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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消費者逐漸重視食品安全，有機農

產品的接受度亦與日俱增，有機食品市場持

續成長，投入有機農業生產的人數也逐漸增

加，農委會預計在2012年台灣有機作物生產

面積將達到五千公頃。但是對生產者而言，

在投入此市場之前，瞭解生產成本成為農場

經營管理成敗的關鍵要素之一。

　　雖然國外為了使有機生產在經濟上具有

競爭性，早已開始透過作物和機械作最佳

化配合，然而，不同於國外大面積的有機栽

培方式，對我國的有機農場經營者而言，在

耕作面積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大部份田間工

作仍需依賴人工進行。從除草方式來看，一

般慣行耕作時，一台噴霧器和一瓶化學農藥

就能進行雜草防治，而有機栽培則是使用電

動剪草機、剪草器、鋤草耙等工具，相對上

需要花費較多的人力，人工費用佔有機生產

成本甚鉅。此外，有機生產中常用的堆肥，

是一種良好的土壤改良劑，但並不是一種可

以快速提供作物所需養分的肥料，因此，需

要常常且大量地施用有機肥，連帶有機肥成

本也較高昂。而作物害蟲之防治方面，有機

耕作一反以往依賴大量化學農藥進行防治，

改以各種非農藥蟲害防治法來管理害蟲之發

生，相較於慣行農法所採用之化學農藥殺蟲

速度快且用量省，有機耕作在殺蟲的效度上

較為緩慢且投入成本大。

　　因此可看出採行有機耕作時，人工、土

壤肥力改良、病蟲害防治、雜草防治資材等

都所費不貲，如此高投入乃求產出高品質、

安全之農產品，卻也相對導致有機栽培生產

成本比一般慣行農業耕作方式要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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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機栽培成本與個案之選取

　　一般生產成本之計算，係透過觀察成本

和成本標的(cost objects)之間是否有直接或

間接的關係，加以細分生產成本。所謂的成

本標的，指一種可用做成本計算與分配的單

位，當成本可直接被歸屬至成本標的時，即

稱為「直接成本」(direct costs)，直接成本

一般包含直接材料﹝指凡是構成產品之主要

成份，可直接且精確地歸屬於產品之材料成

本，例如種苗、有機肥皆屬培育有機作物之

直接材料﹞，以及直接人工﹝指凡是直接從

事產品之生產所耗費之人工成本，例如有機

栽培生產方式為了避免使用除草劑，採行人

工除草所耗費之成本﹞。若成本無法直接

歸屬，則必須採某種合理的分攤方式以歸

屬至成本標的，稱為「間接成本」(indirect 

costs)，包含間接材料、間接人工和其他間

接成本，例如農場之購水費、有機農產品標

章費、能源費、貸款利息、驗證費用，以及

地租等皆屬之。一般在計算農業生產成本配

置方式時，大多即將生產成本區分為直接與

間接成本，以避免農業成本項目繁鎖不易分

類計算的特性。但在本研究中，基於有機農

業生產過程中，直接成本中的直接材料（例

如有機肥料、有機資材）和直接人工費用

（例如除草、施肥成本）分據總生產成本相

當大之比例，為突顯其重要性和裨益於進一

步分析，本研究將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項目

個別獨立為生產成本要素之一，加上間接成

本作為本文之三個主要成本分類。

　　為探究台灣有機農產品「高」生產成本

之結構因素，本研究於2005年分別選取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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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水果、水稻、茶等四種不同作物類型且資料較為詳細完整之有機農場各一，進行生產

成本結構之分析，其農場和經營主特質說明如下表：

表一、個案農場及經營者特質

編號 農場特質 經營者特質

作物別 地區別
面積　
(單位:

分)
土地來源

耕作
年數

經營
型態

栽培方式
年齡　

(歲)
農校
出身

專兼
業別

1 蔬菜 中部 7.00 自行購買 8 單一
露天和施

設
49 否 專業

2 果樹 南部 10.50 自行購買 7 單一 露天 72 否 專業

3 水稻 東部 135.00 繼承而來 11 單一 露天 46 否 兼業

4 茶樹 北部 8.00 繼承而來 9 單一 露天 36 是 兼業

二、個案農場直接材料１比較

　　從表二可看出個案蔬菜、果樹農場和水

稻田之直接材料費以種苗費佔最大比例；

而茶樹農場則以收穫後處理資材費用為最大

宗，另外果園之收穫後處理資材費用和水稻

田之有機堆肥費用也相當可觀。種苗費用佔

蔬菜個案農場的直接材料比例極大，主因該

農場全年365天皆有生產蔬菜，每7天就必需

自製種苗一次費用約2萬元，自行培育種苗

雖然需要多花費人工，但卻可避免購買而來

的種苗，殘留化學肥料或藥劑；種苗費用次

高者為果樹個案農場，在颱風等天然災害的

威脅下，果樹雖然是多年生作物，但也常不

敵大自然的力量，因此，當年度只要颱風有

過境，便需要進行補植；相較之下，茶樹雖

然亦是多年生作物，但樹勢較低，故而只要

在未受到病蟲害侵入且未老化的情形下，茶

樹普遍可存活較多年，因此茶樹個案農場該

年度並未支出種苗費。

　　而作物生長期間所需養分，除了從土

壤、陽光、水份等環境因子汲取之外，尚需

外部適時供給所需之營養，有別於化學肥料

速效且量省之特性，有機肥料的肥效較慢且

需多次施用才能有相同之功效，加上有機肥

料自然醱酵的製作時間較長，造成有機肥料

的成本較高。在肥料的支出上，茶樹個案農

場之有機堆肥成本佔最多，其次則為多次複

作的蔬菜個案農場。

　　當作物收獲後，其後續資材處理費用部

份，若包裝費用等支出交由買家負擔，則該

農場就無需支出此部分的材料費（如蔬菜個

案農場）。若需農場自行處理收獲物，諸如

水果的包裝費用每分地約需10500元，佔果

樹個案農場平均直接材料費的91.96％，顯

示該農場的材料支出上，水果的後續處理材

料費佔很大的比重；以茶葉收成後的處理過

程而言，從茶葉採收到曬、烘等調製過程，

直到包裝成罐或密封成一包一包，其包裝過

程越複雜、手續越多道，則耗費的材料費用

就越多（如茶樹個案農場）。

１指構成有機農產品之主要成分，且可直接及精確的歸屬於產品之材料成本，如種苗費(種

籽費)、有機肥料費、有機資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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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指直接從事有機生產所耗費之人工成本，如人工費、機械工費。

表二、個案農場之直接材料分佈

個案農場 蔬菜 果樹 水稻 茶樹

直接材料項
目

元/分地 （％） 元/分地 （％） 元/分地 （％） 元/分地 （％）

種
　
苗
　
費

購買種
子、種苗

5227 (20.11) 7722 (66.69)

贈與種
子、種苗

2412 (9.28)

自產種
子、種苗

137143 (93.02) 3400 (13.08)

有
機
肥
料

堆肥 10286 (6.98) 1832 (7.05) 800 (6.9) 10938 (43.31)

液肥 1703 (6.55) 1850 (15.97)

有
　
機
　
資
　
材

土壤肥力
改良資材

289 (1.11)

病蟲害防
治資材

286 (1.1) 1215 (10.49) 750 (2.97)

微生物資
材

343 (1.32) 312.5 (1.24)

收穫後處
理資材

10500 (40.39) 13250 (52.48)

合計 147429 (100) 25992 (100) 11587 (100) 13326 (100)

三、個案農場直接人工２比較

　　有機農場人力的支出情形，從不同的作

物別來看，茶樹個案農場的每分地人工耗費

最多，依次為果樹、蔬菜和水稻田。雖然採

行有機栽培，但茶葉生長期間，除固修剪葉

片及施肥外，遭受病蟲害的情形並不多見，

不需要經常進行防治，整體而言，茶樹平日

的田間管理工作並不多，大多時間花在經營

店面為主，販賣有機茶自產自銷，有空閒時

再去做田間工作，因此人工部份除了耗費在

施肥、採剪茶的人工上，大部份的人工皆花

費在茶葉收獲後的調製過程中，整體而言，

與一般慣行農法之茶葉農場相比，該農場經

營者以一甲地的肥料量來算，有機肥一年約

需300包，而化學肥料一年則約需50包就夠

了，有機肥比起化學肥料需多施6倍的量，

相對上施肥的人工也相差了6倍之多；而果

樹有機栽培則因露天栽培，蟲害、雜草等防

治工作不易進行，又無法噴灑化學農藥，因

此極需大量的人力進行機械、人工除草，該

農場經營者認為造成該農場人工高的原因，

在於除草的人工與一般慣行農法農場相比，

除草工高約1.5倍，是以該農場人工成本居

四類型農場之第二高（果樹個案農場）。

　　而個案水稻田相較於其它3家有機農

場，人工耗費最少，因該農場面積約135分

地，算是大面積的栽培方式，該農場經營者

和茶樹有機經營者一樣皆為兼職，在有機水

稻病蟲害、雜草危害情形亦不多且控制得宜

的情況下，田間工作人力的支出並不高，與

茶樹不同之處在於水稻收獲後的人力支出並

不多，故而在四類型有機農場裡，水稻有機

栽培的人工支出最低，但與一般採慣行農法

栽培的水稻田相比，該農場經營者認為有機

水稻田的除草人工平均每公頃約需多支出

3,500元的除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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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個案農場之直接人工分佈

個案農場 蔬菜 果樹 水稻 茶樹

直接人工
項目

元/分地 (％) 元/分地 (％) 元/分地 (％) 元/分地 (％)

自家工 12857 (60) 35619 (64.48) 3600 (33.61) 63242 （86.93）

雇工費 8572 (40) 19619 (35.52) 7111 (66.39) 9508 （13.07）

合計 21429 (100) 55238 (100) 10711 (100) 72750 （100）

四、個案農場間接成本３比較

　　由表四可看出蔬菜個案農場是四類型有

機農場中，平均間接成本最高的，依次為

茶樹、果樹和水稻田。造成差距的項目主要

在於能源費、有機農產品標章費，在全年皆

有生產蔬菜的情況下，為保持蔬菜鮮度需要

低溫冷藏，每個月下來電費支出極大，因此

在能源費用的支出上是必定的，而標章費用

舉凡農場每生產一包250g的蔬菜，上面皆必

需貼上有機農產品標章，因此有機農產品標

章用量極大，該年度標章費用約10500元，

這部份的成本有別於一般慣行農法的蔬菜農

場，因為透過標章費的使用相對可換來消費

者的信賴，是一種甜蜜的負擔。但也有例外

的情形，像是果樹個案農場因產量不多約有

14/15的產品銷往拍賣市場，僅就少數1/15

的產量賣到有機店，是以該農場有機農產品

上面有貼有機農產品標章，只有少數幾張而

已，其顧客主要以農場主個人的信用作為信

賴的依據，此情形下有機農產品標章的費用

極少且不易計算（買一年份即可分好幾年使

用），故在此並未記錄有機農產品標章的金

額，相較之下，該農場的間接成本主要分別

由驗證機構參加費用、能源費、購水費這三

類所組成，與一般慣行農法之果樹農場需多

付出，三者中的驗證費用，這部份的費用對

小面積栽培的有機農場而言，驗證費平均分

攤後，比起大面積有機農場每分地單位成本

要來的較高。

３泛指扣除直接材料與直接人工以外之生產成本，如油費、電費、水費、有機農產品標章

費、驗證費、地租、貸款利息。

表四、個案農場之間接成本分佈

個案農場 蔬菜 果樹 水稻 茶樹

間接成本項目 元/分地 （％） 元/分地 （％） 元/分地 （％） 元/分地 （％）

能源費 10071 (42.99) 513 (34.87) 9895 (91.27)

購水費 386 (26.24)

有機農產品標章費 10500 (44.82) 83 (19.95) 250 (2.31)

驗證費用 2857 (12.19) 572 (38.89) 333 (80.05) 700 (6.42)

地租

貸款利息

合計 23428 (100) 1471 (100) 416 (100) 108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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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而言，將四類型有機農場之生產成

本費用整理比較如表5，在平均直接材料的

部份，蔬菜個案農場支出最多，因為本個案

蔬菜有機農場為設施栽培且複作次數極高的

農場，高生產頻率造就了高額的材料成本；

而人工部份，則是茶樹個案農場受到茶葉收

獲後人工費用支出較多的影響，導致每分地

的平均直接人工費用最多；而間接成本項

目，因受到能源費、有機農產品標章費的影

響，所以蔬菜個案農場平均間接成本支出最

多；整體而言，四類型有機農場每分地平均

單位總生產成本最高的是蔬菜個案農場，高

額的材料成本和間接成本導致個案蔬菜有機

農場的單位總生產成本較高，依次為茶樹、

果樹和水稻農場。

五、結論

　　從有機農場生產成本之結構分佈來看，

在直接蔬菜個案農場的直接材料比例極大，

因複作次數高在蔬菜的種苗費上支出較多；

而有機堆肥成本佔最多的則是茶樹個案農

場，高度依賴外部養份的補充，造成有機肥

料的成本較高，此外，栽培過程中為避免病

蟲害危害茶葉之品質，破壞嗜口性，無法噴

灑農藥化學藥劑的情況下，必需嚴格進行有

機資材的防治，待茶葉收獲後，又歷經繁複

的調製過程，這些步驟中所耗費的材料是四

家個案有機農場中最高的。

　  在四家個案有機農場中，發現茶樹個案

農場的人工耗費最多，大多耗費在在茶葉

收獲後的調製過程中；而個案水稻田的人工

成本則耗費最少，因為受到大面積栽培的影

響，相較於其它三類型有機農場，除了田間

工作以外，人工成本最大的不同之處，即在

於水稻收獲後的人力支出並不多，所以在四

類型有機農場裡，水稻有機栽培的人工支出

最低。

　　在間接成本而言，蔬菜個案農場的間接

成本是最高的，最大的差距在於能源費、

有機農產品標章費，除了隨產量增加而升高

的能源費用，高生產且小單位包裝的有機蔬

菜，是蔬菜有機農場能源費、有機農產品標

章費較高的原因。

　　整體而言，蔬菜個案農場是四類型有機

農場中每分地總生產成本最高的，與其它家

有機農場相互比較後，無論是在種苗成本、

有機肥、有機資材等材料成本上都有偏高的

情形，而間接成本部分，則因蔬菜有機農場

未受地租、貸款等影響，僅在有機農產品標

章費上呈現較高的成本。

表五、個案農場總生產成本結構分佈

個案農場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間接成本 總生產成本

元/分地 （％） 元/分地 （％） 元/分地 （％） 元/分地 （％）

蔬菜 147429 (76.67) 21429 (11.14) 23428 (12.18) 192286 (100)

果樹 25992 (31.43) 55238 (66.79) 1471 (1.78) 82701 (100)

水稻 11587 (47.31) 12489 (50.99) 416 (1.7) 24492 (100)

茶樹 25251 (23.20) 72750 (66.84) 10845 (9.96) 108846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