素 ， i 則包括勞動、資本和中間財等變動投入要素。而 2000

年稻穀生產成本每百公斤為 1 ，583 元，乘上稻穀總產量 1 ，906，057 公噸，即總生產成本約

為 302 億元。依(3)式得知，最適的研究推廣經費應為 88 億元。由於研究推廣工作促成技

術進步及生產成本降低的效果，並非立竿見影。考量研究、推廣經費的每年成長率分別

為 14% 、 14% '以及 10%的淘汰率，則在 2000 年的研究推廣經費存量應為 82 億元，仍

略低於 88 億元。此即存在低度投資的問題，但因幸有保價收購制度，故問題尚非相當嚴

重。

茲假設依前述固定彈性設定生產函數型式為: Q = B(1 + E)P斤，其隱含研究推廣所

促成的技術進步具有使供給曲線發散移動 (divergent shift) 的性質 (Martin and 

AIston, 1994) ，以 1973 年至 2000 年資料測定如下:

lnQ, = 9.7129+0.05731nE, +0.63251nQ卜1 +0.12741n P.,'_1 -0.3416In fV，一 0.1195DD (9) 

(1.77) (6.56) (1.08) (一2 .44) (-5 .46) 

R2 = 0.9999 R 2 = 0.9999 DW = 2.2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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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說明當期產量 (Q，) 為當期研究推廣經費存量 (E， )、前期產量 (Q卜1) 、生產者價格

問卜1) 、工資 (W，) 及稻田轉作虛擬變數(DD)之函數，因取雙邊對數，故所估計的係數即

為該變數對產量的彈性，該係數下方表 t 值統計量。由(9)式得知:研究推廣彈性為 0.0573 ' 

供給彈性為 0.1274 '若未來稻米進口而使生產者相對於消費者的政策權數等為 2 (Yang 

and Chen, 2000) ，代入(8)式，得出每年投入在稻米的研究推廣經費為 30 億元，較 2000

年的 17 億元為高，但長此以往將又衍生過度投資的問題。

此外，從 1974 年政府設置糧食平準基金從事保價收購以來，累積餘細即不斷的攬大，

至今對生產者的補貼已超過 1 ，300 億元，對照同期的研究發展經費亦同步增加，經計算其

相關係數高達 0.71 '此即印證如上一節(5)式導出的結果:保證價格與研究推廣支出之間

具有互補關係。

陸、結語

政策雖有掠奪性或生產性之不同屬性之分，但皆真利益重分配的作用，且少有利益

均害的情形，為降低掠奪性政策的無謂損失，或其確保生產性政策的順利進行，政策之

間應存在著搭配關係。本文乃就政策形成內生化著眼，應用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方式，分

析稻米在保價收購政策與政策改革之下如何進行研究推廣活動。依理論模型的推導，在

封閉經濟之下，若技術進步造成生產者的利潤減少，則將出現研究推廣的低Ht投資問題，

故為增進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社會福利，此時引進保價收購方式逕對生產者補貼，應被視

為柏拉圖改善的作法，此即保價收購與研究推廣支出之間具有互補關係;但在開放經濟

的貿易小國之下，因不存在技術進步會造成生產者利潤減少的條件，則又將出現研究推

廣的過度投資，造成矯枉過正的問題，且因對生產者利益的更加重視，將進而助長問題

的嚴重性。在實證上，將研究經費及推廣經費分別依其時間落遲和成長率，計算研究推

廣經費存量，對照理論上的最適水準，顯示目前確實存在著低度投資的問題，惟因有保

價收購的支持，故問題的嚴重性不大。而由糧食平準基金赤字擴大與研究推廣經費成長

的相關性佐證，也印證其間的互補關係。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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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Guaranteed-Price 

Purchasing and Policy Reform on 

Research & Extension Expenditures of 

Rice Crop in Taiwan 

Min-Hsien Y ang * 

Abstract 

Keywords: ri白， agricultural policy, guaranteed price, research expenditure, political economy 

Guaranteed-Price Purchasing and Research & Extension expendi個re have respectively 

meam月s of predatory and productive policy. There are different influences and distribution 

effects on farmers' income, consumers' expenditure and governme肘's budget. The pu中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examine the co嘲policy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ranteed-Price Purchasing and 

Research & Extension expendi側記， to explore the under-investment of Research & Extension 

expenditure, for reali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rice policy reform in Taiwan. Based on the 

closed-economic results of theoretical derivation, it exis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ranteed-Price Purchasing and Research & Extension expenditure. The under-investment is 

also an inevitable problem. However, in a small open-economy, the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 

Extension will be over-investment. The theoretical findings are consistency with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Outlook the WTO disciplines, how to escape from the myth of Research & 

Extension is challenging the rice policy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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