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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應用農業設施生產蔬菜之生產效率分析
彭聖瀛 1、萬鍾汶 2、楊上禾 3*
摘 要 農業生產藉由保護型農業設施，不僅可減少外在環境影響並提高農產品生產品質及穩定供應量。然設施態樣種
類從低階到高階之成本價差每分地可超過百萬元以上，投資成本越高是否代表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則需進一步探討。
蔬菜乃國人日常飲食消費非常重要的選項之一，蔬菜類作物應用設施生產之面積比例也相對較高。為確認農民應用設
施栽培蔬菜是否因設施態樣等級愈高階而有愈高的生產效率，本研究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實證衡量蔬菜農民應用設施
栽培之生產效率，並依設施造價成本將其設施態樣等級區分為低階、中階及高階以探討其與設施態樣等級間之相關性。
本研究以甜椒、番茄及葉菜為蔬菜類作物主要研究品項，實證結果發現此三種蔬菜之生產效率並無因設施態樣等級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整體來看，部分使用低階設施態樣等級之菜農其規模報酬型態趨近固定，隱含已達最適生產規模。
因此在不考量天災或極端氣候等外力影響情況下，若菜農僅想規劃短期內達到最大生產效率，此三種蔬菜低階設施即
可達到目標。
關鍵字：設施農業、生產效率、資料包絡分析法

The Analysis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Facility to Produce Vegetable in Taiwan
Sheng-Ying Peng1, Jong-Wen Wan2, and Shang-Ho Yang3*
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dopts the protected agricultural facility cannot only decrease the influence
of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enhance the production quality and the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wever, the cost of building facility from lower level to higher-end level can reach the difference at least over
one million dollars per 0.1 hectare.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whether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would be higher
when the investment cost is higher. Therefore, it need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Vegetables are very common and
important daily diets for domestic consumers. The production area of vegetables using agricultural facility is
very common.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whether farmers have high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because of using
a higher level of agricultural facility, this study adopts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facility for vegetable farmers. Furthermore, the level of
facility, i.e., lower, middle, and higher levels, is defined from the level of facility cost, so the relevance between
facility types is discussed. This study adopts bell pepper, tomatoes, and vegetables to be the major items for
this research.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se three vegetable facility does
not 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egarding different facility levels. Overall, those who adopted lower level
vegetable facility have a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which means that the average cost reaches the low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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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if the natural disaster or extreme weather is not considered at this point and these three types of
vegetable farmers have a plan to reach maximum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 a short run, a lower level vegetable
facility would reach the maximum production efficiency.

Keywords: Facility Agriculture, Production Efficiency,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一、前言

農作物的生產技術愈精密，但每公頃造價動輒數百萬、甚
至一千萬以上，投入如此龐大的造價成本，是否就能提升

極端氣候使得天災日益頻傳且嚴重，農民亦承受不

其生產效率，並反映在成本收益上，實屬需進一步探討。

可預期的損失風險，因此，如何協助農民因應氣候變異對

「蔬菜」為國人日常飲食最重要的選擇之一，故常

農作物所造成的損失，乃為農政單位或相關農業研究機

被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間接指標（李文汕、張武男，

構所需克服的問題。為解決農民所遭遇的困境，因而催生

2001）
。設施農業應用於蔬菜類作物的比例也相對較高，

了 科 技 化 農 業 設 施 (Agricultural Facility) 或 溫 室

因此，本研究希冀探討蔬菜農民應用設施栽培之生產效

(Greenhouse)等現代化人工建造設施(徐瑞玲、黃裕益、

率是否因設施態樣等級的提升而有無較高之現象，擬以

楊明憲，2013)，設施農業(Facility Agriculture)乃成為世

臺灣地區之設施菜農作為研究對象，並以蔬菜類設施代

界各國開始爭相競逐的下一個農產業領域(萬鍾汶等，

表性且應用比例相對較廣泛之甜椒、番茄及葉菜為標的，

2014)，因此，現今設施農業之生產效率則是生產者所重

依據全台北中南各縣市相對較高產量密度的生產地區為

視的面向。

主要抽查對象。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設施農業係指排除極端氣候或氣候變遷等自然因素

Analysis, DEA)來衡量臺灣蔬菜農民使用不同設施態樣

的影響，以構築物及設備投資為主的農業生產，提供遮

等級(主要依設施型式與所對應之設施造價成本的高低將

蔭、防止土石沖刷、雨水倒灌、昆蟲及鳥類等侵入性危害，

其設施態樣等級分成低階、中階及高階為原則)栽培蔬菜

並改善農作物的生長條件及其生產管理模式，創造較高

之生產效率，並探討可能原因與影響其生產效率的因素，

之經濟價值，以達經濟生產為目的(羅秋雄，2008)，以適

以供相關農政單位擬訂設施農業政策之參考。

地適種的設施農作生長環境，達到最大效率生產之經濟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了解農業設施愈精密，能否

栽培方式(萬鍾汶等，2014；李文汕、張武男，2001)。其

因設施的輔助使得設施作物的生產效率進而提升。本研

中臺灣北部地區蔬菜的主要的生產方式多採用設施，如

究具體目的如下：

此能控制其作物生長環境，避免遭受豪雨襲擊及害蟲侵

(一) 利用 DEA 實證模型評估設施甜椒、番茄、葉菜之生

入，又能穩定調節其栽培溫度，進而達到蔬菜產期調節、

產效率與規模報酬分布情形。

穩定蔬菜產量及提高蔬菜品質等目的(羅秋雄，2008)。而

(二) 比較分析設施甜椒、番茄、葉菜在不同設施態樣等級

國內外文獻針對設施農業的統整定義與分類方式尚未一

之生產效率水準，並探討發生生產無效率之可能原

致，如方煒與林良懋(2005)、胡安慶(2012)、徐瑞玲、黃

因。

裕 益 與 楊 明 憲 (2013) 、 Reynolds-Allie, Fields and

(三) 歸納影響我國設施菜農生產效率之因素，以供相關

Hartarska (2010) 、 TechNavio (2013) 、 Lamont Jr.

農政單位施政管理之重要參考依據與未來設施農業

(2009)等，故本研究將基本設施(包括隧道棚、水平棚架、

發展策略研訂之參考。

網室、傳統菇舍等)、簡易型溫室及智能型溫室(包括環控
溫室等)皆納入本研究之設施農業範疇。

二、研究方法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之農林漁牧業普查報

本研究針對設施菜農進行問卷調查與實地親訪，透

告，顯示出農業設施作物栽培面積於 2010 年僅達 30,112

過蒐集農戶特性資料、農場經營概況、農業設施與設備型

公頃，約占總耕作面積 5.5%，且以隧道棚、水平棚架、

式、生產成本、銷售通路與收益等相關初級資料，藉此瞭

網室等簡易設施為主(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顯示設施

解我國不同類型設施菜農之設施等級態樣、作物種類、生

農戶多普遍應用態樣等級較低的設施生產，並無法確保

產面積、生產費用、產值及通路市場，爾後再進一步選定

農產品品質均一性。雖然愈高等級的農業設施，所能管控

適合本研究之投入與產出變數以確立 DEA 的實證理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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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並採 Frontier Analyst 套裝軟體進行生產效率的實證

n

∑y

分析，另再針對設施菜農之生產效率評估結果，應用 SPSS
Statistics 20.0 版統計軟體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探
討各設施菜農應用不同設施態樣等級對生產效率之影響

j =1

rj

λ j − θ k y rk − s r− = 0

λ j , si+ , s r− ≥ 0 ，i=1,…,m，r=1,…,s，j=1,…,n

關係，最後透過 Stata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 Tobit 迴歸分

其中(1)式之各變數定義說明如下：

析，以進一步探討影響整體設施菜農生產效率之環境變

t k ：第 k 家蔬菜農民應用設施栽培之生產效率值(TE)；

數。因此，將研究方法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實證理

x ik ：第 k 家受評估菜農應用設施栽培甜椒、番茄及葉菜

論模型與實證程序；第二部分為實證變數之設定與檢測；

之生產投入 i，其中投入共分成直接費用與間接費用

第三部分為設施菜農樣本分布。

兩大項；

x ij ：第 j 家菜農第 i 種投入量；

(一) 實證理論模型與實證程序
本研究以非參數邊界法中的資料包絡分析法(DEA)
來進行臺灣蔬菜農民應用設施栽培之生產效率實證研

y rk ：第 k 家受評估菜農應用設施栽培甜椒、番茄及葉菜
之生產產出 r，即蔬菜類作物之產值；

究。利用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1978)所建立

y rj ：第 j 家菜農應用設施栽培蔬菜類作物之產值 r；

之 CCR 模型及 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 (1984)所

θ k ,λ j , s i +, s r -：拉氏乘數；

建立之 BCC 模型，以估算出甜椒、番茄及葉菜等不同蔬

ε：非阿基米德數，即極小正數，本研究假設其為 10-6。

菜類作物設施之生產效率值(Technical Efficiency, TE)，

2. 衡量純粹技術效率之實證模型(BCC 模型)

並 可 進 一 步 推 估 其 純 粹 技 術 效 率 值 (Pure Technical

上述之 CCR 模型係假設在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Efficiency, PTE)、規模效率值(Scale Efficiency, SE)及規

Return to Scale, CRS)下衡量蔬菜農民應用設施栽培之

模報酬型態之分布情形。由於效率衡量可區分成投入導

生產效率，而 BCC 模型則假設其規模報酬不須設定在固

向 (Input-Orientation) 及 產 出 導 向 (Output-

定的情況下，亦可為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 to

Orientation)兩種模型，又蔬菜設施之優勢就是能控制外

Scale, VRS)，但各 DMU 須假設一致，用此模型來評估

在自然因素的影響，提升產量與品質，且品質提升後更能

純粹技術效率值(PTE)。其效率值之衡量式如下：

穩定收益，不易受到價格波動所影響，其唯一差異性則是
各蔬菜設施農戶所負擔的投入成本不一，因此本研究採
用產出導向模型試算各農場之生產效率，方能確認各農
場生產效率之差異性，意即假設生產者在既有的投入水
準之下，與最有效率的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
DMU)相比，應增加多少產出才可達到效率(亦稱為追求
極大化產出模型)(闕宜萱，2009)。各實證模型整理如下：
1. 衡量生產效率之實證模型(CCR 模型)
情況下，會採最低成本從事設施栽培，意即配置效率會等
於 1，而技術效率就會等於生產效率。因此，產出導向的
CCR 模型其生產效率值(TE)之衡量式如下：

s.t.

∑x
j =1

ij

λ j − xik + S i+ = 0

s.t.

∑x λ
ij

j =1
n

∑y
j =1

rj

∑λ
j =1

j

j

− xik + S i+ = 0

(2)

λ j − θ k yrk − sr− = 0
=1

λ j , si+ , sr− ≥ 0 ，i=1,…,m，r=1,…,s，j=1,…,n
其中(2)式之各變數定義說明如下：

p k ：第 k 家蔬菜農民應用設施栽培之純粹技術效率值

s
 m

t k = θ k + ε  ∑ si+ + ∑ sr− 
r =1
 i =1

Max
n

限制式

n

限制式

n

首先本研究假設蔬菜農民在面對已知的要素價格之

目標函數

目標函數 Min

s

 m
pk = θ k + ε  ∑ si+ + ∑ sr− 
r =1
 i =1


(PTE)；其餘同(1)式。
3. 規模效率之衡量
(1)

由(1)式所推估出的 TE 除以(2)式所推估出的 PTE 即
求算出各 DMU 之 SE，因此，生產效率值(TE)包括純粹
技術效率值(PTE)與規模效率值(SE)兩部份，同時，生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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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值(TE)為純粹技術效率值(PTE)與規模效率值(SE)之乘

求得各設施農民之生產效率值(TE)，此效率值代表各設

積。而 SE 能評估各 DMU 的規模報酬型態，其數值亦介

施菜農生產效率之差異性，而其效率值介於 0 到 1 之

於 0 到 1 之間。當 SE 為 1 時，表各 DMU 之規模報酬型

間，當效率值等於 1 時，為相對有效率；反之，當效率

態呈現固定(CRS)，即已達最適生產規模，即表示各 DMU

值小於 1 時，為相對無效率。

不論在生產技術面或生產規模面皆達相對最有效率；當

ii.再將各設施菜農所有的投入及產出變數資料代入(2)

SE 小於 1 時，表各 DMU 之規模報酬型態可能呈現遞減

式，以求得各設施菜農之純粹技術效率值(PTE)，此效率

(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DRS)或遞增(Increasing

值代表設施菜農只考慮技術而不考慮規模適當與否所

Return to Scale, IRS)，即未達最適生產規模，即表示各

能達成之效率程度。

DMU 生產相對無效率之原因可能由生產技術無效率或

iii.再將(1)式的 TE 除以(2)式的 PTE，即 TE / PTE，可得

未達最適生產規模所導致的。

到各設施菜農的規模效率值(SE)，此效率值代表因規模

4. 判定規模報酬之實證模型(BCC*模型)

大小的不適當所造成之效率程度，並以此進一步解釋相

為進一步確認各決策單位在未達最適生產規模時，

對無效率的受評估設施菜農其產生無效率之原因。

其規模報酬是呈現遞減(DRS)或遞增(IRS)，本研究針對

iv.再將各設施菜農所有的投入及產出變數資料代入(3)

(2)式規模報酬的假設修訂成「非遞增規模報酬」之假設，

式，以求得非規模報酬遞增型態之純粹技術效率值

並令其為 BCC*模型，其效率值之衡量式如同(2)式，僅估

(PTE*)。
v.判斷各設施菜農之規模報酬型態，其準則為(1)若 TE =

n

*

算出的效率值改為 p k 與限制式第三項改為

∑λ
j =1

j

≤ 1，

PTE，即當 SE = 1 時，表示該設施菜農之規模報酬固定
(CRS)，即已達最適生產規模；(2)若 TE < PTE，即當 SE
< 1 時，則比較 PTE 與 PTE*。若 PTE > PTE*，表示該

並將其設定為(3)式。
因此，由(2)及(3)式所得出之規模效率值(SE)與純粹
*

設施菜農處於規模報酬遞增(IRS)的狀態，即應擴大生產

技術效率值(p k、p k )互相比較後，即可判定各決策單位規

規模來增加產出；若 PTE < PTE*，表示該設施菜農處

模報酬的分布型態：

於規模報酬遞減(DRS)的狀態，即應縮小生產規模來增

i.當 SE = 1 時，即表示該決策單位呈現規模報酬固定

加產出。

*

(CRS)；ii.當 SE < 1 且 p k = p k 時，即表示該決策單位呈
*

vi.最後依採用不同設施態樣等級之設施菜農加以分群為

現規模報酬遞減(DRS)；iii.當 SE < 1 且 p k > p k 時，即表

低階、中階及高階，分別衡量其 TE、PTE 與 SE 之平均

示該決策單位呈現規模報酬遞增(IRS)。

值，並加以比較分析。

根據上述的實證理論模型，本研究所採取的實證程

(二) 實證變數之設定與檢測
本研究針對設施菜農之各項投入及產出加以設定相

序如下：
i.將各設施菜農所有的投入及產出變數資料代入(1)式，以

關變數，各變數內容彙整於表 1，其說明如下：

表 1. DEA 所採用投入與產出變數之敘述說明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ummary of Input and Output Variables Used by the DEA
變數名稱
(Output/Input)

單位

產值(O1)

元/分地/年

直接費用(I1)

元/分地/年

間接費用(I2)

元/分地/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內容說明
設施農產品之粗收益(價格*銷售量)
種苗費、肥料費、人工費、農藥費、能源費、介
質費、耗材費及購水費等
農用設施維護費與折舊費、農機具維護費與折
舊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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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入變數
在投入變數方面，其變數的選擇與定義是以臺灣地

- 93 農之生產效率推估；第二部分為各設施態樣等級比較分
析；第三部分為影響整體設施菜農生產效率之產業環境

區農業生產成本統計調查報告書為基礎，並藉由問卷調

因素分析。

查及實地訪談設施農民栽培管理之生產過程，以及各學

(一) 各設施菜農之生產效率推估

者對於生產效率的研究所提出的投入變數，如陳月娥

根據上述實證程序，將各樣本蔬菜作物的調查資料

(1985)、李舟生與李振芳(1997）
、黃萬傳(1998)、許智富

代入生產效率實證模型，並以產出導向的 CCR 模型與

與曾國雄(2002)、施孟隆、黃炳文與彭克仲(2004)、許美

BCC 模型分別估算出生產效率值(TE)及純粹技術效率值

玉(2004)、Kadir, Carey, and Ennahli (2006)、Lambarraa

(PTE)，進而得出規模效率值(SE)，以下將各蔬菜農民應用

(2012)等學者。因此，本研究最後選定以「直接費用」與

設施栽培甜椒、番茄及葉菜之生產效率推估結果與次數

「間接費用」作為投入變數。

分配情形分別整理如表 2 及表 3，最後依 BCC*模型求得

2. 產出變數

的非規模報酬遞增型態之純粹技術效率值(PTE*)，判斷出

在產出變數方面，前人文獻主要以「產量」與「產
值」作為分析面向，並視其分析需要與資料限制而擇其所

規模報酬的分布型態，規模報酬型態之次數分布情形則
整理如表 4 所示。

需。本研究係以設施菜農所栽培的甜椒、番茄及葉菜作為

由表 2 至表 4 的實證結果得知，甜椒的平均生產效

研究標的，由於設施栽培所生產的農產品其供應量較露

率值為 0.657，約有 56%介於 0.6~1.0 之間，而平均純

地栽培所生產的農產品來得穩定，且在品質上也較一般

粹技術效率值為 0.837，由於純粹技術效率排除了甜椒的

露地農產品來得高，故在銷售價格部分與一般露地農產

規模因素，因此甜椒的純粹技術效率值介於 0.6~1.0 之

品之銷售價格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本研究選擇以「產值」

間的比例 大幅提 升至 約 94%，而 平均規 模效率 值 為

作為產出變數，使設施農產品的價值能夠透過本研究之

0.783，在 18 家應用設施栽培甜椒的菜農中，有 7 家相

生產效率分析表現出來。

對已達最適生產規模，即生產力不受規模大小影響之比

(三) 設施菜農樣本分布

例約為 39%，另外有 11 家相對未達最適生產規模，其中

設施農民問卷調查有別於一般大眾性消費者調查，

有 5 家處於規模報酬遞減的情形，應縮小生產規模來增

調查時間與研究成本有限情況下，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

加產出，其他 6 家處於規模報酬遞增的情形，應擴大生

式進行實地親訪設施菜農，採樣地點則以國內種植面積

產規模來增加產出。而在這 5 家規模報酬遞減的設施農

及產量相對大宗地區為選擇採樣之依據，並盡可能達到

場中，皆非採高階等級的設施且使用設施的資歷皆在 12

各設施等級態樣平均分配，本研究係依設施造價成本與

年以內，其中有 4 家分布在南部地區，並且有 4 家的農

設施型式將設施等級分為低階、中階及高階三種態樣，每

場主為非青年農民；另外 6 家規模報酬遞增的設施農場

項蔬菜作物各蒐集 20 份樣本(共計 60 份樣本)。採樣期

中，則採中高階等級的設施為主，皆非分布在南部地區，

間為 2014 年 7 月到 8 月，共實際採訪 60 戶設施菜農，

只有 2 家的農場主為非青年農民。此外，由表 2 可知，

實際回收有效問卷為 49 份，問卷回收率達 81.7%。而其

由於生產效率可分成純粹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因此生

樣本分布情形為：甜椒採樣地區有新竹關西、南投仁愛、

產無效率的原因可能來自技術無效率或規模無效率兩方

南投信義、南投埔里及嘉義新港等；番茄採樣地區有桃園

面，又甜椒的平均規模效率值(0.783)小於平均純粹技術

大溪、新竹關西、苗栗大湖、苗栗後龍、台中梧棲、嘉義

效率值(0.837)，表示甜椒有 21.7%的規模無效率產生。

太保及高雄阿蓮等；葉菜採樣地區有桃園龍潭、桃園八

而達完全效率的農戶數中，甜椒共有 2 家農戶達完全效

德、新竹湖口、苗栗三灣、雲林莿桐、雲林二崙、雲林西

率，其設施等級皆為低階。

螺及嘉義梅山等。

三、實證結果與討論

番茄的平均生產效率值為 0.395，介於 0.0~0.4 之
間的比例約達 71%，而平均純粹技術效率值為 0.597，
由於純粹技術效率排除了番茄的規模因素，因此番茄的

根據本文前述提及之研究目的、實證理論模型及實

純粹技術效率值介於 0.0~0.4 之間的比例大幅下降至約

證程序，將實證結果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各設施菜

29%，而平均規模效率值為 0.605，在 17 家應用設施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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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設施蔬菜之平均生產效率、平均純粹技術效率、平均規模效率
Table 2 The Average TE, PTE, and SE of Each Type of Vegetable Facility
品項

甜椒(N=18)

番茄(N=17)

葉菜(N=14)

TE 平均值

0.657

0.395

0.391

PTE 平均值

0.837

0.597

0.526

SE 平均值

0.783

0.605

0.757

完全效率數

2

1

2

生產效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各蔬菜作物生產效率依據效率區間之次數分配
Table 3 The Frequency of Vegetable Production Efficiency for the Different Range
品項

甜椒
(N=18)

番茄
(N=17)

葉菜
(N=14)

效率值

TE(%)

PTE(%)

SE(%)

0.0~0.2

0(0.00)

0(0.00)

0(0.00)

0.2~0.4

1(5.56)

0(0.00)

0(0.00)

0.4~0.6

7(38.89)

1(5.56)

2(11.11)

0.6~0.8

5(27.78)

5(27.78)

6(33.33)

0.8~1.0

5(27.78)

12(66.67)

10(55.56)

0.0~0.2

6(35.29)

2(11.76)

0(0.00)

0.2~0.4

6(35.29)

3(17.65)

4(23.53)

0.4~0.6

0(0.00)

5(29.41)

3(17.65)

0.6~0.8

2(11.76)

2(11.76)

7(41.18)

0.8~1.0

3(17.65)

5(29.41)

3(17.65)

0.0~0.2

5(35.71)

3(21.43)

0(0.00)

0.2~0.4

5(35.71)

3(21.43)

1(7.14)

0.4~0.6

1(7.14)

4(28.57)

3(21.43)

0.6~0.8

1(7.14)

0(0.00)

3(21.43)

0.8~1.0

2(14.29)

4(28.57)

7(5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各蔬菜作物規模報酬型態之次數分配
Table 4 The Frequency for Each Type of Return to Scale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bles

規模報酬

IRS(%)

CRS(%)

DRS(%)

甜椒(N=18)

6(33.33)

7(38.89)

5(27.78)

番茄(N=17)

11(64.71)

4(23.53)

2(11.76)

葉菜(N=14)

4(28.57)

4(28.57)

6(42.86)

品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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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番茄的菜農中，有 4 家相對已達最適生產規模，即生

棚、葉菜類係指水平棚架；在中階等級之蔬菜設施：甜椒

產力不受規模大小影響之比例約為 24%，另外有 13 家

類係指簡易錏管溫室、番茄類係指非固定錏管溫室、葉菜

相對未達最適生產規模，其中有 2 家處於規模報酬遞減

類係指簡易塑膠布溫室；在高階等級之蔬菜設施：甜椒類

的情形，應縮小生產規模來增加產出，其他 11 家處於規

係指鋼骨力霸型溫室、番茄類係指鋼構加強型溫室、葉菜

模報酬遞增的情形，應擴大生產規模來增加產出。而在這

類係指鋼骨捲揚型溫室。

2 家規模報酬遞減的設施農場中，皆採中階等級的設施、

表 5 為本研究三大蔬菜作物在不同設施態樣等級下

使用設施的資歷皆在 5 年以內、皆分布在南部地區、皆

之各種效率平均值，可發現甜椒在低階等級的平均生產

為 30 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另外 11 家規模報酬遞增的設

效率值為最高(0.667)；在平均純粹技術效率值方面，以高

施農場中，則有 6 家採低階等級的設施，只有 1 家分布

階等級為最高(0.811)；在平均規模效率值方面，則以中階

在南部地區，另有 6 家的農場主為非青年農民。此外，由

等級為最高(0.828)。由此可知，甜椒設施之低中高階之間

表 2 可知，因番茄全體的平均純粹技術效率值(0.597)小

在生產效率、純粹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上並無絕對性

於平均規模效率值(0.605)，表示番茄有 40.3%的技術無

的優勢，因此應分開探討各設施等級之效率呈現如何不

效率產生。而達完全效率的農戶數中，番茄共有 2 家農

同。而甜椒在高階的設施態樣等級下，其生產無效率的原

戶達完全效率，其設施等級皆為低階。

因主要來自規模無效率，應擴大生產規模以增加產出，而

葉菜的平均生產效率值為 0.391，介於 0.0~0.4 之

甜椒在低階及中階設施態樣等級下，其生產無效率的原

間的比例約達 71%，而平均純粹技術效率值為 0.526，

因則主要來自技術無效率，應追求更高的生產技術以增

由於純粹技術效率排除了葉菜的規模因素，因此葉菜的

加產出。

純粹技術效率值介於 0.0~0.4 之間的比例下降至約 43%，

番茄在低階等級的平均生產效率值為最高(0.403)；

而平均規模效率值為 0.757，在 14 家應用設施栽培葉菜

在平均純粹技術效率值方面，以高階等級為最高(0.669)；

的菜農中，有 4 家相對已達最適生產規模，即生產力不

在平均規模效率值方面，則以中階等級為最高(0.631)。由

受規模大小影響之比例約為 29%，另外有 10 家相對未

以上結果得知，番茄在高階的設施態樣等級下，其生產無

達最適生產規模，其中有 6 家處於規模報酬遞減的情形，

效率的原因主要來自規模無效率，應擴大生產規模以增

應縮小生產規模來增加產出，其他 4 家處於規模報酬遞

加產出，而番茄在低階及中階設施態樣等級下，其生產無

增的情形，應擴大生產規模來增加產出。而在這 6 家規

效率的原因則主要來自技術無效率，應追求更高的生產

模報酬遞減的設施農場中，只有 1 家採高階等級的設施

技術以增加產出。

且使用設施的資歷皆在 15 年以上，皆非分布在南部地

葉菜在中階等級的平均生產效率值為最高(0.525)；

區，只有 1 家的農場主為青年農民；另外 4 家規模報酬

在平均純粹技術效率值方面，亦以中階等級為最高

遞增的設施農場中，則皆非採低階等級的設施且皆非分

(0.626)；在平均規模效率值方面，則以高階等級為最高

布在南部地區，另有 2 家的農場主為青年農民。此外，由

(0.815)。由以上結果得知，葉菜不論在低階、中階或高階

表 2 可知，因葉菜全體的平均純粹技術效率值(0.526)小

的設施態樣等級下，其生產無效率的原因皆為技術無效

於平均規模效率值(0.757)，表示葉菜有 47.4%的技術無

率，應追求更高生產技術以增加產出。

效率產生。而達完全效率的農戶數中，葉菜共有 2 家農

最後為瞭解各蔬菜農民應用不同態樣等級的農業設

戶達完全效率，其設施等級皆為中階。

施對於生產效率之影響，故將其進行變異數分析，分析結

(二) 各設施態樣等級比較分析

果如表 5 所示，由於 F 值之 p-value 皆大於 0.05，此結

根據上述 DEA 第一階段之實證結果發現，本研究再

果顯示不論甜椒、番茄或葉菜的設施態樣等級之差異情

依各蔬菜農民應用設施栽培作物的設施態樣與設施造價

況下，皆無顯著性差異，換句話說，蔬菜設施態樣等級高

成本高低，主要將其設施態樣等級分為低階、中階及高

低與設施蔬菜生產效率之高低無顯著關聯性。

階，因此，以下將各蔬菜農民應用不同設施態樣等級之生

(三) 影響整體設施菜農生產效率之產業環境因素分析

產效率及差異性檢定整理如表 5 所示，所謂低階等級之

本研究進一步採用 Tobit 迴歸模型解釋各環境變數

蔬菜設施：甜椒類係指網室遮雨棚、番茄類係指網室隧道

(如設施農戶主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使用設施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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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蔬菜作物在不同設施態樣等級之生產效率比較及變異數分析
Table 5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Comparison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ble Facility

品項

設施等級

TE

PTE

SE

低階(N=9)

0.667

0.557

0.750

甜椒

中階(N=6)

0.650

0.776

0.828

(N=18)

高階(N=3)

0.641

0.811

0.793

F值

0.018

0.739

0.380

低階(N=9)

0.403

0.576

0.614

番茄

中階(N=5)

0.392

0.592

0.631

(N=17)

高階(N=3)

0.376

0.669

0.535

F值

0.008

0.091

0.196

低階(N=3)

0.234

0.513

0.587

葉菜

中階(N=8)

0.525

0.626

0.800

(N=14)

高階(N=3)

0.191

0.273

0.815

F值

2.079

1.243

1.1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 1：低階等級：在甜椒類係指網室遮雨棚、在番茄類係指網室隧道棚、在葉菜類係指水平棚架。
註 2：中階等級：在甜椒類係指簡易錏管溫室、在番茄類係指非固定錏管溫室、在葉菜類係指簡易塑膠布溫室。
註 3：高階等級：在甜椒類係指鋼骨力霸型溫室、在番茄類係指鋼構加強型溫室、在葉菜類係指鋼骨捲揚型溫室。
使用設施等級、農場分布地區、擴建設施意願、曾獲補助

效率或規模效率，甜椒皆較番茄有效率；
「葉菜」表示不

及作物品項等)與整體設施蔬菜作物生產效率之影響關

論是生產效率或純粹技術效率，甜椒皆較葉菜有效率；

係。如表 6 所示，受訪者主要以男性為主，大約九成，而

「南部地區」表示在純粹技術效率中，整體設施蔬菜作物

女性則為基準比較項，受訪者之設施資歷與教育程度分

在南部地區栽培相較在北部地區栽培較有技術效率；
「擴

別為 12.5 年與大約高中畢業以上，所受訪之受訪者也大

建意願」表示在純粹技術效率中，無擴建設施意願的蔬菜

約有八成有獲得政府補助，而設施等級則是以低階等級

農民會比有擴建設施意願者有較高技術效率，其可能原

為基準比較項，大部分受訪者仍以非青年農民為主，地區

因為有擴建設施意願者就是尚未達到技術效率水準，所

性則以北部地區為基準比較項，而蔬菜設施農民則大約

以才會有擴建意願。

至少有四成受訪者有正向擴建意願，無擴建意願則為基
準比較項，最後設施作物品項則以甜椒為主要基準比較
項，以下將影響整體設施蔬菜作物生產效率因素之處理
方式及迴歸檢測結果分別整理如表 6 及表 7 所示。

四、結論與建議
設施農業作物面積在台灣僅約佔總耕作面積約
5.5%，並且也以隧道棚、水平棚架、網室等簡易設施最

在實證分析影響菜農應用設施栽培蔬菜效率的因素

為普遍(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近年蔬菜設施農民為克

中，其研究結果如表 7 所示，由於 F 值之 p-value 皆小

服生產環境逆境及滿足蔬菜生產安全需求，逐漸多採用

於 0.01，顯示出整體 Tobit 迴歸模型的解釋能力皆達到

較堅固與多功能型的農業設施以提升農產品品質與穩定

顯著水準，表示 Tobit 模型變數配置合理且有解釋力。而

供應量，然而不同設施等級所承擔的投入成本也不同，本

由表 7 之迴歸檢測結果亦可得知，
「番茄」
、
「葉菜」
、
「南

研究深入瞭解農民應用設施栽培蔬菜之生產效率，旨在

部地區」及「擴建意願」對整體設施蔬菜作物之效率具顯

確認蔬菜設施農民額外付出成本是否也因設施態樣等級

著性影響。其中「番茄」表示不論是生產效率、純粹技術

愈高而有相對性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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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影響整體蔬菜作物生產效率之自變數定義敘述與資料統計
Table 6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for Affecting Vegetable Production Efficiency
變數代

變數名稱

號

變數定義敘述

Std.

Mean

Dev.

Min.

Max.

性別

SEX

虛擬變數，男性則為 1

0.90

0.31

0

1

設施資歷

FCL

連續變數，使用設施栽培之年資

12.49

8.33

1

35

教育程度

EDU

連續變數，農場主教育程度年資

14.02

2.43

9

18

曾獲補助

SUB

虛擬變數，曾獲補助設施農民者，則為 1

0.80

0.41

0

1

中階等級

LM

0.39

0.49

0

1

高階等級

LH

虛擬變數，設施造價每分地在 100 萬以上為高階等級，則為 1

0.18

0.39

0

1

青年農民

AGE

虛擬變數，設施農場主為 45 歲以下者，則為 1

0.47

0.50

0

1

中部地區

ARM

虛擬變數，設施所在地為中部地區，則為 1

0.35

0.48

0

1

南部地區

ARS

虛擬變數，設施所在地為南部地區，則為 1

0.27

0.45

0

1

擴建意願

EXP

虛擬變數，設施農戶有擴建意願者，則為 1

0.43

0.50

0

1

番茄

TOM

虛擬變數，番茄設施農戶者，則為 1

0.35

0.48

0

1

葉菜

VEG

虛擬變數，葉菜設施農戶者，則為 1

0.29

0.46

0

1

虛擬變數，設施造價每分地在 60-100 萬之間為中階等級，則
為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7. 影響整體蔬菜作物各效率因素之 Tobit 迴歸檢測結果
Table 7 The Outcomes of Tobit Regression Explained by Different Variables
TE

影響

PTE

SE

因素

Coef.

t值

Coef.

t值

Coef.

t值

SEX

-0.1300

-0.82

-0.0106

-0.05

-0.1152

-1.01

FCL

-00037

-0.57

-0.0017

-0.18

-0.0018

-0.33

EDU

0.0121

0.73

0.0057

0.23

-0.0002

-0.02

SUB

0.0069

0.06

0.1009

0.60

-0.0013

-0.01

LM

-0.0355

-0.35

-0.1608

-1.21

0.0197

0.28

LH

-0.1041

-0.97

-0.1942

-1.38

0.0144

0.16

AGE

0.1050

0.91

0.2220

1.37

0.2403

0.32

ARM

-0.1002

-0.82

0.0876

0.64

-0.1198

-1.42

ARS

0.1763

1.35

0.4703

2.62*

-0.0040

-0.05

EXP

-0.0652

-0.58

-0.4063

-2.92**

0.1485

1.94

TOM

-0.3392

-3.84***

-0.4101

-3.45***

-0.1862

-3.10**

VEG

-0.2115

-2.07*

-0.3505

-2.67*

0.0364

0.42

樣本數
2

Pseudo R
1

F

49

49

49

0.5131

0.3634

3.4555

4.47***

3.84***

3.31**

註 1：*、**、***分別為 p-value 達 0.05、0.01、0.001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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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甜椒生產無效率的原因多來自於規模無

14.4.2-企-Q1)支持，謹誌謝忱。作者感謝 2015 年臺灣

效率，應擴大生產規模以增加產出；番茄與葉菜生產無效

農村經濟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之建議，

率的原因則來自於技術無效率，應追求更高生產技術以

最後也由衷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們對本文初稿所提供之寶

增加產出。而在規模報酬型態的分布上，以甜椒設施農戶

貴建議，作者謹致無限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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