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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日本為台灣香蕉最主要之出口國，近年來

因為貿易政策之改變，日本政府取消對台蕉進
口之優惠措施，提高對台蕉所課徵之關稅，再
加上日本香蕉市場中，菲律賓及中南美香蕉競
爭日益激烈，造成台蕉出口之衰退。而去年更
發生我國國內香蕉滯銷的現象，大量香蕉被棄
置，蕉農走上街頭叫賣香蕉，以及政府官員出
面為蕉農促銷香蕉之情形，引起社會各界對香
蕉產銷問題之熱烈關切與探討。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即在了解當前台灣
香蕉產銷情形及台灣香蕉產銷制度，並進一步
分析蕉農外銷市場之貿易不確定因素與台灣香
蕉內外銷市場之關聯情形，進而探討外銷的不
確定性與外銷價格變動對市場與蕉農利益之影
響。基於此目的，本研究首先分析台灣地區香
蕉產業與其產銷政策之發展，了解當前台蕉產
銷情形，並依當前台蕉產銷制度之現況，建構
存在因外銷契約達成率所造成之貿易不確定性
之台蕉供需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以探究影
響台蕉供給與需求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並利
用建構之模型進行模擬分析，以進一步瞭解蕉
農外銷市場契約達成率與外銷價格變動對台灣
香蕉市場與蕉農收益之影響。

本研究之供需實證分析結果綜合整理如下：
（一）種植面積：影響台蕉種植面積之因素主
要為前一期台蕉種植面積與前一期台蕉之內銷
價格，而且此兩個因素對台蕉種植面積之影響
均呈現正向且非常顯著之情形，其中又以前一
期台蕉之內銷價格影響較為顯著。
（二）契約量：影響台灣蕉農與日本所協商之
外銷契約量之主要因素為台蕉外銷日本之價格
與菲律賓香蕉外銷日本之價格，此兩個因素對
契約量之影響均非常顯著，其中台蕉外銷日本
之價格具有反向影響，菲律賓香蕉外銷日本之
價格則具有正向關係，兩相比較之下，又以台
蕉外銷日本之價格影響較為顯著。
（三）需求面分析

影響台蕉內銷市場消費量之因素有台蕉內
銷價格與國民所得，其中國民所得之影響較顯
著，且呈現國民所得越高時，台蕉內銷價格越
高的正向關係，亦即香蕉為正常財。
（四）外銷契約量達成率分析

影響台蕉外銷契約達成率之主要因素有台
蕉內銷市場消費量、台蕉內銷價格與保證價格

及外銷日本價格較大值之比，以及台蕉總產
量。此三個因素均呈現非常顯著之影響力，其
中台蕉內銷市場消費量與台蕉內銷價格與保證
價格及外銷日本價格較大值之比呈現反向影響;
總產量則呈現正向影響關係。進一步加以比
較，則又以台蕉內銷價格與保證價格及外銷日
本價格較大值之比對外銷市場達成率之影響最
為顯著。
（五）農民收益分析

經由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得知，當農民之契
約外銷量達成率為 100％（即依照原先與日本
協商約定的契約外銷量提供足夠之數量外銷）
時，其收益將比達成率不及 100％(即當農民在
內銷市場可獲得較佳之利益時，選擇將香蕉留
置於內銷市場，使得契約外銷量無法完全達成)
時低。且當外銷價格增加 5％時，農民收益也
將因此而增加。
關鍵詞：貿易不確定性、農產貿易、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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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機與目的

一般認為香蕉滯銷主因來自於台灣香蕉產
銷制度的不健全，其中包括生產過量，農政單
位、農會及青果合作社未盡到輔導蕉農產銷之
責任，以及因為相關單位作業疏失而造成台蕉
滯銷等。然而若深入探究目前台灣香蕉產銷制
度，可以發現，香蕉滯銷與蕉農將外銷市場視
為其供貨之第二選擇有很大關係。

從目前台灣香蕉之產銷制度可以看出，雖
然台蕉外銷具有健全之產銷一元制度，蕉農可
藉由契作制度與平準基金的運作來保障其權
益，但是台蕉之內銷則相對缺乏健全之產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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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蕉農大多僅能將其欲內銷之香蕉交由中間
商處理，雖然蕉農通常可以從內銷中獲取相對
於外銷較高之售價，但是由於內銷價格波動性
較大，其風險與不確定性也相對較高。

在內銷具較高利益，外銷較具有保障之情
形下，蕉農常存僥倖之心，欲同時獲取高利益
與基本保障，因而造成蕉農在內銷市場價位較
高時，寧願賠償外銷毀約金，而將原本應該依
契約交由青果運銷合作社外銷至日本之香蕉流
售至國內市場，以換取較高利益，因此造成國
內香蕉市場之供給量異常增加。然而此時中間
商為了維持香蕉市價與其本身利潤，僅願意收
購定量香蕉，或是以甚低之價格於產地買下香
蕉後棄置，以免流入零售市場而壓低售價，因
此造成國內香蕉在產地或批發市場滯銷或價格
慘跌，農民苦不堪言，但消費者卻仍無法以低
價購得香蕉之情形。到底有哪些因素會影響蕉
農外銷契約達成率？其影響力有多大？契約達
成率大小對國內香蕉市場的影響如何？

本研究之目的即在了解當前台灣香蕉供需
情形與產銷制度，並建構一涵蓋外銷協議達成
率所造成之貿易不確定性之台灣香蕉供給需求
計量模型，以探討外銷市場之貿易不確定與台
灣香蕉內外銷市場之關聯情形，進而分析外銷
不確定性與外銷價格變動對市場及蕉農利益之
經濟影響效果，以作為農政相關單位決策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一)實證模型

經由貿易不確定性與供需模型之相關理
論基礎，本研究之實證模型，可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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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t 為種植面積，At 1− 前一期種植
面積， Pd t 為台蕉內銷價格， Pd t 1− 則為前一
期內銷價格， Pxt 為台蕉外銷至日本之香蕉
價格， 'Px t 則為菲律賓外銷至日本之香蕉價
格，Qdd t

為台蕉內銷市場消費量，Qct
台蕉

輸日為契約量，Yt 則為國民所得 ρ t
為台蕉外

銷市場達成率，Ps t 為保證價格，TQt
為總產

量， Qcttρ 為台蕉外銷日本數量，Qxt
為台蕉

外銷至其他國家數量。
（二）實證資料

本文以台蕉為研究對象，資料範圍從民國
67 年至民國 88 年，共 22 筆年資料。相關資料
來源如下：
1、數量資料：包括台蕉總產量、契約量、內銷

市場消費量、外銷至其他國家之香蕉數量以
及實際外銷至日本之香蕉數量。

（1）產量（TQt
）：本研究之台蕉產量乃經由

農業年報獲得。（2）契約量（Qct
）：本研究

台灣與日本每年香蕉之契約談判數量乃經由
日本香蕉輸入組合資料月報獲得。（3）內銷
市場消費量（Qdd t

）：本研究之內銷市場消
費量為當年產量減去當年之契約量與外銷至
其他國家之香蕉數量即可得。（4）外銷至其
他國家之香蕉數量( Qxt

)：本研究之外銷至其
他國家香蕉數量由農業年報獲得。（5）實際
外銷至日本之香蕉數量( Qxj t )：本研究之實
際外銷至日本之香蕉數量由青果年報獲得。

2、價格資料：包括國內香蕉內銷價格、保證價
格、台蕉外銷至日本之香蕉價格以及菲律賓
外銷至日本之香蕉價格。

（1）內銷價格（ Pd t ）：本研究之內銷產地價
格乃經由台灣農產物價與成本統計月報獲得
之資料經過農民所得物價指數平減而得。（2）
保證價格（ Ps t ）：本研究之保證價格乃經由
台灣農產物價與成本統計月報獲得之資料經
過農民所得物價指數平減而得。（3）台蕉外
銷至日本之香蕉價格( Pxt ):本研究之外銷產
地價格乃經由台灣農產物價與成本統計月報
獲得之資料經過農民所得物價指數平減而
得。（4）菲律賓外銷至日本之香蕉價格( 'Px t ):
本研究之菲律賓外銷至日本之香蕉價格，乃
經由日本香蕉輸入組合資料月報經過農民所
得物價指數平減後獲得。

3、其他資料：除了上述之數量與價格資料，本
研究所使用之實證資料尚包括香蕉種植面
積、國民所得、台蕉外銷契約達成率、時間
趨勢以及虛擬變數。

（1）種植面積:本研究之種植面積乃經由農業
年報獲得。（2）國民所得：本研究國民所得
乃是採用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之 GNP
資料。（3）外銷契約達成率：本研究之外銷
契約達成率乃經由實際外銷量除以契約談判
量而得。（4）時間趨勢變數（5）虛擬變數

（三）實證結果
為求達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本研究在建

立一聯立體系之香蕉供給需求計量模型後，採
用近似無相關迴歸分析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method, SUR）進行聯立實
證估算，並於估算作業時，斟酌加入虛擬變數，
檢視模型之配適度及殘差項是否具備常態分配
之特性。茲將本研究所估算之聯立方程式與估
算結果整理如下，（）內為 t 值：

At = -1.67 + 1.04 At 1− +90.88 Pd t 1− +909.92D75+1694D76
 (-1.95)** (13.96)***  (7.19)***     (3.85)***    (7.69)***

-715.38D84+536.45D87
   (-3.4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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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種植面積：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知，前一
期種植面積與前一期內銷價格均非常顯著地
影響當期種植面積，而且其影響均成正向關
係，亦即當前一期種植面積較多或是前一期
內銷價格較高，則農民在決定當期種植面積
時，將會選擇增加種植面積。

2、契約量：經由本研究之實證分析可知，台蕉
外銷至日本之價格與菲律賓外銷至日本之香
蕉價格，均非常顯著地影響台蕉外銷日本之
契約量。其中，台蕉外銷至日本之價格與契
約量存在著反向關係，亦即當台蕉外銷至日
本之價格越高時，台蕉輸日契約量將較少;反
之，菲律賓外銷至日本之香蕉價格，則與契
約量存在著正向關係，當菲律賓外銷至日本
之香蕉價格越高時，台蕉輸日契約量將越
多。此乃因為菲律賓外銷至日本之香蕉價格
越高，相對比較之下，日本消費台蕉將較有
利，因此台蕉輸日契約量將增加。

3、需求面分析：本研究需求面分析主要在探究
內銷市場消費情形，由本研究實證結果顯
示，影響內銷價格之主要因素為國民所得。
當國民所得越高，內銷香蕉價格也越高。至
於內銷市場消費量雖為影響內銷價格之重要
因素，然而在本實證模型中卻無法凸顯其顯
著影響效果。

4、達成率分析：達成率分析方面，經由實證結
果顯示，台蕉內銷市場消費量、台蕉內銷價
格與保證價格及外銷日本價格較大值之比，
以及台蕉總產量均顯著地影響台蕉外銷市場
達成率。其中，台蕉內銷市場消費量與台蕉
內銷價格與保證價格及外銷日本價格較大值
之比具有反向影響關係，亦即台蕉內銷市場
消費量較大時，隱含內銷市場價格較佳，因
此農民為了自身利益，將會把原本應該外銷
至日本之香蕉留置於內銷市場，使得台蕉外
銷市場達成率下降;而台蕉內銷價格與保證價
格及外銷日本價格較大值之比較高時，也代
表內銷市場將比外銷市場帶給農民較高利
益，因此農民也會選擇將香蕉留置於內銷市

場，故而使得台蕉外銷市場達成率下降。反
之，當台蕉豐收，總產量較高時，農民可以
兼顧內外銷市場，因此若發生如上所述情
形，農民為求較高利益，而將香蕉留置於內
銷市場時，則可因為總產量的增加，而使台
蕉外銷市場達成率增加，故而台蕉總產量與
台蕉外銷市場達成率存在著正向關係。

（四）模擬分析
本研究並根據台蕉之供給需求模型，模擬

蕉農外銷市場之協議達成率變動對台蕉外銷日
本市場之價格與台蕉內外銷市場之影響，並進
而瞭解外銷市場協議達成率對蕉農收益影響。
1、策模擬之設定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為模擬蕉農外銷市場之
契約達成率（ñ）及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格
（ Px ）變動對台蕉之內外銷市場及蕉農收益
之影響，因此本節所採用之模擬模型需將台蕉
外銷市場之契約達成及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
格視為外生，再採用上一章節中所估計之香蕉
之種植面積、台蕉輸日契約量、及台蕉內銷需
求行為方程式與市場結清式等方程式，以近似
無 相 關 迴 歸 分 析 法 （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method;SUR）求解。
（1）模擬蕉農外銷市場之契約達成率（ñ）對
台蕉之內外銷市場情形及蕉農收益之影響

在模擬外銷市場之契約達成率對台蕉之內
外銷市場及蕉農收益之影響時，乃是將外銷市
場之契約達成率視為外生變數，因此本章節之
實證模型將由上述之四條行為方程式與一條市
場結清式，轉換成如下之三條行為方程式與一
條市場結清式，剔除外銷市場契約達成率之行
為方程式。模擬之模型如下：

種植面積： ),( 11 PdAA ttt f −−=

台蕉輸日契約量： ),( 'PxPxQc ttt
f=

台蕉內銷需求消費： ),( )(YLogQddPd tf
tt =

市場結清式： QxQcTQQdd ttttt
−−= ρ

在進行模擬前模型所估算之內生變數為比
較基準，以此做為政策效果之評定基礎，因此
將原先台蕉輸日的實際外銷數量與契約談判量
的比例，亦即原先台蕉銷日之契約達成率（ñ）
時，所估算之內生變數值視為基準，再設定政
策模擬方案為契約達成率 ñ＝1 之情形，藉以模
擬蕉農完全履約交付青果社約定之契約數量
（不存在外銷不確定性時）對內外銷市場及蕉
農收益之影響。其中，模型內之外生變數除本
研究欲探討之契約達成率外，其餘之外生變數
仍維持原設定。
（2）模擬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格（ Px ）對
台蕉之內外銷市場及蕉農收益之影響

在模擬外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格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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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之內外銷市場及蕉農收益之影響時，乃是
將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格視為外生變數透
過其對協議達成率之影響去瞭解對市場的影
響，因此本章節之實證模型仍維持四條行為
方程式與一條市場結清式，模擬之模型如下：

種植面積： ),( 11 PdAA ttt f −−=

台蕉輸日契約量： ),( 'PxPxQc ttt
f=

台蕉內銷需求消費： ),( )(YLogQddPd tf
tt =

外銷市場之契約達成率： ),
),(

,( TQ
PsPx

PdQdd t
tt

t
tt Max

f=ρ

市場結清式： QxQcTQQdd ttttt
−−= ρ

在進行模擬前模型所估算之內生變數值為
比較基準，因此將原先台蕉輸日的實際外銷價
格下之結果視為基準，再設定政策模擬方案為
台蕉輸日的實際外銷價格上升 5％之情形，藉
以模擬分析台蕉輸日的外銷價格上升對內、外
銷市場及蕉農收益之影響。
2、模擬結果與分析

  模擬所得之結果討論如下：
（1）蕉農外銷市場之契約達成率（ñ）對台蕉
之內外銷市場及蕉農收益之影響

a、對香蕉市場種植面積及內外銷市場之影響
(a)種植面積：由於種植面積在蕉農決定契約達
成率前已決定，因此不會受契約達成率之影
響，故模擬之結果與比較基準相同。
(b)契約數量：當年之契約數量是去年年底時，
便由青果社與日方協商決定，因此蕉農決定之
契約達成率並不會影響當年之契約數量，故模
擬之結果與比較基準相同。
(c)外銷數量：香蕉之實際外銷量為契約數量乘
以契約達成率。雖然契約數量並沒有變化，但
外銷量仍舊會依契約達成率改變之比率改變。
(d)外銷價格：在模型中由於外銷價格為外生變
數，且於模擬時為將契約達成率以外之其他外
生變數維持原設定，因此外銷價格此一外生變
數在本模擬中亦不會改變。
(e)內銷數量與內銷價格：當蕉農完全履約交付
青果社約定之契約數量，即契約達成率 ñ＝1
時，除民國 72、73、74 及 77 等年因其原先之
契約達成率大於 1，而使得其內銷價格降低
外，其餘各年之內銷價格皆有增加之趨勢。可
知當契約達成率增加時，造成實際外銷量之增
加、在種植面積不變下（即產量不變），內銷量
因而減少，進而導致內銷市場之供給減少，造
成內銷價格增加。
b、蕉農收益之變動
由於本研究欲瞭解外銷市場契約達成率對蕉

農收益之影響，因此將模擬結果所得之蕉農實
際外銷數量乘以外銷價格加上內銷數量乘以內
銷價格即可得蕉農之收益。除民國 68-71 及
75-76、80-81 幾年，當蕉農完全履約交付青果
社約定之契約數量，即契約達成率 ñ＝1 時會使
得蕉農之收益增加外，其餘各年蕉農之收益皆

會減少。因此可知，蕉農不完全履行事先與青
果社達成之契約數量，在大部分年份確實可以
達到蕉農追求較大收益之效果，但仍有幾年未
能如願，其可能性為蕉農常以僥倖之心將原本
應該外銷至日本之香蕉留置於國內市場，以換
取較高利益，因而造成國內香蕉市場之供給量
遠大於消費量，然而此時中間商為了維持香蕉
市價，僅願意收購定量香蕉，或是以甚低之價
格買下香蕉，再棄之不顧，因此造成香蕉內銷
市場滯銷，價格下跌，農民收益反而未如原先
所欲預期而減少。
（2）模擬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格（ Px ）對

台蕉之內外銷市場情形及蕉農收益之影響
a、香蕉市場種植面積及內外銷市場之變動
(a)種植面積：種植面積主要受前一期種植面積
與前一期內銷價格之影響，因此外銷價格增
加，並不會對種植面積產生太大影響，故模擬
之結果與比較基準大致相同。
(b)契約數量：台蕉外銷至日本之外銷價格是影
響契約量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當外銷價格增加
5％時，契約數量明顯上升。
(c)外銷數量：香蕉之實際外銷量為契約數量乘
以契約達成率。因此外銷數量隨著契約量之增
加而增加。
(d)達成率：主要影響契約達成率之因素為內銷
價格與保證價格及台蕉外銷至日本價格之最大
值之比，因此外銷價格增加，並不一定會使達
成率增加或減少，因此由模擬結果得知，外銷
價格增加 5％對達成率並無一定之影響方向。
(e)內銷數量：當外銷價格上升時，農民將台蕉
外銷至日本將獲得更佳利益，因此契約量與實
際外銷數量均增加，在種植面積與總產量維持
不變之情形下，內銷數量將減少，本模擬結果
也顯示外銷價格增加 5％將使內銷數量下降。
(f)內銷價格：在內銷供給數量下降之情形下，
國內內銷價格將順勢上升，完全符合需求理論。
b、蕉農收益之變動

由於本研究欲瞭解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
格對蕉農收益之影響，因此將模擬結果所得之
蕉農實際外銷數量乘以外銷價格加上內銷數量
乘以內銷價格即可得蕉農之收益。除民國 69、
75、85 及 87 年，當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格
增加 5％時，會使得農民收益減少之外，其餘
各年均因為台蕉外銷日本市場之價格之增加，
而使得農民之收益增加。此乃因為台蕉市場主
要以外銷為主、內銷為輔，農民僅在內銷市場
較佳之情形下，才會將台蕉留置於國內市場，
因此若是外銷至日本之價格較佳則農民收益增
加之機會將比內銷價格上升來得大。
（五）討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可歸納出以下結論：
1、存在貿易不確定之台灣香蕉供需分析
(1)種植面積:前一期台蕉種植面積為影響台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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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面積之主要因素，乃是因為農民在選擇
種植作物時，「工作習性」為一重要參考標
準，而且短時間內，蕉農並無法學會其他作
物之種植技術，亦或是無法於短時間內精通
其他作物之種植技術，因此農民仍會選擇相
同之作物種植。另一個影響種植面積之主要
因素為前一期台蕉之內銷價格，藉由此因
素，農民可以大概瞭解本期之內銷價格，進
而分析本期所需之產量，再決定其種植面積。

(2)外銷契約量:台灣香蕉輸日之契約量乃是青
果社代表蕉農與日本談判協商後所決定，日
本方面會根據菲律賓香蕉價格與台蕉輸日價
格進行比較，在參酌日本香蕉市場之需求
下，決定台銷輸日之契約量，因此實證分析
顯示菲律賓香蕉價格與台蕉輸日價格均為影
響台蕉輸日契約量之重要因素。

(3)內銷需求:影響台蕉內銷市場消費量之主要
因素乃是國民所得，當一國之國民所得越
高，則對正常財之消費量將越多，以台蕉而
言，實證結果顯示其為正常財，因此當國民
所得越高時，台蕉之消費量將增加。

(4)外銷契約達成率:台蕉市場主要區分為外銷
日本市場及內銷市場，在外銷市場方面，蕉
農可藉由契作制度與平準基金來保障其權
益，因此農民在內銷具較高利益時，外銷具
有一定保障之情形下，會以僥倖之心，欲同
時獲取內銷市場之高利益與以及外銷市場之
基本保障，故而致使蕉農未依照契約量供給
於日本市場，亦即外銷市場達成率不及 100
％。實證結果顯示台蕉內銷價格與保證價格
及外銷日本價格較大值之比為影響台蕉外銷
市場達成率之主要因素。

除了內外銷價格比之外，總產量也是影響
台蕉外銷市場協議量達成率之主要因素，此乃
因為台蕉豐收或是內銷市場供給大於需求時，
只要蕉農將香蕉交於青果社處理，青果社仍會
儘量將台蕉外銷至日本，因此造成總產量增加
時，台蕉外銷市場達成率也會跟著上升，甚至
有台蕉外銷市場達成率超過 100％之情事。
2、不確定性對我國香蕉出口市場量價之影響

我國香蕉出口量不一定與中日雙方事先協
商時之所訂之契約量相同，意即農民會視內銷
價格與外銷價格之高低，而決定其外銷契約達
成率，進一步影響出口量，因此當外銷市場達
成率較高時，則出口量將較高;反之則出口向較
低。依此可知，當存在著契約達成率所造成之
貿易不確定性時，出口市場中影響出口量的最
主要因素將不再只是出口價格，以本研究之台
灣香蕉實證模型為例，影響台灣香蕉出口量的
主要因素將是內銷價格與外銷價格及保證價格
中較高者之比。換言之，內銷價格、外銷價格
及保證價格均為影響香蕉出口量的因素。

台灣香蕉出口至日本之價格，則以事先協

商達成之保證價格與事後實際外銷價格較高者
為準。在本實證模型中雖將之視為外生變數，
但是當本期農民繳交至日本之外銷數量較少
（亦即契約達成率較低）時，將進一步影響下
一期台灣香蕉出口至日本之價格。因此，貿易
不確定性也會對出口價格造成影響。
3、貿易不確定性對蕉農所得之影響

經由本研究之實證模擬分析可知，當外銷
市場契約達成率為 1 時（即 ñ＝1，不存在貿易
不確定性），農民收益不一定會比實際的契約達
成率（存在貿易不確定性）時來得高。雖然台
灣香蕉外銷具有完善的產銷制度，農民依契約
協定外銷香蕉至日本時，可以保證價格與外銷
價格較高者銷售，但是若內銷價格比外銷價格
高，農民則可將香蕉流售至內銷市場，以獲取
較高利得，其餘其餘數量再外銷至日本市場。
實證顯示契約達成率所造成之貿易不確定性對
農民收益確實會有影響，且大多數情形乃是農
民依其喜好與獲利情形分配內外銷香蕉數量
時，通常可獲致較高之收益。
4、外銷價格變動對香蕉內外銷市場之影響

本研究在進行另一模擬分析時，乃是假設
外銷價格增加 5％時，存在貿易不確定性下，
對台灣香蕉內外銷市場之影響。

經由實證結果發現，當外銷價格增加 5％
時，台灣香蕉輸日之契約量與出口量均呈現增
加趨勢，此乃因為外銷價格乃是中日雙方協商
契約量的主要依據。而內銷量則因為在總產量
不變之因素下呈現下降趨勢，進一步影響內銷
價格使之呈現上升情形。至於蕉農收益，則因
為農民已追求利潤極大為出發點，而且台灣香
蕉擁有完善之外銷產銷制度，因此大多數情形
乃是農民可因而獲得較高之收益。

基於本研究之分析結論，可引申出以下幾
點政策涵義與建議：
1、 加入不確定因素之供給需求體系

台蕉供需市場並非如一般作物之供需市
場，其存在著因農民依自我心態所決定之不
確定因素(即本研究之台蕉外銷市場達成率所
造成之供需變化)，因此本研究為求完整且正
確的瞭解香蕉供需市場情形，於本研究中加
入貿易不確定因素--台蕉外銷市場達成率，以
期探究台蕉供需之真正情形，並瞭解不確定
因素對決策者收益之影響。

藉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也得知，不確定因
素將造成供給需求體系之變動，進而影響決策
者之收益。
2、 加強香蕉內銷產銷制度之建構與實施

近年來出現台蕉滯銷之情事，引起社會各
界對香蕉產銷問題之熱烈探討，以目前台蕉之
外銷產銷制度與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知，台蕉
外銷具有健全之產銷一元制度，因此蕉農可藉
由契作制度與平準基金來保障其權益，造成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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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在追求收益極大化之下，欲同時獲取內銷市
場之高利益與以及外銷市場之基本保障，故而
致使蕉農選擇將香蕉交於價格較高之內銷市
場，未依照契約量供給於日本市場，亦即外銷
市場契約達成率不及 100％。

但是台蕉之內銷制度相對較不健全，蕉農
僅能將其欲內銷之香蕉完全交由中間商處理，
因此，蕉農雖然可以從內銷中獲取較高之利
益，但是卻充滿著風險與不確定性，此乃是造
成台蕉滯銷之主要因素。

蕉農在追求收益極大化之下，造成外銷市
場之達成率不及 100％，更可能因而引起內銷
市場之滯銷。因此，台蕉之產銷制度中應該優
先加強改善者為內銷部分，因為在台蕉外銷具
有健全之產銷一元制度下，內銷制度若不加以
建構與實施，將造成中間商對蕉農之剝削，使
蕉農受損，而消費者卻不見得能以低價購得香
蕉之情形。
3、 台蕉價格競爭力較弱，應當力求增加台灣

香蕉之特色與非價格競爭優勢
台灣、菲律賓以及厄瓜多爾乃是日本香蕉

市場之主要供給者，台灣香蕉至民國 88 年底，
在日本香蕉市場之佔有率為 3.9％，此比率雖不
大，也逐年呈現下降趨勢，然而仍有其一定佔
有率，此乃是因為台灣香蕉風味特色以及生產
季節與相對低關稅稅制之配合。但是隨著時代
趨勢之轉變，對台灣香蕉風味有獨特喜好之消
費者越來越少，而且台灣香蕉又因為農地長年
實施化學肥料以及培育高抗病力品系，而逐漸
喪失其特有風味。再加上貿易自由化之趨勢，
非關稅貿易措施將漸漸取消，因此台灣香蕉因
為生產季節與日本消費旺季不同，而獲致之相
對低關稅稅制優惠也可能會被日方取消，屆時
台灣香蕉面臨之競爭力將越大。故而相關農政
單位，應當教育並鼓勵蕉農注重香蕉生產管理
以提高外銷香蕉之外觀品質及一致性，並透過
研發單位致力於品種改良工作，以加強台灣香
蕉之風味特色，增加台灣香蕉之非價格競爭力。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有鑑於台蕉供需市場存在著因農民依自我
心態所決定之不確定因素，因此本研究為求完
整且正確的瞭解香蕉供需市場情形，於本研究
中加入貿易不確定因素，以探究台蕉供需之真
正情形，瞭解不確定因素對決策者收益之影
響，因而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實具有其價值
性及可靠性。

本研究以客觀之量化分析方式，瞭解我國
香蕉供需市場情形，分析外銷不確定性與外銷
價格變動對市場及蕉農利益之經濟影響效果，
已達成研究計畫目的及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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