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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是我國在農業經濟及政策上最受重視的產業，為因應 WTO 各會員國要求市場

開放之壓力，政府所擬定之逐步開放稻米進口的措施，是否意謂著政府長期以來首重保

護稻農的立場有所改變?本文即針對政府開放稻米市場進口的政策，檢驗政府對稻米相

對政策權數的變化。

本研究參考 Maggi 與 Rodriguez-Clare 設定之標準短期政治經濟模型，結合 Goldberg

與 Maggi 銷售保護模型進口滲透率的概念，建立一般化農產品進口政策偏好最適化模

型。除一般政策權數考量的生產者剩餘與消費者剩餘外，尚針對進口配額租及進口稅收

權數進行衡暈。並分析生產者收益、進口配額租及質易收益等相對於消費者政策權數之

涵義。

依據產業特i笠，本文以稻米開始減產之 1978-2004 年為樣本期間，實證推估稻米生

產者剩餘相對政策權敏在開放進口前為 0.40' 開放後降為 0.3 8; 進口配額租權數在開放

進口前為 0.43' 開放後降為 0.33 ;而進口稅收權數在開放進口後為 0.23 。綜合其經濟意

涵為政府在開放進口後對稻米產業生產者之重視程度下降，且注重搭配進口管理制度以

取代獲得更多之進口配額租或進口稅收。並證實逐年開放稻米進口，確實將對國產稻米

生產者的經濟面影響極大。而相對政策權數之推估方法可應用於評估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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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是我國的主食，稻作種植面積在 1962 年佔總耕地面積的 90% ' 2001 年的稻作

種植面積仍佔總耕地面積的 39% 。其在農業經濟及政策上一直最受到重視。過去稻米政

策基於糧食安全及保護稻農與消費者利益、維護環境生態...等因素考量，一向採取積極

保護的立場，禁止國外稻米進口。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我國承受來自

世界各國要求市場開放的壓力，稻米貿易政策不得不從禁止進口，改採限量進口或關稅

配額的措施，逐步開放國內的稻米市場。在政府因應 WTO 而擬定逐步開放進口的措施

下，其實已意謂著政府長期以來首重保譜稻農的立場及偏好有所改變。

政策偏好的分析過去多以政策權數(policy weight)來呈現政府對某些產業或特定利益

團體之偏好(Rausser and Freebairn, 1974 ; Gardr間， 1983 ; Tye時， 1990 ;傅祖壇與陳筆，

1991 ;楊明憲， 1993 ' 1995a ' 1995b ' 1996 ' 1997 ;吳榮杰與韓寶珠， 1996 ;林益倍與

吳榮杰， 1997a) ，其方法為從國內供需彈性、國內外價差及庫存等之變化，求出政策執

行期間每年之政策權數。該方法可溯自 Rausser 與 Freebairn 在 1974 年設定的政策偏好函

數及其所推導之偏好權數(preference weightings)o 8aldwin (1 989)綜合 Olson (1 965) 、 Corden

(1974)與 Hillman (1989)等人的論述，將貿易保護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劃分為兩類分析方

法:一為經濟自利分析法(the economic self-interest approach)一個人(利益團體或政黨)對質

易政策的態度，取決於該項貿易政策是否能提高其實質所得(或當選機率)而定，即政策由

需求面(利益團體)來決定;另一為社會關懷分析法(the social concerns approach)一從政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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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特定族群國民所得的分配及促進國家或國際目標的角度，有別於以個人利益得失為

考量來解釋政策的形成，即政策由供給面(政府)來決定。無論從供給面或需求面來分析，

一項政策的實施，從規劃執行、檢討修正至運作順利，通常皆含括一段期間，政府的態

度並非年年都在調整或改變。因此，過去以供需價差關係為觀點求出每年皆改變之政策

權數是否恰如其份地代表一項政策實施期間之政府偏好，其實有待深究討論。

針對開放稻米市場的衝擊，已有諸多研究從各角度加以評估(彭作奎， 1994; 楊明憲，

1996' 1997 ;林益倍與吳榮杰， 1997a ;吳榮杰與林益倍， 1999 ;吳榮杰等， 1999 ;張靜

貞 '2001 ;陳郁蕙與張宏浩， 2002) 。而對於評估稻米政策之政策權數的討論，主要從 1977

年以前偏重消費者，而後轉向偏好生產者的政策偏好改變情形(林益倍與吳榮杰， 1997a ; 

楊明憲， 1993 ' 1995a' 1996 ;傅祖壇與陳筆· 1991) 。由於 90 年代間國內稻米質易尚未

自由化，實話研究以討論稻米產業政策對相關生產者及消費者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之

偏好為主，並未探討開放進口政策實施後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延伸此一課題，

針對就政府開放稻米市場進口的政策，檢驗其相對政策權數的變化。

貳、理論基礎

針對貿易政策，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發展一銷售保護模型(protection for 

sale) ，將組織利益團體與決定其政治涉入誘因的行動形成模型，並已廣被實證應用(如

Goldberg and Mag針， 1999; Gawande and Bandyopadhyay, 2000; Maggi and Rodriguez- Clare, 

2000; Eicher and Osar池， 2002) 。其中， Goldberg and Maggi (1 999)以進口滲透率(import

penetration)為質易保護之政治經濟決策的變數來進行實證。而 Maggi and Rodriguez-Clare 

(2000)所設定之標準短期政治經濟模型，以政府目標為同時考慮消費者、生產者、進口配

額租及貿易政策收益等之相對權數概念，延伸到政府主動操作的觀點，藉由關稅及配額

的操作來影響政策偏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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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農產品質易政策之選擇行為，徐源清與萬鍾汶(2005)沿襲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銷售保護模型的雛型，及 Goldberg and Maggi (1 999)應用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發展之銷售保護模型實證以進口滲透率為貿易保護之政治經濟決策的變

數，進而結合 Maggi and Rodriguez-Clare (2000)發展之標準短期政治經濟模型，建立一般

化之農產品進口政策偏好最適化模型。並應用在蘋果產業上，討論消費者、生產者、進

口配額租及貿易政策收益等之相對政策權數。

假設政府的目標為在所有要素都能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求得國家財富的極大，又能

顧及執政者對爭取選票及稅收等的需求。考慮政治因素，決策者可能檢視各項利益，包

括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政府貿易稅及進口配額祖等，進而可能偏重於特定利益。

參照 Maggi and Rodriguez-Clare 的作法，將社會福利函數中的各種元素給予適當權數，令

政府所面對之社會福利函數為:

w=三=(α月 + CS; + y;Q; + &;I;M;) 
、.. 
F 

l 
'
，
.
、

式中，政府的目標(的包括各種產品之生產者利益 (1l") 、消費者剩餘(CS)、進口配額租 (Q)

與關稅收益( t 為關稅 'M為淨進口量) ，而 α 、 y 、 ε 為其對這些目標的權數，其中消費

者剩餘的權數訂為 1 '作為相對比較的基礎。

令 s 為供給函數 ， u 為效用函數 'd為需求函數 'p 為國內價格， p' 為國際價格。假

設各產品間無替代性存在，政府針對 i 產品作出選擇時得均衡之市場價格 p; ， 將(1)式對

價格 p; 偏微分，得到均衡時的一階條件等於零，以使目標式得最大值:

aw 
T一 =απ: + [u'(d旬， ))-d(p;)- p;的 +y[M; +(p; - p; -t，)M;]+ εt;M; 
op; 

=帥; + (d; - d; - p，可)+ y[M; +(p; - p; -t;)M;]+&t;M; 

=帥; - p;d; + y[M; + (p; - p: - t;)M:] + 叫;M; =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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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整理得:

一αd; 一 yM; \ p; , UI p; (e-y)M; t 
斗=一一+(一一一)L.L.. + M; ..1一一一一一一一斗 (3) 

S; Y Y S; S; Y S; 

第(3)式代表進口滲透率，為國內產出水準下相對於國內價格、國際價格與關稅的函數，

本文將之稱為進口滲透率行為式。從以上之推導可知 4 進口滲透率的最適解乃是在政府

對利益作出選擇以後，達到目標值最大情形下的均衡結果，在現實社會中，即代表實際

存在的進口滲透率均衡點。由之吾人可進一步解釋政府在決定某一貿易政策後，即決定了

進口滲透率，從生活中可見之經濟變數觀察，它將受到國內價格、國際價格與關稅的影響。

以(3)式實證推估係數經轉換可估計出相對政策權數值(α 、 y 、 ε) ， α 所代表的意

義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相對權數 ， y 是進口配額租 Q; =(p; - p; -t;)M;的相對權數，因此

其利益團體為進口商。 s 是稅收的相對權數，代表政府在該產品項操作進口政策所能獲

得的收益，因此，其利益團體指的是政府(更確切的說，是執政黨)。綜合言之，此一政策

偏好函數、政府的開放決策將影響到生產者、消費者、進口商與執政黨的利益。亦即執

政黨政府關心的是生產者、消費者、進口商，還是其他人民的選票。徐與萬進一步分析

相對政策權數的意義與 Rausser and Freebairn (1 974)所推導之政策權數定義不同處有二:

第一、以生產者剩餘相對政策權數(α)為例，其為以消費者剩餘之政策權數為基底，所求

得之生產者剩餘相對政策權數，係將二政策權數融合成單一相對權數作為觀察政策改變

的指標。第二、此一相對政策權數已考量在開放經濟體下，所產生之賀易利益相對政策

權數(y 、 ε) 。此與封閉經濟下政策偏好國數僅分析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利益的競爭消長

在維度上有所不同，自原來三維空間中固定其中一者以觀察另二者之交互影響，擴大為

四維空間裡，將其中一維設為基底，觀察其它三維相對於基底之變化關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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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稻米產業政策發展

我國稻米產業的發展，在 1950 年代，稻米是出口與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1962

年以前，稻作種植面積約佔總耕地面積的 90% '稻作收入佔農作物總收入的 50%以上。

但在 1973 年以後，我國稻米生產即已不真比較利益，此後政策上堅持保護稻米的結果是

國內米價高出國際價格 3 倍左右，政府的糧食平準基金赤字亦不斷擴大為 1 ，440 億元，以

及資源配置效率低落等現象產生(楊明憲， 1997) ，唯政策上保護稻農的立場卻未改變。

回顧台灣的稻米政策，根據傅祖壇與陳筆(1991 、 1995)的研究，將之分成下列四個時

期:

一、米價平抑期(1946-1968 年) :實施征購、肥料換谷(1950 年)、進出口管制、稻米配售

和平蟬等措施來平抑米價，使得稻米得以加速流通及消費。林益倍與吳榮杰(1997b)

將此階段定義為「培養工業期J '以農地改革為重心，實施﹒「三七五減租」、「公

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來提高生產稻米的誘因。

二、政策調整過渡期(1969-1973 年) :上述多項措施成功地提高稻米產量，但偏低的米價

卻仍影響著農民的生產意願。在 1973 年廢除肥料換谷制度後，世界上卻發生糧荒及

第一次石油危機，使得國際米價及物價驟升。當年國內稻作歉收，供給亦不足。因

此，政策有了新的轉變，開始逐步照顧到生產者的利益。

三、米價提高期(1 974-1977 年) : 1974 年稻米自給率超過 1 '另設立糧食平準基金，從事

稻穀保證價格收購。 1975 年起征購價格比照保證價格。 1976 年二期作起，由無限收

購改為餘糧收購。 1977 年改為計畫收購，每公頃收購 970 公斤，開始出口，糧食平

準基金亦從此開始產生虧損。但維持生產者的收益，以確保糧食安全成為政策最主

要的目標之一。此時，為求稻米供需均衡及推動農業機械化以降低生產成本，政府

公佈「稻米問題改進措施J '強調稻米減產的重要性，將稻米生產目標從 270 萬噸

降為 250 萬噸(李元和， 200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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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米價穩定與稻米減產期(1978-1988 年) : 1978 年起試推行稻田轉作，且自稻作第一期

起，開始辦理輔導收購。 1980 年起產童減少略見成效，年產量自 1979 年之 245 萬

噸降為 235 萬噸，同年亦發生第 2 次石油危機。 1982-1988 年稻米收購價格維持固定

名目水準， 1984 年正式實施「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畫J '加強轉作誘因，產

量自 224 萬噸開始逐年下降至 2004 年之 116 萬噸。另於 1988 年起，廢止征購措施，

完全以保價收購政策來取代。

傅祖壇與陳筆(1995)更指出，在稻米政策的後三階段，名目保護係數皆大於 1 '稻農

大體上是受補貼者，稻農要求的供給價格高於消費者願付的需求價格，二者價差由稅收

來把注，政府收購的支出不歸生產者剩餘，也不屬於消費者剩餘，是社會的淨損失。而

任何扭曲價格的干預政策都必然造成效率的損失，但政府依舊長期介入稻米市場，顯示

政府在不同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對不同團體的利益有不同的權數考量;重分配的考慮在

政府決策時比經濟效率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其中後三期，林益倍與吳榮杰(1997b)將之定義為「政府支持期J '代表政府支持稻

米產業的發展，以提高稻農收益為最主要目標。另後續將稻米產業政策發展定義為:

五、政策調適期(1991 年-2001 年) :由於 1991 年農業綜合調整方案的實施，配撥公糧政

策改以代金支付。 1993 年 GATT 在烏拉圭回合達成協議，因此，稻米產業政策不得

不跟隨調整。 1995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發表農業政策白皮書， 1996 年跨世紀農業建

設新策略實施，稻米產業已逐步向市場開放腳步邁進。惟在保價收購方面，政府仍

維持三種收購制度。在 2003 年實施之保價收購制度，包含計畫收購每公斤 21 元，

一期作收購 1 ，920 公斤，二期作 1 ，440 公斤;輔導收購每公斤 18 元，一期作收購 1 ，200

公斤，二期作收購 800 公斤;餘糧收購每公斤 16.6 元，一期作收購 3 ，000 公斤，二

期作收購 2，360 公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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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糧食自恃期(2002 年，現在) :我國自 2002 年始加入 WTO' 開放稻米進口政策顯示政

府對於糧食管理由糧食自給(food self-sufficiency)調整為糧食自 t恃(food self-reliance) 

的策略。由原本注重國內生產及控制倉儲的手段改為以最低成本之生產、進口搭配

庫存來調節糧食供需(李朝賢等， 2001) 。

在加入 WTO 以前，稻米談判結果為採限量進口方式開放稻米市場，承諾 2000 年(實

際上延至 2002 年才實施， 2002 年實際進口量為 103 ，567 公噸糙米， 2003 年實際進口量為

147，717 公噸糙米)進口數量為 l料，720 公噸糙米，占基期年(1 990 年至 1992 年)平均消費

量之 8% '其中 65%由政府進口，另外 3%由民間進口，分配民間進口配額採先申請先分

配方式辦理。民間進口米及政府進口米供市場銷售時，可採加價措施，每公斤食米加價

上限為 23 .26 元，米食製品為 25.59 元;倘未能售出時，貝IJ每兩星期調降 3 元，直至配額

售臀為止。政府進口之食米不能供外銷、援外或撥作飼料。政府處理庫存公糧時，得允

許得標廠商在國內銷售，不能設限必須外銷。

2002 年 9 月 30 日政府已正式通知 WTO 秘書處， 2004 年將目前限量進口的作法改

為關稅配額制度。配額內數量與目前限量進口量相同(l料，720 公噸) ，配額外採從量稅，

每公斤稻米課稅 45 元，米食製品課稅 49 元。 65%由政府進口作公糧撥售或市場調節之

用， 35%由民間競標方式進口。

綜上所述，稻米政策自 1978 年起推行稻田轉作措施，稻米進入減產期以來，至加入

WTO 以前，政府支持稻農的政策立場堅定。加入 WTO 以後，受到國際間開放市場的壓

力，不得不調整國內稻米政策。以下本文將此一轉變應用進口滲透率的模型來實證。使

用 1978 年至 2004 年的歷史資料，包括進(出)口量、國內產量、國內價格、國際價格、關

稅及消費支出等，將以政府出版之次級資料(行政院主計處， 20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4 、 200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04 ;財政部關稅總局， 2005)為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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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模型

進口滲透率行為式需搭配國內需求曲線的斜率，才能求得政府各個相對政策權數

值。在稻米需求方面，一般假設稻米消費量受白米零售價格及可支配所得的影響(吳榮杰

等， 1999 ;傅祖壇與陳筆， 1991) 。施順意(1998)檢驗考量家庭人口數、婦女勞動參與率

等人口經濟變數的影響。楊明憲(1997)則假設稻米消費真有習價性，消費者對價格反應存

在落遲分配(distributed lag)的型態，經 Koyck 轉換式改為消費量受零售價格及前期消費量

的影響。又考慮政府收購量、人口成長、 1974 及 1980 年兩次能源危機、 1978 年起消費

性結構變動及 1991 年政府撥售公糧政策轉變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其將需求函數設定為:

d, =bo +b,dH +b2 p, +b30, +b4T, +bsD, +b6D78 +b7D9' +b8G, +v, (4) 

(4)式中，司馬 I 期消費量、 p， 為 t 期零售價格、 q 為可支配所得、布為人口成長或長期

趨勢變數、 D， 代表 1974 年和 1980 年兩次能源危機、 D78 表自 1978 年起消費結構性變動、

D9' 表政府配撥公糧政策轉變的情形、 G，為 t 期政府收購量、 V， 為殘差項。 bm 為待推估

係數 ， m = 0-8 。

稻米需求之所得變數可以國民所得、可支配所得、及消費支出來衡量之。在弱可分

割性原則下，可單獨考慮糧食類之消費支出，而與其它財貨獨立。因此，本文以糧食消

費調查裡的主食支出取代可支配所得，主食支出包括米食支出及麵食支出，因此在需求

國數中亦考慮麵粉價格變數。另我國自 2002 年加入 WTO 開放稻米進口，進入限量進口

階段，因此另考慮開放進口變數。由於我國自 1978 年試行稻田轉作政策，開始輔導稻米

減產(吳榮杰等， 2005) ，另根據楊明憲(1997)之研究，在需求面亦於 1978 年起產生消費

結構性變動的情形，因此本文實證政府之稻米政策權數將自 1978 年始至 2004 年。可據

以修改稻米需求函數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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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bo +b1d，川 + b2 P/ + b30/ + b4月 +bSDgO +b6 D91 +b7G/ +bgM~ +b9月2 +V/ (5) 

(5)式中，再為 t 期消費量、 p， 為 f 期零售價格、 q 為國人主食支出、咒為長期趨勢變數、

DgO代表 1980 年能源危機、 D91 表政府配撥公糧政策轉變的情形、 G/ 為 t 期政府收購量、

M~ 為 t 期麵粉零售價格、 D02 表自 2002 年起加入 WTO 採限量進口貿易政策、 V/ 為殘差

項。 bm 為待推估係數 ， m = 0-9 。

在進口滲透率行為式之推估方面，本文使用前節第(3)式為基礎來建立稻米的實證政

策選擇模型，使用時間序列年資料，應考慮長期趨勢的影響。其中，人口的變動是形成

長期趨勢之最主要因素，但生產面技術的改進，消費面顧客偏好的改變，也都可能影響

消費者行為。因此，引用一長期趨勢因子進入實證推估是合理的作法。至於循環變動、

季節變動等因素，由於資料期間不長，且係年資料，因此，將考慮忽略不計。

另外，我國稻米自 2002 年加入 WTO 以後始以限量進口方式開放稻米進口，在此之

前即少量進口米製品，亦未課徵關稅。綜上所述，為瞭解政府在制定各種產業賀易政策

後的成果，本文依(3)式，考慮農場價格、零售價格、國際價格、關稅、長期趨勢、及限

量進口虛擬變數，建立稻米產業之進口滲透率行為實證推估式如下:

(6) 
A4 << p/hP3peFt
一=α +b一一 +c一+d一+f一+ gT+hD02 + μ s s s - s ~ v. 

(6)式中 ， pl為農場價格 'T為長期趨勢變數，可以年數或人口成長來取代 ， D02 表自 2002

年起加入 WTO 採限量進口貿易政策、 μ 為殘差項。 â-h 為待推估係數。

國內稻米逐步開放進口的實施期間僅 3 年(2002-2004 年) ，倘若用 3 筆資料推估一計

量方程式將產生自由度(aegree of freeaom)不足的問題。本文採用二階段推估比較的方

法，分別就「禁止進口」階段(1978-2001 年， 24 筆資料) ，以及「禁止進口加開放進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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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1978-2004 年， 27 筆資料，以下簡稱為「含開放進口」階段)推估其進口滲透率方程

式，搭配階段內之需求函數，再據以求出二階段相對政策權數，可得權數在不同階段之

變化。

(7)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所建立之實證模型，在禁止進口階段為:

M ~，;_ pJ , ~ P , ~ P 
44-=α +b一一 +c一 +d一一 +gT+ μs s s 

d, = bo +b1d，叫 + b2p, + b30, + b4T, + bSDgO + b6D91 + b7G, + bgMP' + v, (8) 

(9) 

在合開放進口階段為:

MAP/APAP A t 
斗=â+b一一 +c一+d一一 +1一 +gT+hD02 + μ s s s - s 山

(1 0) d, = bo + b1dH + b2p, + b30 , + b4 T, + bSDgO + b6D91 + b7G, + bgMP' + h9D02 + v, 

模型變數之說明，就(9)式言，解釋變數有國內農場價量比(pl/ S) 、國內零售價量比

(P/S) 、國際價量比( p' / S )、關稅量比(t / S) 、人口成長(η 、限量進口政策(D02 )等 6 個。

其中就供給面而言，農民面對的多為稻穀的農場價格，為求計算單位之統一，將統計數

據之稻穀農場價格，經以輾糙率(0.81 )及輾白率(0.85)換算為白米的農場價格後實證，零

售價格亦同。

國際價量比變數中分子之國際價格亦有類似的情形，究係採進口到岸價格(FOB) 、完

稅價格(CIF) ，或者平均價格?又稻米歷年來出口大於進口，屬淨出口的情形(即淨進口為

負值) ，是否考慮出口價格來作為國際價格，均值得斟酌。本文先以進口值除以進口量所

得之進口平均價格加以實證。另由於本文所引用資料超過十年以上，為符合 Hicksian 加

總('1'生(Hicksian aggregation) ，實證時，價格以物價指數平滅之(Varian， 1992) 。產地農場價

、
‘.
J

l l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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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農產品直售物價指數加以平減;需求模型之都市零售價格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加以平

滅，資料取自行政院主計處(2004)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物價統計月報」。

在稻米進口之管制措施方面，分成配額內政府米及民間米、配額外進口等。配額內

政府米進口後依序釋出於市場中標售;自己額內民間米採標售配額給民間業者進口;配額

外由民間自由依配額外稅率進口。因此，關稅配額的管理方式在配額內雖為免稅，但仍

有配額權利金，等同於政府課徵非固定稅率之關稅。在實證時，考慮上述三項進口措施，

分別以其進口量加權計算而得之平均配額關稅1代替關稅，其餘變數說明請參閱表 l 。

進口滲透率行為式推估模型的預期符號，理論上，圍內零售價格愈貴、國際價格愈

低、關稅愈低，貝IJ進口(或進口滲透率)應該愈高。惟在稻米產業上，禁止進口期間，淨進

口為負值(即出口大於進口，屬淨出口的情形) ，開放進口後，若進口商考量是否進口的比

較基礎為農場價格時，此時進口滲透率方程式推估模型之預期符號(參見表 1) ，應為國內

農場價格愈便宜、零售價格愈高、國際價格愈貴、進出口關稅愈低，貝IJ淨進口(或淨進口

滲透率)應該愈高。長期趨勢因子對進口滲透率之預期符號應為正，代表長期下來將使進

口滲透率提高。而管制進口虛擬變數對進口滲透率的模型預期符號亦應為正，表示開放

措施將使得進口滲透率提高。

需求模型的變數預期符號，稻米消費受前期消費量的影響符號方向其實是不確定

的，文獻中有正的影響(傅祖壇與陳筆， 1991 ;楊明憲， 1997) ，亦有負的影響(施順意，

1998) 。而在自身價格係數方面，依據需求法則，其符號應為負。交叉價格係數若為正，

代表二者為替代品，係數為零時為獨立品，否則為互補品。

l 平均配額關稅=(政府米標售量×標售價格+民間米配額量×平均配額權利金單價+配

額外進口量×配額外稅率)/總進口量。經計算 2002 年至 2004 年之平均配額關稅稅率

為每公斤 8.06 、 12.35 、 22.20 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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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支出變數的係數為正時，代表所得提高，需求增加，是為正常財，否則為劣等

財。一般認為高所得國家稻米的支出彈性應為負值(吳明敏與林三立， 1990) ，而台灣過去

20多年來的稻米消費量亦呈現長期下降的現象，惟施順意(1998)的研究曾指出，稻米支出

彈性值的正或負號及其大小，受到模型設定的影響。模型設定時考慮家庭人口數、婦女

勞動參與率等人口經濟變數時，可能使支出彈性由負轉正。本文考慮將長期趨勢納入模

型中，預期將可能使支出彈性為正，而長期趨勢為負。

政府收購量增加，代表民間消費減少，因此其符號應為負。其它變數(包括能源危機、

無配售公糧政策的轉變、管制進口政策等)符號，其影響消費量之方向則無法預期。

就稻米產業而言，相對政策權數的預期結果，政府應該極為重視生產者剩餘，甚於

消費者剩餘。但政府對於稻米產業的進口開放政策效果，依前言所述，進口開放之政策

意謂政府較重視消費者剩餘，故原本重視生產者剩餘的現象將減少，而逐漸輕忽生產者

剩餘。至於進口配額租與進口關稅，由於政府採行逐步開放的政策，且逐步減稅，推測

此二權數亦應逐步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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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符號

? 

+:替代品

一:互補品

。:獨立品

+:正常財

一:劣等財

。

+ 

+ 
+ 

+ 零售價量比(?)

國際價量比(今)

前期消費量(d'_I)

自身價格(p， ) 

麵粉價格(Mp， ) 

表 1 稻米實誼模型推估變數說明及預期符號表

模型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nf 國內稻穀換算為稻米之農場價格除以國內供給量，價
農場價量比(今) 格先用直售物價指數平滅。

國內稻穀換算為稻米之零售價格除以國內供給暈，價

格先用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滅。

國際價格除以國內供給量，價格先用消費者物價指數

平滅，國際價格=進口值除以進口量。

進口關稅除以國內供給量，從量稅先用消費者物價指

數平滅，僅合開放進口階段有此變數。

人口數。

虛擬變數 ， D02 表限量進口措施，在 2001 年以前為 0'

2002 年以後為 l 。僅合開放進口階段有此變數。

前期消費量(產量+進口一出口一存貨變動量) ，單位

為公噸白米。

稻米(蓬萊及在來自米零售平均)國內零售價格，價格

先用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滅。

麵粉的零售價格，用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滅。

關稅量比(÷)

人口成長(η

限量進口(D02 ) 

進
口
滲
透
率
行
為
式

? 

? 

主食支出，包括米食支出及麵食支出。

年(1978-2004) 。

虛擬變數， 1980 年能源危機為 1 '其餘為 0 。

虛擬變數， 1990 年以前為 0' 1991 年以後為 1 0 

政府收購量，單位為公噸。

虛擬變數 ， D02 表限量進口措施，在 2001 年以前為 0'

2002 年以後為 1 0 

消費支出(0， ) 

長期趨勢刊)

能源危機( Dso) 

無配售公糧(D91 )

政府收購(G， ) 

限量進口(D02 ) 

稻
米
需
求
式

(1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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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證模型推估結果

實證模型的推估結果(見表 2 及表 3) ，在稻米需求第一次推估式中，以自由度調整後

之判定係數百2 為 0.90 與 0.93 '所求得的自身價格係數禁止進口階段為一18.17 '含開放

進口階段之估計值為一 13.90 '在 95%信賴水準下顯著且符合需求法則。但麵粉價格、前

期消費量、能源危機、配售公糧、政府收購等變數皆不顯著，因此考量將這些不顯著變

數去除後再推估一次。

表 2 稻米需求 OLS 第一次推估結果

需求式 禁止進口階段

截距項 6.70*107 (3 .46)'" 

稻米價格 一 18.17 (一 1.99) •• 
麵粉價格 一2.90 (一0 .4 1 ) 

支出 150.48 (2 .42)" 

前期消費量 一0.23 (一0.83)

長期趨勢 一32 ，563 (一3 .46) 叫
能源危機 45 ,117 (0.54) 

配售公糧 54,895 (0.92) 

政府收購 一0.07 (-0 .42) 

限量進口

7P 0.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佑，括弧內為 t 值。

註*. 10%顯著水準('15 = 1.341 ' '17 = 1.333) 

料: 5%顯著水準('15 = 1.753 "17 = 1.740) 

*** 1%顯著水準(tl5 = 2.603 't17 = 2.567) 

( 15) 

會開放進口階段

5.99*107 (3 .46) 叫

一 13.80 (一 1.83) •• 

一2.27 (一0.35)

13 1.32 (2.55)" 

一0.13 (一0.53)

一29 ， 146 (一3 .46) ••• 

35 ,250 (0 .44) 

44,024 (0.78) 

一0.06 (一0.38)

-1 .43*107 (-2 .44)" 

0.93 



-16- 台灣稻米進口政策之偏好分析

在稻米需求第二次推估式中，以自由度調整後之判定係數F為 0.92 與 0.95 '較第一

次推估結果為高。所求得的自身價格係數禁止進口階段為 -10.7 '含開放進口階段之估

計值為一9.47 '在 95%信賴水準下顯著且符合需求法則，其平均彈性值為 -0.24 與

-0.22 。較文獻(見表 4)中之平均值 -0.04 大許多，推測可能係由於近年小包裝米之推廣及

消費習慣已建立有關。國人稻米消費量呈長期下降的趨勢，係數顯著且為負，符合預期。

本文將以第二次推估結果作為計算相對政策權數的依據。

表 3 稻米需求 OLS 第二次推估結果

需求式 禁止進口階段 會開放進口階段

截距項 4.56* 1 07 (8.22) 的 4.54*107 (8.63) 叫

稻米價格 一10.70 (一 1.67) •• -9 .47 (-1.64)" 
支出 122 .36 (2.8月卅 120.04 (3.03) 叫

長期趨勢 -22 ,134 (-8.17) 叫 -22,064 (-8 .5 8) 叫
限量進口 -1.36*107 (-3.13) ••• 

IP 0.92 0.95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括弧內為 t 值。

註: *: 10%顯著水準(/20 = 1.325 ' 122 = 1.321) 

料: 5%顯著水準(/20 = 1.725 '/22 = 1.717) 

*** : 1%顯著水準(/20 = 2.528 '/22 = 2.508) 

寰 4 國內有關稻米需求之測定比較表

研究者
自身需求 所得

使用模型 資料期間
彈性值價格種類 彈性值所得種類

傅祖壇、陳筆(1 991 ) 一0.045 白米零售 國民所得供需模型 1961-88 
林益倍、吳榮杰(1997a) 一0.063 白米零售 -0.021 國民所得" 1955-94 
楊明憲(1997) -0.043 白米零售 -0.058 國民所得非迴復體系 1952-95

施順意(1 998) 一0.02 白米零售 0.20 實質支出單一方程式 1973-93

王雅琳(2003 ) 一0.37 自米零售 0.48 實質所得 1977-01 
本研究 -0.24 白米零售 0.28 主食支出 1978-01 

一0.22 白米零售 0.28 主食支出 1978-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查無資料。

(16) 



農業經濟半年刊， 81 期，民國 96 年 6 月 一 17-

主食支出之推估值為正，代表稻米消費仍屬正常財。在所得彈性方面，本文所推估

之平均所得彈性值為 0.28 。亦與早期文獻認為稻米為劣等財之認知不同。但符合林益倍

與吳榮杰(1 997b)所整理國內研究的所得彈性推估低於 0.75 之情形，亦與施順意(1998)認

定稻米需求函數中支出彈性值應很可能落於 0.2 與 0.3 之間的推論相符，可能由於採用的

所得變數係主食支出的緣故。洽如施所推論，模型設定考慮其它因素後，可能使支出彈

性由負轉正。因此，本文所推估需求函數之結果應可用來作為估計政府相對政策權數的

參考。

在進口滲透率行為式方面，本文除理論推導之影響變數(國內價量比、國際價量比及

關稅量比)外，亦加入考慮人口成長變數。在禁止進口階段，表 5 中之調整後判定係數(五2)

為 0.15 '除國際價格與人口成長外，其它係數均至少通過 90%信賴水準下顯著不為零。

由於以自由度調整後之判定係數極低，顯示模型尚可能遺漏重要變數，惟經嚐試各種組

合(如使用收購價格等替代農場價格，出口價格替代國際價格，或各種價格搭配組合等) , 

所估得之判定係數均低。推測國際價格不顯著及判定係數低的可能原因有:].在禁止進口

階段所進口之稻米，多為加工用之碎米，非一般供食用之白米所致。 2.政府管制進口措施

有效決定進口量才是影響進口滲透率的主因，而非理論中所設定推導之產品價格。 3.淨進

口為負，亦即出口大於進口情形下，模型在未考慮出口價格、進口量管制(因推估期間內

均在管制當中)等變數下所推估之判定係數極低。而本文欲將所推估係數與合開放進口階

段來比較，為取得前後一致性，儘管其模型判定係數極低，在模型估計值(estimator)顯著

情形下，本推估結果將作為後續計算政策權數之基礎。

在合開放進口階段，除亦考慮人口成長變數外，比禁止進口階段增加關稅變數，及

限量進口虛擬變數。模型估計調整後判定係數(五2)為 0.66 '雖然判定係數亦不高，除國

際價格、關稅與限量進口虛擬變數外，其餘變數亦至少通過 90%信賴水準之檢定，係數

顯著不為零。模型的推估係數與禁止進口階段變化不大。關稅變數不顯著應係政府採行

限量進口及關稅配額的措施，目前多在配額內，少配額外高關稅進口有關。上述推估結

果將用以計算相對政策權數後分析於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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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稻米進口滲透率行為式 OLS 推估結果

模型 禁止進口階段(1978-2001 年)

截距項 -0.95 (一1.70) • 

農場價格 一31 .4 5 (一1. 5 1)'

零售價格 21.1 3 (1.88)" 

國際價格 6.31 (0.91) 

關稅

人口成長 3 .25 * 1 0-8 (1. 13) 

限量進口

ïP 0.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推估，括弧內為 t 值。

註: * : 10%顯著水準(1'9 = 1.328 , 120 = 1.325) 

料: 5%顯著水準(1'9 = 1.729, 120 = 1.725) 

*** : 1%顯著水準(1'9 = 2.539 , '20 = 2.528) 

含開放進口階段(1978-2004 年)

一1.1 6 (一2.22) •• 

一37 .3 2 (一1. 87)"
2 1.51 (1.91)" 

8.51 (1.29) 

2.65 (0..56) 

4 .45*10-8 (1.71)' 

0.08 (1.29) 

0.66 

陸、稻米相對政策偏好權數之分析

本研究以推估進口滲透率行為式，配合稻米自身價格係數，計算稻米政策權數之結

果如表 6 所示。在禁止進口階段，生產者剩餘相對政策權數估計為 0.4 '顯示政府在稻米

產業較重視的仍是消費者剩餘。進口配額租的估計權數為 0.43' 與生產者剩餘權數相近。

在合開放進口階段，生產者剩餘相對政策權數估計為。此，進口配額租的權數為 o.刃，

而進口稅收的權數為 0.23 '均顯示政府較重視消費者剩餘。

從合開放進口階段與禁止進口階段之權數相比較，合限量進口階段之權數值(0.3 8)小

於禁止進口階段(0.4) ，顯示政府對稻農的重視程度確實已經下降。在進口配額租方面，

二階段的估計值自 0.43 降為 o.刃，亦顯示政府對於進口配額租重視程度亦逐漸消褪當

中。以上所述，均與原先本研究對稻米的虛無假設相符。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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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估計之稻米政策權數是在 1978 年以後的情形，與過去文獻相比較(見表 7) , 

楊明憲(1995)年所估計 1973-1991 年稻米之生產者、消費者及政府部門的平均政策權數分

別為1.23 、 0.87 、 0.90 。即生產者剩餘之相對政策權數為1.41 而於 1996 年估計稻米之生

產者及消費者的政策權數分別為1.94 、 0肘，即相對於消費者剩餘之政策權數為 2.09 。顯

示政府在該階段是重視生產者剩餘的，本文亦嘗試用相同的資料及計量的方法加以推

估，所計算政策權數的結果為1.01 0 雖然仍小於文獻所估計，但其大於 1 的情形是相同

的。

表 6 稻米的政策權數估計值

間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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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
站
一
O
O

止
一

扭
用
一

權數

α(生產者剩餘)

y(進口配額租)

5(進口稅收)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表 7 稻米生產者相對政策權數之比較表

研究者 生產者相對政策權數值 資料期間

傅祖壇、陳筆(1991 ) 1.44 1978-91 

楊明憲(1 995a) 一1.5 6 1973-91 

楊明憲(1 995b) 1.41 1973-91 

楊明憲(1996) 2.09 1973-91 

林益倍、吳榮杰(1 997a) 1. 18 1975-96 

本研究 1.01 1978-91 

0.40 1978-01 

0.38 1978-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9) 

會開放進口階段

。.3 8

0.33 

0.23 

備註

年權數平均
標準化政策權數

考量政府支出權數

年權數平均

計量推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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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傅祖壇與陳筆(1991 )估計之稻農政治權數， 1973 年以前維持在 0.8-1 之間， 1974 

年以後呈上升的趨勢。 1961-1968 年平均之生產者及消費者政治權數分別為 0.89 、 1.00 ' 

生產者除以消費者政治權數值為 0.89 ; 1969-1973 年平均之生產者及消費者政治權數分

別為 0.96 、 0.99 '生產者除以消費者政治權數值為 0.97; 1974-1977 年平均之生產者及消

費者政治權數分別為 0.88 、 0.99 '生產者除以消費者政治權數值為 0.89; 1978-1991 平均

之生產者及消費者政治權數分別為1.36 、 0.95 '生產者除以消費者政治權數值為1.44 。顯

示政府對稻農的權數逐漸增加，至 1978 年以後已大於 l 。而林益倍與吳榮杰(1997a)以政

策內生化決策模型估計之生產者、消費者平均政策權數 1974 年以前為 0.928 、 1.002; 1975 

年以後為l.l 30 、 0.962 '相對政策權數值為1.1 8 。本研究計算至 2001 年與 2004 年之相對

政策權數卻已降至 l 以下，顯示政府對稻農的重視程度已然下降。

總之，本研究除以開放經濟的角度來替代封閉經濟的思維來檢視政策權數外，更參

考 Maggi and Rodriguez-Clare 所提出相對政策權數的概念，同時考慮了生產者剩餘、進口

配額租與關稅三個相對政策權數。以計量方法推估進口滲透率行為式求出相對政策權數

的方法，能充份展現各相對政策權數跟隨政策改變的情形，可作為政策改變的驗證指標，

不再需要求出逐年的政策權數值。實證結果支持此一相對政策權數的觀念，卻能對開放

賀易體制提供更簡易且更多的經濟參考。雖不如傳統政策權數求出每年動態權數的變化

般提供更多的數據，但由單一指標(相對政策權數)的改變即已充分說明政策的變化趨勢，

並不需要過多細微之數據計算。男可延伸納入更多的政策變數，用多變數觀察政策的改

變替代較單純之雙變數關係'更能符合實際政治經濟現象之變化。

朵、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建立一稻米進口政策偏好最適化模型用以分析生產者收益、進口配額租及關

稅收益等相對於消費者剩餘之相對政策權數。實證採用 1978 年至 2004 年的資料推估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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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進口滲透率行為式，配合稻米自身價格係數，估計稻米生產者剩餘之相對政策權數從

禁止進口階段之 0.40 下降至合開放限量進口階段之 0.3 8' 說明政府在稻米生產者收益方

面的重視程度確實已經下降。而進口配額租二階段的估計值自 0.43 降為 0.33 '亦顯示政

府對進口配額租的重視程度亦逐漸消褪當中。進口稅收在開放進口後之相對政策權數為

0.23 '其進口稅收包含政府米的標售、民間米配額權利金及配額外稅收三者，顯示政府對

於進口稅收的管理，仍著眼於消費者褔利，而減少貿易所帶來配額租的差距。

本研究以稻米為例，證實加入 WTO 以後，逐年開放稻米進口確實對國產稻米的經

濟面影響極大。實證結果支持此一相對政策檀數的觀念，確能對開放賀易體制提供更簡

易且更多的經濟參考。有別於傳統政策權數般藉由動態權數的變化來觀察政策改變的情

形，本文所稱之相對政策權數亦能充分說明政策的變化趨勢。更可加以延伸納入更多變

數以觀察進口開放經濟下之政策改變情形。換言之，本研究所分析之相對政策權數可作

為政策評估的簡易指標。

就本文之研究標的而言，稻米的進口開放政策，目前雖已進程至關稅配額階段。但

受資料及計量方法限制，藉由二階段推估來瞭解政府以限量及關稅配額措施開放進口所

帶來的變化趨勢。其政策權數之調整方向預估仍可能繼續下降，正如前述，政策選擇變

數除本研究實證之生產者、消費者、關稅收入、配額權利金等收入外，政府亦可藉由一

般稅收、未來收入(如公債、赤字預算)等作為政策操作過程中可資運用的變數。甚且一個

國家所要經管之產業何其多，其他產業的收入亦可加以運用到本產業來，本研究在無法

全然觀察所有實際政府的移轉來源與流向的限制條件下，實證稻米的政策權數估計結

果，雖可提供參考，但似乎亦難於兼顧所有的產業及現象。未來在納入更多產業及政策

選擇變數下，綜合分析各政策權數的消長變化，亦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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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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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rotect rice farmers, the rice market of Taiwan was not opened to foreign 
countries before joining in the WTO in 2002 and the quantity of imported rice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then. Question has been raised if the implication of more quantity of the 
imp。此ed rice should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neglects the rice growers?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the economic effects ofrice import policy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preference on the import p61icy empirical, we 
combine Grossman-Helpman's “protection for sale" model , namel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rotection explained by the import penetration ratio , with Maggi and Rodrigues-Clare's 
“standard short-run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regarding to the government's objective is taken 
to be a weighted sum of consumers' surplus, producers' surplus, quota rents to importers and 
revenue from trade policy. We set up a generalized government utility maximization model of 
agricultural import policy. This paper also has developed an empirical model of Taiwan's rice 
import policy to find the economic effects. By examining the series data of Taiwan rice from 
1978 to 2004, we calculated the policy relative weight by the estimation of the empirical 
import penetration function and the demand of ric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relative weights of the producers' surplus, rents to 
importers and revenue from trade policy are O.沛， 0 .43 and 0.23 from 1978 to 2004. We find 
that the governmen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ducer of rice than the consumers in the past 
years, but it decreases in these years after joining in WTO. The effects to the domestic rice 
growers are obvious due to the government's import policy, opens up the market to foreign 
countries gradually. The policy relative weight had been verified to apply to the policy 
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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