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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大佃農農場經營規模與成本效率之研究
－隨機邊界法之應用
廖珈暉 1、黃炳文 2 *
摘 要 2009 年起農委會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雖使稻作大佃農經營面積擴大，但經營規模與成本效率的關聯為
何？本研究採用 Farrell(1957)生產邊界觀點，並考量稻作生產易受天候、自然環境等隨機性因素影響，建立 translog
隨機成本函數；探討 2013 年一期稻作大佃農的成本效率，分析不同規模大小的農戶效率差異。實證結果顯示氣候、
天災等隨機性因素為造成一期作成本無效率的主因。成本效率較佳的農戶平均經營規模在 15 公頃以上，顯示成本效
率佳的農戶普遍耕作大規模稻田。另一方面，依規模別探討成本效率差異，發現規模越大則平均成本效率越高，與前
者得到一致性的結果。根據實證結果，本研究建議農政單位宜明訂出重大天然災害的救助或保險規範；另外，建議農
政單位透過擴展租地補助措施，使稻農有更高的誘因來擴大經營面積，期能提升稻作的整體成本效率。
關鍵詞:隨機邊界法、成本效率、稻作大佃農、經營規模。

Farm Sizes and Cost Efficiency of Rice Big Tenants:
Applic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Chia-Hui Lioa1 and Biing-Wen Huang2 *
Abstract The rice big tenants have been increasing farming acreage sinc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proposed “Small Landlords and Big Tenants” in 2009. However, have those farmers actually had higher
cost efficiency with larger farming acreag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follows Farrell’s the
“production frontier” concept and considers the stochastic factors such as weather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n, stochastic frontier translog cost function is set up to calculate the cost efficiency to the first period
farming of rice big tenants in 2013. The comparison of cost efficiency with different farm sizes is also analyz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environment factor is the main reasons to cause the inefficient
phenomenon in the first period. Furthermore, the tenants who cultivate more than 15 hectares can get higher
cost efficiency. Bas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learly regulate the
compensation or insurance of the farmers’ loss when the natural disasters occur.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can enlarge “rental subsidy” policies to encourage rice tenants to rent more farms and improve their cost
efficiencies.
Keywords: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Cost efficiency, Rice big tenant, farm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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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台灣農戶耕地規模大多小於 1 公頃，不利於提高農
家所得及從農意願，以致降低農地利用。為促進活化農
地利用及提高務農誘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
委會)自 2009 年 5 月起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鼓
勵無意自行耕作的地主透過農地銀行將農地出租，並給
予優惠措施，讓有意願擴大經營規模的農民承租農地，
希望藉此提升農業整體競爭力，鼓勵年輕族群投入農業
生產，使農業勞動結構年輕化，促進農地永續利用。根
據農委會統計資料，大佃農中以稻作經營者居多(黃炳
文，2013、2014)，雖「小地主大佃農」政策雖使稻作
農戶耕地面積擴大，但面積擴大後的農戶成本效率如
何?係為各界關注的議題之一。
國內探討稻作相關的文獻大致可分為三類，首先為
探討不同期間台灣各縣市稻作生產效率及生產力變動的
文獻，例如戴錦周(2006)、呂惠蓉等(2012)及郭芫卉等
(2015)。其次為將一般稻農與其他稻農做比較，例如徐
玉玶(2001)比較一般稻農與有機米農戶成本投入與產出
差異；林聖超(2006)及楊明憲(2013)等研究發現產銷專
業區稻農比一般農有更高利潤效率。而有關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對稻作產業的影響方向，例如陳世芳(2013)研究
政策後兩種水稻經營模式與經營規模之成本收益，發現
經營規模擴大能使農戶賺款增加。綜合觀之，較少文獻
分析稻作大佃農農場經營規模與成本效率的關聯，其中
成本效率較佳的經營規模為何？將關係著未來相關政策
的推動方向，故此議題值得做進一步探討。
根據上述，本研究目的將估測稻作大佃農的成本效
率，並探討不同規模大小的成本效率差異，嘗試找出成
本效率最佳時的經營規模。不同於先前探討稻作效率文
獻多使用生產函數作為分析工具，本研究針對成本面來
探討，並考量稻作生產易受天災、氣候等隨機性因素影
響，使用隨機邊界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SFA)來估算稻作大佃農之成本效率。實證結果可供農政
單位推動相關政策的參考，亦可供稻作大佃農調整經營
規模之決策基礎。

二、隨機成本邊界與成本效率
成本邊界是由某特定產出所推導出的成本極小化，
受限於特定生產技術或生產可能集合(PPS)。成本效率
(cost efficiency，表示為 CE)定義為實際成本與成本邊界
之比值，即 CE≥1。
假設有 j 項生產投入，投入價格向量為

P=(𝑃𝑃1 , 𝑃𝑃2 , … , 𝑃𝑃𝑗𝑗 )，投入量向量為 x=(𝑥𝑥1 , 𝑥𝑥2 , … , 𝑥𝑥𝑗𝑗 )，此時生
產成本為:

(1)

C = 𝑃𝑃1 𝑥𝑥1 + 𝑃𝑃2 𝑥𝑥2 + ⋯ + 𝑃𝑃𝑗𝑗 𝑥𝑥𝑗𝑗

成本邊界定義為在生產可能集合(PPS)下，生產某特
定產出 y 時之最小成本組合𝐶𝐶 ∗ ，可解釋為產出 y 固定後
尋求最適要素投入量 x，而成本邊界為產出 y 與投入價格
P 之函數:
𝐶𝐶 ∗ =min{C | y,(y,x)∈PPS}

(2)

∗

(3)

= 𝐶𝐶 (𝑦𝑦, 𝑃𝑃)

隨機成本邊界函數將誤差項分為隨機性誤差及人為
技術誤差，如下:
ln(C)=ln(𝐶𝐶 ∗ )+v+u

(4)

=ln(F(P1 , P2 , P3 , … , Pj , y))+v+u

其中，𝐶𝐶 ∗ =F(P1 , P2 , P3 , … , Pj , y)為一種具有 j 項投入價

格與一項產出之成本邊界函數，ε =v+u 為組合性誤差

(error component)，因為農業生產過程中容易遇到一些

人為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氣溫或自然天災，而這些外在
因素也會影響生產情況，因此在隨機邊界法(SFA)中將誤
差項設定為兩個部份，其中 v 為農戶無法控制的隨機性
誤差項，服從對稱性的常態分配，即 v~N(0,𝜎𝜎𝑣𝑣2 )；u 為農
戶可以控制的人為技術無效率誤差項，又稱為對稱性隨

機干擾項，服從半常態分配(half normal distribution)，
u~N|(0,𝜎𝜎𝑢𝑢2 )|，即 u 大於 0，且 v 和 u 各自獨立。其估計
值 可 藉 由 最 大 概 似 估 計 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MLE)來求得。
成本邊界函數𝐶𝐶 ∗ =F(P1 , P2 , P3 , … , Pj , y)須滿足一些統

計上的特性，例如，成本函數對產出 y 為具備非遞減性

(單調性，monotonicity)，代表生產越多，其成本越高。
以及投入價格 P 之非遞減性(單調性，monotonicity)及
凹性(concave)，亦即投入價格 P 之增加將不會減少成本，
而且會以非遞增比率的方式來增加成本。
成本函數亦為投入價格 P 之一階齊次性
(homogeneous of degree one)函數，代表若將所有投
入價格增加 t 倍，其成本亦會增加 t 倍。齊次性可表示如
下式：
(5)

F(t𝑃𝑃1 , t𝑃𝑃2 , … , t𝑃𝑃𝑗𝑗 , 𝑦𝑦)=tF(𝑃𝑃1 , 𝑃𝑃2 , … , 𝑃𝑃𝑗𝑗 , 𝑦𝑦)
1

若將 t 設定為 t= ，則成本函數可寫成:
𝑝𝑝𝑗𝑗

F�𝑃𝑃1 , 𝑃𝑃2 , … , 𝑃𝑃𝑗𝑗 , 𝑦𝑦� = 𝑃𝑃𝑗𝑗 × F(
𝐶𝐶 ∗

𝑃𝑃𝑗𝑗

𝑃𝑃1 𝑃𝑃2
, , … ,1, 𝑦𝑦)
𝑃𝑃𝑗𝑗 𝑃𝑃𝑗𝑗

𝑃𝑃

𝑃𝑃

=𝑃𝑃𝑗𝑗 × 𝐺𝐺(𝑃𝑃1 , 𝑃𝑃2 , … ,
𝑃𝑃1 𝑃𝑃2

𝑗𝑗

𝑗𝑗

= 𝐺𝐺(𝑃𝑃 , 𝑃𝑃 , … ,
𝑗𝑗

𝑗𝑗

𝑃𝑃𝑗𝑗−1
𝑃𝑃𝑗𝑗

𝑃𝑃𝑗𝑗−1
𝑃𝑃𝑗𝑗

, 𝑦𝑦)

, 𝑦𝑦)

(6)

已知成本邊界函數之組合誤差為ε = v + u，個別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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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組合誤差為𝜀𝜀𝑖𝑖 = 𝑣𝑣𝑖𝑖 + 𝑢𝑢𝑖𝑖，下標 i 代表個別農戶代碼，

∞，則誤差ε完全由人為生產無效率所構成。另外Υ𝐶𝐶 為人

誤差項且 u≥ 0，成本效率(CE)參考黃鏡如等(2010)，可

範圍介於 0 到 1 之間，若Υ𝐶𝐶 等於 0 代表誤差項全部由隨

𝑖𝑖 = 1~n，v 代表隨機性誤差，u 代表人為技術無效率的
表示為:

𝐶𝐶𝐶𝐶 = 𝑒𝑒 𝑢𝑢 =

𝐶𝐶

(7)

𝐶𝐶 ∗ 𝑒𝑒 𝑣𝑣

為生產無效率之變異數佔總變異的比例，即Υ𝐶𝐶 =𝜎𝜎𝑢𝑢2 /𝜎𝜎𝑐𝑐2 ，

機性誤差項 v 構成，若Υ𝐶𝐶 等於 1 則代表誤差項全部由人
為技術誤差 u 所構成。

平均成本效率及個別農戶成本效率分別為(8)和(9)式:
𝑢𝑢

𝜎𝜎 2

E(𝑒𝑒 )=2Φ(𝜎𝜎𝑢𝑢 )exp( 2𝑢𝑢) ≥ 1
𝜇𝜇∗
Φ( ∗𝑖𝑖 +𝜎𝜎 ∗ )
𝜎𝜎
𝑖𝑖
𝜇𝜇∗
Φ( ∗𝑖𝑖 )
𝜎𝜎
2
𝜎𝜎𝑢𝑢𝑢𝑢
∗
𝑖𝑖 𝜎𝜎 2
𝑖𝑖
𝐶𝐶

E(𝑒𝑒 𝑢𝑢𝑖𝑖 |𝜀𝜀 )=

其中，𝜇𝜇 =𝜀𝜀

(8)

𝜎𝜎∗2

× exp( 2 + 𝜇𝜇𝑖𝑖∗ ) ≥ 1

，𝜎𝜎∗2 =

(9)

2 2
𝜎𝜎𝑢𝑢𝑢𝑢
𝜎𝜎𝑣𝑣𝑣𝑣

𝜎𝜎𝐶𝐶 2

，Φ(𝜎𝜎𝑢𝑢 )代表以(𝜎𝜎𝑢𝑢 )點進

行評估或衡量之標準常態分配函數。效率值越小或趨近
於 1 者，表示其成本效率相對較佳。
Aigner et al.(1977)定義總變異數𝜎𝜎𝐶𝐶 2 由𝜎𝜎𝑣𝑣2 與𝜎𝜎𝑢𝑢2 組

成，即𝜎𝜎𝐶𝐶 2 =𝜎𝜎𝑣𝑣2 +𝜎𝜎𝑢𝑢2，代表總變異數𝜎𝜎𝐶𝐶 2 是由隨機衝擊的變
異數𝜎𝜎𝑣𝑣2 與人為技術無效率的變異數𝜎𝜎𝑢𝑢2 組成。又𝜆𝜆𝐶𝐶 2

2
𝜎𝜎𝑢𝑢

= 𝜎𝜎2，
𝑣𝑣

λ代表生產無效率誤差 u 在組合性誤差ε中的重要程度，
2

三、實證模型的設立

2

若𝜆𝜆𝐶𝐶 =0 此時誤差ε完全等於隨機性誤差；反之，若𝜆𝜆𝐶𝐶 →

根據前節有關隨機成本函數的原理，本研究假設成
本函數可由產出(y)、人工價格(𝑃𝑃𝐿𝐿𝐿𝐿 )、土地租金(𝑃𝑃𝐴𝐴𝐴𝐴 )、機工

價格((𝑃𝑃𝐾𝐾𝐾𝐾 )、肥料價格(𝑃𝑃𝐹𝐹𝐹𝐹 )、農藥價格(𝑃𝑃𝐵𝐵𝐵𝐵 )及種苗價格(𝑃𝑃𝑆𝑆𝑆𝑆 )
等七項變數構成，此外，一併探討農場主特性對成本面人

為技術無效率誤差𝑢𝑢𝑖𝑖 的影響，包含農場經營者年齡(𝑧𝑧1𝑖𝑖 )、
務農年數(𝑧𝑧2𝑖𝑖 )、教育水準(𝑧𝑧3𝑖𝑖 )、地區別:北部地區(𝑧𝑧4𝑖𝑖 )；中

部地區(𝑧𝑧5𝑖𝑖 )；南部地區(𝑧𝑧6𝑖𝑖 )，是否參與契作(𝑧𝑧7𝑖𝑖 )等七項特
性。

本文依據 Battese and Coelli(1995)之隨機成本邊界
模型，並依據(6)式，建立了 translog 隨機邊界成本實證
模型，如(10)式：

𝑢𝑢𝑖𝑖 = 𝛿𝛿0 + 𝛿𝛿1 𝑧𝑧1𝑖𝑖 + 𝛿𝛿2 𝑧𝑧2𝑖𝑖 + 𝛿𝛿3 𝑧𝑧3𝑖𝑖 + 𝛿𝛿4 𝑧𝑧4𝑖𝑖 + 𝛿𝛿5 𝑧𝑧5𝑖𝑖 + 𝛿𝛿6 𝑧𝑧6𝑖𝑖 + 𝛿𝛿7 𝑧𝑧7𝑖𝑖 + 𝜌𝜌𝑖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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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推得之最適化成本函數，需符合成本函數對要素投

間接費用包括地租(含自給及租入)，以及設算資金

入價格具一階齊次性(homogeneous of degree one)的

利息。

限制條件，因此上式中之成本與各投入價格皆同時除以
人工價格𝑝𝑝𝐿𝐿 。其中:

田面積，可得每公頃稻穀產量，以公斤為單位。

2. 投入價格變數

𝑖𝑖:個別農戶代碼，𝑖𝑖 = 1~n

(1)每小時人工價格(𝑃𝑃𝐿𝐿𝐿𝐿 ):每公頃人工費用除以每公頃人

𝑗𝑗:代表個別農戶的農場投入或農場主特性

工時數(含自給男、女工時數及雇用男、女工時數)，

α, β:待估係數
𝐶𝐶𝑖𝑖

𝑃𝑃𝐿𝐿𝐿𝐿

:平均每公頃總調查成本相對人工價格

可得以小時為單位之人工價格。
(2)每小時機工價格(𝑃𝑃𝐾𝐾𝐾𝐾 ):每公頃機工費用除以每公頃

𝑦𝑦𝑖𝑖 :平均每公頃稻穀產出(公斤)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
𝑃𝑃𝐿𝐿𝐿𝐿
𝑃𝑃𝐹𝐹𝐹𝐹

𝑃𝑃𝐿𝐿𝐿𝐿

位之機工價格。

:平均每公頃機工價格相對人工價格

(3)每公頃土地租金(𝑃𝑃𝐴𝐴𝐴𝐴 ):農戶租入田總租金除以農戶調

:平均每公頃肥料價格相對人工價格

𝑃𝑃𝐿𝐿𝐿𝐿
𝑃𝑃𝐵𝐵𝐵𝐵
𝑃𝑃𝐿𝐿𝐿𝐿
𝑃𝑃𝑆𝑆𝑆𝑆

機工時數(含自給時數及雇用時數)，可得以小時為單

:平均每公頃土地租金相對人工價格

𝑃𝑃𝐿𝐿𝐿𝐿
𝑃𝑃𝐾𝐾𝐾𝐾

查田面積，可得每公頃土地租金，本研究沒扣除政

:平均每公頃農藥價格相對人工價格

府的地租補助金額。

:平均每公頃種苗價格相對人工價格

(4)每公斤稻穀之肥料投入價格(𝑃𝑃𝐹𝐹𝐹𝐹 ):參照吳秉叡、陳怜

𝑧𝑧1𝑖𝑖 : 經營者年齡(年)

君(2010)變數處理方式，將每公頃肥料費用除以每

𝑧𝑧2𝑖𝑖 : 務農年數(年)

公頃稻穀產量，轉換成每公斤稻穀所要投入的肥料

𝑧𝑧3𝑖𝑖 : 教育程度(1:國中以上，研究所(含)以下；0:國中

(含)以下)

𝑧𝑧4𝑖𝑖 : 農場縣市別(1:北部地區；0:其他)

格的替代變數。

𝑧𝑧7𝑖𝑖 : 是否參與契作(1:是；0:否)

𝑢𝑢𝑖𝑖 :農戶𝑖𝑖之人為無效率誤差項，為非負截斷性常態分
變異數為 𝜎𝜎𝑢𝑢2 ，𝑢𝑢𝑖𝑖

≥0。

𝜌𝜌𝑖𝑖 :無效率影響部分之迴歸誤差項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
𝐿𝐿𝐿𝐿

𝑃𝑃𝑆𝑆𝑆𝑆

ln �𝑃𝑃 �為 P3，ln � 𝑃𝑃 �為 P4，ln �𝑃𝑃 �為 P5。
𝐿𝐿𝐿𝐿

𝐿𝐿𝐿𝐿

格及農藥價格相同，將每公頃種苗費用除以每公頃
稻穀產量，可得每公斤稻穀所要投入的種苗價格，

𝐿𝐿𝐿𝐿

3. 經營者特性
根據 Battese and Coelli(1995)之模型假設 u 為成本
函數之人為技術無效率誤差，而農場經營者特性可能會

𝑃𝑃𝐾𝐾𝐾𝐾

為簡化變數之表示，令 ln � 𝑃𝑃 �為 P1 ，ln � 𝑃𝑃 �為 P2 ，
𝑃𝑃𝐵𝐵𝐵𝐵

(6)每公斤稻穀之種苗投入價格(𝑃𝑃𝑆𝑆𝑆𝑆 ):處理方式與肥料價
作為種苗價格的替代變數。

η𝑖𝑖 : η𝑖𝑖 即是𝑣𝑣𝑖𝑖，為農戶𝑖𝑖之隨機性誤差項，呈常態分

配，即𝑣𝑣𝑖𝑖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0，𝜎𝜎𝑣𝑣2 )。

(5)每公斤稻穀之農藥投入價格(𝑃𝑃𝐵𝐵𝐵𝐵 ):處理方式與肥料價
可得每公斤稻穀所要投入的農藥價格，作為農藥價

𝑧𝑧6𝑖𝑖 : 農場縣市別(1:南部地區；0:其他)
配，即𝑢𝑢𝑖𝑖 ~N|(0,𝜎𝜎𝑢𝑢2 )|，

價格，作為肥料價格的替代變數。
格相同，將每公頃農藥費用除以每公頃稻穀產量，

𝑧𝑧5𝑖𝑖 : 農場縣市別(1:中部地區；0:其他)

𝑃𝑃𝐹𝐹𝐹𝐹

(2)平均每公頃稻穀產量(𝑦𝑦𝑖𝑖 ):農戶稻穀總產量除以調查

𝐿𝐿𝐿𝐿

四、變數定義與敘述統計
(一)變數定義與處理
本研究變數處理將總成本、產量、投入要素費用皆
除以各農戶調查田面積(公頃)，即以每公頃調查田面積為
單位來進行實證分析。
1. 總調查成本及產出變數
(1)每公頃總調查成本(𝐶𝐶𝑖𝑖 ):包含直接費用與間接費用。直
接用包括工資(含人工費及機工費)、肥料費用、農藥
費用、種苗費用、其他能源費、材料費及購水費。

影響農戶成本無效率。故本研究加入經營者特性之相關
變數，探討對無效率的影響，茲分別說明如次。
(1)農場經營者年齡( 𝑧𝑧1𝑖𝑖 )：依農場主要經營的年齡列計。
(2)務農時間(𝑧𝑧2𝑖𝑖 ))：依農場主要經營者的實際務年數列
計。

(3)教育水準(𝑧𝑧3𝑖𝑖 )：採虛擬變數𝑧𝑧3𝑖𝑖 =1 為國(初)中以上；
𝑧𝑧3𝑖𝑖 =0 為國(初)中(含)以下。

(4)地區別(z4i , 𝑧𝑧5𝑖𝑖 , 𝑧𝑧6𝑖𝑖 )：依「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102

年度科技計畫研究報告-強化專業稻作戶生產成本
調查之研究」受訪農戶的地區配置，本研究將地區
別分為，北部地區(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中
部地區(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南部地區(嘉義
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及東部地區(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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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花蓮縣)，設定虛擬變數𝑧𝑧4𝑖𝑖 =1 代表農戶位

(二)資料來源與變數敘述統計

表農戶位於中部；𝑧𝑧5𝑖𝑖 =0 農戶不位於中部。虛擬變數

年度科技計畫研究報告-強化專業稻作戶生產成本調查之

虛擬變數𝑧𝑧4𝑖𝑖 =𝑧𝑧5𝑖𝑖 =𝑧𝑧6𝑖𝑖 =0 時，表示農戶位於東部地區。

扣除兩農戶田地完全自給，無租入田地租金費用變數之

於北部；𝑧𝑧4𝑖𝑖 =0 農戶不位於北部。虛擬變數𝑧𝑧5𝑖𝑖 =1 代

本研究資料來源，係引用「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102

𝑧𝑧6𝑖𝑖 =1 代表農戶位於南部；𝑧𝑧6𝑖𝑖 =0 農戶不位於南部；

研究」調查稻作大佃農一期作資料，其樣本農戶 395 戶，

(5)是否參與契作(𝑧𝑧7𝑖𝑖 )：因為台灣農業易受天然災害影

農戶，故本研究樣本農戶計有 393 戶。各變數的敘述統

響，故天災影響價格波動明顯，根據「行政院農委

計，如表 1 及表 2 所示。平均每戶的稻作調查田面積約

會農糧署 102 年度科技計畫研究報告-強化專業稻

有 17 公頃，而每公頃生產成本為 123,258 元，其中的土

作戶生產成本調查之研究」之定義，
「契作」係以簽

地租金平均每公頃為 35,047 元。又依黃炳文(2013)調查

訂或口頭協議之契約進行買賣，可利用賣場、糧商

資料，調查田平均每公頃農政單位的租金補貼為 22,875

或農會等穩定農產品的價格，因此本研究欲探討農

元。又樣本平均每公頃的產量為 6192 公斤，人工價格每

戶參與契作是否會影響成本效率，故設定虛擬變數

小時約 148 元，而機工每小時約 752 元。另農場經營者

𝑧𝑧7𝑖𝑖 =1 為農戶參與契作，𝑧𝑧7𝑖𝑖 =0 為否。

平均年齡為 47 歲，務農年數有 21 年；有 309 人的教育
程度在國中以上，而參與契作者有 80 戶。

表 1 樣本變數之敘述統計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變數

單位

平均數

標準差

極大值

極小值

調查田面積

公頃

17.09

11.82

80.00

2.00

總成本

元/公頃

123258.30

22642.49

174589.32

46441.87

總產量

公斤/公頃

6191.74

1285.36

9231.50

3000.00

人工價格

元/小時

147.51

35.01

262.54

97.75

土地租金

元/公頃

35046.91

9903.89

59310.34

2732.24

機工價格

元/小時

752.47

261.57

1951.94

359.59

肥料價格

元/公斤

2.01

0.66

4.98

0.68

農藥價格

元/公斤

2.00

0.87

5.97

0.28

種苗價格

元/公斤

1.56

0.36

3.08

0.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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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表 2 樣本經營者特性之敘述統計
Table 2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Operators’ Characteristics
變數

單位

平均數

標準差

極大值

極小值

年齡

年

47.00

9.60

74.00

26.00

務農時間

年

20.57

12.58

60.00

2.00

教育程度

---

經營者中有 84 人教育程度為國(初)中(含)以下，有 309 人為國中以上。

北部地區

---

70 戶。

中部地區

---

124 戶。

南部地區

---

101 戶。

東部地區

---

98 戶。

是否契作

---

有 80 戶農戶參與契作，313 戶沒參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實證結果分析
應用電腦軟體 Frontier4.1，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LE)
來進行估測(10)式之實證模型，隨機成本邊界函數估測結
果如表 3 所示。模型估測的 log-likelihood 值為 3.938，
2

大於臨界值𝑥𝑥 0.1 (1)= 2.706，因此檢定結果為拒絕「H0 :無
效率不存在」之假設，可推論存在成本無效率。其中Υ𝐶𝐶 =

𝜎𝜎𝑢𝑢 2 ⁄𝜎𝜎𝑐𝑐2 ，代表人為技術無效率佔整體無效率的比例，
ΥC =0.010 呈現人為影響只有 1%，可推論有 99%皆為隨

機性無效率，又λ𝐶𝐶 2 值為 0.01，表示σv 2 大過於𝜎𝜎𝑢𝑢 2，隱含
無效率中以隨機性影響為大，例如可能受天然災害的影

響。此外，影響人為無效率的農場主特性中，務農年數有
顯著正的影響；此間概可能大佃農若為青壯年者(務農年
數較低者)，較能採用新觀念或新技術或新設備，有助於
降低人為的無效率；相對的，務農年數較高者，較習慣於
其既有的觀念或技術或設備(可能為舊款式)，因而影響其
人為無效率。
根據實證模型的估測結果，可用以估算個別農戶的
成本效率及其次數分配，如表 4 所示。平均每戶的成本
效率為 1.03，頗接近最佳成本效率值 1，意涵稻作大佃農
的農場經營效率頗佳。再者，成本效率分布頗集中，各農

戶間效率差異較小，高達 63%農戶之成本效率介於
1.00≤ CE<1.02 之區間，顯示成本效率較佳者(效率值低
於 1.02)的經營規模係在 12 公頃以上。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102 年度科技計畫研究
報告-強化專業稻作戶生產成本調查之研究」之規模別分
類:面積<5 公頃、5 ≤ 面積<10 公頃、10 公頃≤面積<15
公頃、15 公頃≤面積<20 公頃以及面積 ≥ 20 公頃等五個
組別，進一步比較各規模別的農戶成本效率如表 5 所示。
根據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在 α =0.005 的水準之下，拒
絕虛無假設(H𝟎𝟎 =不同稻作面積規模的農戶與成本效率值

大小無關)，可推知農戶成本效率值會因為經營規模的大

小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其中經營面積≥20 公頃的農戶數
為最多，且平均成本效率 1.014 為規模別中效率最佳；次
佳為 15≤面積<20 的 1.016，接續為 10≤面積<15 之 1.03，
5≤面積<10 以及面積<5 之平均效率皆為 1.038。再依
Scheffe 檢定，可推知規模別在面積<5、5≤面積<10 、
10≤面積<15 等三組的成本效率值無顯著差異，然顯著大
於 15≤面積<20、20≤面積等兩組，而 15≤面積<20、20≤
面積等兩組並無明顯差異，此意涵稻作大佃農的經營面
積宜在 15 公頃以上，將可獲致較佳的成本效率。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2): 79-88 (2017)

表 3 稻作大佃農之隨機成本邊界函數估測結果
Table 3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Stochastic Frontier Translog Cost Function
自變數
參數
參數估計值
t值
35.406
35.830***
常數項
ln(y)
-6.951
-9.129***
P1
-0.747
-0.881
P2
0.834
0.810
P3
0.782
0.844
1.307
1.407*
P4
P5
-2.236
-2.408***
0.270
2.696***
P1*P2
-0.231
-0.682
P1*P3
-0.267
-0.642
P1*P4
-0.245
-1.563*
0.090
0.152
P1*P5
-0.017
-0.062
0.152
0.399
P2*P3
0.022
0.088
P2*P4
P2*P5
0.199
0.221
0.387
1.489*
0.111
0.634
P3*P4
P3*P5
-0.848
-1.199
0.109
1.769**
0.019
0.048
P4*P5
0.421
1.026
1.098
3.853***
P1*ln(y)
-0.137
-0.707
P2*ln(y)
0.078
0.309
P3*ln(y)
-0.002
-0.010
P4*ln(y)
0.031
0.234
P5*ln(y)
0.257
0.790
-0.027
-0.276
常數
-0.002
-0.589
年齡
務農時間
0.003
1.512*
教育
0.003
0.093
0.020
0.302
北部
中部
0.103
0.888
南部
0.036
0.543
是否契作
0.015
0.359
0.015
8.375***
0.010
0.096
*
0.00992
0.1059
Log-likelihood
3.9381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分別表示 t 統計量達 10%、5%、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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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稻作大佃農成本效率次數分配
Table 4 The Cost Efficiency Distribution of Rice Big Tenants
效率值

戶數(百分比)

平均面積(公頃)

1.00≤ CE <1.02

247(63%)

20.17

1.02≤ CE <1.04

43(11%)

12.83

1.04≤ CE <1.06

24(6%)

11.46

1.06≤ CE <1.08

52(13%)

11.92

1.08≤ CE <1.10

22(5.7%)

10.65

1.10≤ CE <1.12

5(1%)

10.96

1.12≤ CE <1.14

1(0.3%)

13.67

平均數 1.03

393(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 稻作大佃農規模別之成本效率比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Rice Big Tenants’ Cost Efficiency with Farm Sizes
規模別(公頃)

農戶數

平均面積(公頃)

平均效率

(a)面積 <5

19

3.58

1.038

(b)5≦面積<10

97

7.22

1.038

(c)10≦面積<15

95

12.09

1.030

(d)15≦面積<20

63

16.77

1.016

(e)面積≧20

119

31.47

1.014

F值

Scheffe
a>d,e

13.115

∗

b>d,e
c>d,e

註：同表 3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農委會實施「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下的
稻 作 大 佃 農 為 研 究 對 象 ， 採 用隨 機 性 邊 界法 來 建 立
translog 成本函數，衡量一期稻作生產的成本效率。實
證結果估測得平均成本效率分別為 1.03，顯示稻作大佃
農的成本效率頗佳。造成無效率的原因，人為技術無效率
只佔 1%，有 99%的比率來自於隨機性因素，例如氣候及
天災，可知天然災害的保障規範對農戶頗為重要性。農戶
間 效 率 差 異 不 大 ， 高 達 63% 農 戶 成 本 效 率 集 中 在
1.00≤CE<1.02。由成本效率的分布，成本效率較佳者，
相對的經營規模較大。
將經營規模別分成:面積<5 公頃、5≤面積<10、10≤
面積<15、15≤面積<20、面積 ≥ 20 公頃等五類，經 F 檢
定顯示規模別間之成本效率有顯著差異。再透過 Scheffe

於專業農家，若生產受天然災害等影響，大佃農的家計生
活及投資支出將受嚴重衝擊，為降低大佃農的農業經營
風險，農政單位宜針對大佃農的災害救助，寬列相關標準，
或專案辦理所得保險，藉此亦可穩固大佃農的務農意願，
甚至可提高青年參與務農的誘因 。
再者，本研究發現經營面積達 15 公頃以上者具有
較高成本效率，因此建議農政單位未來在輔導大佃農時，
宜朝此經營規模發展，期能使稻作的整體成本效率提升。
為達此目標，可提振農地銀行的媒合功能，以及開放租地
規範，例如大佃農主要承租符合農政單位規定基期年的
農地，為有效擴大經營規模及提升成本效率，實宜開放鄰
近農地的承租，可以比照基期年農地的優惠辦法，同時可
鼓勵大佃農聯合發展稻米品牌或具特色的產品，以提升
稻米價值及農民收益，並可降低繳交公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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