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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糧價高漲下台灣的農業課題與政策建議

黃炳文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副教授

一、前言

　　全球穀物存量持續下降，國際糧價高

漲，點燃“國際糧食危機”的議題。根據聯

合國農糧組織（FAO）的報告，全球穀物的

存量在2006年為4.70億噸，2007年降為4.26

億噸，預測2008年將再降為4.05億噸，此約

佔消費利用量18.8％，已接近安全存量的底

線。同期間糧食物價指數由2006年的127漲

為2007年的157，2008年的3月更是高漲至

220。

　　由於糧價的高漲，使得海地、辛巴威等

37個國家地區遭遇糧食危機並引發政治、

社會動亂，甚至有諸多人口面臨更嚴重的飢

餓問題。無怪乎《經濟學人》雜誌將之比喻

為「沉默的海嘯」，無聲無息地威脅人類的

生存。直言之，國際能源危機，雖然會使人

類的生活呈現諸多痛苦或不便；但是缺乏糧

食，將會影響人類的生存，因此“國際糧食

危機”的議題，儼然成為21世紀的頭號挑

戰。

二、國際糧價的中長期展望

　　未來中長期（如10年）的國際糧價是否

仍會維持現在的「高價」走勢？係為各界所

關注的焦點，此可由糧食的需求面、供給面

及危機與投機面來作分析。

    在需求面，未來全球的人口數仍將持續

增加，依OECD-FAO（2008-2017）的農業展

望報告，其增加幅度將較以前趨緩，亦即由

人口因素帶來的糧食需求壓力將稍微緩和。

中國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對

於糧食的需求（尤其是肉類消費者所引申的

穀物需求）仍會持續增加；然由於糧食價格

高漲及其引申的肉類價格上漲，將抑制部份

的糧食需求量，將有助於減緩糧食的需求壓

力。關於油價引申的生質能源需求，依美國

2007年12月通過有關的能源法案，預計2020

年的生質能源產量將由2008年90億加侖增為

360億加侖，顯示供生質能源之玉米等穀物

的需求將持續增加；但有關生質能源的發展

政策，逐漸面臨兩項嚴重的質疑：即生質燃

料對溫室氣體減量未必有正面的貢獻、生質

能源無異是汽車與窮人爭糧食，因此有關生

質能源政策是否會調整，仍值得進一步觀

察，若有所調整，則將使玉米等穀物的需求

壓力略減。

    在供給面，隨著糧價高漲，將促進農民

的耕種意願，諸多原本低利用的耕地將再

被有效利用；再者，若干開發中國家（如印

度）過去相對較未重視農業基礎建設（如水

利設施），然因知覺糧食危機而逐漸增加相

關的經費，此亦有助增加糧食生產。此外，

基因改造作物在全球“糧荒”的壓力下，漸

受到重視，其對提高產量或降低成本亦被寄

予厚望，若其對生態或食品安全的疑慮能被

解決，將有助於提高糧食或飼料原料的供

應。關於糧食的生產成本，由於油價高漲帶

動肥料價格上漲，加諸中國、越南等發展

中國家的工資及土地租金隨其經濟發展而提

高，直言之，糧食生產成本的上漲壓力，將

減緩糧食供給增加的動能。

    在危機與投機面，隨著相關的國際組織

持續召開會議，關切與研討國際糧價等問

題，預期糧食出口國的危機感將可能獲得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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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一旦其出口秩序逐漸恢復，將有助於

降低國際糧價。在投機面，儘管國際投資

大師羅傑斯（Jim Rogers）認為至2020年相

關的農產品基金仍有多頭行情，然隨著未

來美國經濟的好轉，以及新替代能源的掘

起，預期對於國際農產品的投機風潮將有

降溫的作用。

　　綜合觀之，糧食供給與需求的缺口將

會逐漸的縮減，加諸危機及投機壓力的舒

緩，國際糧價在中長期將可能逐漸下降，

然由於生產成本的提高及需求相對較高的

情勢，中長期國際糧價與2000-2002年的

糧價相比，仍將處於「較高」的價位。其

中玉米、黃豆因生質能源需求的關係，其

降幅可能較為有限水準；而小麥及稻米價

格，在氣候維持穩定或無其他天然災害的

狀態下，其降幅可能較多。

三、國際糧價高漲衍生台灣農業的課題

　　國際糧價高漲的情況下，台灣農業發

展在生產面及消費面衍生若干課題，值得

各界關注與共思良策。

（一）生產面

1.國際米價高漲，台灣農民未必受益。

　　台灣農民因其稻穀銷售方式主要係在

收成後立即賣給運銷商（含糧商），稻

農自行貯存延後銷售的情形相對較少，因

此儘管每公斤稻穀價格由2007年12月的

18.38元漲至2008年5月的22.49元，漲幅達

22.36%，此間部分原因係2007年2期作因

颱風以致產量略減的影響，然部份原因可

歸諸國際米價高漲導引台灣稻穀價格的上

漲，但稻農卻未受益。

2.肥料與油料價格上漲，農民苦於成本上

升。

　　國際油價高漲，帶動國際肥料價格上

揚，國內的油價及肥料價格亦應聲上漲。

農政單位為減輕農民負擔，對於肥料及農業

用油予以部分補貼，然農民購買肥料的價格

平均仍上漲20%以上，因而推升生產成本，

又加諸農產價格上漲未必受益，無怪乎農民

嘆息！

3.農業經營效率提升的挑戰

　　在輸入性的物價上漲下，提升農業經營

效率當為重要的因應方式之一。農業經營效

率的提升，可就投入面及產出面來作努力，

例如在投入面可減少肥料的使用，以降低肥

料價格上漲的衝擊；在產出面可提高單位面

積的產量或產值，期使單位產量的成本降低

或產值提高。此等概念看似容易，但如何有

效執行﹖將是嚴厲的挑戰！

4.玉米進口及國內種植飼料用玉米的為難

　　承前述國際穀物價格趨勢分析，短期內

玉米的國際價格似乎不易回到2000-2002年

之較低價格，衍生國內的飼料成本亦不易降

低，此將影響畜牧業的生產成本，相關畜產

品的價格可能難以調降，畜牧業的經營仍處

艱困。雖然目前台灣有專案進口較低價的大

陸玉米，但展望未來大陸因畜牧業的發展，

其將由玉米出口國轉為進口國，故不足以長

期依靠。反觀國內飼料玉米的生產，由於生

產成本（估計每公斤至少12元）高於國際價

格，因此諸多原本種植玉米者不是轉作就是

休耕。如今隨著國際油價（影響運費）及玉

米價格的高漲，每公斤玉米的到岸價格可能

超過12元，遂有再鼓勵種植玉米之議，然其

可能面臨農業人力老化及原有玉米相關的農

機荒廢，亦即可能面臨人力及農機不足的基

本挑戰，再者又如何收購玉米﹖仍有待集思

廣益。

（二）消費面

1.低收入戶的食物購買力下降。

　　隨著食物價格的上漲，低收入戶領取現

金救助實有〝縮水〞的現象，亦即其食物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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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力下降。對於家庭有幼童或學童或高齡人

口等，需要提供基本食物以維護其健康，然

基本食物供應量可能隨著食物價格上漲而出

現〝縮水〞，值得各界關切。

2.有能力者的食物消費是否能適度減量﹖

　　為抑制食物價格的上漲，除增加供給或

降低生產成本外，若能適度地減少食物的

浪費，即需求略減，亦能達到緩和之作用。

食物與汽油消費的最大不同點，為有能力者

可負擔高油價而繼續開車消費汽油，其對不

開車者不會產生排擠影響；但較有能力者可

負擔高食物價格，甚或仍可過度消費，其影

響食物價格，進而排擠較無能力者的食物消

費。因此如何促使有能力者對食物消費適度

減量﹖係值得關注的課題。

四、因應國際糧價衍生課題的構思與政

策建議

　　針對上述的課題，茲依生產面及消費面

提出相關的構思與政策建議，供各界討論之

參考。

（一）生產面

1.稻米收購制度的調整

 (1)構思

    現行農民對於稻榖的銷售，主要係考量

缺乏稻米乾燥設備或低溫冷藏設備、運輸、

貯藏等相關問題，因此多數選擇濕穀現貨銷

售方式。此種方式雖便利省麻煩，但當稻穀

價格上漲時，其未能獲利。假若政府能協助

農民解決上述問題，農民獲利的機會將可能

增加；再者，政府若能加強推動良質米，將

有助於提高售價，以減緩生產成本上升的衝

擊。

(2)政策建議

A.推動「稻穀憑證」交易，與現貨交易並

存。

    農政單位可協助農會建立稻榖乾燥或冷

藏及貯藏等設備，並指導農會開立具公信力

的「稻穀憑證」，其中至少應記載持有人、

稻穀收割期別、品種、數量、保存方式等。

農民於稻穀收割後，若不急於出售，可寄存

於農會，待日後稻穀價格較高時再出售，購

買者持有該憑證，於必要時再提領或轉售，

此將有助於減少稻穀實體轉運次數，農會的

倉庫可充分利用，稻農在稻作青黃不接時期

亦能獲利，並可減緩採收期可能面臨量多而

價低的銷售窘境。

B.鼓勵適地適作，鄉鎮集區種植良質米。

　　利於推動「稻穀憑證」，稻米品種不易

過於多樣，且品質宜朝高級化。因此農政單

位宜協助各鄉鎮農會，選擇當地適合的良質

米，並獎勵集區栽種，一方面便於農會管理

「稻穀憑證」，並可增進「稻穀憑證」的公

信力及接受性，另一方面亦有助於提高農民

收益。

C.農政單位透過公開市場操作，以穩定糧價

於合理範圍，及確保公糧來源。

    糧價太低，生產者喊怨；糧價太高，消

費者叫苦。由此可知農政單位確實難為，穩

定糧價於某一合理範圍，儼然成為重要的政

策目標之ㄧ。在「稻穀憑證」的市場，農政

單位可藉由公開操作買入憑證，以確保最低

的稻穀目標價格及公糧水準。然一旦糧價過

高，農政單位亦可藉由賣出憑證，以平抑糧

價。

2.肥料補助制度的調整

(1)構思

    目前肥料價格的上漲部分，係由政府補

貼漲幅的70%，並依出廠數量給付予廠商；

另協調台肥吸收15%，其餘反應於售價，各

地售價因地區遠近及運送方式而有差別。農

民對於售價上漲雖有怨言，但似乎尚可接

受。再者，農政單位爲減緩肥料價格上漲對

農民生產成本的衝擊，積極推動合理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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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此舉立意甚佳，不僅省錢又環保。但若

能將上述補助金額直接給付予農民，並配合

價格機能，將有助於落實執行合理化施肥。

(2)政策建議

A.合理施肥量內予以低價供應或現金補助，

其餘依實際市價供應。

　　鼓勵農民落實執行合理化施肥，在被認

定的合理使用範圍內，可以較低價格供應，

或者折成現金直接補助給農民；對於超過合

理施用的數量，則以實際市價(出廠價加上

運費及管銷費用等等)供應，亦即沒有任何

補助。

B.研議相關的合理化施肥量及補助方式。

　　作物的生長情境雖略顯複雜，但依各種

情境不同予以分類，相信藉由產官學各界的

智慧，當能研訂出相關的合理施肥量，並以

此作為鼓勵合理化施肥及肥料補助的基礎。

至於補助方式，係採定量低價供應、或現金

補助而依市價銷售，仍需考量農民的接受性

及各界的反應。

C.可配合登記及稽核制度以落實推動。

　　知悉農民確切將補助的肥料，用於其所

聲請的作物，可仿休耕處理方式，請農民

事先登記，耕作初期先提供部份補助金或肥

料，通過稽核後，則可撥付肥料補助金額或

數量之餘額。如此不僅有助於落實推動合理

化施肥，並可瞭解相關作物的種植面積，甚

至可提供相關預警制度的基本資訊。

3.增進層次經濟與規模經濟

(1)構思

　　降低農產品成本往往被視為農民的責

任，殊知農產品由生產至銷到售所構成的產

業供應鏈，其每個環節（層次）的成本均會

影響農產品的零售價格，因此在期待減緩農

產品零售價格漲幅之際，除要求農民合理化

施肥等降低成本的管理改善外，其餘供應鏈

環節亦有檢視之必要。

    再者，擴大規模以降低成本的理念，雖

曾於第二階段農地改革以促進農地委託經營

或租賃方式來推動，然其成效似乎不顯著。

但環顧當前農業勞動趨於高齡化，且休耕面

積擴增，看似農業前景堪慮；反觀之，卻是

推動大規模經營的好時機，若能配合良善的

農地利用制度，適度鼓勵有意願務農者，將

有機會實現規模經濟的機會。

(2)政策建議

A.鼓勵產業供應鏈的協力合作，以增進層次

經濟。

　　依產業供應鏈，農政單位可鼓勵相關的

業者代表與專家相互交換意見，檢視那些項

目有調降成本之處，以稻作之肥料商-稻農-

糧商為例，肥料生產成本或運送成本、稻穀

生產成本或運送成本、稻穀貯藏或加工成本

或通路成本等等之探討，藉由各層次業者的

協力合作，藉以達到降低最終供應給消費者

的成本。

B.調整農地休耕給付的方向，推動“大營

農”，以增進規模經濟。

　　現行農地休耕方式，係將補助金給付予

農民，由農民自行管理。但換個角度思考，

可將休耕給付視為政府向農民租地，政府可

將相關農地委託當地農民團體（如農會）管

理，再徵招有意務農者（含個人或團體），

雙方簽訂“協力經營”契約，亦即政府提供

租來的農地，有意務農者提供其他農業經營

所需的生產投入（如資金、設備、勞力或管

理），獲利部份依契約而定（如採比例分

配），但代管之農民團體所分配的金額每公

頃不得超過休耕給付上限（如4.5萬），收

取之金額可成立“地方農業發展基金”，以

提供代管之必要開銷及用以發展地方農業特

色。此舉不僅有助於培育大規模經營的“大

營農”，並可降低其農地租金成本，亦可增

進規模經濟及促進地方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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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內再鼓勵種植玉米的評估

(1)構思

　　一旦玉米的到岸價格超過國內的生產成

本，基於協助國內畜牧業者取得較便宜的

飼料原料，值得思考再鼓勵種植玉米。若能

釋放休耕面積10萬公頃種植玉米，將可提供

約10％的玉米自給率。然其中仍存在國際玉

米價格變動的風險，因此有關玉米政策的擬

定，實宜再審慎評估。

(2)政策建議

A.單位成本的再評估

　　平均每公斤玉米的生產成本，受每公頃

玉米產量及生產成本的影響。假若能藉由生

物科技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將有助於降低

單位成本。而每公頃的生產成本在上述“大

營農”的經營下，或許將可收規模經濟之

效，尤其為鼓勵種植玉米，可於初期減少其

農地的租金負擔。基此，國內玉米的生產技

術及成本的現況及展望，宜再作詳細評估。

B.鼓勵廠商推動時價、保價或代工的收購方

式

    時價即依國內的市場實際交易價格，保

價即設定某一保證價格，代工為支付每公斤

代為種植的工資（廠商提供種子、肥料、農

藥及機工等）。農政單位宜慎思研擬相關輔

導辦法，如生產契約的規範、廠農雙方意見

衝突的協調或仲裁、玉米價格變動風險的管

理機制等等。

C.推動期限宜朝中長期規劃

    由於現行與玉米生產有關的部份農機，

需再行購置，為增進機械投資誘因，相關玉

米計畫期限宜有中長期規劃，此亦有助於廠

商及農民擬定相關的生產計畫。

（二）消費面

1.確保低收入戶食物購買力。

(1)構思

　　在糧價上漲過程中，為確保低收入戶成

員的健康，宜提供基本必要的食物數量（如

米）。因此對於低收入戶除現金給付外，仍

宜考慮相關基本食物的供應。

(2)政策建議

　　提供低收入戶“食物爲”券。該“食物

爲”券以購買基本食物為限，可設計略具彈

性，以滿足不同的消費習慣，例如購買特定

數量或折換等值的基本食物，並宜限制食物

爲轉售。甚至可提供低收入戶不同選項，例

如全部現金給付或部份現金與部份“食物

爲”券。此舉雖可能增加行政成本，但對提

高低收入戶的福利應有更多助益。

2.食物適度減量的消費文化

(1)構思

　　雖然努力增加食物供給很重要，適度減

量消費亦很重要。在食物價格高漲的情況

下，消費者雖已在調整食物數量，但觀諸餐

廳宴會之食物使用或肥胖者日增，似乎食物

消費有待思考的空間。換言之，食物的消費

若在健康的前提下適度減量，不僅可減緩食

物供給的壓力，亦有助於平抑物價上漲，甚

至可提供低收入者更多的食物。

(2)政策建議

　　推動健康等值的適度減量食物消費文

化。“健康”係考量消費者的福利，“等

值”係考量生產者的利得，“適度減量”係

考量減緩物價壓力及對低收入者（含國際處

於貧窮線之人口）的食物供給。換言之，在

食物適度減量下，用等值的食物作出能確保

消費者健康的餐點，此間將可促進生產高品

質或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直言之，當各界

積極推動能源之「節能減碳作環保」之際，

亦應重視食物之「健康適量作功德」。

　　以上有關生產面及消費面課題之緩解構

思及政策建議，較著重於大方向或原則性的

考量。若其有可行之處，仍有賴各界集思廣

益，共同研議更為具體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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