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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碳吸存效益之杉木造林

獎勵金分析

林圈居室、相F媲有F

摘要

關鏈詞:造林政策、造林獎勵、最適輪伐期、碳吸存

JEL 分類代號: Q15 、 Q23 、 Q28

森林除了能提供木材價值之外，尚能提供涵養水源、國土保安、生物多樣性、調節

微氣候等功能。為達到森林資源有殼供給，政府獎勵造林有其必要性。政府獎勵方式應

如何訂定為目前獎勵造林政策所面臨最關鍵的問題。台灣現行政策之獎勵額度決定乃單

純由機會成本與造林成本之加總所決定，並沒有考慮森林碳吸存放益，獎勵期限主要是

以常見樹種之平均輪伐期為原則，然本研究之分析結果顯示，若按此輪伐期施行，將無

法達到造林總妓益最大，也會增加政府的財政支出。

有別於過去僅考慮造林之機會成本來決定獎勵金之文獻，本研究在追求森林碳吸存

妓益最大的前提下，建立最適造林獎勵金決定模式，此模式引入森林最適輪伐期之理論，

將森林碳吸存效益納入土地期望價值，決定出造林總教益最大之輪投期，作為獎勵造林

政策之政策目標，另以地主土地利用決策模式為基礎，在私人透過獎勵而延長輪伐期至

造林總妓益最大之輪伐期的架構下，求出政府財政支出最小之獎勵金分配方式，換言之，

使私人延長輪伐期至造林總效益最大之輪伐期的獎勵金分配有無限多組解，而最適獎勵

金分配為可達到政策目標政府支出最小的一組解。根據所研擬的理論模式，本研究進一

步以杉木為例，實證模擬分析在不間情形下之最適造林獎勵金分配，並在政策簡化原則

下，估算各期獎勵金額固定下之最適獎勵金分配。本研究的造林興勵給付模型之主要特

色是能夠適用在不同土地區位與不同樹種之造林獎勵政策，並且能考慮森林的碳吸存效

益。本研究藉由地主決策模型及森林最適輪伐期理論之引入，在追求造林總教益極大化，

而政府支出極小化之下，建構最適造林獎勵給付模型，此模型之建立期能對政府制訂相

關政策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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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碳吸存效益之杉木造林

獎勵金分析

林國慶、教F婉郁

壹、前言

森林的存在，除了提供木材生產之經濟利用之外，更提供市場財與非市場財之妓益，

前者如牧草(Clarke， 1994)' 後者如水土保持、淨化空氣、調節微氣候、綠化景觀與休開

娛樂等多項功能(Hartman， 1976 ; Strang, 19的; Ashton and Attiwill, 1984 ; Makundi, 2001 ; 

Stainback and Alavalapati, 2002 ;王昭正， 2001) 。森林的各項功能中，除了木材可依材價

高低衡量其價值外，其餘各項功能常因消費不可分割性，而無法排除他人使用，因而無

法藉由市場機能自由運作以衡量其貨幣價值，此部份即為森林環境所提供之非市場價值

(Samuelson, 1976) ，加強森林所提供的環境價值已為世界林業發展的趨勢。木材的收穫具

木材市場價值，而森林亦具有潛在性的外部環境妓益，然此外部效益並不能完全反映在

林產品的價格上，因此為達到森林資源有放供給，達到造林總殼益最大之最適造林數量，

政府提供造林者獎勵補助有其必要性。

我國政府於 1983 年訂定「台灣省獎勵私人造林實施要點J '開始以提供獎勵金方式

來鼓勵私人造林J 逐步走向以經濟補貼為主要政策手段之獎勵造林制度。目前我國的造

林獎勵期限為 20 年，此獎勵期限是以常見樹種之平均輪伐期(forest rotation)作為決策基

礎，並採全國不分樹種與區域一致的獎勵期限;而一般採取的各期獎勵額度，乃單純由

估計的機會成本以及造林成本或管理費用等加總所決定，如獎勵林地以補貼造林成本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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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獎勵農地除了補貼造林成本之外，亦提供農地使用機會成本之直接給付I (台灣省

林務局， 1995a 、 1995b;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99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02) 。

然而以機會成本的概念來研擬獎勵額度是否能有效利用政府經費，並達到獎勵造林政策

之目的，實為各界所關注，因此如何決定出最適造林獎勵額度，乃為現階段噩待研究的

主要課題。

過去關於決定最適造林獎勵金的文獻並不多，大部分從機會成本觀點探討單一樹種

的最適獎勵額度(李國忠、林俊成， 1994a ;李國忠、林俊成， 1994b) 。以上的文獻並

沒有考慮到森林外部效益，以致提供的獎勵金僅能使地主選擇造林，並不會使地主選擇

之伐木期延長至社會放益最大之伐期。國外許多研究文獻均指出，考慮森林外部放益之

輪伐期將比私人決定之輪伐期長(Hartman， 1976 ; Gong and Kristron, 1999; Koskela, 2000 ; 

Koskela and Ollikainen, 2003 ; Alaouze, 2004) ，因此若要提昇森林提供的公益性功能，政

府有必要藉由補貼機制來延長林主的輸伐期，以提昇造林總妓益。關於政府提供補貼或

課稅對私人輸伐期長短之影響，其相關文獻非常多(Klemperer， 1977 ; Chang, 19位， 1983 ; 

Kooten et al. , 1995 ; Koskela, 1989, 2000) ，但是有考慮森林外部妓益進而求出最適造林獎

勵額度者較少，目前僅有 Huang and Kronrad (2001)及 Zelek and Shively (2003)等。 Huang

and Kronrad (2001)主要是應用 Faustmann formula2計算私人最適輸能期之土地期望價值

l 自 1991 年開始，台灣較重大的獎勵造林政策包給 1991 年的處地造林改革、 1996 年的

全民造林運動與 2002 年的乎地景觀造林改革，其獎勵期限，早獎勵金額度分別為 6 年 15

萬元、 20 年 53 萬元與 20 年 161 萬元。

2 Faustmann 於 1849 年提出計算森林最適紛伐期之理論方法，該方法被稱之為 Faustmann

formula' 其內容是以極大林地期望價值(Land expectation value, LEV)下求出最適論伐

期，因此 Faustmann 主要是站在私有林主立場求出利潤最大之輪伐期，其輸伐期計算中

並沒有考慮、森林外部效益。 Hartman 於 1976 年以 Faustmann model 為基礎，首度在土地

期望價值之目標函數中，加入森林提供的多目標利用價值，來決定最適輪伐期，此為

Hartman model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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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expec削ion value, LEV) ，以及計算最大年平均材積收穫輪伐期3之 LEV' 再將兩者

之差額以年金方式發放給私有林主，作為林主改變私人伐期至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 

最大伐期之補償。然而年平均材積收穫最大之輪伐期並非造林總效益最大之輪伐期。 Huang

and Kronrad (2001)在計算最適伐期時僅考慮森林外部妓益，並沒有納入私人木材收益。

Zelek and Shively (2003)設定碳吸存之總量目標，再極小化政府支出來決定造林獎勵額度，

並建議以農民要求造林補貼額度之競價方式來決定給付對象與給付額度，以達到政府極小

化支出之目標，然此模型並未追求造林總妓益極大，亦沒有考慮社會最適輪伐期。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套合理的造林獎勵金決定模式，探討如何制訂輪伐期，以

達到造林總效益最大，並研究如何以最經濟的方式，有妓達到所決定的輪伐期。本研究

共分五節，第二節為最適造林獎勵金決定模式，第三節為理論模型之實證模擬分析，最

後為結論與建議。

貳、最適造林獎勵金決定模式

以往在討論造林獎勵額度之研究，大部分均以造林之機會成本來計算獎勵額度4 ，或

是以森林碳吸存之邊際效益來作為政府必須支付給林農的金額，卻甚少與政策制訂相結

合。就政策制訂的觀點，本研究提出兩階段作法，主要的概念是以政策制訂方式來考量。

政府一般先決定政策目標後，進而決定政策手段。政策目標為一個集合，在此集合中，

政策目標有無限多個，政府選擇一個使社會福利最大之目標作為「最適政策目標J ;其

次，可以連成此「最適政策目標」的政策手段亦有無限多個，在這些政策手段中，政府

應尋找一個最經濟(最省錢)的政策手段，此為最適政策手段，來達成社會福利最大。

3 最大牟平均材積收獲紛伐期(Mean Annual Increment)是指在一定的面積林分土，產生材

績最大的林齡，或是平均年生長材績最大之林齡，詳細計算內容請參考 Huang & Kronrad 

(2001) 。

4 採府機會成本法來決定最適造林獎勵領度之文獻如李國忠、林俊成(l994a ' I 994b )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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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造林政策而言，政府的政策目標應為造林總數益最大，就造林獎勵政策制

訂而言，森林的外部妓益與木材收益，兩者都需要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納入考量，而木材

收益與森林公益價值也是造林政策中攸關造林總妓益的部份，因此政府希望追求兩者之

加總幢大，而這兩者加總之極大以 rt士會最適輪伐期J :來呈現之，也就是政策目標應為:

使私人決定之砍伐年限恰為政府所冀堂的輸伐期，此輪伐期隱含了造林總妓益最大的涵

義。其次，政府為了達到此政策目標，在眾多獎勵金分配組合中，選擇一組最省錢、又

可使私人決定之砍使年限恰為政府所冀望的輪伐期的獎勵金給付，此為最佳的政策手

段，由以上的概念，本研究建構了一套最適造林獎勵金之決定模式5 。

本研究以政策制訂的觀點，假設政府之林業政策乃以追求造林總妓益極大為政策目

標6 ，亦即研握政策使森林發揮最大姐益。本研究提出兩階段模式，第一階段為求出在此

最大致益下之社會最適輪伐期，第二階段為決定政府支出最小的獎勵金分配，以誘使林

主的伐木決策能與社會最適輪伐期相間，以達到社會妓誰之極大。

一、造林總效楚，廣大之最適輪伐期

考慮造林獎勵政策時，在追求造林總效益最大之前提下會決定出的一個最適輪伐

期，因此，政府決定最適政策目標，即相當於決定最適輪伐期，亦即追求造林總妓益最

大。這樣的分析並未強制規定土地必須造林，因為「不造林」即相當於「輸伐期為零年」

的造林政策。

5 雖然造林獎勵政策之主要目的是增加造林面積及森林所提供的非市場財，但並不表示

農民就不能砍伐林木，或者禁伐就是最適政策。如果政府要4采取禁伐政策，非但不是

最適政策，政府也必須提供更高額的獎勵金來吸引農民參加造林並維持不砍。

6 本研究所指的造林總效益，色括木材收益與森林公益價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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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所決定的輪伐期通常是林地期望價值最大之砍伐時期，即以一定面積上之林

分，其未來長期經營所得純益之資本價值為最大的砍伐時期作為輪伐期，此即 Faustmann

model (1 849) ，如下(1)式:

Maximize LEV = π(t) + π(t)e-n + π(t)e-2rt + .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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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 ;r(/) 為單個長度為 t 年的輪伐期之總利潤 ， p(/)為林齡為 t 年時之單位木材價格函

數 ， f(t) 為林分在林齡為 t 年時的收穫函數 ， s 為每年的管理費(元)， C為期初造林費用，

r為年折現率。此林地期望值的計算公式是假定在永續經營的條件下，林分經由不斷的造

林更新與伐採的輪替，計算其林分伐採淨收入之現值，以及逐年管理費的現值而產生。

然而私人最適輪伐期並沒有考慮森林所發揮的公益妓能，因此社會放益最大的輪伐

期並不等於私人輪伐期(Hartman， 1976) 。假設森林在 t年提供的市場收益價值為 X(/) ， 而

森林在 t 年提供的非市場價值為 Z(/) ， 因此，決定造林總妓益最大之輪伐期的模式如(2)

式.

Maximize LEVP = X(/) + Z(t) 

門lce 一計(jhtffdn)

(2)式的 Z(/)為森林在 t 年提供的非市場價值，其中 F(n) > 0 表示在時間 n 時，保留林木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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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不予砍伐時所能獲得外部效益(非市場價值) 0 S; F(n)e-nr dn 表示自林齡 0 到 t 年累積

之森林蓄木所產生之外部效益的折現值。

二、地主造林決策行為模式

欲探討最適造林獎勵金之給付額度，必須先瞭解私人造林決策之行為，進而決定出

政府所需支出最小的最適獎勵額度。假設地主擁有單位面積的土地，且追求個人效用極

大化下來進行土地利用之決策。假設土地利用決策為 d' 而決策 d之教用與此決策的淨現

值(net present value, NPV)成正比，並假設地主對森林的偏好為中性，如(3)式:

m直xU(d) 畫 m缸 NPV(CF(d)) (3) 
aεðR aε止'R

其中 U為地主效用函數 'SR為地主所認知的可行決策之集合 ， CF(d)為決策 d的各期現金

流量。因此地主追求妓用極大下，必定選擇 NPV最大的決策。

本研究針對造林政策加以探討，因此假設地主可行決策集合與土地利用方式有關。

土地利用方式可分為兩種狀態:立木與非立木，故{隕設地主所認知的可行決策集合中為

SR =: {F， 的，其中 F代表不伐木(維持立木狀態)， N則代表伐木(將土地作其它使用) ，在

每 a期地主可根據外在條件的變化做出土地利用調整之決策。

假設地主可在 n 個決策時點做出 n 個決策結果，其決策結果為例，他'的，...， dn} ， 決

策結果只有兩種，不是 F就是 N。而由於每一期決策 F及 N之 NPV受到前一期決策的影

響，故以符號 dH→ 4代表「在前一期的決策為 dH 之前提下，在第 r期作出決策 dd

其中 dt=F 或 N' 對於所有的 t 。在任何時點 t ' 地主將選擇使其 NPV 最大的決策7 。

7 私經濟的伐木決策過程中，過去因造林而花費的支出為沈沒成本，並不影響砍伐決策，

唯有決策時點以後的現金流量才是攸關砍伐決策的現金流量。所有伐採時點之決定均

以未來淨現值極大為考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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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林主在 t 時點砍伐林木之淨現金流量現值如(4)式:

N咿PV叫y叭昀州(ο糾t川|川F → N川)= p帥(οt)叭/只(伽 jlffJfT.ι旦紹詳申一- J;G伽G叫(例吋x)er(l-叫(
g 

其中 NPV(tIF → N) 為代表林主在時間 t 時進行林木砍伐決策之淨現值;其中 F→N代表

「由立木地改變為非立木地J ; p(t) 為林木單位價格函數 ; f(t) 為林木成長鞍種函數;

CH(t) 為在時間 t 砍伐林木之砍伐成本;丸her為其他用途收益 ;G的為政府在時間 t所提

供之造林獎勵金 ;1'為政府發放造林獎勵金之期限 ;rß，以年為單位之折現率。 (4)式中淨

現值的正項包括在 t 時點砍伐木材之收入以及 [t， T.] 峙間區間內轉為其它用途之收入在

時點 t的價值;而淨現值之負項包括在 t時點之砍伐成本，以及在最適輪伐期內提前伐木

而支付的懲罰費用8 ，此懲罰費用為林主加息撤回 [0， tJ 時間區間內所領取之造林獎勵金。

另外，林主在 t 時點榴續維持立木(不砍伐)之 NPV如(5)式:

rT' G(X) J__ , p(T.)f(T. ) rT' CM (叭 f
NPV(tl F → F)=i7阿拉+J叫寸步才命-F去了 (5) 

(5)式之涵義為在時間 t 峙，林主做出不砍的決策，融續維持林木之淨現值。 i學現值的正

項包括在[t， n時間區間內的造林獎勵金在 t 時點的價值;在 f時點的砍使般益在 t時點

的價值;而淨現值的負項包括在[t，1'J時間區闊的造林成本在時點 t的價值，以及在 f時

點的砍伐成本在 t時點的價值。其中 CM(均為在時間點 x 的造林成本與繼護費用。由於政

府提供造林獎勵金的時間區間為[0，門，又因木材價值在 f後的成長率通常明顯小於 r'

故對地主而言若決定繼續履行契約，合理的決策為在 f進行伐採，因此在(5)式中的木材

收益與伐採成本的發生皆在 To

8 依據目前的獎勵造林實施要點，參加獎勵造林之林主，在獎勵期限前不得伐木，否則

需加利息賠價已領取之獎勵金，故本研究之理論模型中加入比懲罰效果之考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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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4)與(5)式，林主在決定造林後，在任何一個時點均會面臨林木砍與不砍的選

擇，其決策模式為:當林主在 t 時點伐木之淨現值小於或等於不伐木之淨現值時，貝IJ林

主在 t 時點不會選擇伐木，皮之若在 t時點伐木淨現值大於不伐木的淨現值，則林主會在

t 時點選擇伐木;如 (6)式:

[0 if NPV(t I F → N) 三 NPV(tl F • F) 
H(t) = i 

11 ifNPV(tIF • N)>NPV(tIF • F) 
(6) 

(6)式中 ， H(t) 為林木伐採之決策模式。 H(t) = 1 代表地主在 t 時點會作出砍伐的決策，

H(t) = 0 則代表地主在 t 時點選擇繼續維持立木之快策。

三、最適造林獎勵金之模型

政府為了使林主決定的輪伐期等於社會最適輪伐期，必須提供充足的誘因以達成政

策目標。政府為連到政策目標，所能利用的各種方式為政策手段。通常政策手段以金錢

上的獎勵或懲罰最為直接且便利，因此本研究將政策手段設定為各期的獎勵金，以及懲

罰方式的制訂。政策手段所形成的空間，可區分成兩部分:有妓與無妞，以能否實現政

策目標作為區別9 。由於土地為私有，因此，若地主在最適輪伐期內每個時點皆採取造林

(不砍伐)的決策，買IJ此政策目標得以被達成，政策為有效。反之，則為無效。假設考慮公

9 政府在來介入時，森林公益價值並不足以影響林農伐木與否的選擇，亦即不影響農民

在任何時間點所做的決策。因此，公益價值不致影響政策有效性。獎勵金額高低才會

影響政策有效性。既然政策有效與否不受外部性影響，最佳獎勵金分配應維持不變。

因此，制訂政策時需考量森林的外部性，但外部性的價值不應該直接換算成為貨幣價

值而補貼給林農;補貼金額的多寡，以達到政策有效為前提即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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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之最適輪伐期為 T' ， 政府之政策目標為使林主在 T年內不砍伐。政策有效與否

定義如(7)式:

V = ~ 0 if 3t < T", H(t) = 1 

11 ift= T", H(t)=1 
(7) 

(7)式中當林主決定砍伐之時點 t 小於'f，表示政策無殼，以 V=o 代表;若在 f時點砍

伐表示有效，以 V值為 l 代表。

基於在政策有效下林主會在 f時點砍伐，吾人可將求解最適獎勵金分配的期間縮小

在最適輪伐期 f的範圍內。基於土述的(6)與(7)式之決策模型，政府必須提供足夠的誘

因，使地主將土地由其他用途轉而造林，政策才會有效。若政府欲使裸露林地或邊際農

地之地主改以造林，則在期初時，政府必須使地主造林決策之淨現值大於非造林決策之

淨現值，地主才會選擇造林，如(8)式:

NPV(t=OIN • F) > NPV(t = 0 1 N • N) (8) 

在(7)式的條件下，地主在期初時，將選擇造林之決策。其次，在造林的期間，政府為確

保林主在社會效益最大之輪伐期 f內不會砍伐林木，因此在 f時點以前，政府必須提供

造林獎勵金使得林主的收益淨現值滿足(9)式，林主才不會選擇提前伐木:

NPV(tl F → N) 三 NPV(tl F• F) (9) 

本研究將政府之最適政策手段定義為在政府支出最小下達到造林總效益極大之手

段，亦即在政府支出最小下，以最適的造林獎勵金額誘使造林者延長輪伐期至造林總妓益

最大之輪伐期。換言之，若以造林獎勵金而言，滿足政策有殼的獎勵金分配有無限多組解，

、•• 
F 

AV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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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最適造林獎勵金為可達政策目標，而政府支出最小的一組獎勵金分配。是故，以(4)至

(9)式為基礎，林主在 f時點砍伐之條件下，可建立最適造林獎勵給付模式如(1O)式10 • 

Minimize S: G(x)e-n街

Subject to NPV(t I F → N) 三 NPV(tIF → F) ， 'rJ0 <t < T 

NPV(tIN → N)~ NPV(tl N • F) , t = 0 (1 0) 

其中恥:N押PV叫V鬥印(οt I凹F → N川)= p(圳t巾)+ 尸生紹芋耐一CιH(ωt)卜一叫[扣似G叫印(廿x)er♂er(l-叫(
盯 e ‘ 'U

rT' G(x) L , P(T')f(T') rT' CM(X心 CHNPV(tl F • F)= 1 一一~dx+ 一| 一ι'--，' dx 一--于一
Jter(xt)er(T.-t)JL er 

rT' ROlher(X) 
NPV(tIN →的=l 」冉一一

.川v e 

rT' G(x) .J.., P(T')f(T') rT' CM(x) .J_ C NPV(tl N • F)= I 一一~.J dx+ r'- J~.'- .1 _ I 一一一-.:..!....dx 一一，
JO en erT" Jo en erT 

上式中之各變數定義如下:

NPV(tIF • N) :代表林主在時前點 t 時進行伐木決策之淨現值;其中 F→N 代表

「由立木地改變為非立木地」

NPV(tl F • F) :代表林主在時間點 t 時繼續維持立木決策之淨現值;其中 F→F

代表「由立木地繼續維持立木地」

NPV(tl N • N) :代表林主在時間點 t 為 0 時，不進行造林之淨現值;其中 N→N

代表「由非立木地繼續維持非立木地」

10 由於此模型對於 G(t) 而言，其目標函數與限制式為線性(Iinear)模式，因此無法直接使

用對 G(t) 一階微分來求解一階條件，必須使用線性規劃來求解最適解。

) 1 1 
/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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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V(tl N • F) :代表林主在時間點 t 為 0 時，進行造林之淨現值;其中 N→F 代

表「由非立木地改變為立木地」

G(x) :政府在時間點 x 所提供之造林獎勵金;

p(t) :林木在林齡 t 之價格國數;

f(t) :林木在林齡 t 之成長收穫函數;

CM(X) :在林木存在期間中之時間點 x 的造林成本與維護費用;

CH(t) :在時間 t 將林木砍伐之砍伐成本;

Ro伽:其他用途收益;

T' 最適輪伐期(即獎勵金的發放期限) ; 

r 以年為單位之折現率。

在本研究的造林獎勵金給付模型中，並沒有強制期初的土地利用狀況，若為非立木

狀態之土地，買IJ 限制式如 (10)式所示，若為立木狀態之土地，則限制式沒有

NPV(t I N → N) 三 NPV(t I N• F) ， 亦即無論立木狀態或是非立木狀態的土地均適用於

本研究之決策模式，使造林給付模型更具一般性。另外，在(10)式中，若原先土地利用方

式不同，例如原先土地為裸露林地或過際農地，政府對這兩種土地進行造林獎勵，其最

適造林獎勵金之計算差別僅在於其土地機會成本之不同。

參、實證模擬分析

本研究在此節以杉木為例進行實證模擬分析，實證模接過程說明如下:首先，決定

出森林碳吸存放益函數、木材成長收穫函數、木材單位價格函數，並估計造林成本、管

理費用與折現率等變數;進而求解造林總效益最大之輪伐期。接著，依本同土地利用情

形，包括裸露林地、邊際農地及已成林地，分別將所有變數代入最適造林獎勵政策模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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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線性規劃方式求出最適造林獎勵金分配。另外，對於現行造林獎勵政策進行有效

性分析，並探討現行獎勵額度之制訂是否合理。最後在政策簡化原則下，固定每年獎勵

額度，估算不同情形下之最適獎勵金分配。

一、實證模擬模型

為利於計算，吾人將(10)式加以整理並化為離散形式，即將獎勵期限內分割為以一年

為一期，即地主在每一期期末做一次立木與否決策，另外假設政府每期之期初發放獎勵

金。模型以離散方式表示如(I I)式，因此，最適政府提供之造林獎勵水準向量為

G = [G(l) G(2) '" G(T啊，可利用線性規劃來求解:

Minimize L G(x)e-r
(X-1) 

Subject to NPV(t I F→ N)~NPV(tIF → F) , \>'1 三 t<T﹒

NPV(tIN → N) 三 NPV(tl N • F) , t = 0 、
‘E
F

--A 
i
-
-、

• ROlher(X) • 其中: NPV(tIF • N) = p(t)f(t) + L→tT-CH-Zqx)er仆 +1)
X叫~1 e 、 J' x=l 

已 G(x) . P(T.)f(T. ) 已 CM(x) CH NPV(tl F • F) = ): :.':"六γ + r'- '~ ,.. I _ ) ~ -~~\"'."\J _ -~一x::1 e' ‘一一叮 e咐 ,) XZ7Tl e'的 I e叫T -1) 

• ROlher(X) 
NPV(tIN → N)= 芝」冉一

三I e 

~ G(x) , p(T')f(T. ) • CM(X) CH NPV(tl N → F)= 主弋tr+ J -Y一一一----.-
;;e ‘ " e rJ 了三 e'" erl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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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數設定

(一)樹種選擇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是台灣重要造林樹種之一，也是國內產材交易量最大

的樹種，亦屬於目前全民造林政策與平地造林政策之獎勵樹種之一。因此本研究以杉木

樹種為例11 ，推算造林總效益最大之最適造林獎勵金分配。

(二)原木成長收穫函數

依據各種輪伐期的計算公式顯示，欲得出某一樹種的輪伐期，需先建立該樹種的生

長收穫函數。根據陳麗琴與黃進睦(1992)所估算出的各林齡的原木成長材積，由於僅有

8-20 年每公頃之材積數據(如表 1) ，故本研究參考劉澄明與鍾旭和(1993)對於杉木人工林

生長收穫的研究結果 ， I(t) = 578.6851(1- rL5叫)叫344 ，其杉木成長收穫函數為 t 年的函

數 ， I(t) 為林齡 t 年時的蓄積量(立方公尺/公t頁) ，本研究依據此週歸式之成長率來推估

第 1-7 年及第 21 年以上的原木材積，以求更能合乎現實狀況。

11 本文之實證分析僅選擇杉木，將使得決策時無從考量其他樹種，使造林樹種趨向於單

一化，抵觸生物資源多樣化的政策方向。其實本研究最好的方式是同時比較各種造林

樹種的分析結果，並考量混種的方式，以求政策選擇土的多元化，只是礙於台灣林業

相關資料不足，尤其原木價格與林齡的關係、以及造林成本等之資料非常置乏，故僅

考慮單一樹種杉木為例，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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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1 杉木之林齡、材爾與原木價

林齡(年) 8 

材積
(m3月la)
原木價

168,475.00225,605.00288,812.00363,092.00 439,690.00 521 ,283.00 612,060.00 

10 12 14 16 18 20 

86.86 99.35 114.75 133.93 153.23 173.79 197.06 

?h ny hy 
睦進黃曲

(
琴麗陳

蝴
呵
呵
圳
一
嘯

而
時
昕
一
兀
辭

1,939.62 2,270.81 2,516.88 2,71 1.06 2,869 .48 2,999.50 3,105.96 

註:材積(m3/ha)及原木價(元/ha)參考自陳麗琴、黃進睦(1992)之計算，而原木價(元1m3)

為本研究換算而得。

(三)木材單位價格函數之估計

根據陳麗琴(1987)對於杉木原木最適造林之研究中，利用當時的杉木原木價格、規格

與截取長度等資料，使用動態規劃法(dynamic programming) ，由當時販賣市場之杉木原

木價，進而求得各齡級各直徑級原木價，進而累計求得各齡級每公頃原木總價值12 ，詳如

表 1 。本研究乃利用其原木價之基本資料(第 8-20 年之原木價資料)重新建立原木價格函數

12 木材單位價格一般是指市場的支持價格，國內木材的交易價格資料主要是由林務局發

行的台灣林業刊物所刊載。然而其所提供的資料大部分是根據林務局標售木材的價格

資料，以及貿易商進口木材報價資料所彙整而成(劉竣明， 1997) ，因此通常只有原

木或木材之市場交易價格，並沒有各齡級之原木價格，故建立原木價格與林齡闢係之

函數十分不易。立木材積(供林木收獲計算用)與用材材積(市場上用)在單一樹種

或單一面積林木產量皆不同，且桿材 (20 年生以下)兩種材積因形數及市場規格關係

差異大，如此皆會影響材價之計算之真實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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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p(t) = 352.11 + 242.75t - 5.284t 2 ， 其 R2 =0.9988 '其中 p(t)為原木價格函數(元/立方公

尺) , t 為林齡 13 。

(四)造林成本與管理費用之估計14

造林成本包括育苗成本、出裁成本、除草成本等。再造林時所需的苗木如果是由林務

機關提供，貝IJ其育苗成本較不容易估算，但如併入出裁成本，則出裁成本可由承包商的承

包價格來估算，每公頃 30.000 元，除草成本是根據栽植後前六年，每年三次，每次每公頃

4，000 元，總共每公頃 72，∞0 元，因此估算造林的成本是每公頃 102 ，000 元。至於每年管理

費，折合每年每公頃管理費用 450 元(劉沒明， 1997) 。另外砍伐成本是根據 2003 年之林業

統計中，公私有林砍伐費用，取整數為 103 ， 122 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03) 。

(五)土地作為其它用途之收益

在本研究中，假設土地可能為林地或農地，林地除了造林之外，最可能的利用方式

是閒置，當原有土地為裸露林地，隱含此地主的土地可能利用方式的集合中，各個決策

的淨現值皆為零或負值。因此如原有士地為裸露林地，則表示其它用途之 NPV皆小於零。

然而，地主可能因資訊不對稱，使其所認知的可行利用方式集合，不等於整個可行利用

13 由於在此迴歸式中，當 t> 23 之後 ， p(t)開始遞減，基於保守估計，本研究假設原木價

格在林齡 23 年之後皆維持在第 23 年的價格水準，以更符合實際狀況。另外由於陳麗

琴、黃進睦(1992)所估計的原木價值為 1991 年的價格，故吾人必須考慮原木價格上漲

率，由林務局編印之林業統計(2003)可知從 1991 年至 2003 年之杉木之原木價格土漲率

約為 8% '因此本文將由迴歸式所計算出來各林齡之價格乘以1.08 來估計 2003 年之原

木價格，並以此成長率來估算每年之價格成長率，進一步推估未來之原木價格。

14 關於造林成本與撫育管理費用之假設係採用劉竣明(1997)之假設。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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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集合，進而遺漏了淨現值大於零的決策可能性。為求保守分析，本研究假設林地之

機會成本為地租，並假設地租每年每公頃一萬元。

其次為農地，最可能造林之農地多為邊際農地，因為邊際農地之農業生產力較低。

農地除造林之外，其它用途為休耕，本研究採用休耕補貼作為農地造林之其它用途收益，

以避免機會成本的低估。本研究採用現行特殊休耕地之休耕獎勵金額作為農地造林之其

它用途收益，即每年每公頃 54，000 元的。

(六)折現率之估計

因為林業投資時間甚長，且生產過程連續不斷，故林業之投資受利率影響甚大。因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為獎勵私有造林，因此參與投資造林者為私人，故其折現率(discount

rate)以現行造林貸款優惠利率 3%為基準。進而假設風險貼水為 2% '長期通貨膨脹率為

2% '因此實質折現率為 3% '並以連續複利來計算。

的目前政府之休耕補貼政策如下:每年度列為稻田輸休鄉鎮或地區內，符合參加資格的

回區不種植水稻可申請參加休耕。休耕田區種植綠肥者每公頃領取 46，000 元，辦理翻

耕者每公頃領取 34，000 元，論作地區性特產者，每公項獎勵 22，000 元，集團輸作者每

公頃獎勵詣，000 元，特殊休耕地每公頃領取 27，000 元，前述之給付皆以期為基礎，若

以一年兩期作計算，特殊休耕地每公頃之休耕補貼為每公頃 54 ，000 元。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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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森林碳吸存效益函數之估計

關於森林二氧化碳吸存之效益函數16 ，由於不同樹種對二氧化碳之吸存能力不盡然相

同，就杉木而言，本研究引用林俊成等(2002)17之研究結果，即由每公噸二氧化碳排放課

徵 1 ，820 元之碳稅，以此作為造林吸存二氧化碳的一種替代妓益，再乘以造林每公頃的二

氧化碳吸存量，即可得出每公頃二氧化碳的吸存效益。接著，由於杉木在林齡為 0 年生

時，無任何碳吸存效益，因此透過迴歸分析，令迴歸式無截距，推算杉木之二氧化碳吸

存價值函數，以作為本研究之森林碳吸存效益函數。其迴歸式為 F(t) = 0 + 10395 .39t ' 式

中 t 為杉木之林齡 ， F(t) 為森林碳吸存效益函數(此指碳吸存函數)， R2 值高達 98.56%1宜。

由於林俊成等(2002)所推估的碳吸存妓益之林齡介於第 6 年至第 20 年，在本研究所建立

16 外部效益中除了碳吸存效益之外，尚包括景觀效益與遊憩效益等(劉錦龍， 2001 ;曾

偉君， 2001 ;劉癸君， 2003 ;吳俊賢， 2005 ;王巧萍 '2006 ;邱志明， 2006) ，然各

種外部效益函數中，分林齡之再度吸存效益資料較為完整，故本研究在理論模型部分並

沒有限制外部效益的種類，而在實證模擬分析部分，本研究將外部效益函數設定為碳

吸冉效益函數，進而探討考慮、碳吸存效益之杉木造林獎勵金。

17 根據林俊成等(2002) ，二氧化碳的吸存價值，可使氣候雙邊街擊的防避成本(如海平面

上升及農業生產減少)、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如造林成本)、排放費用(如再度稅)來推

佑。本研究採用減少碳視之繳丈，作為造林達成之二氧化碳減量之效益。課徵碳4泛的

研究，依 Wang et a/. (2001)運用 CGE 模型分析台灣空氣污染仿制的經濟街擊，當對各

產業所產生的每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課徵碳稅，使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於 2020 年時

回歸到 2000 年的排放水準時，每公噸的二氧化碳課徵碳稅為 1 ，820 元。在台灣尚無碳

排放權交易制度，若以廠商的角度而言，可用繳交碳稅與提供造林補助金相較，視為

一種機會成本，替代政府補助獎勵造林金額。

18 本研究並未預期其函數型態為線性模式，然 R2 值高達 98.56% '而修正後的 R2 值亦高

達 9 1.41% '因此以線性迴歸方程式來解釋杉木之林齡與二氧化碳吸存價值之闖係，應

屬合理。

(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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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的迴歸式中，當 F(t) 會隨著 t 增加而增加，基於保守估計原則，本研究假設 20 年之後每

年的碳吸存效益維持在 20 年的水準。

三、造林總效益最大之最適輪伐期

根據(1)式，考慮無窮輪仗期收益加總之淨現值最大來計算杉木最適輪伐期。藉由上

述變數估計與假設代入(1)式，可求得私經濟之最適輪伐期為 22 年。根據(2)式，求出造

林總效益最大下之輪伐期。藉由上述變數估計與假設代入(2)式，可求得考慮杉木碳吸存

放益後之造林總效益最大之輪伐期為 28 年。本研究對於輪伐期的計算，針對價格函數在

23 年後是否固定以及碳吸存效益函數在 20 年後是否固定的不同狀態模擬了四種情形，並

計算這四種情形下，私人及社會最適輪伐期，詳如表 2 。由表 2' rP 為私人最適輪伐期，

rS 為社會最適輪伐期，吾人可得知，其它條件不變下，價格國數不同所造成的私人最適

輪伐期與社會最適輪伐期之差異並不大，而碳吸存函數不同所造成的差異較大。

表 2 不同價格函數與破服存函數之愚適輔債期

碳服存函數

碳吸存函數永久遞增 3

碳吸存函數遞增後固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價格函數永久遞增 l

rP 
== 27' rS ==49 

r P 
== 27 ' r S 

== 28 

單位:年

價格函數還增後固定 2

r P 
== 22 ' rs 

== 50 

r P == 22 ' r S == 28 

註 : 1. í價格函數永久遞增」為根據表 l 之原木價格重新推估價格函數所計算出來的，其

價格估計函數為對於所有尸 10 P == 6.55 + 0.511肘，其中p為元/立方公尺 ， t 為林齡。

2. í 價格函數遞增後固定」表示，對於任何 t < 23 時 ， p(t) == 352.11 + 242.75t 

- 5.284t2 ; 對於任何仕 23 時 ， p(t) == p(23) 。

3. í碳吸存函數為永久遞增」表示對於所有 t ' 滿足 F(t) == 0 + 10395.39t ; í碳吸存

函數遞增後固定 J '則表示在 t < 20 時 ， F(t) == 0 + 10395.39t ' 當仕 20 時，

F(t) = F(20) 。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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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模型下之最適造林獎勵金分配

(一)獎勵林地造林

欲決定獎勵林地造林至造林效益最大之輪伐期 (T' = 28) 的最佳政策手段(即各期最

適造林獎勵金分配) ，吾人先定義造林獎勵政策的政策有妓性判斷準則如下:

V = 10 if t < 訝'， H的 =1
11 if t = 詣， H(t)=1

(1 2) 

由(1 2)式中，若政策手段必須有妓，貝Ij該政策應該使林主在 28 年內不會作出砍伐的

決策。任何滿足(12)式中 V=1 的獎勵金分配方式都屬有娘，其中使政府支出淨現值最小

的，即是吾人所關心的最適獎勵金分配。滿足限制式之最適獎勵水準向量為

G = [G(I) G(2) ... G(28)]' 此可利用線性規劃解得 'G 之淨現值為每公頃肘，425.47 元

19 。此獎勵金額度為考慮碳吸存效益下之最適造林獎勵金，為求嚴謹，在表 3 中比較「單

純考慮由機會成本與造林成本的加總」與「考慮森林碳吸存妓益J 兩種架構下所決定的

最適輪伐期、獎勵額度與財政支出。由表可知，在本研究之模型建構下，若單純只考慮

19 此為給付期間 28 年之獎勵金淨現值;若是考慮無窮個輪伐期，其無窮期下的獎勵金淨

足見值為 157，359.01 元。比金額並不等於在第(1)式與第 (2)式 LEY 與 LEYP之差額，因為

此差額為累積外部效益之積分值，在第 28 年時 LEYP 值為 3 ，012 ，699 .34 元， LEY 值為

90，798 .1 1 元，其差額為 2，921 ，90 1.23 元，遠遠高過於最適造林獎勵金 157，359.01 元，

LEYP 與 LEY 的差距為累積外部效益之積分值，此差額是並不能直接作為最適造林獎勵

金;因為獎勵金僅需給付獎勵金達到政策有效性(促使林主達成政策目標)即可，無需支

付所有外部效益的現值。一般經濟理論中的「外部效益內部化」做為獎勵金給付的方

式，造林獎勵金可以是等於最適邊際外部效益﹒也可以是延長給伐期至最適輪伐期的

機會成本，其邊際外部效益之定義與這裡 LEYP .與 LEY 的差距並不相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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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成本與造林成本之加體，員IJ獎勵期限較短，獎勵金亦不足使林主維持成林至社會輪

伐期，對社會殼益造成誠損:而考慮森林破吸存效益之後，興勵期限較長，且獎勵金足

夠使林主維持成林至社會輪伐期並能發揮造林總妓益之最大。

表 3 r單純考慮自攝會成本與造林成本的nOJlJ 與「考慮森林磁服存效益』兩種架構

下之比較

最適輪伐期=獎勵期限(年)

獎勵額度=財政支出(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單由機會成本與造林成本加總

22 

38.980.74 

註...碳吸存效益函數先遞增後圍定。

(二)獎勵農地造林

考慮碳服存效益-

28 

89,425 .47 

計算贊勵農地造林之獎勵金分配模型，如同獎勵裸露林地造林最適獎勵金之模型，

其政策有妓必須滿足(12)式中 V =1 '因此政府必須使得林主在第 I 年到第 28 年之間的每

個時點，磁續保有林地決策之 NPV' 不小於將林地作為其他用途之決策的 NPV。獎勵農

地造林與獎勵林地造林所不同的地方在於 Ro伽變數，即「其它用途之收益J '裸露林地

之其它用途收益假設為地租，而邊際農地之其它用途收益假設為休耕補貼，後者的值較

前者為高。透過模型(1 1) ，經由線性規劃解得G = [G(I) G(2) ... G(28)] ' 政府在 28 年

內提供之獎勵金淨現值為每公頃 910.476.85 元。唯有這樣的變勵金水準才能誘使農地地

主造林並保證在每個決策時點林主不砍伐決策之 NPV大於或等於砍伐決策之 NPV' 且為

政府支出最小者。亦即該獎勵金分配使政府支出幢小化，並達成地主在獎勵期限內作出

不砍伐，而將森林維持至造林總妓益最大之造林決策。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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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勵已成林地

由於獎勵對象為已成林地，表示目前的土地利用狀態以造林之 NPV最高，因此政府

不需獎勵，林主亦會在任何時點選擇造林，只是維持成林狀態的時間是私人輪伐期，而

非森林總效益最大之輪伐期。因此政府仍須提供獎勵金以使林主延長伐期至造林總妓益

最大下之輪伐期。經由 3.3節可知，林主會選擇私人收這最高之輪伐期為 22 年，故政府

只需在已成林屆滿 22 年後再給予造林獎勵金即可。因此獎勵期限為林齡自第 23 年生至

第 28 年生共計 6 年。因此政策有妓函式重新定義如(13)式:

V=JO ift<6, H(t)=1 

11 if t = 6, H(t) = 1 
(1 3) 

(1月式之涵義為第 1 年(即林齡第 23 年)到第 6 年(即林齡第 28 年)獎勵期限中，林主

不會砍伐林木，則表示政策有殼。而政策有強之條件為每一決策時點伐木決策之 NPV小

於不伐木決策之 NPVo 在此政策有妓前提下，政府選擇支出最小的獎勵金分配。最適獎

勵金向量可利用線性規劃解f辱，政府針對 22 年生之林木從 23 年至 28 年之 6 年內提供之

獎勵金淨現值為每公頃 241 ，817.68 元20 。

五、現有政策之最適造林獎勵金分配

台灣目前獎勵林地造林的政策為「全民造林運動J '獎勵期限為 20 年，獎勵金之折

現值為 418，324.50 元，獎勵農地造林之政策為「平地景觀造林政策J '其獎勵期限為 20

20 本研究所計算出來的已成林獎勵金淨現值為 241 ，817.68 元，比金額計算之基準為林齡

巳屆 22 年生之林木。亦即，若目前林木之實際林齡為 15 年，貝IJ 政府目前不需獎勵，

待比林木屆 22 年生後，政府再開始提供獎勵即可，其獎勵金每公頃目前之淨現值為

196，013.6 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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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獎勵金之折現值為 1之間，342.38 元。本研究進一步以本文所推導出的模型檢視台灣

現行的造林獎勵政策: (1)政策是否有效? (2)是否政府支出最小(在相同目標之下)?

第一個問題可透過模型(11)的限制式來檢視，經由計算可發現，現行的造林獎勵政策

中，每一年的 NP阿F→丹皆恆大於 NP阿F→A巾，因此現行造林獎勵政策為有殼，即參與

政策之地主不會提前砍怯(不會在獎勵期限 20 年間砍伐)。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政府目標

只是要林主維持 20 年不砍伐。0 年為目前的獎勵期限) ，則是否有其它一組比現行獎勵金

更低的獎勵金分配可以滿足這個目標?如果可以找到這組解，買IJ表示現行的造林獎勵政

策並非政府支出最小。經由計算可發現，就全民造林政策而言，其 20 年每公頃之最適獎

勵金淨現值為 31 ，30 1.64 元，顯著低於現行政策的淨現值 418 ，324.50 元。就平地造林政策

而言，其 20 年每公頃之最適獎勵金淨現值共計 683 ，168.06 元，顯著低於現行政策之淨現

值 1 ，218，342刊元。

綜合上述，現行政策中的全民造林政策與平地造林政策之獎勵年限只有 20 年， 20 

年以後則不給獎勵金，買IJ林農會依據其私人最適輪伐期伐木，也就是在第 22 年伐木，這

不是使造林總效益極大之社會最適輪伐期，因此會造成社會損失。獎勵金淨現值雖與模

型模擬結果有顯著差別，但基於政策目標不同，以及造林環境之差異，很難下結論目前

的獎勵金已經過高。政府若欲朝提昇森林總妓益與政策效率，則有必要針對不同環境之

林木生產函數與非市場妓益國數作推估，並求出社會最適輪伐期，進而在不同立木環境

下提供不同的補貼給付。

六、政策簡化模型下之最適造林獎勵金分配

除了考量造林總效益最大，獎勵金的金額與分配方式有時需以簡單為原則，以使地

主易於暸解政策內容。考量政策簡化原則下，計算各期獎勵金額固定之下的最適獎勵金

額。依照前述方式，利用線性規劃，可解得政府支出最小且為造林總效益最大的最適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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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金分配。就獎勵林地造林而言，所得結果為第 1 年至第 28 年每年每公頃補助 4，650.66

元，淨現值為駒，425.47 元。就獎勵農地造林而言，第 l 年至第 28 年每年每公頃補助

的，350.27 元，淨現值為 910，476.85 元。就獎勵已成林地而言，針對 22 年生林木，林齡從

第 23 年至 28 年共 6 年間每年每公頃應補助的，384.94 元。

另外，就現行造林獎勵政策而言，計算固定每期獎勵金額下之最適獎勵金分配。就

全民造林政策而言，所得結果為 20 年中，每年每公頃補助 2.050.37 元，就平地造林政策

而言，所得結果為 20 年每年每公頃補助 44.749.97 元。上述金額，能夠保證林主在期初

會選擇造林，且維持 20 年不砍伐。本研究實證模擬的結果詩如表 4 。

表 4 各種政策目標下政府提供龔勵金支出淨現值

各種情況下政 -一般模型l'之最適獎勵金淨現值

府支出淨現值

獎勵/維持期限(年)

(單盟內為固定每年給付之變勵金額)

農地造林

林地造林

22 年生之已成林地 4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201 282 

683 ,168.06 910,476.85 
(44,749.97) (47,350.27) 
31 ,301.64 89,425.47 
(2,050.37) (4,650.66) 

0.00 
241 ,817.68 
(43,384.94) 

單位:元/公頃

現行政策之獎勵金

淨現值

203 

1,218,342 .38 

418,324 .50 

NA 

註:1.計算睡勵期限為 20 年之獎勵金，其主要目的在於比較獎勵期限同的 20 年之現行

政策，其獎勵金之制訂是否為有效率的分配方式。

2. 由本研究之分析得知，以最適輪伐期作為獎勵期限來計算最適獎勵金分配是最有

效率的，且不會遺漏最佳解;而由不考慮森林碳吸存放益的 Faustmann 模型算出

的最適輪伐期為 22 年;而由考膚森林碳吸存放益的 Hartman 模型所算出的最適輪

伐期為 28 年，因此獎勵期限為 28 年之最適贊勵金提供可使森林維持期限至少為

28 年，將可達到造林總妓益最大。

3.現行全民造林政策為贊勵林地造林，平地造林政策為獎勵農地造林，兩者之獎勵

期限均為 20 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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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已成林地」項目而言。其「獎勵/維持期限」之意為森林維持期限，因此，若

政府欲使森林維持 20 年，貝IJ已成林地不需贊勵，獎勵金為 o ;若政府欲使森林維

持 28 年， ~IJ由於 28 年超過私人最適輪伐期，因此政府必須透過獎勵手段，故獎

勵金不為零。此獎勵金之計算基準為目前 22 年生之林木。

肆、結論與建議

有別於過去僅考慮造林之機會成本來決定獎勵金之文獻，本研究在追求造林總妓益

最大的前提下，建立最適造林獎勵金決定模式。此模式引入森林最適輪伐期之理論，將

森林碳吸存放益納入土地期望價值，決定出造林總效益最大之輪伐期，作為獎勵造林政

策之政策目標。另以地主土地利用決策模式為基礎，在政府透過提供造林獎勵金誘使林

主延長輪伐期至造林總妓益最大之輪伐期的架構下，求出政府財政支出最小之獎勵金分

配方式。

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架構中，費勵金之決定以能完成政策目標為考量，而非單純以

成本與機會成本之加總來決定，因此能找出更為節省政府支出的興勵金分配方式。兩個

同樣能誘使地主在同一個最適輪伐期之前一直維持林地的獎勵金分配方式，政府支出較

大者，對於社會福利而言將是一種非必要的滅損。本研究在政策有殼的前提之下，求解

極小化政府支出淨現值之獎勵金向量，此向量是有效的獎勵金分配方式中，能使政府支

出最小的一種分配方式。其它獎勵金分配方式，政府支出淨現值較小者，將無法達成維

持立木到最適輪伐期的目標。

在前述的獎勵年限與獎勵額度之關係架構 f' 本研究選擇杉木樹種為研究分析對

象，估算考慮森林之碳吸存放益下之公經濟輪伐期，以作為最適獎勵期限，進而在有放

政策之前提下，求取裸露林地、邊際農地及巳成林地三種不同土地區位之最適獎勵額度。

經本研究估算，私經濟之最適輪伐期為 22 年，公純濟之最適輪伐期為 28 年，公經濟 F

(25) 



一 96 一 考量碳吸存效益之杉木造林獎勵金分析

之最適輪伐期即最適獎勵金給付期間。其次，本研究以獎勵金給付期間 28 年為基礎，利

用地主伐木決策模型，配合提前砍伐之懲罰機制21 ，來求算最適造林獎勵金分配。就裸露

林地而言，最適獎勵金淨現值為 28 年每公頃肘，425 .47 元，就邊際農地而言，最適獎勵

金淨現值為 28 年每公頃 910.476.85 元，就已成林地而言，最適獎勵金淨現值為每公頃

241 ，817.68 元。另外，已成林地之地主在政府提供獎勵以前，即以造林為土地利用的方式，

顯示造林為該區位之 NPV 最高之決策，而地主在追求利潤極大下，會屆滿私經濟之最適

伐期(即第 22 年)才會伐木，因此，政府僅需從第 23 年開始提供獎勵金，至第 28 年共計

六年，即可使林主延長伐期至造林最大之輪伐期。

以台灣現行造林獎勵政策而言，獎勵林地造林的政策為全民造林政策，獎勵邊際農

地的政策為平地造林政策，男外，對於已成林地之獎勵，目前尚在政策研擬階段並末實

施。上述前兩者之現行政策之獎勵期限訂定，主要以私經濟之輪伐期為基礎，並沒有考

慮到森林碳吸存效益，因此並非社會福利最大之輪伐期。而就獎勵額度而言，目前政策

之獎勵額度僅單純以造林成本與機會成本之加總決定，雖然使在最適輪伐期內之每個決

策時點，不伐木決策 NPV 均大於伐木決策 NPV' 且高出甚多，然而政府支出之淨現值較

高，故並非最適獎勵額度。以全民造林政策而言，經本研究估算結果，若每年固定獎勵

金，則每年每公頃需給付 2，050.37 元，政府支出淨現值 20 年每公頃共計 31 ，30 1.64 元。

以平地造林政策而言，經本研究估算結果，若每年回定獎勵金，則每年每公頃僅需給付

44，749.97 元，政府支出淨現值 20 年每公頃共計 683 ， 168.06 元。無論全民造林政策或平地

造林政策方式，其最適政府支出淨現值皆比現行政策低，而且仍可達到最適輪伐期內林

主不伐木之相同目的。

21 依據現行之獎勵造林實施要點，參加獎勵造林之林主，在獎勵期限前不得伐木，否則

需加息賠償以領取之獎勵金，本研究之林主伐木模型採用此規定作為提前伐木之懲罰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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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值得一提的是，現行政策之獎勵金淨現值雖與模型模擬結果有顯著差別，但基於

政策目標不同，以及造林環境之差異，都可能造成模擬的最適造林獎勵金有所不同。政

府若欲提昇森林總效益與政策效率，則有必要針對不同環境之林木生產函數與非市場妓

益函數作推估，並求出社會最適輪伐期，進而在不同立木環境下提供不同的補貼給付。

以現行政策之制訂架構而言，目前獎勵期限之訂定並非造林總妓益最大之最適獎勵

期限;而獎勵金的制訂乃由該期的其他用途收益加上維持林地相關成本而決定，並末考

慮懲罰妓果如何影響地主決策，因此本質上即有高估獎勵額度的問題。此外，若木材價

格不高，意即地主主要伐木的誘因來自土地作為其他利用之收益時，則現行政策的制訂

方式，可以保證能達到政府期望的年限;因為在整個期間之中，各期政府補貼皆大於該

期土地作其他利用之收益，因此伐木的主要動機已經被完全抑制。在這種情形之下，亦

即如果伐木的主要動機是做為其他用途之收益時，則目前現行政策制訂架構所決定的獎

勵金額，可視為任何有效獎勵政策的金額上界;因為制訂方式聞單，且能保證有效，因

此任何其他獎勵方式如果金額更高，都屬於不合理的獎勵方式。然而，如果木材販售之

價格甚高，以致於成為林農伐木的主要誘因， ~IJ這樣簡單的制訂架構，將無法保證能達

到政府期望之年限。一個獎勵方式如無法使地主維持林地至政府期望之年限，即為無效

而不合理之獎勵方式。本研究提出之獎勵金制訂架構，以地主決策模型為基礎，確保政

策有效性，並極小化政府支出，無論林農砍伐或不營林之誘因為何，都能找出最適獎勵

金分配。因此，本質上這樣的理論架構應較為合理，且能適用於林地與農地獎勵造林政

策上，對於政府未來制訂相關造林獎勵政策應有所幫助。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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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Optimal Afforestation 
Subsidy for Cunnignhania lancelata 

Kuo-Ching Lin* and Wan-Yu Liu.* 

Abstract 

Keywords: Afforestation policy, Afforestation subsidy, Optimal forest rotation, Carbon 

sequestratlon 

JEL Classification : Ql5 、 Q23 、 Q28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the commodity value of lumber, forests can also provide the 

function of conserving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enrich biodiversity, and modulate 

micro-climate, etc. Under current afforestation program in Taiwan, the amount of afforestation 

payment covers the total cost of afforestation and opportunity cost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social benefits of forest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consideration. The period of pay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forest rotation years of most common trees planted in Taiwan. It is 20 years 

for all kinds oftrees over the whole country. 8ased on the model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in Taiwan will not be able to achieve the socia))y optimal result; 

it will also cause high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subsidizing farmer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literature, most studies did not consider the effect of the penalty farmers have to pay if 

they harvest forest before the contract year. In this pap,!r we develop a landowner's behavior 

model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penalty payment. Most studies also use the forest 

maintenance year to determine the subsidy duration without considering its pr,oper justification.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model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payment structure over the whole 

period. 8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a simulation is conducted by 

using cunnignhania /ance/ata as an example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number of years of 

subsidy and optimal amount of subsidy in each year. It can be shown that the model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can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kinds oftrees over various kinds of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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