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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多功能效益評估方法之分析
柳婉郁 12*、盧佩渝 2
摘 要 本研究首先回顧多功能農業的各種價值，包括生產相關的直接使用價值與間接使用價值，後者包括景觀遊憩、
安全、文化資產保存、生態功能、社會影響等，另外多功能農業亦有非使用價值，包括存在、遺贈、選擇價值。本研
究透過農業多功能在各國實際應用文獻回顧，分析農業對人類生活之影響涵蓋層面，瞭解不同分析方法與評估模式，
藉此促使國際間農業的互助合作，建構農業多功能價值分析模式並促進人類福祉。本研究共分析十二種理論模型計算
出農業各種價值，包括：條件評估法、旅行成本法、選擇試驗法、效益轉移法、特徵價格法、機會成本法、影子價格
法、生產函數法、毛花費法、聯合分析法、假設行為法、市場價值法、成本基礎法等。本研究期待由相關研究回顧與
整理能對於未來後續研究者在評估農業多功能價值有所助益。
關鍵字：農業多功能價值、多功能性、使用價值、非使用價值

Analysis of Valuation Methods of Multifunctionality
Benefits in Agriculture
Wan-Yu Liu1 * and Pei-Yu Liu2
ABSTRACT This study first reviews various values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ncluding direct and indirect
use values on production, in which the indirect use value includes landscape recreation, safety, 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ec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influence, and so on. In addition,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has nonuse values, including existence, bequest, and selection values. The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n all countries, this study analyzes various aspects of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e on the human life, and realizes various analysis methods and evaluation models, in
order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e, establish a model of analyzing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values, and promote the human well-being. This study employs 12 theoretical models to
calculate various values in agriculture, including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travel cost method, choice
experiment method, benefit transfer method, hedonic price method, opportunity cost method, shadow price
method,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 gross expenditure method, conjoint analysis method, contingent
behavior method, market value method, cost-based method, and so on. This study expects to review and
collate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to provide future follow-up researchers to be beneficial to evaluate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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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植物物種的保持、減少大氣碳含量等）
、社會影響

一、前言

（促進跨國農業交流、促進城鄉交流、兩性平權提升、

多功能農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意義

促進鄉村經濟活力、提升農業教育以及提升心理健康

是指，除了糧食衣物生產之外，農業還可以生產不同

等）。而非使用價值包括存在價值(existence value,

的非商品產出，農業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意

EV) 、遺贈價值(bequest value, BV) 、選擇價值 等

即除了傳統上的生產價值之外，農業還可以創造出不

(option value, OV) (表 1)。農業部門之多功能價值在

同的 非 市 場產 值 。 農業 產 值可 分 為 直接 使 用 價值

過去文獻已經相當多(Attrey, 2017; 林怡伶，2016；

(direct use value) 與 間 接 使 用 價 值 (indirect use

蘇亦亭，2016；Cadzow, 2016; Bernués et al., 2015;

value)及非使用價值(non-use value/passive value)，

Peng et al., 2015; Granlund et al., 2015; 王玉真，

其中使用價值包括。直接使用價值包括食品、飼料、

2014；李承嘉等，2009；Porter et al., 2009; Cooper

纖維、生物能源，間接使用價值包括景觀遊憩（農村

et al., 2009; Kroeger and Casey, 2007; Rossing et

風景、當地農業特色文化景觀、豐富農業生態、田野

al., 2007; Wilson, 2001)。本研究首先透過過去文獻

景觀、開放空間）
、安全（增加糧食安全、減低洪水災

分析農業多功能價值，並藉由文獻分析不同農業多功

害）
、文化資產保存（傳統農作景觀文化、古文明農業

能價值之不同評估方法，接著透過過去文獻分析不同

施行方式）
、生態功能（水的使用效力提升、對植物疾

方法下之實證結果，期待本研究之研究內容能對後續

病傳播物種管制、生物多樣性的保存、傳粉者族群

研究者分析與評估農業多功能價值有所助益。

(pollinator population)保存、土壤品質提升、養分循
表 1. 農業多功能價值
Table 1. Values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價值分類
直接使用價值

功能分類

內涵

生產功能

食品、飼料、纖維、生物能源等之市場價值

景觀遊憩功能
安全功能
農
業

文化資產保存功能
間接使用價值

放空間等
增加糧食安全、減低洪水災害等
保存傳統農作景觀文化、古文明農業施行方式等
提升水的使用效力、管制植物疾病傳播物種、保存生物多樣

生態功能功能

多

農村風景、農業特色文化景觀、豐富農業生態、田野景觀、開

性、保存傳粉者族群、提升土壤品質、養分循環、保持植物物
種、減少二氧化碳等

功
能

社會影響功能

價
值

存在價值
非使用
價值

遺贈價值
選擇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促進跨國農業交流、促進城鄉交流、兩性平權提升、促進鄉村
經濟活力、提升農業教育以及提升心理健康等
確保農地資源的各項服務功能能夠繼續長時間存在，人們所
願意支付的價值
為讓後代能繼續利用農地的各項服務，人們願意事先支付來
保護資源的價值
為確保未來能隨時使用農地的各項服務，人們現在所願意提
前支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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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5; Yang, 2010; Zaolin, 2003)。綜合相關研
究結果，農業旅遊動機依動機內涵可分類為：知性動

在 景 觀 遊 憩 功 能 方 面 ， 景 觀 農 業 (landscape

機、情感交流、臨時起意、調劑身心與接觸大自然。

agriculture)是草地、耕地、林地、樹籬及道路等多種

知性動機即透過旅遊活動接觸新事物，以達到學習新

景觀斑塊的鑲嵌體，為物種生存於其中的各類破碎化

知的目的；情感交流則多屬社會動機，乃基於增進人

棲息地的空間分佈，一件好的景觀設計作品，應該在

際關係之需求而衍生之旅遊行為，如促進家人情感交

滿足生態和使用功能的同時，也是一件美的藝術作品。

流、與故友聯繫情感或認識新朋友等。臨時起意則導

農業景觀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產生一系列組合規律，

因於興之所至，臨時產生出遊之發想而付諸旅遊行動；

如多樣統一、對比與協調、對稱與均衡、比例與尺度、

調劑身心則基於健身、舒壓或沉澱身心等理由而有出

節奏與韻律等均會影響其價值(Cooper et al., 2016;

遊的行動；接近自然生態則為了親近大自然而從事旅

Kalivoda et al., 2014)。Setiawan et al.(2015)指出景

遊活動(黃麗君、張淑惠，2014；黃耀昆，2006；陳

觀發展必須促進可持續發展農業、適合旅遊活動、美

俊男，2004；朱珮瑩，2003；林威呈，2001)。

觀環境和舒適的設施資源。在瑞士農地，生態補償領

在 安 全 功 能 方 面 ， 海 灣 合 作 委 員 會 (gulf

域(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reas, ECA)收到的偏

cooperation council, GCC)國家（巴林、科威特、阿

好評級高於純作物種植，最受喜愛的是具有垂直結構

曼、卡塔爾、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而

的景緻（即樹和灌木）
，而景觀元素的季節性階段會強

言，糧食安全至關重要，因為在當地生產全部所需要

烈影響偏好評級，其中開花期是最受喜歡的(Junge et

的食物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所以目前這些國家進口

al., 2015)。此外，對於元素的感知多樣性(perceived

大 多 數 農 產 品 ， 未 來 也 會 繼 續 這 樣 做 (Pirani and

diversity of an element)和景觀的自然性對其評級具

Arafat, 2016)。2008 年的糧食危機證明了海灣合作委

有強烈的積極影響，在荷蘭農地，景觀遊客高度重視

員會國家對全球糧食價格的脆弱性，在這場危機期間，

樹籬和樹線(hedgerows and tree lines)，而在德國農

燃料價格提升和出口國糧食生產減少導致糧食價格大

地，樹木和作物多樣性受重視度較高(van Zanten et

幅上漲，中東和北非地區這種糧食價格波動對其公民

al., 2016)。Barbieri(2010)指出土地的遊樂用途與對

的安全和安全構成威脅，食物的價格被廣泛認為是促

農林業的認知（即感知知識）和情感（即意願採納）

進阿拉伯之春動亂的重要因素(Rosenberg, 2011)。近

態度是正相關的，若對混農林業(agroforestry)的固有

年來恐怖攻擊日漸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在處理危機方

價值（即為樹木之風保護和碳固存）和經濟（即感知

面可從農業著手，因為農業是敘利亞和伊拉克伊斯蘭

的經濟利益和洪水保護）價值的感覺越高，對土地的

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S)的重要

遊樂用途越多。最近一個大型農業旅遊企業在北京的

收入來源，伊斯蘭國目前管理著這兩個國家的大部分

郊區的西鄉綠色度假村發展農業旅遊企業，以便以抵

生 產 地 。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消城市化的一些負面影響的方式促進城市和農村綜合

system, GIS)現在定期用於繪製和評估現有的土地利

發展，在 2004-2008 年將農業生產和旅遊服務結合

用，地形，水文，土壤，社會人口因素和許多其他空

起來，促進城鄉之間的供需關係，提高了農產品和服

間數據，因為他們可能為景觀的設計提供訊息，藉由

務品質同時發展農業旅遊的多種功能，具有更廣泛的

GIS 的衛星觀察可估計 ISIS 可以從小麥和大麥生產中

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為城鄉發展創造機會，以農

獲得的收入以及可出口盈餘的可能數量，由於他們需

業元素為主，表達農業特色、信息和韻味，供人們休

要恢復農業投入品（如優質種子和化肥的供應鏈）
，從

閒活動之用，體現以人為本，滿足觀光需求(Setiawan

糧食安全方面的考量，伊斯蘭國之後任何重建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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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農業為高度優先(Jaafar and Woertz, 2016; Rubio-

(Goldstein et al., 2016; Scherr et al., 2008)。透過農

Aliaga et al., 2016; Pulighe and Lupia, 2016; Lovell

業景觀的設計可以強化農業在生態方面的功能

and Johnston, 2009)。在低開發國家中，有鑑於全世

(Lovell et al., 2010; De Groot and Hein, 2007)。某

界大多數農村貧困人口多從事農業，促進富含微量營

些地區水資源稀少，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更加重要，

養素作物的種植和食用可作為改善生計和營養狀況的

Prihar et al.(2016)指出農業可使水的使用效力提升，

策略。城市農業的實踐因發展中地區城市貧困和人口

在 印 度 的 西 北 地 區 ， 利 用 農 業 保 護 (conservation

的增長率而變得重要。在馬來西亞和尚比亞等國家，

agriculture, CA)的最佳作物管理做法可以提高玉米

農業藉由向城市居民提供充分營養，安全且具有成本

作物和水的生產力(water productivity)，並同時保護

效益的食物來解決糧食安全問題(Attrey, 2017; Rezai

和維持自然資源。Hatt et al.(2016)研究農業對植物疾

et al., 2016; Cole et al., 2016; Tirivayi et al., 2016;

病傳播物種管制價值，在比利時 Gembloux 城市中，

Smart and Binns, 2015; Poulsen et al., 2015; Burchi

將野花小條(wildflower strips)播種在小麥作物中，在

et al., 2011)。農業還具有蓄水調洪價值，例如水梯田

該小麥作物中間監測害蟲（即蚜蟲）的天敵，作為有

多是農民依地形與地貌，透過人工開鑿修築而成的梯

害生物控制措施的指標，這項研究表明，種植作物時

型水田或稻田，其多引入天然泉水或河水灌溉形成人

若增加植物多樣性和管理保護天敵的棲息地會減少蚜

工濕地，提供重要生態與防災功能(姚敏、崔保山，

蟲種群，可以免除殺蟲劑使用。在生物多樣性保育價

2006)。

值中，蝙蝠被視為生物指標(bioindicator)，Park(2015)

在文化資產保存功能方面，多功能農業有助於保

表示有證據表明蝙蝠受益於較低強度的農業系統，特

護文化特徵，傳統農村與農地的景觀與文化(聚落、古

別 是 在 有 機 農 業 和 林 下 混 農 林 業 (shaded

厝、竹圍、金黃稻田、成群水牛等)予以保存十分重要，

agroforestry) ， 這 些 系 統 往 往 與 較 高 的 蝙 蝠 豐 度

文化和農業共同演化，傳統農業不僅包含規範和價值

(abundance)、物種豐富度和多樣性相關，且能被覓

觀，而且保有透過社區將人類與土地聯繫起來的儀式

食中的蝙蝠利用。農業有保護授粉媒介(pollinator)的

和慶典(Marzban et al., 2016; 胡湘婷，2006)。隨著

價值，Eberle et al.(2015)研究說明隨著授粉媒介數量

外來者的殖民化和定居，本地人的傳統農業被認為是

持續下降，農作物景觀多樣化並提供昆蟲高價值飼料

不文明科學，Dieleman(2016)指出在象徵性的維度

飼料是改善授粉者健康的一種方式，在美國南達科他

(symbolic dimension)，因為墨西哥的城市農業被看

州種植三種冬季工業油料作物（樟腦、冬亞麻薺和冬

作是恢復一些前西班牙人來臨前阿茲台克人的做法，

油菜）
，發現在三種作物中，冬亞麻薺在結合授粉媒介

特別是浮動花園或浮園耕作法(chinampa)於殖民化

資源、綠色覆蓋和種子產量提供了最高的農業生態系

過程中大量失去。Ragkos and Theodoridis(2016)研

統價值。對於土壤品質的保護價值，Araya(2016)研究

究發現塞浦路斯人願意支付以改善文化遺產和保護島

指出在衣索比亞，利用資源節約型農業(resource-

上農業貿易的繼續運作並在其農村地區提供收入和就

conserving agriculture, RCA)來減少土壤干擾，保留

業，估計的收益往往超過了因保護文化遺產而作物種

作物殘留物(crop residue)，利用作物輪作改善土壤質

植方式粗放對收入損失的影響。

量和作物產量，可同時保持或改善土壤健康。

在生態功能方面，在小區域的尺度上，個體農場

Parihar(2016)則指出在印度西北方中央平原上，保護

會影響附近的水質，營養循環，微氣候控制；在區域

性農業(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CA)耕作方式（如

和全球尺度上，農業可以對大型水資源的品質和可獲

不 整 地 種 植 (zero tillage) 和 永 久 性 高 設 苗 床

得性 、 生 物多 樣 性 保護 和 碳封 存 產 生深 遠 的 影響

(permanent raised beds)）具有增強土壤有機碳、土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3): 137 - 16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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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物理和生物性質的潛力，對土壤健康有可持續性的

(Sraboni, 2014)。婦女對與農業多功能有關的活動的

幫助。農業可促進養分循環，Margenot(2016)指出保

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由婦女管理的農場往往是多功

護性農業在肯亞西部的風化土壤中提升磷的可用性。

能的，在短期的食品供應鏈中，女性的貢獻尤為重要，

Granlund et al.(2015) 結 果 表 明 ， 生 態 循 環 農 業

因為女性更能夠融入社區，建立社會聯繫,信任感和互

(ecological recycling agriculture)具有潛力減少無

惠感,使生產和消費運作回到人類社交社會的維度，使

機氮的損失，以減少因農業導致營養物質洗出

農業作物製造和相關活動不再是孤立的實體

(leaching)。農業對於減少大氣碳含量的貢獻，在南美

(Zirham and Palomba, 2016)。農業有促進鄉村經濟

洲，化石燃料燃燒和水泥生產的年度碳排放量僅佔全

活力的價值，社區及校園型農場、社會企業型都市農

球總排放量的 2.5％，然而，南美洲因為土地利用的變

業及自產自銷策略(direct marketing strategies)，如

化產出了全球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31.3％，若採用

社區支持農業、校園農業計畫和農夫市集等，提供不

低碳農業(low-carbon agriculture, LCA)策略，南美

同年齡層及社區間的民眾參與互動及健康環境教育。

洲緩解氣候變化的地面碳儲存(carbon sink)潛力在

尤其是自產自銷策略，促進民眾與消費者間之信任、

2016-2020 年、2021-2035 年和 2036-2050 年抵消

改善農村生產結構、提高農民所得、建立社區食物安

了因土地利用變化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的 7.5%、22.2%

全和環境舒適感之共同利益，並減少環境髒亂、垃圾

和 25.2%(De Moraes Sá et al., 2016)。

堆積及治安死角之犯罪率(Teig et al., 2009; Lyson,

在社會影響功能方面，跨國界的農業交流，是複

2005; Schukoske, 1999)。此外，鄰里與社區居民可

雜的援助、投資、貿易和外交組合，巴西和中國合作

實地觀察及體驗食材之生產過程，資訊的透明化以及

幫助發展非洲農業，此發展合作的新政治的特徵創造

更容易得以採用有機的農耕方式，使得居民對於產品

了非洲農業的新動力。非洲生產性農業長期缺乏來自

的安全信任更為強化，符合樂活的消費新時代趨勢，

西方的支持，而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eight, G8)

透過創新的科技應用得以創造出商業化的都市農業，

的糧食安全聯盟(new alliance for food security)主

促進在地就業，取得消費者的認同與信任(陳蓉舫，

要集中於大規模商業投資，而不是為促進更廣泛的農

2015; Griffith, 2011; Yang, 2010)。多功能農業具教

業發展。因此中國和巴西從大型友誼農場(friendship

育價值，兼有科普宣傳和教育功能，提供戶外教學場

farms)、支持合同農業(contract farming)、技術示範、

合，利用休閒農業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與認

培訓專家到支持小農農業。巴西和中國參與的一個關

識，配合解說，更可獲得知性的學習效果，例如以農

鍵特點非洲農業是國家-商業關係在塑造和指導農業

業發展史或現代農業先進栽培模式展示等為主題的溫

發展，提出了新形式的發展主義，這將是非洲農業發

室景觀，其目的是遊人對農業認知，了解現代農業發

展的長期特徵(Scoones, 2016)。而在城鄉之間，休閒

展方向和科技水平、展示植物生長的過程和植物賴以

農業具有城鄉交流功能，透過遊客與居民的互動，讓

生存的環境(劉虹伶，2004)。在美國佛蒙特州的一個

彼此了解對方的價值與思維(彭衍芳，2010；蔡銪峰，

非營利生態農場健康城市(healthy city)，教育青年如

2005)。兩性平權提升價值，農業多功能提供機會增加

何種植和營銷食物，提供問題青年(at-risk youth)用積

農人的收入和吸引女性加入農業生產增加女性作為生

極的方式與社會互動，獲得未來工作的技能(Lovell,

產者比例，提升婦女權力(Cadzow, 2016)。而賦予婦

2010)。休閒農業還能促進心理健康，提供場所滿足社

女農業上的權力與嬰兒和幼兒餵養的品質密切相關，

交需求，增進親友間之感情提供抒解壓力的健康休閒

與兒童營養狀況稍微相關(Malapit, 2015)。在班格達，

場所，Chang(2015)研究指出，在彰化縣埔鹽鄉的稻

賦權婦女與家庭的熱量可用性和膳食多樣性正相關

香休閒農場，遊客感受到的休閒效益會提高其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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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s)方法引出關於個人對於現狀的替代品的感

受。
在非使用價值功能方面，存在價值也稱內在價

覺，以及他們的願意支付來獲得替代品。條件評估法

值，是人們為確保農地資源的各項服務功能能夠繼續

最早由 Ciriacy-Wantrup(1947)提出以直接訪問的方

長時間存在所願意支付的價值。遺贈價值，是一種持

去評價自然資源的價值，而此概念至 Davis(1963)將

續發展的理念，是人們基於代際公平，為讓子孫後代

此概念應用問卷調查評估美國緬因州(Maine)森林遊

將來能夠繼續利用農地願意事先支付一定的代價來保

憩地的效益。Randall et al.(1974)探討此法背後之理

護資源，避免資源被過度的利用和濫用。選擇價值，

論面，條件評估法發展趨於成熟，近幾十年來，條件

指人們雖然現在不使用農地資源的某項效益或功能，

評估法已廣泛應用於非市場經濟價值之評價上，評估

但是未來可能會需要使用，於是為了確保未來要用時

的資源則包括溼地、森林、水岸景觀、國家公園、農

能夠隨時可用，消費者現在所願意提前支付的代價

地 、 文 化 資 源 、 社 會 計 畫 、 環 境 資 源 等 (Bravo-

(孫司寬，2004)。

Moncayo et al., 2017; Verbič et al., 2016; Mostafa,

基於多功能農業，已成為先進國家保護農業之重

2016; Siew et al, 2015; Gelo, 2015; Armbrecht,

要論述，尤其面臨全球化、糧食安全之外在環境課題，

2014; Jianjun et al., 2013; Lindhjem and Mitani,

以及國內土地資源競用、違規使用等問題，農業部門

2012)。

從土地利用觀點，建構農業經營專區制度，強調土地

而條件評估法之主要意義，乃將抽象、不具市場

集中與規模經濟效益，並導入友善環境耕作制度，協

交易紀錄之財貨，將其價值轉換成若干假設性問題，

助核心農產品行銷通路引導農產業發展(王玉真，

以問卷詢問方式，以引誘出個人對此項財貨之偏好與

2014)。多功能農業的概念在不同國家是不同的，每個

認定價值，藉以了解此ㄧ財貨資源之價值。

國家特有的制度、自然資源、生態條件、農業政策和

2. 條件評估之應用流程

文化歷史將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業競爭

此法主要係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透過願意支付價

力，這反過來塑造社會對多功能農業對各種組成部分

格(willing to pay, WTP)與願意接受補償價格(willing

的不同需求，此種價值的多功能化，非常符合近年來

to accept, WTA)，直接詢問受訪者其效益變動的情形。

國際推動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強調的人與

其中，WTP 與 WTA 之最大差異在於，受訪者是否合

自 然 平 衡 及 永 續 生 態 精 神 (Siderius et al., 2016;

法擁有本項資源。WTP 之受訪者可不需正當擁有此項

Zhang et al., 2015; Zasada, 2011; Takeuchi, 2010;

資源，而 WTA 之應用則需受訪者擁有合法資格擁有。

李健、史俊通，2007；羅其友等，2005)。

Mitchell and Carson(1989)提出條件評估法之問卷

三、 農業多功能價值之評估方法

內容必須具有：(1)假設市場中欲評價財貨之描述、(2)
透過問卷問題的設計以導引受訪者對該財貨的願付價

（一） 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值、(3)受訪者的社經資料，以得知不同背景的人對非

CVM)

市場財貨評價是否有顯著差異。而其執行步驟由陳凱

1. 條件評估法之介紹

俐與吳佩瑛(2003)整理如下：

條 件 評 估 法 是 一 種 敘 述 性 偏 好 法 (stated

1. 建 設 假 設 性 市 場 (hypothetical market) ：

preference)，可評估使用價值及非使用價值，敘述偏

Whitehead and Brookshire (1991)提出，問卷對假

好法個體(individual)就是「敘述」他的偏好，具體來

設市場的描述，應包括下列訊息：(1)環境資源的定義，

說，個人被問及現狀與一些替代狀態(alternative)，並

及所被評價之研究標的。(2)說明假設將實行的政策對

且 利 用 問 答 、 評 級 (ratng) ， 排 名 (ranking) ， 選 擇

此研究標的之影響。(3)設計受訪者支付代價之方式。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3): 137 - 16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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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楚說明政策執行之原則，避免受訪者對政策產生

造成太大的傷害，原因有三：(1)條件評估法為一個具

質疑。(5)願付價格問題之設計。

有彈性的方法，亦即透過問卷之設計與統計的應用，

2. 選擇不同的詢價方式：詢價方式十分重要，此為取

研究者不但可以偵測到偏誤的存在與否，並能控制偏

得受訪者的願付價格之主要步驟。詢價方法有直接詢

誤之程度到某一水準。(2)偏誤之存在並沒有定論，亦

問 法 、 逐 步 競 價 法 (bidding game) 、 支 付 卡 法

即在某些特定的研究題目上容易產生偏誤，而某些題

(payment card)、單界二分法、雙界二方法等。

目卻不易發生。(3)對持大多數政策分析而言，決策者

3. 選擇不同的問卷調查方式調查方式：可分為面談、

所要的並不是單一估計數字，而是一個估計數字的範

電話訪談與郵寄等三種方式。其中面談較為直接，可

圍，對此一要求而言，條件評估法是能勝任的。黃宗

當面向受訪者詢問較為詳細之問題，但此法較易造成

煌(1991)則認為應用條件評估法雖可能產生許多潛在

訪員偏誤；電話訪談則較受時間上與問卷內容多寡之

的誤差，但不代表其實用性受到限制，因為只有對研

限制(Mitchell and Carson, 1989)；郵寄調查則最易

究方法的潛在誤差一無所知時，才會面臨到較大的風

使用，但回收率通常都偏低。

險而不自覺。相對的，當你已知可能存在各類偏誤時，

4. 估計願付價格(WTP)的平均值與中位數：條件評估

我們反而會更加謹慎地去檢定其顯著性或嚴重性。綜

法的價值有願付價格與願受補償價格。雖有研究顯示

合上述，條件評估法雖可能產生相當偏誤，但只要透

出，此兩種衡量指標在所得效果差距不大下，其兩種

過適當的改善方法， 例如試訪、假設市場儘量貼近真

差異不顯著。但有研究指出，基於社會心理學與替代

實世界、選擇適當的詢價方法、良好的訪員訓練、運

效果等之影響，WTP 之運用會優於 WTA。

用適當的問卷設計，瞭解偏誤的所在等，條件評估法

5. 求出影響 WTP 之外生變數：找出對 WTP 影響的

所評估出的價值，仍是相當可信。

外生變數，並透過條件評估法之時正模型推估這些變

4. 條件評估法之實證研究

數，以推估受訪者之出價函數。

胡湘婷(2006)利用條件評估法來計算宜蘭農業地

6. 整合資料並檢定條件評估法評估結果之可信度：此

役權(agricultural easement)所帶來的總體經濟效益。

法之最後步驟為整合所得之相關資料，並透過統計方

農業地役權乃透過契約協議以限制土地之使用僅能作

法以檢定條件評估法評估結果是否可靠。

農業或相關農業用途。其除了保育農地基本的特徵-生

3. 條件評估法可能造成之偏誤

產力外，也可依政策目的與重大之公共利益而保護農

條件評估法目前雖已應用得十分廣泛，但此法乃

田所具之棲息地、綠資源、景觀、開放空間等屬生態

以「假設性市場」來對民眾進行詢價，以得出受訪者

性之功能(Yoo and Ready, 2016)。農業地役權設定之

心目中對於自然資源的評價，而並非真實的交易行為。

主要目的與保護的價值為「永久保存與保護農作的價

因此，若受訪者不明狀況或有意欺瞞、或訪員訪談不

值、特徵、使用與效用，其中被保護的價值包含了農

當等 。 皆 可能 對 結 果造 成 一定 程 度 的影 響 。 根據

地生產力、植物物種、土壤、水質、開放空間、與景

Michell and Carson(1989)指出於應用假設市場評價

觀價值。」(Morris, 2008)。

法時，易造成假設性偏誤、策略性偏誤、起始點偏誤、

此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的民眾皆非常認同農地

資訊偏誤、支付工具偏誤、訪員偏誤為最常見的偏誤

具有非市場價值，85.5%的受訪者認同農地的「生態

種類。雖然條件評估法會產上這些偏誤的情形，國內

價值」、85.7%的受訪者認同農地的「存在價值」
、

外學者也提出不少評論，但整體上來說，上述偏誤並

85.1%的受訪者認同需保存農地的「文化景觀價

不會對此法的正確性與有效性造成損害。陸雲(1990)

值」
、70.0%的受訪者認為透天厝與工廠等建物的興

則指出，偏誤問題不致於對條件評估法本身的有效性

建，對於農地的景觀生態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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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的受訪者認同「遺贈價值」、81%的受訪者希
望能透過適度農地的保留而擁有未來的「選擇價

格。
旅行成本法的第一步是建立行程生成函數(trip

值」
。且透過相關性分析發現，非市場價值的認同度

generating function, TGF)，行程生成旅行成本法的

與願付價值有相關性，在後續實證模型上，也瞭解對

目的是提供站點使用的模型。有三種類型的函數：
（1）

於非市場價值認同程度越高的受訪者，其相對支持農

區域模型(zonal model)，（2）個別模型(individual

業地役權的願付金額也較高。

model)，
（3）隨機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

(二) 旅行成本法( travel cost method, TCM)
1. 旅行成本法之介紹
旅 行 成 本 法 是 一 種 顯 示 性 偏 好 法 (revealed
preference)，顯示性偏好法表示對於個人的偏好，可
以從人們在市場中的行為獲得(revealed)，只能估計
使用價值(use values)。旅行成本法最早被用來評估非
市場財貨價值的方法，主要是應用經濟學上消費者願
付價格的觀念來估算。Hotelling(1947)最早提出了基
本的方法，Clawson and Knetsch(1966)進而改良方
法，從那時以後，旅行成本法被廣泛採用和改良。其
基本的假設為其他因素不變時，為追求最大滿足，消
費者願意支付的旅遊成本與遊憩資源財貨品質之間的
關係(張薇文，2003)。旅行成本法用於估計與生態系
統或遊樂的場所相關的經濟使用價值，可用於估計由
以下產生的經濟效益或成本： (1)目前現有的遊樂場
所，(2)去除現有的遊樂場所，(3)增加新的遊樂場所，
(4)遊樂場所的環境品質的變化所付的價值(Mavsar

et al., 2013)。旅行成本法主要用於估價直接使用的娛
樂性森林服務，如野餐、旅遊；文化和精神活動以及
作為生物多樣性或景觀價值等間接使用的價值估計
(Daly et al., 2012; Jorio, 2011; Bestard and Font,
2009)。
2. 旅行成本法之應用流程
旅行成本法的基本前提是，人們拜訪遊樂場所所
花費的時間和旅行成本用代表了去遊樂場所的「價
格」
。旅行成本包括汽車的汽油費、維護費、保險費
等。可以根據遊客在不同的旅行費用下旅行的次數來
估計人們願意支付拜訪該地點的費用。這類似於根據
不同價格所需求的數量估計人們願意支付商品的價

RUM)。其中，區域模型的特點：(1)是原始和最簡單
的方法。(2)主要使用次級數據，並從訪客收集一些簡
單的數據。(3)它只限於估計整個場地的遊樂服務的價
值。個別模型的特點：(1)個別模型與區域模型類似，
但使用個人遊客的調查數據（而不是每個區域的平均
數據）來估計行程生成函數(TGF)。(2)個別模型需要更
多的數據和更複雜的分析，但更精確。而隨機效用模
型的特點：(1)假定個人將在所有場地中挑選他們喜歡
的，即他們在場地品質和價格之間進行權衡(tradeoffs)。(2)此方法需要受訪者可能選擇的所有可能的場
地、其品質特性、每個地點的旅行費用等數據。行程
生成函數利用多元回歸式確定，一旦確定了行程生成
函數，它就可以用於確定遊憩點的需求曲線(demand
curve)。一旦需求曲線建立，就可找到找到消費者剩
餘(consumer surplus)（低於需求曲線和高於當前價
格線的區域）
，即此地的遊憩價值(Das, 2013; Mavsar

et al., 2013; Clawson and Knetsch, 1966)。
其中，隨機效用模型的概念早在 1920 年代即被
提出，隨後用在不同領域的議題上，Hanemann(1982)
首次將其應用於環境資源評估方面。而目前則已被廣
泛地應用於住宅、運銷、遊憩等研究領域。隨機效用
模型是一種離散選擇模型，個人可以在眾多可能的遊
憩地點中，選擇讓自己效用極大的方案，可藉以衡量
不同遊憩地點之經濟價值(Song et al., 2010)。Lupi
(2005)指出此模型可正確評估受訪者面對多重地點選
擇時之遊憩效益。
3. 旅行成本法之優缺點
這種藉由旅遊成本支出來評估資源效益的方法，
可確切反應消費者的行為，然此方法有其優缺點，旅
遊成本的優劣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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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旅遊成本的優劣
Table. 2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vel Cost Method
旅行成本法

(1)這種方法是基於市場價格估計經濟價值，非常容易運用。

的優勢

(2)這種方法是基於人們的真實行為而不是假設的願付價格。
(3)這種方法在應用上相對而言是花費較少的。
(4)現場調查可蒐集大量的樣本。
(5)調查結果相對而言是容易詮釋與解釋的。

旅行成本法

(1)這種方法假設人們在旅遊方面的變化會作出相同的回應。

的限制

(2)最簡單的模型認為個人為單一目的參加旅行。
(3)時間的機會成本很難定義並且測量。
(4)替代場所的可用性將影響價值。
(5)住在遊憩地點附近，將有較低的旅遊成本，他們的遊憩價值可能被低估。
(6)在場調查蒐集樣本，可能會產生抽樣偏誤。
(7)測量遊憩的品質並且使遊憩的品質與環境品質相結合可能是困難的。
(8)標準的旅行成本法所提供的是現今狀況的訊息，而不是由於預期在資源條件方面的變化所
產生的收益或損失。
(9)為了估計需求函數，必須在旅行的距離和旅行成本上有足夠的差異，以便影響旅行次數的
決定。
(10)它的適用範圍方面受限制，不能用來測量非使用價值。
(11)如同一般的統計方法，某些統計問題同樣會影響評估結果。
(12)只能評估有實際遊憩行為民眾之願付價格

資料來源：Das(2013); 黃逶騰(2007)；King and Mazzotta(2016)及本研究整理。
4. 旅行成本法之實證研究

使用之隨機效用模型(RUM)，計算遊憩效益的方式採

根據朱美琴、蔡明芳(2016)研究針對台南休閒農

隨機效用模型，隨機效用模型主要是以效用函數為出

場所提供之生態系統服務遊憩效益，遊客對休閒農場

發點，根據消費者的選擇行為來進行評估，隨機效用

提供之生態系統服務認知項目為：(1)提供功能：提供

模型中同時包含可觀察與無法觀察之隨機項二部分

或購買新鮮蔬果、購買伴手禮/特產、提供住宿、提供

(Song et al., 2010; 黃成輝、曾偉君，2006；竺凱、

獨特餐飲，(2)文化與教育功能：提供認識農業生產方

鄭蕙燕，2005；Lupi，2005;

面知識、提供生態保育的認知與體驗、體驗獨特農村

用混合羅吉特模型(mixed logit model, MXL)進行，

或田園生活、認識農村以及生態文化，(3)遊憩功能：

混合羅吉特模型(MXL)又稱為「誤差組成羅吉特模型」

提供健康設施使用、現場採摘蔬果、運動健身、體驗

(error-components logit) 、「 隨 機 參 數 模 型 」

露營，(4)生態功能：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

(random parameter logit, RPL)、或「綜合隨機效用

的保存（如稀有動植物等保存）
、提供淨化環境與新鮮

模型」
，此模型藉由隨機參數的設定允許遊客間偏好的

空氣、觀賞動植物生態，以李克特五點指度衡量。此

差異性，克服將個別遊客視為無差異之缺點，且可藉

研究係以旅遊成本法為基礎，但為避免傳統旅遊本法

由模式間的交互作用正確估算出遊客的偏好( Song

只能衡量單一遊憩地點之問題，且無法衡量受訪地點

et al., 2010; 曾偉君、黃俊燁，2006；游惠如，2005；

質與量的關係，所以此研究進一步採用近幾年普遍被

McFadden and Train, 2000; Train, 1998)。在福利變

游惠如，2004)。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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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衡量部分，根據張薇文(2003)，研究時常分為

及其影響。缺點包括(1)非使用價值的偏好往往不太穩

Hicks 分析法與 Slutsky 分析法分別討論，而 Hicks 提

定(2)問卷開發和數據分析較複雜。(3)金錢預算和時間

出以補償變量(compensation variation, CV)、補償剩

花費較高(4)有較高風險的偏差，可能導致不准確的

餘 (compensating surplus, CS) 、 對 等 變 量

WTP估計(Mavsar et al., 2013)。

(equivalent variations, EV)、及對等剩餘(equivalent

選擇試驗法近年來採納度漸漸多於條件評估法

surplus, ES)來作為福利變動的衡量(曾偉君、黃俊燁，

(Mahieu et al., 2014)，選擇試驗法優於條件評估法的

2006；游惠如，2004；Hanemann, 1982) 。

地方在於：(1)它提供更多信息，不僅估計平均WTP，

因此朱美琴、蔡明芳(2016)以混合羅吉特模型

也 估 計 不 同 屬 性 的 隱 含 價 格 或 邊 際 WTP(Hoyos,

(MXL)估算四個休閒農場之遊憩效益，首先估算出各

2010)。(2)選擇試驗法可以給參與者更深入理解不同

農場之平均遊憩效益，在總遊憩效益部分，將該休閒

屬性之間的權衡(Adamowicz et al., 1998)。(3)同時，

農場平均個別之遊憩效益乘上該休閒農場一年總遊客

如果選擇集中的選項和屬性或者重複選擇的次數多，

人數。在 MXL 模型中，以走馬瀨農場為最高，遊憩效

選擇試驗法需要參與者有更高的認知能力 (Hoyos,

益介於 6.1-7.1 億元間，這與其所提供之功能較多有

2010; Swait and Adamowicz, 2001)。

直接關係；其次為南元休閒農場為 1.6-1.8 億元間，

3. 選擇試驗法之實證研究

而遊憩效益最低仍為大坑休閒農場，僅有 5.2-6.1 千
萬元之間。
(三) 選擇試驗法(choice experiment, CE)
1. 選擇試驗法之介紹
選擇試驗法為敘述性偏好法，可計算使用及非使
用價值。最早由Lancaster(1966)所提出，他利用消費
者偏好理論(theory of consumer preference)，此方
法需要可以描述財貨或服務的屬性以及這些屬性的層
級(levels)之決定因素。選擇試驗法是最近非常流行的
價值評估方式，選擇實驗法近年來被用於評價針對農
村景觀管理和規劃的不同政策選擇(Liekens et al.,
2013; Dachary-Bernard and Rambonilaza, 2012;
Campbell, 2007)。選擇實驗中的關鍵步驟是辨別受
影響財貨的屬性，選擇實驗依賴屬性的準確性和完整
性來描述一個情況(Boxall et al., 1996)。
2. 選擇試驗法之優缺點
選擇實驗法優點包括(1)它們也可用於估計使用
價值和非使用價值。(2)調查的使用允許收集關於受訪
者的相關社會經濟和態度數據，這些數據可能與理解
影響社會偏好和選擇。(3)可以估計假設狀態下的變化

Ragkos and Theodoridis(2016)利用選擇試驗
法在賽普勒斯(Cyprus)的研究，研究當地的自然和文
化資源價值。研究人員添加了一個貨幣屬性
(monetary attribute)，該貨幣屬性對應於假設市場的
成員願意支付的金額，以便實現他們期望的屬性級別
(attribute levels)。屬性(attribute)和級別(levels)的可
能組合產生替代方案，然後將其組織成形成選擇集合
(choice sets) 。 每 個 受 訪 者 都 有 4-16 個 選 擇 集 合
(Louviere et al., 2000)，每個受訪者則被要求標記他
喜歡的替代組，此研究的屬性和級別如下頁表3所示。
選擇試驗法數據的計量分析使用隨機效用模型(RUM)，
研究結果顯示，塞浦路斯公眾願意支付來減少農業對
環境的不利影響和利於社會和農村發展的效益
(benefits)。結果顯示，減少使用農用化學品1%的
MWTP為1.75 歐元/ 人/年 ，使用灌溉水 減少1%的
MWTP為2.16歐元/人/年，實現農場平均收入增加1％
誘使農民留在這個行業的MWTP為1.65歐元/人/年，
在農村地區以便重新培訓將離開貿易進行另一種經濟
活動的農民的MWTP為0.0031歐元/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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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選擇試驗法之屬性和級別
Table. 3 Attributes and levels of CE method
屬性

級別

描述

減少農藥

11%, 34%, 46%

由於種植模式的變化，減少了所使用的農藥和化肥的價值。

減少用水量

16%, 41%, 60%

因為種植模式的變化，減少灌溉用水量。

農村發展和文化

18.571, 24.910,

農人由於種植模式改變而離開農場，並將在農村經濟其他部門

遺產(人)

27.852

(農村景觀和農村文化遺產的發展)中再培訓的農民人數

農業收入增加
付款(歐元)

18%,

25%,

37%,

由於種植模式的變化，每個農民的收入增加，從而減少了該部

45%

門的人力需求。

30, 80, 150, 350,

每個替代方案支付的金額。

500
資料來源：Ragkos and Theodoridis (2016)。

(四) 效益轉移法(benefit transfer method, BTM)
1. 效益轉移法介紹
此法主要是透過既有且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
將其研究成果移轉到尚未進行評估的地區，轉移的目
的在降低新的研究所需耗費的時間與成本。效益轉移
通常運用在經費與時間受到限制時，利用既有文獻的
研究成果來探索其他相同或相似的環境財價值
(Johnston and Rosenberger, 2010; Colombo and
Hanley, 2008; Iovanna and Griffiths, 2006; Smith et

al., 2002)，這是一種次級價值評估法，現有文獻之研
究標的為研究點(study site)，而進行效益轉移的地區
稱為政策點(policy site)(朱美琴，2016；張薇文，2003；
Rosenberger and Loomis, 2000; 鄭蕙燕，1995)。
有兩種主要的效益轉移方法：(1)單位價值轉移(unit
transfer) ， 和 (2) 函 數 轉 移 (function
transfer)(Johnston

and

Rosenberger,

2010;

Rosenberger and Loomis, 2003)。第一種方法包括
應用先前研究的單位價值，根據假設研究點(study
site)的單位價值代表政策點(policy site)，來估計政策
點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第二種方法是將研究點的效
益函數(benefit function)轉移到政策地點價值估計
研究中的功能旨在解釋某些生態系統服務的經濟成本

或收益。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函數傳遞是比單位轉移方
法更可靠，因為包含更豐富的信息並且在傳送過程中
包括更多的因素(Bateman et al., 2011; Kirchhoff et

al., 1997; Loomis, 1992)。最後利用整合分析(meta
analysis)可用於識別來自若干研究的效益，然後合併
為政策點的一個共同效益函數。
2. 效益轉移法之優缺點
效益移轉法之優點包括(1)效益轉移通常比進行
原始估價研究成本低。(2)與進行原始估值研究相比，
可以更快地估計經濟效益。(3)該方法可用作篩選技術，
以確定是否應進行更詳細的原始估價研究。(4)該方法
可以容易地和快速地應用於娛樂值的總估計。站點和
娛樂體驗越相似，偏差越小。缺點包括(1)效益轉移對
娛樂價值進行總估計可能不准確，除非兩地共享所有
位置等特徵。(2)可能無法對相關政策或問題進行良好
研究。(3)可能難以追踪相關的研究，因為許多沒有公
佈。(4)報告現有研究可能不足以進行必要的調整。(5)
現有研究的充分性可能難以評估。(6)不推薦超出原始
研究特徵範圍的衍伸推論。(7)利益轉移頂多只能與原
始研究價值估計一樣準確。(8)單位價值估計可能很快
變得過時(Richardson, 2015; Mavsar et al., 2013;
Johnston and Rosenberger, 2010; Colombo and
Hanley, 2008; Smith et al., 2002; Bergstro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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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ta, 1999)。
3. 效益轉移法的實證研究

特徵價格法之優點包括(1)可以用於根據實際的
選擇來估計價值。(2)房地產市場在回應方面相對有效

Zandersen and Tol(2009)利用效益轉移法來研

率，因此可以是價值的良好指標。(3)屬性記錄通常非

究歐洲森林的娛樂價值，只採用在歐洲進行旅行成本

常可靠。(4)有關物業銷售和特性的數據可通過許多來

法的研究，使用 1977 年至 2001 年間由 9 個歐洲國

源輕 鬆獲 得 ，獲 取分 析 的 描述 性變 數 (descriptive

家發表的 26 項研究。數據表明，在各項研究中森林

variables)。(5)該方法可以用於考慮市場商品與環境

娛樂價值存在顯著差異，每次旅行花費從 0.66 歐元到

品質之間可能的相互作用。缺點包括(1)可以衡量的環

112 歐元，中位數為 4.52 歐元。儘管所採用的估價方

境效益的範圍僅限於與房價有關的事情。(2)該方法將

法（所有研究都採用旅行費用法）和環境服務價值相

僅能得知人們對環境屬性的感知差異及其直接後果的

似，但總福利估計數反映了方法、地理條件和暫時的

支付意願。因此，如果人們不知道環境屬性和他們或

差異，即價值受價值測量（例如，每次旅行、每天或

他們的財產的利益之間的聯繫，價值不會反映在房價

每個季節的價值）
、旅行成本方法（即區域與個體旅行

上。(3)該方法假設人們有機會依他們的收入來選擇他

成本方法）
、成本的定義（即時間的機會成本水平）和

們喜歡的特徵組合，然而住房市場可能受到外部影響，

其他方法上的問題（例如，郵寄或面對面訪談、整合

如稅收、利率或其他因素的影響。(4)該方法的實施和

分析(meta analysis)的功能形式的規範不同）
。此外，

解釋相對複雜，需要高度的統計專業知識。(5)必須收

位置的特徵，例如大小，年齡多樣性，森林內的開放

集和處理大量的數據。(6)執行應用程序的時間和費用

空間面積對於在整合分析中的效益也有所影響。

取 決 於 數 據 的 可 得 性 和 可 用 性 (availability and

(五) 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 HPM)
1. 特徵價格法介紹
特徵價格法是一種顯示性偏好法。特徵價格法認
為財貨的特徵(characteristics)會影響消費者的滿足
程度，這方法最早是由 Lancaster(1966)提出，而
Ridker(1967)將此一概念應用到環境保護相關的議題
上，其利用住家之財產價值資料評估空氣品質改善之
效益與價值。在利用特徵價格法做汙染相關研究時，
常可發現財貨價格會因防衛性支出而增加。若防衛性
支出影響財貨的特徵，則必需將此特徵的改變列入模
型中(陸雲，1990)。使用特徵價格法來估計直接影響
市場價格的生態系統或環境服務的經濟價值，最常用
於反映當地環境屬性價值的房價變化。它可用於估計
與以下相關的經濟效益或成本：(1)環境品質（包括
空氣污染，水污染或噪音）。(2)環境設施（如美觀或
離附近遊樂場所的距離導致的價格）(Monson,
2009)。
2. 特徵價格法之優缺點

accessibility)。(7)由於特徵的變動均非連續的而是斷
斷續續的(discrete)，這和理論上假設特徵的變動係為
邊際性並不符合，也造成特徵價格法常會高估或低估
環 境 資 源 的 價 值 (Mavsar et al., 2013; King and
Mazotta, 2016; Gundimeda, 2005; 陸雲，1990)。
3. 特徵價格法的實證研究
Tyrväinen(1997)研究了城市森林的價格對芬蘭
霍恩蘇市(Joensuu)的房價的影響。他使用來自 14 個
不同住房區域（總共 1006 個觀察值）的房地產價格
作為應變量以及不同住房的特徵作為獨立變量，如大
小、年齡、位置、學校和其他城市服務、離樹木繁茂
地區和水道的距離。作者採用線性和半對數回歸模型
來估計對住房、位置和環境特徵對房價的影響。 得到
的結果表明，接近不同的環境設施會對房價產生正面
影響。例如，距水道 100 公尺的距離使住房價格下降
了 25.9 歐元/平方公尺。同樣，距離森林休閒場所 100
公尺的距離使住房價格下降 7.06 歐元/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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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機會成本/替代成本法(opportunity cost

2015)。所謂機會成本係指將現有之經濟資源應用於

method)

其他用途時，所能獲得之最大利益。其缺點是本法無

1. 機會成本法介紹

法指出效益價值(benefit value)，但可供比較替代投

機會成本法是一種顯示性偏好法。機會成本法係
指考慮某一資源用來作為特定任務或用途，以致放棄

資當時的基準(馮豐隆，2004)。
2. 機會成本法的實證研究

其他用途時，其所放棄之社會價值即為其機會成本，

Tilahun(2016)的研究在加納(Ghana)西部地區

可應用於林地或農地作為造林、畜牧或生態保育及遊

的安卡薩(Ankasa)保護區進行，使用以下方程計算了

樂 用 途 (Tilahun and Anglaaere, 2016; Lu et al.,

保 存 安 卡 薩 保 護 區 的 直 接 現 場 (on-

2016; Lyle, 2015; Borrego and Skutsch, 2014)。例

site)REDD+(reducing

如原是稻米生產區，把生產稻米較低落的地區改為經

deforestation

營生態保育區，該區稻米便無法產出，此種損失的產

developing countries)機會成本的淨現值：

and

emissions
forest

degradation

from
in

出可視為因為放棄稻米生產機會的機會成本(Lyle,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𝐽𝐽𝐽𝐽 = ∑𝑇𝑇𝑡𝑡=0���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𝐽𝐽𝐽𝐽 − 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𝐴𝐴𝐴𝐴 � + �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𝐽𝐽𝐽𝐽 − 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𝐴𝐴𝐴𝐴 �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𝐽𝐽𝐽𝐽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𝑁𝑁𝑁𝑁𝐴𝐴𝐴𝐴 ��(1 − 𝑟𝑟)−1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𝐽𝐽𝐽𝐽 =

∑𝑇𝑇𝑡𝑡=0���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𝐽𝐽𝐽𝐽 − 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𝐴𝐴𝐴𝐴 � + �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𝐽𝐽𝐽𝐽 − 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𝐴𝐴𝐴𝐴 �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𝐽𝐽𝐽𝐽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𝐴𝐴𝐴𝐴 ��(1 − 𝑟𝑟)−1 �
𝑇𝑇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 ���𝐵𝐵𝑗𝑗𝑗𝑗 − 𝐶𝐶𝑗𝑗𝑗𝑗 �(1 + 𝑟𝑟)−1 �

�𝑡𝑡𝑡𝑡𝑡𝑡2𝐴𝐴 − 𝑡𝑡𝑡𝑡𝑡𝑡2𝐽𝐽 �

𝑡𝑡=0

其中，NPV AJ 是從$/tCO 2 減排中，將 A

tCO 2 e/公頃）碳價值 37950 萬美元（7257 美元/公

（Ankassa 保護區）轉換為土地利用 J（其中 J

頃）
，6380 噸營養素價值 64 萬美元。一直到 2042 年，

=1, ..., 4，代表上述四個土地利用方案）的機會成

保護 REDD+保護區的直接現場(on-site)的機會成本

本；timNB 是來自木材的淨收益（利潤減去成本）
；

在淨現值中約為 0.22-0.80 美元/年/ tCO 2 e）
。

ntfpNB 是非木材林產品提取的淨收益；cropNB 是
作物生產的淨收益；tCO 2A 是 Ankassa 保護區中碳
的庫存，單位為 tCO 2 e；tCO 2J 是替代性土地利用中
碳的庫存量，單位為 tCO 2 e；r 是貼現率；t 是以年
為單位的時間（t = 0, 1, 2,... T；T = 5, 10, 20 和

30）。其中，tCO 2 e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一種測量方式，比較其他溫室氣體相對
於一個單位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暖化效果，透過將溫
室氣體的排放量乘以其 100 年的全球變暖潛力計
算。
結果發現保護區庫存有 3,280 萬立方米（627 立
方米/公頃）的立木樹，其立木價值約為 1910 萬美元
（364 美元/公頃）
，643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1230

(七) 影子價格法(shadow pricing method)
1. 影子價格法之介紹
影子價格之產生指無市場價格的某一財貨或勞務
的 估 算 價 值 ， 應 用 於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cost-benefit
analysis)中。影子價格代表生產或消費不在一般市場
中交易的財貨之機會成本。由於社會的效益和損失通
常是沒有價格或是無適當價格，故影子價格也常被用
來估計社會效益和損失，像是農業所帶來的土壤污染
物、遊憩價值、因水資源的稀少造成競爭或排放的二
氧化碳，無法在市場上交易買賣，因此藉由供給者提
供此效益所花費的代價，或是需求量本身的願付價格
或效 益 等 表示 價 值 即是 屬 於影 子 價 格的 一 種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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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2016; Ziolkowska, 2015; Färe, 2006; 馮豐隆，
2004)。

1. 聯合分析法介紹
聯合分析法為一種敘述性偏好法。由 Luce and

2. 影子價格法之實證研究

Tukey (1964)提出，將欲評估的問題，做屬性與特徵

在 Ziolkowska(2015)研究分析的高原平原中，當

上之切割，再以不同的方案呈現，要求受測者做選擇、

地發生乾旱造成水資源減少，而結果得知德州北高平

排名或配對。聯合分析法最早是應用於商業心理學，

區的小麥生產的水的影子價最高（0.70 美元/立方公

探討消費者商品之偏好。除了產品的行銷研究外，近

尺）
，而德州南部高原平原的玉米價格最低（0.004 美

年來聯合分析法更被應用於評估環境或評估某些有非

元/立方公尺）。該研究可以幫助利益相關者和決策者

市場價值之產品的效益或需求，以瞭解何種方案之偏

評估可盈利作物生產與水資源保護之間的情景和權衡，

好性較高，來計算環境價值，以利相關權益者做出決

幫助水資源的有效率利用。

策(Shen et al., 2015; 林千琪，2014；Alriksson and
Oeberg, 2008; Álvarez-Farizo and Hanley, 2002)。

(八) 生產函數法(production function, PF)

2. 聯合分析法的實證研究

1. 生產函數法之介紹
生產函數法是將環境資源視為生產要素，以其用
於生產產品的市場價值，間接算出此種環境資源的影
子價格或願付價格。簡單的說，生產函數法是一種市
場價格法，當環境品質的效益表現於產出或投入上可
由其市場價各反應出來時，則可採用此種方法，亦
即，環境品質的改善效益是以產出或投入的增減變化

例如 Zinkhan et al.(1997)用於探討森林的多面
向功能（含不同休閒功能）帶給人們的效益。Belcher
et al.(2007)研究特殊生產方法的牛肉帶給人們在環
境與品質方面的效用。Louviere(1983)研究消費者對
文化活動之需求以及 Earnhart(2006)研究消費者對
住宅區開放空間之願付價值等。

上之利益來認定。若這些產出或投入之市場價格能正

(十) 假設行為法(contingent behavior method,

確反映其社會價值，則可找到環境品質改善的影子價

CBM)

格，而環境品質改變的效益即可由消費者剩餘和生產

1. 假設行為法介紹

者剩餘的變化來衡量。因此，此種方法在於評估環境

假設行為法詢問個別受訪者在假設價格增加或條

資源的消費性使用價值。可計算農業及其他環境的生

件改變的情形下所做的決定，常與旅行成本法相結合

態資本(張秋平等，2008)。

以比較觀察行為與假設行為之差異(黃逶騰，2007)。

2. 生產函數法的實證研究

2. 假設行為法的實證研究

張秋平等(2008)採用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

Eiswerth et al.(2008)使用假設行為法分析來檢

理論構建了糧食生產中的農業水資源經濟價值計算方

查美國威斯康辛湖(Wisconsin lake)湖泊清澈度假設

法，並以黃淮海地區為例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

變化的潛在影響，他收集並使用假設行為法和顯示偏

黃淮海地區主要作物生產中，水稻生產的水資源純收

好(revealed preference)數據來估計合併的負二項式

益最高，玉米次之，小麥最低；黃淮海地區農業水資

計數數據旅行成本模型(pooled negative binomial

源的平均經濟價值為 1.02 元/立方公尺。Ninan and

count data travel cost model)。從這個分析，計算

Inoue (2013)使用水庫儲水成本估算日本森林保護區

出此湖的消費者剩餘約為 104 美元/天/人，或總年消

3

的水源涵養效益，水庫的儲存成本 137.15 日元/m /

費者剩餘 140 萬美元。使用消費者剩餘和從假設行為

年。

法調查獲得的預期訪問次數的變化，估計與水清澈度

(九) 聯合分析法(conjoint analysis)

從 10 英尺下降到 3 英尺（1 英尺= 0.3048 米）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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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剩餘損失約 522000 美元/年（降低 38％）
。由於

蓋了該流域盆地總面積的 31%。這些森林提供的效益

這是假設行為法分析的第一個這樣的應用以估計水清

之一是木材。據估計，在 2010 年，總面積的年度木

澈度變化的影響，所以該研究可以說明一種非常適合

材產量為 4,516 立方公尺。然而，在該地區進行的一

於分析水質屬性變化的方法，因為所述水質屬性的變

項調查顯示，每戶家庭每年平均消耗 1.48 立方公尺的

化容易觀察且對前來休閒釣魚的人來說很好理解。

柴火(fire wood)和 155 公斤的木炭。將這些數量乘以

(十一) 市場價值法(market value method)
1. 市場價值法介紹
市場價格法是一種顯示性偏好法，可評估直接使
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用來估計在市場中買賣的生
態系統產品或服務的經濟價值。市場價格方法可用於
衡量商品或服務的數量或品質的變化。它使用標準的
經濟技術，根據以不同價格購買的人的數量和以不同
價格供應的數量來衡量市場商品和服務的經濟效益。
市場價格假設商品或服務是通過完全競爭(perfectly
competitive)的市場銷售（即相同產品被銷售，沒有
稅收或補貼的市場）
。衡量市場中交易的資源的使用價
值之標準方法是使用市場價格和數量數據估計消費者
剩餘和生產者剩餘。總淨經濟效益或經濟盈餘是消費
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之和(Mavsar et al., 2013)。
2. 市場價值法的優缺點
市場價值法之優點包括(1)人們的價值觀可能被
明確定義，因為它反映了個人願意支付在市場上購買
和出售的商品或服務的成本和效益。(2)數據相對容易
獲得。(3)使用觀察到的實際消費者偏好數據。(4)使用
標準的或公認的經濟技術。缺點包括(1)市場數據僅適
用於有限數量的商品和服務。(2)商品或服務的真正經
濟價值可能未完全反映在市場交易中。(3)必須考慮季
節性的變化和其他對價格的影響。(4)不易運用於測量
可能影響商品和服務的供應或需求較大規模變化的價
值。(5)通常，市場價格法不會扣除用於將生態系統產
品推向市場的其他資源的市場價值，從而可能誇大利
潤(Mavsar et al., 2013; Ellis and Fisher, 1987)。
3. 市場價值法的實證研究
Daly et al.(2012) 估 計 突 尼 斯 (Tunisia) 的
Barbra 流域盆地森林的年度木材產量的價值。森林覆

該地區的家庭數量，總消費量為 10,351 立方米的木
材（6,650 立方米的木材和 3,701 立方米的木材用於
木炭生產）
，遠遠高於森林在 Barbra 流域盆地的年生
產能力，這清楚地表明了考慮人口自己消費林產品的
重要性。為了估計當地人口的木材生產的年收益，使
用了柴火木材的市場價格，2010 年是約 4.35 歐元/立
方公尺。因此，估計總年度效益為 45,026 歐元。
而 Porter et al.(2009)也有利用市場價值法算丹
麥農業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 ES)的計算方式如下所示：
EStotal = ESn = ESmarket + ∑ESnonmarket

(1)

ES n 如下所示，ES 1 為害蟲的生物防治；ES 2 為氮元素
調節，包括作物和微生物的氮元素固定和礦化；ES 3 為
蚯蚓土壤形成；ES 4 為糧食和飼料生產（作物和牧草）;
ES 5 為生物質生產；ES 6 為土壤碳累積；ES 7 為進入地
下水儲備的水流；ES 8 為景觀美學；和 ES 9 為野生授粉
者授粉。
ES market 在方程(1)包括生產食品，飼料(ES 4 )和生物質
(ES 5 )的市場經濟直接使用價值，因為這些是農民在市
場上交易的唯一兩個產品。方程式(1)的 ES total 的其餘
部分是導出的間接使用價值。害蟲的生物防治計算方
式(ES 1 )：利用使用農藥應用的避免成本來估算控制蚜
蟲的成本，用於丹麥常規耕地農場以控制蚜蟲的農藥
的成本為 6 美元/公頃（2006 的價格）
。ES 1 以避免成
本為單位小時/年進行估值。假設當捕食者在 24 小時
內減少蚜蟲數量到低於經濟閾值水平，這相當於每年
施行兩次有效的農藥施用量，ES 1 為 7 美元/公頃/年。
氮元素調節計算方式(ES 2 )如下式(2)所示：
Nmin = 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2)

N min = 氮元素礦化量(g)，n =土壤中氮的總量(%)，
b =土壤體積密度(g/cm -3)，v =土壤體積(cm 3)，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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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化百分比(%)。通過使用來自誘餌-層板探針的營養

態系統服務的價值，總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 1074 美

物礦化速率從該方程計算在每個場中礦化的有機物的

元/公頃/年，而生態系統服務的間接使用價值為 685

百分比。再以丹麥硝酸銨市價每公斤 0.63 美元換算其

美元/公頃/年。

價格，得到 ES 2 為 294 美元/公頃/年。
蚯蚓土壤形成計算方式(ES 3 )：土壤形成被認為與
蚯蚓的活動密切相關，因此依賴於蚯蚓密度來求算。
蚯蚓在土壤形成中的經濟價值是基於蚯蚓的平均生物
-1 -

量為 0.2 g 和 1000 kg 蚯蚓形成 1000 kg 土壤 ha y
1

的假設計算的。因此，頂層土壤的產生量是透過將蚯

蚓質量乘以丹麥頂層土壤的價格（即 53.6 美元/噸）
計算的，得到 ES 3 為 13 美元/公頃/年。
糧食和飼料生產計算方式(ES 4 )：2006 年測量了糧食
和飼料的產量，經濟價值按這些產品的農場價值計算，
總產值為 216 美元/公頃（飼料）和 515 美元/公頃
（糧食）
，得到 ES 4 為 329 美元/公頃/年。
生物質生產計算方式(ES 5 )：生物質帶(biomess
belt)提供能源和電力所需木材，其經濟價值計算價為
600 美元/公頃，得到 ES 5 為 60 美元/公頃/年
土壤碳累積計算方式(ES 6 )：估計植物和根殘基的
量計算每個類別中碳積累的經濟價值。根據作物和根
殘留物累積的碳的經濟價值是基於 10 美金/噸的碳估
計的，得到 ES 6 為 34 美元/公頃/年。
進入地下水儲備的水流計算方式(ES 7 )：該經濟價
值是通過估算每個類別中的輸入（降雨和灌溉）和水
的產量和再注入地下的水量來計算的。施用水的成本
是按水價 100mm/公頃 20 美元計算的，得到 ES 7 為
77 美元/公頃/年。
景觀美學計算方式(ES 8 )：沒有可用的直接方法來
估計該生態服務的經濟價值。然而，利用條件評估法
估計瑞典農場的景觀美學價值，穀物、牧場和耕地景
觀分別為 138 美元/公頃、262 美元/公頃和 332 美元
/公頃，得到 ES 8 為 213 美元/公頃/年。
野生授粉者授粉計算方式(ES 9 ): 該經濟價值透過
使用農民在授粉期間購買蜂巢來進行授粉服務而產生
的直接成本來估計，得到 ES 9 為 47 美元/公頃/年。
把以上 ES 1 到 ES 9 算出的數值加總即可得此地生

(十二) 成本基礎法(cost based method)
1. 成本基礎法介紹
成本基礎法是一種顯示性偏好法，可評估直接使
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成本基礎法包含避免損害成
本法(damage cost avoided method) 、 重置 成本
(replacement cost method) 和 替 代 成 本 方 法
(substitute cost method)。基於成本法是基於避免由
於服務消失造成的損失的成本、替代環境的成本或者
替代環境提供服務的成本來估計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
的價值的方法。避免損害成本法使用受保護財產的價
值或為避免損害而採取的行動的成本，作為生態系統
所提供的利益的衡量標準。重置成本法使用替換生態
系統或其貨物和服務的成本作為生態系統或其貨物和
服務價值的估計。替代成本法與重置成本法類似，替
代成本法使用為生態系統或其貨物和服務提供替代品
的成 本 作 為生 態 系 統或 其 貨物 和 服 務價 值 的 估計
(Mavsar et al., 2013)。
2. 成本基礎法的優缺點
成本基礎法之優點包括(1)可當經濟價值的粗略指
標，雖然會受到相關商品或服務之間的相似性或可替
代性的程度數據限制。(2)不需要蒐集太多數據，減少
資源耗費。(4)提供一個替代方法評估難用其他方式評
價的使用價值。缺點包括(1)修復損失或更換生態系統
產品和服務的支出並不總是等於所提供的效益。(2)沒
有考慮社會對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的偏好。(3)在某些
情況下，保護行動的成本實際上可能超過生態對社會
的效益。(4)替代商品或服務不太可能提供與自然資源
相同類型的效益。(5)當貨物和服務未在市場販售時，
更容易衡量生產服務的成本而服務本身價值。(6)被替
換的商品或服務可能只是自然資源所提供的全部商品
和服務的一部分(Mavsar et al., 2013)。
3. 成本基礎法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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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io(2011) 在 北 非 摩 洛 哥 (Morocco) 塔 扎 克

留物(crop residue)作物輪作改善土壤質量和作物產

(Tazekka)國家公園進行了一項研究，以估計公園提供

量。Parihar(2016)指出印度西北方中央平原上，利用

的貨物和服務的總經濟價值。塔扎克國家公園位於中

保護性農業(conservation agriculture)耕作增強土壤

阿特拉斯山脈，靠近摩洛哥的 Taza 市。此國家公園提

有機 碳 、 土壤 物 理 和生 物 性質 ， 提 升土 壤 品 質。

供廣泛的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特別對當地人口而言，

Margenot(2016)指出保護性農業在肯亞西部風化土

因為它大大的幫助當地經濟發展（例如旅遊業、農業

壤可提升磷的可用性。Granlund et al.(2015)指出生

和林產品的收入）
。此國家公園提供的生態系統產品和

態循環農業(ecological recycling agriculture)減少

服務分為：經濟方面（農業的生產物、林產品、飼料、

無機氮的損失，農業可促進養分循環。壤可提升磷的

水的供應）
，生態方面（土壤保持、水的儲存和品質保

可用性。

護、土壤碳固定、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社會方面（休
閒遊樂、旅遊業、文化、教育和精神價值）
。此研究採
用替代成本法估算森林飼料(forest fodder)生產。在
估價方法中，估計了森林飼料的數量和用大麥(barley)
來代替的成本。使用這種方法，估計 11,006 公頃的森
林提供了約 400 萬單位的飼料。因為大麥的價格為
0.31 歐元/公斤，因此飼料生產的總經濟價值為 126
萬歐元/年。此外，此研究還考慮了過度放牧導致的退
化，因此，他們透過減去過度放牧的成本來降低飼料
供應 的 總 體價 值 ， 最後 ， 飼料 生 產 的利 益 估 計為
902,775 歐元/年或約 82 歐元/公頃/年。
上述各種分析方法之統整與相關文獻之實證結果
如表 4 所示。 例如 Prihar et al.(2016)指出農業可使
水使用效率提升，印度西北保護性農業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提 高 水 生 產 力 (water
productivity)維持自然資源，Park(2015)指出有機農
業和林下混農林業(shaded agroforestry)與較高蝙
蝠豐度(abundance)、物種豐富度和多樣性相關，可
達生物多樣性保存價值。Eberle et al.(2015) 指出隨
著授粉媒介(pollinator)數量下降，農作物景觀多樣化
可供高價值昆蟲飼料改善授粉者健康，達到保護授粉
媒介的價值。De Moraes Sá et al.(2016) 指出農業有
減少大氣碳含量的貢獻，南美洲採用低碳農業(lowcarbon agriculture, LCA)策略緩解氣候變化 20162020/2021-2035/2036-2050 抵 消 土 地 利 用 排 放
GHG 7.5%, 22.2%, 25.2%。Araya(2016)指出衣索比
亞資源節約型農業 (RCA)減少土壤干擾保留作物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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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農業多功能效益評估方法之整理
Table. 4 Different methods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評估方法

內涵
條件評估法可評估使用價值及非使用價值，主要意義為針對抽象、不具市場交易紀錄之

條件評估法

財貨，將其價值轉換成若干假設性問題，以問卷詢問方式，以引誘出個人對此項財貨之
偏好與認定價值，藉以了解此ㄧ財貨資源之價值。

敘
述

選擇試驗法可計算使用及非使用價值。此方法以消費者偏好理論為基礎，再運用上需要
選擇試驗法

別受影響財貨的屬性，選擇實驗依賴屬性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來描述一個情況。

性

聯合分析法是將欲評估的問題，做屬性與特徵上之切割，再以不同的方案呈現，要求受

偏
好

可以描述財貨或服務屬性，以及這些屬性的層級之決定因素。選擇試驗的關鍵步驟是辨

聯合分析法

測者做選擇、排名或配對。近年來聯合分析法被應用於評估環境或評估某些有非市場價
值之產品的效益或需求，以瞭解何種方案之偏好性較高，來計算環境價值，以利相關權
益者做出決策。

假設行為法

假設行為法為詢問個別受訪者在假設價格增加或條件改變的情形下所做的決定，常與
旅行成本法相結合以比較觀察行為與假設行為之差異。
旅行成本法最早被用來評估非市場財貨價值的方法，其基本的假設為其他因素不變時，

旅行成本法

為追求最大滿足，消費者願意支付的旅遊成本與遊憩資源財貨品質之間的關係。旅行成
本法主要用於估價直接使用的娛樂性森林服務，如野餐、旅遊；文化和精神活動以及作

農

為生物多樣性或景觀價值等間接使用的價值估計。

業

效益轉移法是一種次級價值評估法，主要是將既有且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之研究成

多

果移轉到尚未進行評估的地區，轉移的目的在降低新的研究所需耗費的時間與成本。效

功

效益轉移法

能

益轉移通常運用在經費與時間受到限制時，利用既有文獻的研究成果來探索其他相同
或相似的環境財價值。有兩種主要的福利轉移方法：(1) 將先前研究的單位價值，根據

價

假設轉移為研究點的單位價值的｢單位價值轉移｣；(2)將先前研究的效益函數轉移到研

值

究地點價值估計中的｢函數轉移｣。

評

特徵價格法認為財貨的特徵會影響消費者的滿足程度。特徵價格法可估計直接影響市

估

特徵價格法

方
法

場價格的生態系或環境服務的經濟價值，最常用於反映當地環境屬性價值的房價變化。
可用於估計環境品質（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或噪音）
、環境設施（如美觀或離附近遊
樂場所的距離導致的價格）的經濟效益或成本。

顯
示

機會成本法為考慮某一資源用來作為特定任務或用途，以致放棄其他用途時，其所放棄
機會成本/替代成本法

之社會價值即為其機會成本，可用於林地或農地作為造林、畜牧或生態保育及遊樂用

性

途。雖然本法無法指出效益價值，但可供比較替代投資當時的基準。

偏

影子價格代表生產或消費不在一般市場中交易的財貨之機會成本。由於社會的效益和

好

損失通常是沒有價格或是無適當價格，故影子價格也常被用來估計社會效益和損失，像
影子價格法

是農業所帶來的土壤污染物、遊憩價值，無法在市場上交易買賣，因此藉由供給者提供
此效益所花費的代價，或是需求量本身的願付價格等表示價值即是影子價格的一種應
用。
生產函數法是一種市場價格法，當環境品質的效益表現於產出或投入上可由其市場價

生產函數法

各反應出來時，則可採用此種方法。若這些產出或投入之市場價格能正確反映其社會價
值，則環境品質改變的效益即可由消費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的變化來衡量。因此此方法
用於評估環境資源的消費性使用價值。可計算農業及其他環境的生態資本。
市場價格法可評估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用來估計在市場中買賣的生態系統

市場價值法

產品或服務的經濟價值。它使用標準的經濟技術，根據以不同價格購買的人數和以不同
價格供應的數量來衡量市場商品和服務的經濟效益。市場價格假設商品或服務是通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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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競爭的市場銷售。衡量資源在市場中交易的使用價值之標準方法是使用市場價格
和數量數據估計消費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
成本基礎法可評估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成本基礎方法包含避免損害成本法、
成本基礎法

重置成本和替代成本方法。分別是受保護財產的價值或為避免損害而採取的行動的成
本；替換生態系統或其貨物和服務的成本；生態系統或其貨物和服務提供替代品的成
本，成本基礎法為透過以上來估計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的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歐洲森林的遊樂價值，模型五的特徵價格法得到城市

四、 結論
農業生態系的評估必需在固定時間與空間的範
圍內，且不同的生態系，估算方式也不盡相同。生態
系服務功能的評估首先必須定義「生態系服務」的涵
蓋範圍與類別，明確界定最終被人類使用的功能，以
避免生態系服務功能的內涵重疊，以致於價值評估時
重複計算，因此本研究首先進行分類分析多功能農業
的各種價值，包括了有直接使用價值的農業生產物到
間接使用價值的景觀遊憩、安全、文化資產保存、生
態功能、社會影響，另一方面，非使用價值則不涉及
直接使用與間接使用相關的價值，其反映出的是個人
從生態系中獲得知識、美學感受與靈感啟發等滿足感，
並且提供人類走進自然、探索自然的機會，非使用價
值可分為存在、遺贈、選擇價值。藉由內容中舉出的

森林的價格對芬蘭霍恩蘇市的房價的影響，模型六的
機會成本法算出非洲加納西部地區的安卡薩保護區的
機會成本淨現值，模型七的影子價格法得知德州北高
平區的小麥生產與玉米生產的水的影子價格，模型八
的生產函數法黃淮海地區農業水資源的平均經濟價值
及日本森林保護區的水源涵養效益，模型九聯合分析
法，模型十的假設行為法檢查美國威斯康辛湖湖泊清
澈度的價值，模型十一的市場價值法、模型十二的成
本基礎法估計突尼斯 Barbra 流域盆地森林的年度木
材產量的價值及丹麥農業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價值，
以上十二種模型除了介紹各模型的內容也提到了各個
模型可能有的優缺點來幫助我們判斷計算多功能價值
時應選擇何種模型較符合需求，也舉出了各研究的實
際例子來說明模型在計算價值上的應用與其計算流程
來幫助了解。

例子，分析農業各個功能在世界各國的實際應用，可

最後，本研究透過表格之實證結果分析蒐集國內

知農業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涵蓋甚廣且關係密切，不但

外歷年來用以上十二種實證模型所做的研究，同時列

對各個國家內部小範圍有影響也進而擴大到跨國間的

出了當中較難被計算的非市場價值，藉此可以發現各

全球性影響，促使國際間農業的互助合作，以發展農

國在近幾年來較為注重的區域與其用來計算價值的方

業的多功能價值來促進人類福祉。其次，本研究分析

式，可以發現近年來選擇試驗法與條件評估法較常被

不同理論模型來計算出農業各種價值，理論模型一的

使用在評估多功能的價值，而選擇試驗法因為其優勢，

條件評估法利用 Tobit 模型、Group Data 模型及

在近年來的使用次數也漸漸超越了條件評估法。本研

Heckit 模型分別計算出宜蘭農地的間接及非使用價

究首先透過過去文獻分析農業多功能價值，並透過文

值，模型二的旅行成本法利用混合羅吉特模型估算台

獻分析不同農業多功能價值之不同評估方法，接著也

南四個休閒農場之遊憩效益，模型三的選擇試驗法算

整理過去文獻不同方法下之實證結果，最後本研究根

出賽普勒斯當地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價值，模型四的效

據回顧之文獻與台灣現況，分別針對現在較受到重視

益轉移法只採用在歐洲進行旅行成本法的研究來算出

的農業部門多功能效益之評價方法提出以下建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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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涵養效益：水源涵養效益建議可以先使用效益轉
移法，透過前人研究之成果，取得台灣農地之總涵養
水量，在使用替代成本法，以台灣水庫之建造及維護
成本除以水庫總蓄水量，得到單位蓄水之替代成本，
最後再將農地之總涵養水量乘以單位蓄水之替代成本
即可獲得台灣農業部門之水源涵養效益之價值；(2)土
壤保育效益：土壤保育效益建議可以特徵價格法進行
評估，以農地總價值乘以因土壤流失導致農地價格下
降比例，及可得到農地因土壤流失所損失的價格，而
這即可代表農地的土壤保育效益價值；(3)碳吸存效益：
碳吸存效益因為目前我國並沒有碳交易市場，所以建
議可先以效益轉移法評估農業部門的碳吸存量，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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