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畜牧學會會誌 48(4)：275~288, 2019

275

以時間序列法檢測臺灣雞蛋產地價格
之影響因素
唐婉庭 (1)(2)

楊上禾 (2)(3)

摘要：雞蛋是國人飲食中非常重要且最易獲取動物性蛋白質來源之一，然而近年來雞蛋產地
價格波動幅度過大，影響末端市場價格不穩定性，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影響雞蛋產地價格
變動有哪些因素，以做為產官學界之參考。本研究以聯合報公告每日雞蛋產地價格所平均之
月份資料（自 200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以及相關雞蛋生產資料為主，首先以時間序列
模型設計雞蛋月產地價格模型基礎，再以蛋雞生產週期之產蛋箱數、換羽隻數、淘汰隻數、
主要產地之氣溫與農曆新年等相關資料加到月產地價格模型檢測。研究結果顯示，月產地價
格不僅受到前期產地價格所影響，更受到非價格因素所影響。因此，相關單位若需準確掌握
未來雞蛋價格走勢，則必須強化追蹤其他非價格因素的影響，如產蛋箱數、換羽隻數、淘汰
隻數、產地氣溫以及農曆新年等因素影響。

（關鍵語：雞蛋、產地價格、時間序列、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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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是國人飲食最重要的畜產品之一，也是國人攝取動物性蛋白質的重要來源，而近年
來雞蛋產地價格波動幅度過大，以致於店家消費者面對價格不穩定情況下，對政府有諸多抱
怨。若要穩定蛋價則必須對未來雞蛋價格發展趨勢有所掌握，但是雞蛋價格預測是件複雜的
難題（Ahmad and Mariano, 2006），尤其雞蛋價格與需求因素也有潛在互相影響關係（張與
劉，2003），因此，本研究主要檢測影響雞蛋產地價格變動之因素有哪些，以做為產官學界
之參考。
臺灣雞蛋產地多位於中南部地區，其中主要生產縣市為彰化 52.3%、屏東 13.7%、嘉
義 11%、臺南 10.2% 及高雄 4.2%（梁，2014），其中蛋雞飼養主要產地為彰化的芳苑及王
功等鄉鎮。依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與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於網路上公布的近三年之年度生產
數量統計顯示，在 2016 年的臺灣蛋雞產業飼養情況為均日產蛋箱數平均每天 104,538 箱、
換羽隻數平均每月 1,291,493 隻、以及淘汰隻數平均每月 925,715 隻，另外年度平均產地價
格為每臺斤新臺幣 28.1 元；在 2017 年的臺灣蛋雞產業飼養情況為均日產蛋箱數平均每天
106,562 箱、換羽隻數平均每月 1,476,472 隻、以及淘汰隻數平均每月 969,252 隻，另外年度
平均產地價格為每臺斤新臺幣 22.9 元；在 2018 年臺灣蛋雞產業飼養情況為均日產蛋箱數
平均每天 103,413 箱、換羽隻數平均每月 917,069 隻、以及淘汰隻數平均每月 958,331 隻，
另外年度平均產地價格為每臺斤新臺幣 28.9 元。而這些數據之間有何關係，則須進一步探
討。

圖 1.

雞蛋年平均價格與月平均換羽隻數。

Fig. 1. The comparison of annual average egg price and monthly average molting hens.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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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年平均價格與日平均產蛋箱數比較。

Fig. 2. The comparison of annual average egg price and daily average egg box.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2018）。
從年平均蛋價與蛋雞年換羽隻數總數的關係如圖 1 所示，當月平均換羽隻數相對較低
（2010 ~ 2011 年、2013 ~ 2014 年、2017 ~ 2018 年）時，年平均蛋價隨之提高；反之，當月
平均換羽隻數相對較高時（2005 ~ 2006 年、2009 ~ 2010 年、20012 ~ 2013 年、2014 ~ 2017 年）
的情況時，年平均價格有相對下跌情況發生，此趨勢關係顯示月平均換羽隻數波動與年平均
蛋價變動是潛在有關聯性的。
從年平均蛋價與年產蛋箱數的關係如圖 2 所示，由年產蛋箱數的長期趨勢變化可觀察
出，在全臺雞蛋供給持續攀升，在此同時雞蛋平均價格持穩在每臺斤 25 ~ 30 元之間，顯示
可能全臺雞蛋需求量有所提升或者其雞蛋用途更廣等情形，因此雞蛋價格與產蛋箱數關係仍
須進一步採用迴歸方程式等方式檢測探討。
從年平均蛋價與年淘汰隻數的關係如圖 3 所示，不難發現淘汰隻數總數的變動趨勢與圖
2 之年產蛋箱數的趨勢類似，有可能產業提升產量生產過程其實淘汰隻數也同步增加，而淘
汰隻數總數歷年來變動與平均蛋價關係則需進一步透過數據檢測方式加以確認探討。
若進一步比較年平均蛋價與在產蛋隻數間關係（如圖 4 所示），其年產蛋隻數波動趨勢
與年產蛋箱數總數（如圖 2 所示）相似，顯示全臺雞蛋供給量在近年來是緩步增加的，以因
應國內雞蛋所需，但是在產蛋隻數與產地蛋價關係如何則是需要進一步確認與檢測是否有明
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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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年平均價格與月平均淘汰隻數比較。

Fig. 3. The comparison of annual average egg price and monthly average culling hens.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2018）。

圖 4.

雞蛋年平均價格與月平均產蛋隻數比較。

Fig. 4. The comparison of annual average egg price and monthly average hens in production.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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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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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雞生產週期示意圖。

Fig. 5. The illustration of egg production cycl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能檢測臺灣雞蛋產地價格波動影響因素，實有必要了解蛋雞的產蛋流程與週期（如
圖 5 所示），現行臺灣蛋雞來源為蛋種雞場，蛋種雞場首先會從歐美國家進口蛋雞的雛雞，
此步驟稱為入雛，並將雛雞飼育成熟後開始將蛋孵化成蛋雛雞，接著蛋種雞在 18 週齡時會
產下初產蛋，20 週開始孵化，經過 3 週出雛供應給蛋中雞場或蛋雞場飼養，通常蛋種雞維
持一年產蛋期後（約 70 週齡）即淘汰。蛋中雞場接著把蛋雛雞大多飼育至 12 週齡時將中雛
雞販售至蛋雞場，此時的蛋雞即可上籠產蛋。過去蛋雛雞飼養至約 20 週齡達到初產，但經
由遺傳改良、營養配適妥當與管理技術之配合，現今蛋雛雞可至 18 週齡達到初產，蛋雞於
初產後於 70 週齡左右，容易碰到生產力下滑與產蛋量逐漸遞減現象，國內大部分蛋雞場都
採用強制換羽方式，大約在蛋雞第 70 週齡時對蛋雞進行短期的強制斷糧斷水動作，此動作
將喚起雞隻之生存保護機制，而引起掉羽保存體力，待撐過換羽階段後，蛋雞產蛋機制將回
復到第二階段的產蛋高峰（許，2009），因此，蛋農於大量換羽期間是沒有雞蛋產出的，亦
即如果換羽隻數過多時，亦會影響產蛋量的變化。最後在蛋雞約在 100 到 120 週齡左右，蛋
雞又會再進入生產力或產蛋率下降的現象，雞隻無法再有效能的產蛋時即予以淘汰（許，
2009），因此，蛋農大部分在這時候會將蛋雞淘汰，一旦淘汰老母雞，整場的雞蛋生產量亦
會降低，若當月有過多老母雞淘汰，而沒有足夠的新蛋雞補入時，則亦有可能影響整場的產
蛋量。
本研究爬梳過去學者對於雞蛋與其他農產品價格影響因素與預測之結果大略整理如表
1。過去學者多採用序列相關分析雞蛋價格的變動趨勢，例如：AR、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ARIMA）、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GARCH）、ARIMA-GARCH、Realized GARCH、Exponential GARCH（EGARCH） 以 針
對雞蛋價格未來變化做預測，尤其在不同分析模型上，不同數據類別以及不同數據結構都有
可能影響適當的序列相關模型，因此本研究亦嘗試不同模型確認是否哪一種序列相關模型適
合雞蛋產地月價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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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將時間序列應用於農產品價格預測之研究

Table 1. The time series application of agri-product forecast from previous studies
Scholars

Research Purpose

Pandian et al. They use time series to analyze the
(2011)
wholesaler and retailer prices at major
markets in southern India.

Findings
Findings show that egg price in southern
India maintains a stable trend fluctuation
following in different months.

Assis et al.
(2010)

They apply the monthly time series to
Among these models, the ARIMAforecast the price of cocoa, and compare GARCH model perform the best
the accuracy of exponential smoothing, accuracy.
ARIMA, GARCH and the mixed
ARIMA/GARCH models.

Huang et al.
(2012)

They adopt the Realized GARCH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alized
to study U.S. corn, wheat, soybean, and GARCH model performs much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time series models, such
sugar’s price fluctuation.
as GARCH and EGARCH model.

Jordaan et al. They were trying to confirm the price
(2007)
fluctuation of the Futures Exchange
for yellow maize, white maize, wheat,
sunflower seed and soybeans in South
Africa.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price
fluctuations for white maize, yellow
maize, and sunflower seed have found to
be dramatically changed over time.

Hatane
(2012)

They adopted different GARCHtype models to examine the export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in Indonesia.

Their outcomes show that the
predictabilities of ARCH model, GARCH
model, GARCH-M model, EGACRH
model and TGARCH model are different
for each commodity. The best model for
white pepper is ARCH model; the best
model for crude palm oil is GARCH;
and the best model for natural rubber
TSR20, coffee, cocoa, and black pepper
is EGARCH.

Oguri et al.
(1992)

Their study purpose is to explain egg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price forecasting and provide discussion accuracy of egg price forecasting is
of the forecasting methods for egg prices. higher for next month than two or more
months later. Furthermore,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is more helpful and
predictable than the autoregressive
model.

Mani et al.
(2000)

They have adopted the time series
analysis on forecasting egg production
and wholesale egg price for Salem, one
of the districts in Tamil Nadu, India.

Their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rediction
of future movements is solely on the pastbehavior variable.

Source: Sorted by this study.
國內雞蛋市場長久以來有固定的需求量，但生產過剩或過少就易造成蛋價波動起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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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蛋農生計（羅，2014），並且市場上若傳聞蛋雞生產有疾病大爆發等新聞，不但造成
供給減少，亦會影響消費者短期間對雞蛋的需求變化（Huang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
主要檢測影響雞蛋價格的因素有哪些，以掌握與管理未來雞蛋產地價格波動趨勢。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資料以聯合報公告每日雞蛋產地價格所平均之月份資料（自 200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以及相關雞蛋生產資料為主，共 168 筆，以月平均與月加總資料為主，主要有雞
蛋產地平均月價格、均日產蛋箱數月平均、淘汰隻數月總數、強制換羽隻數月總數、產地月
平均氣溫以及農曆新年虛擬變數等資料，作為預測雞蛋產地價格變動之數據。
時間序列分析法（Time Series）是依據過去的時間變化趨勢預測未來的發展，時間序列
中的每個觀察值都是各種影響因素在同一時刻發生作用的綜合結果。Box and Jenkins（1976）
是首先提出時間序列分析法，用以預測所欲預測之數值的發展趨勢。時間序列分析是以時
間為自變數，當時間觀察點時間越長，各觀察值彼此間的關聯性就越小（Berenson et al.,
2014），而雞蛋月平均蛋價是否有此特性則必須進一步確認。
本研究針對雞蛋生產週期與價格時間序列關聯性加以採用時間序列研究模組分析預測雞
蛋產地價格波動，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依據雞蛋產地價格的歷史價格、價格之循環波動、季節
變動及長期趨勢等波動資訊，建立時間序列預測模型，並以自我迴歸（Autoregressive, AR）
作為預測模型。本研究使用 Eviews 統計軟體來檢測雞蛋價格預測模型。
自我迴歸模型（AR）是定態時間數列模型中最常使用的一種模型，自我迴歸模型是將
時間序列之過去歷史資料當作解釋變數，若只加入前一期的資料當作解釋變數，稱為一階自
我迴歸模型，為 AR (1) 模型如下方程式 (1)：
...............................................................(1)
其中，
件是

為一階自我迴歸係數（Frist-Order AutoRegression Coefficient），且定態的條
可以將 AR (1) 模型擴充成落後期為 p 的 AR (p) 模型如下方程式 (2)：
..................(2)
之根的範數大於 1，如果根

定態的條件為

的範數小於或等於 1 時，則都是非定態的時間序列。AR (p) 是一個多元迴歸模型，解釋變
數分別為

，因此

可以利用最小平方法予以估

計（陳，2013）。
從圖 5 可發現除了過去歷史價格對當期價格可能有潛在序列相關外，是否其他外生變
數亦會同步影響當期價格變動，因此進一步採用外生變數的自迴歸模型（AutoRegressive
Exogenous, ARE）設計，外生變數在 ARE 是完全獨立變數，可透過估計參數識別與所預測
數據之關聯性（Huang and Jane, 2009）。透過圖 5 之蛋雞生產流程關係圖以及歷史價格序列
相關之關係，依據 ARE 模型建立產地月平均價格預測模型如下方程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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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上述月價格模型主要有應變數當期 (t) 產地月價格以及自變數如：前一期 (t-1) 產地月價
格、前第二期 (t-2) 產地月價格、前一期 (t-1) 產蛋箱數、前第二期 (t-2) 產蛋箱數、當期 (t)
換羽隻數、當期 (t) 淘汰隻數、前一期 (t-1) 主要產地（彰化）氣溫、農曆新年虛擬變數，以
及透過各月份虛擬變數校正循環與季節波動可能性。由於產地價格固定低於大運輸所呈報日
價格每臺斤 3 元，而產地月平均價格資料主要蒐集自聯合報公告產地大運輸之日價格，經過
當月日數平均結果可得產地月平均價格。產蛋箱數之定義為產地每月提供多少總箱數到市
場；換羽隻數的定義為當月全臺蛋農總共將多少蛋雞飼養週期調整成強制換羽模式，當期換
羽隻數即表示有多少蛋雞正在換羽過程；淘汰隻數之定義為當月蛋農從蛋雞場淘汰多少隻蛋
雞，當有淘汰隻數產生時亦會減少產蛋隻數；臺灣蛋雞場多集中在彰化，產地氣溫變化亦會
影響蛋雞生產效率，因此當產地氣溫有較高或較低時，亦須檢測是否影響產地月平均蛋價變
化；產地月平均蛋價亦可能受到市場需求影響，如節慶效應等，尤其農曆新年所產生的節慶
效應遠比其他節慶來的多，有必要進行檢測與確認是否顯著影響產地月平均蛋價。

結

果

在檢測產地月蛋價模型前，必須先確認產地月蛋價數據是否具有定態（Stationary）或
是非定態時間序列，本研究採用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單根檢定法檢定，如表 2
所示，結果顯示 ADF test 的值為（-3.164308），有達到 5% 的顯著水準，即產地月蛋價原
始資料時間序列存在定態時間序列，因此不須透過一階或二階差分做數據處理。
表 2.

雞蛋產地月價格之 ADF 單根檢定

Table 2. The outcome of ADF test for monthly farm-egg price
ADF test statistic
Test critical values:

t-Statistic

Prob.*

-3.164308

0.0241

1% level

-3.473096

5% level

-2.880211

10% level

-2.576805

Source: Sorted by this study.
本研究進一步嘗試納入可能影響雞蛋產地月平均價格之因素於產地價格預測模型中，
如：產蛋隻數、產蛋箱數、換羽隻數、淘汰隻數、蛋雛雞隻數、節慶因子、月平均產地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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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結果發現前一期與前第二期產蛋箱數、前一期與前第二期產蛋月平均價格、當期換羽隻
數、當期淘汰隻數、前期產地氣溫、農曆新年等因素是有達到顯著影響，同時也嘗試不同模
型檢測與比較之後，此一模型之解釋能力與準確率達到最大。
表 3.

雞蛋產地蛋價模型實證結果

Table 3. The empirical outcomes of farm-egg price model
P-value

Variables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

Constant

14.03346

3.299900

0.0000

farm-egg price in time t-1

0.706868

0.062796

0.0000

farm-egg price in time t-2

0.216417

0.062129

0.0007

egg-box number in time t-1

-0.000160

5.70E-05

0.0058

egg-box number in time t-2

0.000169

5.87E-05

0.0046

molting-hen number in time t

-2.58E-06

3.98E-07

0.0000

culling-hen number in time t

-3.22E-06

9.05E-07

0.0005

temperature in production area in time t-1

-0.256305

0.124137

0.0411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2.635483

0.679411

0.0002

Adj. R2

0.9096

RMSE

1.3365

Log Likelihood
F test

-231.9061
75.7548

Heteroscedasticity test (Breusch-Pagan-Godfrey)

0.0908

Time series test (Breusch-Godfrey LM)

0.4792

Normality test

0.6965

Source: Sorted by this study.
如 表 3 所 示， 當 期 產 地 價 格（farm-egg price in time t） 會 受 到 前 一 期 雞 蛋 產 地 價 格
（farm-egg price in time t-1）及前第二期雞蛋產地價格（farm-egg price in time t-2）、前第
一期產蛋箱數（egg-box number in time t-1）以及前第二期產蛋箱數（egg-box number in time
t-2）、當期換羽隻數（molting-hen number in time t）、當期淘汰隻數（culling-hen number in
time t）、前一期平均產地溫度（temperature in production area in time t-1）、以及農曆新年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的影響，在解釋每個變數之前，首先得確認異質性檢定、序列
相關檢定以及誤差項常態分配檢定之確認，方可進一步確認產地月蛋價模型之解釋能力。
針對產地月蛋價模型是否有異質性與序列相關問題，異質性採用 Breusch-Pagan-Godfrey
檢定，其結果 P 值大於 0.05，因此無法拒絕假設，亦即產地月蛋價模型沒有異質性存在。
序列相關問題採用 Breusch-Godfrey LM 檢定，此檢定方法是運用殘差來檢定是否具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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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其結果 P 值大於 0.05 顯示無法拒絕假設，亦即產地月蛋價模型沒有自我相關的疑
慮。另外再檢測資料是否符合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假設，其結果顯示誤差項常
態分配檢定的 P 值大於 0.05，亦即無法拒絕虛無假設或是誤差項具常態分配。一旦確認異
質性檢定、序列相關檢定以及誤差項常態分配檢定都符合序列相關模型之假設檢定，表示產
地月蛋價模型設計有達適配度，需進一步確認模型解釋能力，其調整後 R2 值有達 90.97%，
表示產地月蛋價模型有相當高的解釋能力。
個別變數結果如表 3 所示，當期產地蛋價會受到前一期雞蛋產地價格、前第二期雞蛋產
地價格、前一期產蛋箱數、前第二期產蛋箱數、當期換羽隻數、當期淘汰隻數、前一期產地
氣溫（以彰化為主）以及農曆新年的影響，尤其前一期與前第二期雞蛋產地價格會正向影響
當期的產地價格；而產蛋箱數變數則有不同影響結果，前一期產蛋箱數有負向影響當期產地
蛋價，亦即當前一期 （或是前一個月）有較高的產蛋箱數時，則會負向影響當月的產地蛋
價，反而前第二期產蛋箱數有正向影響產地蛋價，亦即前第二期的產蛋箱數會正向提升當期
產地蛋價，此結果顯示產蛋量與價格傳遞不對稱的現象存在。其原因為當蛋價較高時，蛋農
普遍提升產量，當產量提升時，蛋價則因生產過多時而下降，因此有其產蛋量與價格傳遞不
對稱現象。
其模型檢測結果顯示當期換羽隻數與當期淘汰隻數變數皆為負向影響當期產地蛋價，亦
即當期換羽隻數與當期淘汰隻數皆有比前一期相對較高的時候，當期產地蛋價亦是會下滑，
如圖 1 與圖 3 之 2005 ~ 2006 年與 2016 ~ 2017 年所示。若進一步解釋產地蛋價與換羽隻數
及淘汰隻數的可能互動關係，有很大原因可能是因為蛋農比上一期收益不敷成本時，眼看當
期的產地蛋價以比上一期產地蛋價偏低且同時蛋雞生產率已偏低與接近淘汰週齡情況下，通
常蛋農在當期會增加換羽隻數或是增加淘汰隻數以減少成本支出，因此在當期會有出現高換
羽與高淘汰對上偏低蛋價的現象（如圖 1 與圖 3 之 2005 ~ 2006 年、2009 ~ 2010 年、2016 ~
2017 年的情況相似）。
前一期產地氣溫則會負向影響當期產地蛋價，其原因主要是若前一期產地氣溫過高時，
會潛在影響蛋雞生產效率，導致前一期的蛋產量減少，而前一期的蛋產量減少則會引發當期
的蛋價提升。當期農曆新年變數亦會負向影響當期產地蛋價，此現象主要在實務上有所謂的
紅盤價，主要是慰勞蛋商一整年辛勞，按往年不成文規定會在過年期間蛋價下調一定比例，
也因此在農曆新年期間當月產地蛋價平均約下跌每臺斤 2.63 元左右。
綜合以上結果所示，本研究產地價格預測模型主要發現前兩期月產地價格、前兩期產蛋
箱數、當期換羽隻數、當期淘汰隻數、前一期產地氣溫以及農曆新年因素等影響，若欲想判
斷各因素影響產地價格之力道，則需進一步假設在某一時間點加以判斷，因此可能因假設
數據的不同而有對產地價格有不同的影響力道。倘若以 2018 年農曆新年二月的預測情形為
例，如表 4 所示，由於表 3 已獲得各變數之預測參數，將參數乘以對應變數之數值，便可獲
得最右邊欄位的結果，連同常數項（Constant）全部一同加總後，便可得出 2018 年二月的
預測數據為每臺斤 24.15 元，與實際二月份產地價格每臺斤 23.18 元相差 0.97 元，誤差範圍
在 5% 以內。
本研究之產地價格預測模型有一定準確度，在實務上，臺灣蛋價決策機制主要由臺北市
蛋商公會報價決定，而其報價基準仍源於前期雞蛋價格有關，而此模型亦正能解釋此一現
象，因此，本研究預測模型預測妥當則適合做為未來雞蛋價格預測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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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8 年二月產地蛋價預測結果

Table 4. The forecast of farm egg price for February, 2018
Variable

Real number

Constant

Coefficient

1

14.03346

Real × Coefficient
14.03

farm-egg price in time t-1

27.21

0.706868

19.23

farm-egg price in time t-2

21.29

0.216417

4.61

egg-box number in time t-1

114,908

egg-box number in time t-2

113,006

0.000169

19.10

1,744,950

-2.58E-06

-4.50

952,730

-3.22E-06

-3.07

16.5

-0.256305

-4.23

1

-2.635483

-2.64

molting-hen number in time t
culling-hen number in time t

-0.00016

-18.39

temperature in production area
in time t-1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Forecast Result for February 2018:

24.15

Source: Sorted by this study.

討

論

雞蛋產地價格近年來受到許多不同因素的影響，造成產地蛋價的波動幅度較大且不易掌
握未來趨勢，其後果造成市場不確定性與民怨，亦或當產地蛋價過低時，蛋農則集體抗議政
府不管事，因而相關政府單位須開始著手了解與確認影響產地蛋價變動因素有哪些，如此才
能進一步制定政策與掌握產地蛋價發展趨勢，以減少產地蛋價波動幅度，以長期來看，若產
地價格一直無法維持穩定，對雞蛋產業發展則是負向影響。
本研究透過時間序列法檢測相關影響變數如：前一期雞蛋產地價格、前第二期雞蛋產地
價格、前一期產蛋箱數、前第二期產蛋箱數、當期換羽隻數、當期淘汰隻數、前一期產地氣
溫 （以彰化為主） 以及農曆新年虛擬變數，原先有納入產蛋隻數，但其顯著性為不顯著以
及與產蛋箱數有高度關聯性則不加入到產地月蛋價模型中。其研究結果顯示前一期與前第二
期產地價格會顯著正向影響當期產地價格，當過去產地蛋價有比較高時，也會提升當期的產
地價格。從國內蛋雞生產週期結構中，前一期產蛋箱數為負向影響當期產地蛋價，但是前第
二期產蛋箱數則是正向影響當期產地蛋價，顯示產地蛋價與產量關係在短期內潛在有產量與
價格傳遞不對稱現象。而當期淘汰隻數以及當期強制換羽隻數亦會顯著影響當期產地蛋價之
變動，而在產業外部相關變數如 : 前一期產地氣溫以及當期農曆新年亦會負向影響當期產地
蛋價之變動，因此雞蛋產地價格不僅受到內生變數影響，亦受到外生變數及產業外部環境影
響。
本研究證實當期產地蛋價會受到過去歷史價格、產蛋箱數、強制換羽隻數、淘汰隻數、
產地氣溫變化以及農曆新年等因素影響，尤其本研究產地蛋價模型至少有低於 5% 誤差的預
測能力，相關政府單位若欲掌握當期產地蛋價之變動，則必須掌握這些因素的發展趨勢，才
能穩定維持產地雞蛋價格，以避免產地蛋價無預警下跌或上漲導致市場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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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ime series to examine factors
affecting egg prices in Taiwan
Wan-Ting Tang (1) (2) and Shang-Ho Yang (2) (3)

ABSTRACT
Egg is the most readily available food source of animal protein in Taiwan. Farm-egg prices
have often fluctuated, resulting in a dramatically price change in the retailer markets as well.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potential factors to affect the farm-egg prices, and we hope it can become
a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organizations. The data were calculated on a monthly base from data
collected daily from the newspapers between January, 2005 to December, 2018. The data included
monthly farm-egg prices and other related egg production data. This study used a time series model
as a foundation for monthly farm-egg price model. Further, the data of egg-box number, moltinghen number, culling-hen number, temperature in production area, and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from the egg production cycle were considered and utilized to explain the monthly farm-egg price
model. Results showed that monthly farm-egg prices were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previous month
farm-egg prices, but also affected by those non-price factors. Thus, if the related organizations
hope to accurately forecast the future egg prices, they may need to intensively track the records of
other non-price factors, such as the changes of egg-box number, molting-hen number, culling-hen
number, temperature in production area, and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Key Words: Egg, Farm Price, Time Series,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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