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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觀點

由全球糧食短缺議題看我國農業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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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價格上漲的消息，近日頻頻在報章雜

鈾僅剩約 50 年；國際能源總署指出，由於能

誌上出現，消費者也明顯感受到沉重的糧食價

源市場擴張速度超乎預期，石油和天然氣產量

格上漲壓力。對於現階段台灣民眾而言，所影

供不應求，未來全球將有可能面臨嚴重油荒

響之程度在於生活開銷隨之提高，但對開發中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4）
，這也使

或是落後的國家而言，糧食價格上漲與糧食短

得近期歐美大國推動生質燃料活動，更導致全

缺卻無疑是場嚴苛的生存考驗。此外，全球暖

球農產品基本面供不應求。過去，生質燃料成

化、生態改變等因素亦浮現，如何保障糧食安

為解決石化能源不足的有效方法，以美國為

全已為全球政府迫切解決的議題。

例，由於近期致力推行的玉米製生物乙醇政
策，導致該國 27% 的玉米被用作生產汽油，玉

一、糧食需求形勢之變化

米價格較 2006 年比較已成長了一倍。作為乙

根據最近報章雜誌顯示，小麥、玉米等

醇和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玉米、木薯、大豆

穀物，以及黃豆等油籽價格，從 2005 年初以

等全球主要農產品價格呈現出不斷上漲態勢，

來已上漲二、三倍，原油與銅等工業商品也同

甚至與生物燃料工業無關的農作物及產品的價

步翻漲。造成農產品價格上漲之原因眾多且複

格也呈現上漲之勢，這是因為種植玉米比種植

雜，可從需求面、供應面與消費面進行探討。

其他作物更為有利可圖，使得許多農場主紛紛

就需求面而言，由於大部分開發中國家邁向都

轉種玉米，在耕地數量不變動之情況下，種植

市化，使得原有農耕面積持續縮減；全球暖化

其他農作物的耕地數量相對縮減（莊純琪、高

導致氣候異常，造成收穫不穩定；近期崛起之

秋芳、蔡嘉寅，2008）
，未利用與低利用土地

大國如印度、中國等新興國家，由於經濟快速

未能用於生產飼料作物，亦使得農地無法有效

發展，國民所得提高導致人民對糧食需求增

利用。在消費面上，由於新興國家的人民所得

加，尤其肉類和飼料作物的需求大增，土地利

增加，逐漸能夠負擔肉類這種高蛋白質食品，

用之用途因此改變，間接減少人類活動所需的

也進一步助長糧食供需失衡現象。根據國際貨

穀類供應量。在供應面上，知識農業的經濟價

幣 基 金 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值不再止於作物的生產，生物技術發達使得農

統 計（IMF, 2008）
，2001 至 2008 年 開 發 中 國

業有更多廣泛的應用。根據 British Petroleum

家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以每年 6.7% 增長，

英國石油公司統計（BP, 2007）
，全球石油蘊藏

預 期 未 來 25 年 新 興 市 場 平 均 國 民 所 得 將 從

量僅剩約 40-50 年，天然氣僅剩約 60-70 年，

1,500 美金倍增至 6,500 美金，每年對蛋白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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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量也將大幅成長 19%。而人類想要吃肉，必

半年因農產品小麥、玉米、黃豆等價格大漲，

須消耗大量的穀物來餵養牲畜，例如一公斤豬

已在國外風行數年之農金基金在國內也引起話

肉得要耗去三公斤穀物飼料，一公斤牛肉則需

題。原物料行情的商品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

要八公斤飼料，人、畜消費爭食的情況，將會

（Jim Rogers）近日也曾斷言，農產品至少還

持續推升糧食價格居高不下。

有 15 年的多頭行情，他也認為農產品投資，
是近兩年必備的投資組合之一。農金基金之佈

二、糧食短缺的全球化效應

局主要在農業的中上游產業，包括基礎資源、

全球糧食供需失衡，催生高糧價時代來

農地開發、基因改造種子、農藥、肥料、農

臨，造就兩種明顯的全球化效應。一為通貨膨

業機具等，以及下游產業，如食品加工、配銷

脹引發動亂。若以全球最多人口所攝取之主食

等。儘管近期原物料價格大幅上漲，與農產品

─稻米為例，近日米價持續飆漲，在短短兩周

相關的基金和指數報酬率投資績效卻跟不上農

內飆漲了一半以上，許多國家為了穩定國內米

產品原來價格的漲幅，導因於目前尚未有任何

價，紛紛降低稻米出口量甚至暫停出口，泰國

一家企業，是專門以生產食品原料為主，加上

成了目前全球唯一還在出口稻米的國家。去年

食品加工、產銷運銷、肥料、與農業機械等此

小麥價格上升 77%，稻米上升 16%，這樣的漲

類中游公司，當上游的原料價格上漲時，反而

幅是近年最劇烈的，但從今年一月起，變化的

促使其成本提高，這種對農產品價格上漲轉嫁

速度更加快速，稻米價格漲幅更高達 141%，

能力不佳的特性，使得食品原料價格在漲，但

高米價和其他民生物資漲價導致許多發展中國

農產品指數與基金的表現不升反降。在投資者

家通貨膨脹，埃及也受到嚴重影響，物價高漲

眼中，農金產業可能是 2008 年各界最看好投

加上經濟情況惡化，使得埃及國內發生動亂。

資標的與賺取利潤的對象，但對農民而言，並

而海地，這個美洲地區最貧窮的國家，其民眾

未大幅受惠於此波糧食價格上漲，主因是肥料

也因糧食價格攀升，連續五天發起暴動，反對

等資材價格也跟著上漲，導致生產成本提高。

者高喊「我們飢餓」
（We’re hungry）迫使首相

另外，售出之農產品經過批發商、經銷商和零

下台（The Economist, 2008）
。聯合國國際農業

售商的層層套利下，最初向農民承購之價格和

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消費者購得之價格事實上已有段不小的落差，

Development, IFAD) 副 總 裁 Kanayo Nwanza 則

這也反應出農產運銷環節中的初級生產者付出

認為，非洲各國的社會不穩定正在加劇，暴動

最多勞力與時間，卻獲益最小的問題，值得政

有可能擴展到周邊其他國家。而亞洲也正面臨

府機構進行相關研究與設法改善。

同樣的問題，柬埔寨首都金邊，上千人走上街

三、糧食危機對農業之衝擊

頭，抗議白米短缺和價格暴漲，鄰近國家近來

專家預估在 2050 年時，全球將有九十億

不斷向柬埔寨搶購白米，令柬埔寨國內白米供
應減少，導致米價上升，引起人民不滿。

的人口，屆時糧食生產的壓力將更甚於當前，

另一方面，糧食短缺所導致的農產品價格

除此之外，開發中國家人口成長以及所得提

上漲，也促成農金產業概念投資風潮盛行，近

升，對畜產品之需求增加，致使國際穀物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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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及畜禽需求而使價格高漲。國際有識之士

主要農產品價格上漲情勢。但就目前研究所

憂慮，在二十一世紀，因全球人口持續增加，

悉，可增量之新品種生物技術尚未成熟，加上

農業資源分配不均，氣候異常所產生的糧食供

樹木和草本植物中的木質素過高之特性，使得

應問題，將有再度發生「糧食危機」的可能。

在轉換為乙醇的技術未能有所突破，因此短期

以日本為例，實際上日本對全球糧食之展望相

內可行性偏低。

當悲觀，認為在 2025 年左右，糧食可能成為

四、台灣農業對糧食安全議題的因應
之道

國際糾紛原因之一。對於前所未聞的高糧食價
格正給開發中國家造成沈重的財務負擔，不只
導致食品消費減少，也讓改善低所得國家飢荒

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為貿易自

問題的努力更形困難；並因糧價上漲的現象短

由化後，糧食自給率的重要性已相對減少，國

期看不到紓解之策，各國動作頻頻，全球面臨

內的糧食生產，以供給熱量計算的總和糧食自

的糧食供應短缺風險正快速上升，已有許多國

給率來看，根據農委會糧食供需年報，台灣糧

家開始付諸實際行動，例如限制糧食出口，或

食自給率遠較 1997 年時大幅下降，如榖類自

是振興該國農業等，以求糧食自給率提升。因

給 率 自 1997 年 的 53.9 % 逐 漸 下 降，2006 年

此，維持基本糧食生產已被世界各國列為生存

自給率僅剩 44.5 %，且主要是稻米的 96 % 自

與發展的必要策略，我國更不能等閒視之。

給率拉高，其他穀類如小麥自給率為 0，而玉

若以簡單的經濟學供需原理加以推演，

米自給率則低於 5 %，這透露出台灣的糧食供

糧食這種完全競爭的商品，應可借市場之力量

應仍高度依賴進口之訊息，在價格與數量上的

發揮充分的調節功能，也就是說一旦糧食供應

自主性皆較低。台灣近期內雖應無糧食短缺之

出現短缺，價格便會上漲，同時也會刺激農業

問題，但並不代表台灣可以忽視全球糧食短缺

生產量提高，或是促使農業技術有所突破，故

與糧食價格飆漲之問題。以歷史經驗而言，各

若以長期趨勢來看，市場終究會恢復平衡，但

農產品出口大國在面對糧食短缺時，皆採取鎖

目前受到糧價持續上漲所影響之群眾，已經

國策略，屆時即使我國外匯存底再高，可能也

飽受過重的壓力與威脅，因此也有許多學者和

買不到糧食，無法解決這樣的衝擊，因此，面

研究機構認為，應該修正以生物燃料解決能源

臨未來全球糧食可能的不足，台灣更應未雨綢

危機油價上漲之策略，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繆，建議政府應針對糧食供應安全之影響，實

所出版之報告便指出，儘管生物燃料的使用或

施因應措施，例如在政策上鼓勵種植水稻，將

許可舒緩全球氣候暖化，也可為貧窮國家提

22 萬公頃休耕地進行復耕、改善灌溉系統等，

供就業機會，但其對環境的危害及可能引發

同時有必要增加研究支出，善加利用廢耕地、

的問題 , 將抵銷掉正面的效益（United Nations

水資源，致力於「抗旱」作物開發，開發出耐

Environment Programme & IEA, 2007）
。當然，

熱的改良品種來因應氣候變遷的問題，並藉以

若是糧食作物之產量，可以在短期間出現顯著

提高我國糧食自給率。另外，人們消費肉類的

增長或開發非糧食作物做為原料（如樹木和雜

行為也會導致全球暖化情形更嚴重，因此素食

草等）以提供乙醇生產成熟技術，將可能緩和

的效益更甚於使用環保車輛，若能倡導大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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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蔬菜的食用率，將能減少肉類攝食量，間接
減少飼料需求量，改善人、畜爭食的現象，並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4).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high oil prices on the global economy. Paris: IEA.

能帶來長遠以及美好的效益，應有助於面對及
解決糧食短缺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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