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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遇十年來最嚴重蛋荒，蛋農為何不願增產？

誰來決定雞蛋售價？ 
端傳媒記者 李易安 王怡蓁 發自台北 

20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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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曾找養雞協會、雞農一起開會，在場的業者都認為，凍漲、補助不是最好的方法，回

歸市場機制、讓蛋漲價就可以了。」 

 

 
2022年 2月 10日彰化，陳秋池經營的蛋雞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過年前夕至今，以下幾種情景，任何一個台北人大概都不陌生。 

 
新聞畫面裡，超市生鮮雞蛋區的貨架上空無一物；午後的咖啡廳裡，幾個人圍坐一桌，熱切討

論近期在哪裡買到了蛋、一顆多少錢；網路社群平台上，有人炫耀自己剛買到的雞蛋、戲稱自

己是「雞蛋富翁」，也有人貼出端正放在小碟上的荷包蛋，宣稱「吃蛋也成了奢侈的事」。 

 
「這次缺蛋現象，是台灣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家樂福超市公關經理莊期棋對端傳媒說到。 

 
據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統計，2022年 1月，平均每日全台蛋農產蛋 114,774箱，比前一月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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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5箱，相當於平均每日短少 160萬顆雞蛋，產蛋量甚至比 2021年 6月因 COVID疫情爆發、
餐飲消費低迷時還要少。 

 
知名量販店的經理吳可彭（化名）則指出，以往平價雞蛋每年都會缺 1至 3次，但並非完全沒
有蛋，而是進貨量較少、或進貨時間晚，一般短時間之內就能恢復；然而此次缺蛋，是為期最

久、最嚴重的一次，而且以往可以賣 2-3天的蛋量，剛補貨就能賣光，顯示出「恐慌性搶購」
如何加劇了缺蛋危機。 

 

 

 
為了解決蛋荒，農委會宣布於 2月 8日開始，補助每台斤雞蛋 3元、蛋中雞補貼每隻 25元，
並將原先供應給食品加工業的雞蛋，先調撥給零售市場應急，再進口「液蛋」供食品加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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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 12日，農委會宣布蛋價「解凍」，每台斤批發價調漲 2元，希望近一步刺激蛋農生產
意願。 

 
然而端傳媒進行調查後發現，蛋農們普遍對增產雞蛋興趣寥寥。位於彰化溪州的「水盞蛋雞場」，

靠近門口的兩排雞寮甚至已經清空──雞場老闆顏水盞告訴端傳媒，他原本擁有 20,000隻雞，
如今只剩下約 15,000隻雞，產蛋數少了近三分之一。 

 
究竟，蛋農們為何不願增產？台灣北部的缺蛋情況，為何比南部嚴重？這場缺蛋危機，又反映

出台灣雞蛋產業、經濟政策的哪些結構性問題？端傳媒走訪台灣最大的產蛋縣彰化，對蛋農、

蛋商、農委會、通路業者和專家學者進行採訪，試圖為讀者還原──這場台灣近年來最嚴重的

蛋荒，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2022年 2月 10日，彰化傳統的蛋雞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缺蛋危機的眾多成因：飼料大漲、COVID 疫情、禽流感 
此次蛋荒，可以說是「瑞士乳酪理論」的典型案例：危機能發生，並非出於某個單一原因，而

是多個問題疊加、串連在一起，有如乳酪裡的空洞，正好連成了一線，才能讓光線穿透。 

 
而缺蛋事件的第一個空洞，早在一年之前就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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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由於國際運輸費大漲，台灣進口玉米現貨價格站上了每公斤 9.1台幣的高位，和
2020年 1月相比，同比增長了 32%；即使拉長時間來看，這個漲幅也依然顯著──2017至 2021
年間，玉米現貨 1月平均價格只有 8.17元。 

 
玉米價格在 2021年持續走高；到 2022年 1月，作為世界第四大玉米出口國的烏克蘭與俄羅斯
劍拔弩張，也進一步將台灣進口玉米的價格，推至每公斤 14.94元的歷史新高。 

 
玉米是蛋雞飼料最主要的原料之一，而台灣的飼料玉米，有 95%來自進口，於是從 2021年初
至今，蛋雞飼料價格也已上漲 40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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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蛋殼的形成需要鈣離子，而母雞產蛋也需要各種營養素，相應的，蛋農對飼料配方的要求

也高；也因此一般蛋農即使遇上飼料漲價，也不敢輕易更換飼料配方、改用比較廉價的飼料。

據中央畜產會的調查，飼料支出在蛋農生產總成本之中，佔比高達 75.53%，因此飼料的漲價，
也格外讓蛋農難以消受。 

 
蛋荒這塊乳酪的第二個空洞，則是台灣於 2021年 5月首次爆發的 COVID疫情，以及隨之而來
的第三級警戒：由於警戒期間餐廳禁止內用（堂食）、餐飲消費不振，於是雞蛋也跟著供過於

求，批發價於 7月跌至全年低點，每台斤（600克，約合 10顆雞蛋）僅剩 31元。 

 
在飼料價格居高不下、蛋價又前景不明的雙重夾擊下，不少蛋農在權衡之後，都決定暫緩購入

新雞，或者提前讓母雞「換羽」休息、減少養雞數，以免「養愈多、虧愈多」。 

 
根據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的統計，全台淘汰的蛋雞於去年 12月、今年 1月都有增加，而 1月的
「換羽」隻數，和上個月相比更是翻倍上升。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蛋雞課課長王榮生指出，「換

羽」指的是短期停止飼料餵養、讓母雞暫停下蛋。 

 
「其實不只是飼料，新雞的價格也漲得非常兇──去年這時候，一隻中雞大概100塊出頭而已，
現在已經漲到 180了。」彰化溪州水盞蛋雞場的老闆顏水盞告訴端傳媒，一般來說，蛋雞場不
會從雛雞養起，而是由「中雞場」將雛雞養至 75天大，再轉賣給蛋雞場。「但去年虧得太慘，
算一算，我賣一斤蛋會虧損 5、6塊，所以就決定少養一些，只剩老雞在撐產量，但老雞的生
蛋效率又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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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顏水盞之所以不願進新雞，還有另一個原因。 

 
每年冬季期間，台灣都會進入禽流感的好發季節：根據台灣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的官方統計，2021
年底至今的禽流感疫情，已有 5起通報和蛋雞有關，而且全數集中於彰化縣的海線地區，撲殺
雞隻的總數達 12萬隻；相較之下，前一個冬季（2020年底至 2021年初），和蛋雞有關的禽流
感通報則只有一起，撲殺雞隻僅 28,739隻。 

 
「我們也擔心，新進的中雞萬一有病，會傳染給雞寮裡的雞，風險太大了。」顏水盞說。 

 
實際走訪彰化的蛋雞場，幾乎每間雞場大門上，都掛著「防疫期間，謝絕入內」的牌子──只

不過雞場防的不是 COVID-19，而是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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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部收蛋、運往北部銷售的蛋商陳仁欽，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便指出，「很多雞農不敢通報（禽

流感），因為通報（之後）不只會全部撲殺，還要禁養半年。」 

 
陳仁欽又指，缺蛋之前，他平均每兩天會前往彰化一趟收蛋，每趟收四萬到六萬顆，然而蛋荒

爆發後，他載回來的蛋數大約只剩以往的三分之二。 

 

 
2022年 2月 5日台北一間超市，一個擺放雞蛋的貨架。 攝：陳焯煇/端傳媒 

 
若以比例來看，目前因禽流感而遭官方撲殺的蛋雞，只佔全縣蛋雞總數 0.6%，確實很難令人
相信會造成雞蛋供給不足，「所以實際影響的雞隻一定更多，否則不會缺蛋這麼嚴重。」陳仁

欽對記者說道。 

 
就此，農委會畜牧處副處長江文全指出，雞隻如果生病，感染的並非只有「禽流感」，也可能

是其他疾病，「雖然官方通報的禽流感只有 12萬隻，但因為其他病因而死亡、受影響、產蛋量
下降的雞隻，數量絕對比這個多。」 

 
台大動科系副教授魏恒巍則指出，冬季雞隻較易染疫，另一個原因是北方的候鳥，會在秋末遷

移至台灣過冬、帶來病毒，而開放式的傳統雞寮，也更容易受病毒侵害。「雞隻感染到高病原

性的病毒之後，會迅速發病、大量死亡；如果感染到的是低病原性的病毒，雖然不見得會死亡，

但會影響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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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恒巍也強調，產蛋雞非常敏感，只要受到緊迫（stress），產蛋率就會雪崩式下降；但產蛋率
若要恢復，卻只能階梯式的緩慢上升。 

 
事實上，蛋雞的生產效率本就和季節有關：冬季時溫差大，蛋雞為了禦寒，就會將養分留給自

己，生蛋顆數也會跟著下降。「但有些雞農因為飼料貴，就捨不得餵，導致雞隻營養不夠、抵

抗力變差，加上老雞體質本來就比較差，更容易得病，所以這些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顏

水盞如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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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彰化縣相對嚴重的禽流感疫情，也可能加深了北部的缺蛋問題。 

 
由於台灣各縣市的自治條例皆規定，畜牧場必須距離住宅、商店等設施至少 300或 500公尺，
而台灣北部的人口又較為稠密，因此幾乎不可能設置雞場；然而最主要的消費人口又位於北部，

因此為了縮短運輸距離，蛋雞場才會集中在人口密度較低、又最靠近北部的彰化縣。 

 
根據台灣中央畜產會的統計，彰化就是台灣最大的產蛋縣，全台有 45.44%的蛋雞飼養在這裡，
平均每兩顆蛋就有一顆來自彰化，而彰化生產的雞蛋，確實也多半運往北部。 

 
不過顏水盞也指出，中南部的蛋雞場一般仍會優先供應產地附近，運輸距離也比較短；再說，

北部市場需求量更大，一旦因為缺蛋消息而發生「恐慌性搶購」，也更容易將蛋買光。 

 

 

2022年 2月 10日，彰化傳統的蛋雞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雞蛋的包銷制度，與不夠彈性的「市場機制」 
 
除了每年都有的季節性因素，以及飼料大漲、雞蛋需求銳減之外，不少受訪的蛋農都認為，台

灣雞蛋產業的定價制度、以及缺乏「市場機制」的產銷現況，才是此次蛋荒更深層的結構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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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今年 1月過年前夕，農委會宣布「雞蛋凍漲」的政策，就是這個定價制度的「冰山一角」。 

 
在分析「凍漲」如何進一步加劇蛋荒之前，我們必須回過頭來理解台灣的雞蛋產業。 

 
台灣雞蛋的產銷模式相當複雜，但如果簡化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依賴蛋商大盤的「包銷

制」、和連鎖超市簽長期約的「契作供應」，以及以高價蛋、動物福利蛋為主的「自有品牌」。

其中，「包銷制」是最主流的產銷模式。 

 
包銷制指的是每個蛋農固定只和一、兩個蛋商配合，不論蛋農生產多少，蛋商都會全數收購。

而包銷制會成為主流，反映的正是台灣雞蛋產業的結構，以及雞蛋這種農產品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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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獸醫畜產發展基金會」統計，2020年全台 1,650間蛋雞場裡，有 91%屬於中小型蛋農，
飼養規模小於 50,000隻雞；這些小型農戶一般是傳統雞場，缺乏現代化設備，也沒有自己的
品牌或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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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母雞每天都會下蛋，而不像肉品畜禽，可以依照市場需求，調整屠宰時間、供貨節奏，

再加上雞蛋的保鮮期又不長，因此銷售的時間壓力特別大。循此，對於難以發展品牌、沒有通

路的傳統小農來說，包銷制就是最保險的產銷方式，能讓他們專注生產，而不需擔心銷售問題。 

 
但包銷制當然也有缺點：蛋商向蛋農收購雞蛋時，蛋農幾乎沒有任何議價能力。 

 
由於台灣雞蛋並不存在批發市場，大盤蛋商的「批發價」基本由台北的蛋商公會主導，是個高

度「中心化」的定價機制，經常被詬病為「不夠符合市場機制」。這種「不夠符合市場機制」

的特性，在今年蛋雞短缺的情況之下，也讓雞蛋市場變得更加扭曲，導致供需嚴重失衡。 

 
舉例來說，今年過年前夕，雞蛋市場就已經出現短缺現象、導致蛋價上漲，然而農委會卻介入、

要求蛋商「凍漲」，將大盤批發價維持在每台斤 43元；扣掉蛋商、運輸業者的利潤，蛋農出售
雞蛋的「產地價」僅剩每台斤 34.5元，完全無法反映從去年至今飆升的養雞成本。 

 
弔詭的是，有些蛋商為了留住下游客戶，或者已經和下游通路簽了契約，必須在期限之內供應

一定數量的雞蛋，否則便需支付違約金，因此願意以高於農委會和蛋商公會規定的價格，向平

時沒有接觸的蛋農收蛋、搶蛋，因而形成「黑市」。蛋農顏水盞甚至聽說，有些蛋商走投無路，

居然跑去超市搶架上的蛋，再另外包裝給自己的客人。 

 
蛋商陳仁欽指出，過年期間，產地的黑市價已經來到每台斤 45至 55元。「其實現在只要不買
黑市蛋，蛋商就不會虧錢，所以我就是選擇少買一點，然後按照蛋商公會規定的批發價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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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水盞飼養場，顏水盞和他的家人。攝：陳焯煇/端傳媒 

 
有些人或許會問，既然黑市價格較好，蛋農為什麼不把所有的蛋，全部用黑市價格賣給追蛋的

蛋商，而還要用不符市場行情的盤價，供蛋給固定配合的蛋商呢？ 

 
針對這個疑問，顏水盞指出，其實大多數蛋農，也不太敢把蛋交給高價收購的蛋商，「如果我

貪這一點錢，賣給沒接觸過的蛋商，我們也會怕改天蛋多、原本長期配合的蛋商不來跟我買，

到時候我要交蛋給誰？」 

 
除了黑市之外，年節期間也有北部人因為買不到蛋，便趁著返鄉，循線找到顏水盞的蛋雞場，

想直接用台北的市價和他們買蛋──顏水盞夫婦很喜歡這種散客，因為售價比賣給大盤蛋商的

每斤 34.5元好太多了。 

 
「如果我們有自己的通路，就不用管政府規定的價格了，照市場機制走就好了。以前我們還有

少量做宅配，但最近運費太高、包銷又賣不夠，所以宅配就停掉了。」 

 
然而萬一蛋價持續凍漲、讓他們不敷成本，該怎麼辦呢？顏水盞聽了問題之後苦笑，「那我們

就是等啊，等飼料、中雞降價，才會再進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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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 10日彰化，陳秋池經營蛋雞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發展品牌，就能避開「包銷制」的價格緊箍？ 
和顏水盞相比，在彰化芳苑經營蛋雞場的陳秋池，這幾個星期的心情顯然更好。 

 
陳秋池的雞蛋場整潔亮眼，外頭嶄新的飼料筒倉，還貼有歐洲大型飼雞設備品牌的名稱，在周

遭一片荒涼的農業地景裡，顯得格外氣派。 

 
面對記者，陳秋池神情難掩驕傲地說，他做的「不是農業，而是生技業」，不僅擁有雞蛋洗選

設備，還採用最先進的恆溫雞舍、自動化輸蛋帶，甚至有實驗室、自行研發飼料配方。更重要

的是，他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也有配合的小型經銷商，通路多元而分散，不像一般小型蛋農，

只能仰賴大盤的包銷制，價格被蛋商公會的大盤批發價控制住。 

 
陳秋池的銷售管道是這樣的：七成以品牌蛋的形式，在自己的蛋場裡洗選、包裝，再鋪貨至全

台各地的經銷商和餐廳，一斤零售 120元；另外三成，則是所謂的「次級蛋」，這種蛋外型可
能有些斑點、但內容無礙，會交由大盤蛋商收購，收購價則根據蛋商公會規定的「大盤批發價」

浮動，但會比包銷制的產地價稍高一些。 

 
陳秋池是這次缺蛋危機中的受益者，因為他的品牌蛋價格本來就比較高，而雞蛋市場供不應求，

也讓消費者更有意願買他的蛋。這也就是為什麼，市面上缺的大多是平價蛋，但高價的品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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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動物福利蛋供應無虞。 

 

 
彰化芳苑經營蛋雞場的陳秋池。攝：陳焯煇/端傳媒 
 
此外，那些急著補足蛋源、願意用「黑市價」買蛋的大盤蛋商，近期也都追著陳秋池跑──陳

秋池接受記者採訪的一個半小時裡，電話就響了五次，「都是不同蛋商打來求蛋」的，他連接

都不想接，「現在真的會做惡夢，訂單已經接到手軟了，加班到半夜都做不完。」 

 
「最近蛋不夠、需要調蛋的蛋商，基本上都是賠錢在做生意，最後賣給市場的價格還是會比較

高，但政府的心態，就是要讓老百姓覺得物價好像沒有變動，背後就是因為害怕流失選票，所

以寧願犧牲蛋農，畢竟消費者人數還是比蛋農多。」陳秋池說道。 

 
不受「包銷制」箝制的陳秋池，還向記者表示，另一個能反映「雞蛋市場機制不足」的，就是

所謂的「紅盤蛋」機制。 

 
所謂的紅盤蛋，指過年期間（蛋農和蛋商一般會議定 14天的期間），產地的收購價必須減 5
元，等同於蛋農過年期間「補貼」給蛋商的「紅包」。 

 
由於蛋量短缺，今年過年期間的「紅盤蛋」縮短為 9天，而且每斤改為折讓 4元，藉此「反映
供不應求的市況」，然而在外行人眼裡，這種折讓制度依然匪夷所思──明明缺蛋都這麼嚴重

了，蛋商怎麼還開口要這筆紅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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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畜產處副處長江文全指出，紅盤蛋是台灣蛋業行之多年的慣習，原因是過年期間市場休

市、雞蛋需求較弱，而運輸業者也有一定比例休假，「其實這種現象，也不是雞蛋產業才有，

過年期間，剪頭髮、搭計程車也都會漲價，是一樣的道理。」 

 
但由於包銷制是「不論產多少、都要照單全收」，而收購價又被蛋商公會控制住，因此蛋農必

須提供誘因，讓蛋商增加在過年期間收蛋的意願──換言之，紅盤蛋其實也是包銷制的衍生物，

因為蛋業公會規定的價格，無法真實反映市場現況。 

 
針對這種現象，陳秋池批評，「為什麼不乾脆回歸市場機制就好？過年市場不開沒關係，就讓

雞蛋跌價嘛，跌到賣得掉、市場能動就好。」 

 

 

2022年 2月 10日，彰化廢棄的蛋雞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場缺蛋危機，反映了台灣政府過度干預的物價政策？ 
為了增加蛋農生產意願，農委會近期也祭出了補助政策，蛋農每銷售一斤雞蛋，就能獲得 3
元補助──但在陳秋池眼裡，卻只是徒增蛋農的困擾而已。 

 
「直接回歸市場機制就好了，漲價之後，消費者就會少買一點，蛋農的生產意願也會增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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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不用那邊開三聯單、開收據，再去和養雞協會申請三塊補助。」 

 
「昨天我打電話給媳婦，要她趕快去買農漁業收據本，因為申請補助要用收據，到時候我怕不

只是搶蛋，連農漁業收據本也要搶。」陳秋池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挖苦道。 

 
因為補助而傷腦筋的，也不只是蛋農而已──負責承辦補助業務的中華民國養雞協會，也感受

到了龐大的行政壓力。 

 
接受端傳媒採訪當天，養雞協會蛋雞課長王榮生才剛收到厚厚一疊的補助申請單。他對記者表

示，過去政府只有在雞蛋過剩時給予獎勵及輔導，從沒有在缺蛋時進行補助；日後待全台的獎

勵資料湧進，工作量「將會非常恐怖」。 

 
王榮生也坦言，近期的補助政策「有點怪」，因為缺蛋時，有蛋賣的雞農本來就能賺更多錢，

因此能拿到補貼的對象，本來就是相對優勢的蛋農、形同「錦上添花」，真正弱勢的蛋農卻反

而拿不到補助。「農委會曾找養雞協會、雞農一起開會，在場的業者都認為，凍漲、補助不是

最好的方法，其實回歸市場機制、讓蛋漲價就可以了。」 

 
不過，姑且不論農委會的「凍漲令」，在此次缺蛋危機中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該政策或許也

反映出了，台灣政府面對「物價上漲」時慣有的思維與應對措施：過度的干預介入、習於以「勸

說」方式直接要求廠商配合，從而可能違背了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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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 10日，彰化一間製作飼料的工廠。攝：陳焯煇/端傳媒 
 
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也曾嚴詞批評台灣政府經常對物價進行過度干預，

並指財經官員在面對媒體、立委質詢時，有時甚至會講出不符經濟常識的答覆。 

 
吳聰敏的說法，或許也能從近期的物價稽查政策略窺一二。 

 
去年九月台灣疫情趨緩、消費回溫之後，物價出現明顯升幅，曾引起不少媒體關注；到了十月

份，台灣主計處長朱澤民在接受立委質詢時，卻說出「蚵仔麵線一碗 20元」的答覆，引起輿
論批評主計處長對物價的掌握失真、「不知民間疾苦」。「蚵仔麵線風波」發酵後，行政院指示

法務部籌組跨部會的「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清查這波物價上漲是否「存在不法」。 

 
曾經參與「物價稽查小組」、多次前去店家稽查的基層公務員小喬（化名），接受端傳媒採訪時

指出，「政府這次在處理物價問題，並沒有採取總體經濟的觀點或做法， 而是嘗試用稽查小組
『各個擊破』，恐怕不容易行得通。之所以有通貨膨脹，主要仍是因為國際原物料大漲，有一

部分有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疫情期間的振興政策有關。」 

 
小喬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法務部、經濟部從去年 12月以來，確實都在頻繁發佈新聞稿，
努力傳達政府「努力做事、積極抗漲」的態度；到了 1月 12日，法務部甚至在新聞稿中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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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餐飲業者同意暫緩漲價，「樹立企業風範，公私協力，穩定物價」──儼然將公部門介入

民間定價的行為，當作政績在宣傳。 

 
此外，這種「一看到漲價，就直覺要查緝」的作法，也反映了決策者是以「法律框架」、而非

「經濟框架」在看待物價問題。 

 

 

2022年 2月 10日彰化，陳秋池經營的蛋雞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現在的經濟部長，其實是學法律的⋯⋯而目前在處理物價問題的，則主要是行政院副院長沈

榮津，他是經濟部工業局出身的實戰派，沒有經濟、財金背景，從基層幹起，所以和業者很熟，

覺得只要一通電話打過去，業者就會賣他面子。」 

 
小喬指出，2020年 COVID疫情剛出現時，經濟部組建「口罩國家隊」，就是以這種思維、直接
徵收口罩廠商，然而當時畢竟是非常時期；此次面對物價問題，卻採取了類似的思維，直接要

求業者不要漲價，其實並不妥當。 

 
「『稽查不法』這種說法，某程度上，也有點像是用來搪塞、安撫民眾的說法，因為有經濟學

常識的人都知道，物價上漲多數時候，是原物料上漲、貨幣政策造成的結構性現象，而不是某

個業者在操控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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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也不是台灣政府的物價政策第一次引起疑慮。比方說，2017年「一例一休」制度
上路、引發物價上漲時，民間、學界也曾質疑，過度介入物價可能會引發市場投機行為，甚至

造成有限資源的浪費。 

 
針對小喬的說法，端傳媒也向法務部常務次長張斗輝求證。擔任此次稽查小組召集人的張斗輝

指出，此次是法務部是首次在農曆年前組成物價稽查小組，主因是「全球物價上漲，為了解物

價上漲狀況、為消費者把關」，才會進行聯合稽查。 

 
他強調，物價稽查小組「有一定的稽查標準」，店家被稽查，不代表店家漲價的行為就是不合

理的，小組會進行後續調查、釐清漲價原因，「請業者不要誤會，我們沒有不准漲價。」 

 
除了餐飲業者，法務部也曾在除夕前的深夜發布新聞稿，宣布對北部兩家蛋商進行稽查。端傳

媒詢問張斗輝，蛋商是基於何種因素才列為稽查對象；對此，張斗輝表示確實是收到了消息、

符合判斷標準，才會前去稽查，不過標準無法對外告知。 

 

 

2022年 2月 10日，彰化傳統的蛋雞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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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蛋是危機，也能是轉機？ 
回看過去兩年，農委會並不是第一次遇上危機，但就政府形象而言，這波缺蛋危機卻可能是殺

傷力最大的一次。 

 
首先，近期幾次農產供需危機，基本都和北京直接關聯（比如 2021年北京禁止進口台灣鳳梨
與釋迦的事件），因此有更明確的指責對象，反而能動員台灣民眾「團結度過危機」；然而此次

缺蛋事件，卻是少數和兩岸動態、地緣政治沒有直接關聯的危機，也沒有明確的「外部敵人」

可以歸咎。 

 
此外，不論是鳳梨或釋迦事件，造成的都是「需求消失、生產過剩」的問題，受害的是人數較

少的農民，對一般消費者沒有太大影響；然而此次缺蛋事件，處理的卻是「生產不足、供不應

求」的問題，因此所有消費者都能感受到影響，輿論對執政黨的傷害也更大。 

 
但與其為缺蛋危機「找尋戰犯」，我們在分析此次缺蛋危機時，也應該注意到，這起事件如何

反映了台灣農業的體質，以及台灣政府與人民看待物價上漲的態度和框架。 

 
在台灣，農業偶爾被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不能因為無利可圖、在國際市場上

沒有比較利益，就完全棄守、只靠進口供應；然而許多農產品，至今又仍以傳統小農作為主流

生產模式，他們對風險的耐受性不高，在市場中也是弱勢，如果沒有嘗試發展品牌、自尋通路，

往往只能成為價格的接受者，加上雞蛋又被視為「基本民生物資」，也因此格外需要政府介入

保護、維持穩定──這也是雖然蛋農、蛋商都有微詞，但「包銷制度」仍能存續至今的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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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 10日，彰化傳統的蛋雞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此外，經濟成長本來就會伴隨物價上漲，政府過份介入、壓抑物價，除了不符市場機制、可能

造成像此次蛋荒的供需失衡之外，甚至可能是台灣低薪困境的其中一個成因──但這不只是政

府的問題，也有賴台灣全民改變心態。 
 
然而積極點看，此次缺蛋危機除了揭露雞蛋產業的結構性問題之外，確實也提醒了我們，必須

關注如何在維持農業生產、保障農民權益、穩定物價之間取得平衡，以及如何加速台灣蛋農產

業的現代化，並檢討「包銷制」可能存在的弊病。 
 
「傳統的包銷制，確實會衍生出現在看到的問題；如何去改變這個結構性的制度，我們會再找

各方幹部來談，確實會有（改革的）規劃。」農委會畜牧處副處長江文全如此對端傳媒說道，

但他也提醒，取消包銷制一樣會衍生其他問題，比如蛋農承受的風險就會更大。 
 
台大動科系副教授魏恒巍則認為，不論是缺蛋、或是因生產過剩造成蛋價崩盤，若想一舉解決

這些供需問題，或許也必須改變台灣人的食用習慣，比如增加台灣消費者對液蛋商品的認識與

接受度──而此次的缺蛋危機，或許就是一次轉機。 
 
「短期內，可以先進口液蛋到超市，解決燃眉之急；未來則可以輔導國內的液蛋產業，在生產

過剩時，將多餘的蛋製作成蛋液，再配合提升冷鏈設備和液蛋品質、並廣加宣導，提高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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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液蛋的接受度。」 

 

2022年 2月 10日，彰化蛋雞場的蛋車。攝：陳焯煇/端傳媒 
 
#台灣蛋荒 #covid-19 #每週推薦 #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