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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臺灣漁產品產業內貿易之研究*

凌碧i喝、潘韻如#

摘要

關鍵詞:產業內貿易，產品差異性，進口關稅，漁產品

本研究針對 1990-1997 年台灣漁產品貿易資料，利用 Grube1-Lloyd 指數法探討台灣

漁產品產業內貿易的結構與其影響因素。其實證結果顯示，台灣未調製漁產品的產業內

貿易程度比已調製漁產品來得高，不論是否為調製的漁產品，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匯率

及進口比重等變數均對其產業內貿易產生正向的影響。基於漁產品種類間各具有不同的

垂直型與水平型品質差異性，致使得產品品質差異性此變數對未調製漁產品的 IIT 值產

生正向(0.1133)的影響，但對已調製漁產品的的 IIT 值卻呈現負向(一0.4306)的關係。此外，

進口關稅對台灣漁產品IlT 值具有負向的影響，未來台灣漁產品進口關稅若下降 100% • 

則將使得漁產品產業內貿易的程度增加 43.222% 。

*本研究承鞏固科會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NSC88-2415-H-005-005) .特此致謝。
"國立中興大學農產運銷學象副教授，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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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臺灣漁產品產業內貿易之研究

壹、前言

傳統貿易理論中，從李嘉國(Ricardo)的比較利括理論到赫克夏-歐林(Heckscher-Ohlin)

要素模型，均假設產品具有同質性，且國家間具有生產供給面差異性如生產資源稟賦或

生產技術不同等因素，使得每一國家將專業化生產並出口具有比較利益產業之產品，同

時進口不具比較利益產業之產品，透過此種單向產業間貿易(one-way inter-industry 

trade) ，貿易雙方國均會獲得貿易利得。然而，隨著經濟發展與結構轉型，目前國際貿易

普遍存在著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 ，即一個國家的同一產業同時發生進口與出口

的雙向質易現象，此為古典質易理論所無法解釋，取而代之，學者分別就消費需求偏好

不同、產品品質差異性、政府質易干預政策、生產規模報酬遞增、及不完全競爭市場等

因素，為產業內貿易建立理論基礎。

近二十年來，相關文獻紛紛提出衡量產業內貿易水準指數的方法，並從產業別和國

家別角度，利用實證探討影響產業內貿易現象之決定因素。一般研究通常利用國際貿易

標準分類(Standard Intcmational Trade Code ' SITC)或「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J (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 HS)下的產品定義成某一特定產

業，其分類的分位碼愈低，表產業分額的範團愈廣，產業內質易水準指數則將愈高。然

而，分位碼愈低的產業間不僅生產要素投入及產品最終消費具有高程度的差異性，同時

同一產業下各個產品因生產與發展結構不盡相同，政府常設有不同等級的貿易保護政

策。因此，一些學者批評此種範圍過廣的產業分類法，常會把原本不屬於同一頓別產業

的產品歸為同一產業，因為賀易統計資料彙總不當，反而造成不符號實際的高程度產業

內賀易現象。反觀，當 SITC 分位碼愈高，產業的分類將愈細，雖然產業間產品差異性將

會降低，但產品異質性仍是存在，例如台灣貿易資料 HS 八分位碼中的034200 和 030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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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漁產品，前者表來自遠洋生產的黃賭賄魚，而後者為養殖生產的草蝦，此兩種產品

不僅生產資源使用、生產技術以及消費需求效用上具有些差異，同時分別面對 15%和

22.5%不同的進口關稅。

漁業部門在臺灣農業生產與貿易結構中，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梅、產品進出口

貿易總量更維持持續性成長的趨勢，由 1986 年的 643 ， 520 公噸擴大起 1997 年的 956，441

公噸。 1997 年臺灣進出口梅、產品量分別為 515 ，337 公噸和 441 ， 104 公噸，此種產品同時進

出口之現象被稱為產業內貿易。近年來隨著國民所得增加及產品消費需求多樣化，臺灣

漁產品產業內貿易水準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歷年來，我國採取高關稅政策以保護國內漁

業部門的發展，其中近五成漁產品進口稅率更高連 30-50% '現今正值我國政府積極爭取

加入世界質易組織(WTO)之際，面臨世界漁產品提前質易自由化的情勢下，我國保護漁

業發展的高進口關稅勢必將大幅調降，此外因非關稅貿易障礙政策不明顯，我國漁業部

門各漁產品產業將會更加提早面對漁產品貿易全面自由化所帶來的壓力與衝擊。本研究

的宗旨乃從產業內貿易觀點，探討台灣漁產品質易結構與特性，進而剖析影響漁產品質

易產業內的決定因素，以作為因應質易自由化調適臺灣桶業部門策略之參考。

貳、產業內貿易理論與文獻探討

一、理論基礎

產業內貿易(lntra-industry trade' IIT)是指一產業同時進口及出口具有完全或近似替代

的生產因素與消費性產品(Tharakan ' 1985) ，此種雙向賀易的型態不同於傳統的單向貿易

理論，如 Heckscher-Ohlin 理論中強調一國家會生產並出口該國較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

並進口該國較不具比較利益的產品。自 1930 年代一些經濟學者發現此種雙向貿易普遍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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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事實迄今，許多闡釋產業內賀易的理論模型紛紛相繼被提出，例如偏好相似假設

(Preference Similarity Hypothesis) (Linder ' 1961) 、 Neo-Chamberlinian 獨占競爭模型

(Krugman ' 1979) 、 Neo-Hotelling 獨占競爭模型 (Lancaster ' 1980) 、 Neo-Heckscher-Ohlin 

(Falvey , 1981) 、以及整合賀易模型(Integrated Trade Model) (Helpman-Krugman ' 1985) 。

本單元利用[圖一]整合貿易模型(Helpman-Krugman ' 1985)說明世界整合經濟體下產

業內貿易的一般均衡分析，其前提假設為國家間要素稟賦及國家大小具有差異性，且市

場為壟斷性競爭，在 2x2X2 模型中，存在兩國家(本國 0 與外國 0') 、兩生產要素(資本

K與勞動 L)及兩產品產業(以固定規模報酬生產的同質性產品與以規模報酬遞增生產的差

異性產品，且此產業結構具有壟斷性競爭)。如[圖一]所示 'E 點表貿易前要素稟賦點，

本國的勞動與資本分別其 OL 和 OK' 外國則分別為 O'L'和 0'正，假設 OQ 為資源被使

用於其差異性產品的產業，屬資本密集產業， OQ 為資源被使用於具有同質性產品的產

業，屬勞動密集產業，對角線 00 表世界總合就業量(world aggregate employment) ，以圍

內生產毛額(GDP)作衡量，因 E 點位於 00 上方，因此本國為相對資本密集國家，外國

為相對勞動密集國家。在完全就業且要素可自由移動的假設下，通過 E 點的 FF 線其斜率

K 

L 
L. 

O' 

L 

。 L 

K 

團一:整合貿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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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均衡要素價格比(WL/WK) ，由 FF 線與 00 線相交得消費均衡點 C ，其決定出世界總

合消費量。本國生產 OA 量的差異性產品與 08 量的同質性產品，而消費 OG 量的差異

性產品與 OD 量的同質性產品，由於本國對於資本密集的差異性產品具有比較利益，因

此其對差異性產品的生產量大於消費量，亦即 OA > OG ，相對地，本國對於勞動密集的

同質性產品具有比較不利益，因此其生產量較少於消費量，即 08 < OD 0 因此，本國將

淨出口 AG 量的差異性產品，並淨進口 8D 量的問質性產品，此種淨貿易流量屬於產業

間賀易量，當兩國貿易總量扣除此產業間貿易量即得產業內貿易量。

由上述分析可知，產業內質易水準的高低決定於屬於產業問貿易的淨賀易流向，即

差異性產品的生產量與消費量間之差額，若其生產量與消費量相當，則所發生的所有質

易皆屬於同質性產品的產業內質易。若差異性產品生產量與消費量的差距很大，則貿易

來源大多屬於產業間貿易，因而其產業內貿易水準將不會太高。由於差異性產品的生產

量決定於該國要素稟賦中資本(K)的多寡，因此在[圖一]中若 E 點沿 FF 線愈靠近 C 點時，

則產業內賀易水準將愈高，若愈靠近 OQ 線，貝iJ產業內賀易水準將愈低。由此可推知，

若兩國的要素稟賦愈相近，則兩國間的產業內貿易水準將愈高。

二、相關文獻探討

由於農漁產品在產品多樣化及規格化方面比較不如製造業產品，所以農糧產品產業

內貿易的相關文獻相對較少，尤其是初級農產品，其產品同質性較高，一般觀念認為較

不易有產業內質易的現象發生。[表~]詳列出最近幾年來有關於農糧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國

內外實證文獻，並針對不同的產業別與國家別之影響變數因子予以綜合比較。

彭作奎(民 80)首次探討台灣農產品產業內質易主題，以 1987 年 140 項農產

品為研究對象，實證結果指出台灣有 41 項農產品的 IIT 值超過 50% '同時台灣

與 32 個國家間有農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發生，其中我國與高所得國家出現較高的

產業內貿易程度水準。 McCorriston & Sheldon (1991)利用 1986 年美國及歐洲聯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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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C 三位碼中的農產加工品貿易資料計算其 IIT債，實證結果發現歐洲聯盟的 IIT

值普遍大於美國，主要因素被推測為歐洲聯盟國家間整合性所致，並旦發現農產

加工品和工業產品的 IIT 值差不多，且較一般初級農產品來得高。

Christodoulou (1992)將肉類產品依不同的加工技術區分為三，~'&屠體、分切肉、新

鮮及冷凍肉等產品，二為鹽醋、乾製及煙燒肉等產品，三為加工肉產品，進而測定牛肉

及豬肉產品在歐洲共同市場的產業內賀易並檢定其影響因素。實證結果顯示，歐洲共同

市場內鹽醋、乾製及煙燒肉等產品的 IIT 值比屠體、分切、新鮮及冷凍肉等產品的I1T 值

較低;加工肉和屠體、分切、新鮮及冷凍肉等產品沒有顯著性的差別，因此也高於鹽醋、

乾製及煙燒肉等產品，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屠體、分切及新鮮冷凍肉等產品可被進、出口

以進行加工，因而提高其附加價值，加工後的肉品又可再進、出口流入於歐洲共同市場

會員國內，因此造成較高的 IIT 值。 Hirschberg， Sheldon & Dayton(1 994) 計算 1964一 1985

年間 30 個主要食品加工業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其中台灣排名第詣，研究結果發現

若存在貿易的產業數愈多，則該國的平均產業內貿易指數有愈高的趨勢。此篇研究主要

以整合賀易模型理論為基睡，完全以國家別的角度深入探討及檢定決定因子對產業內賀

易的影響，其解釋變數對產業內賀易的影響詳列於[表一]中。

Pieri‘ Rama & Venturini (1 997)測量 1988一 1992 年間歐洲聯盟 10 個會員國間乳製品雙

邊產業內貿易水準。除了考量一般普遍使用的檢定因子外，作者特別強調零售特性也會

影響 IIT 值大小，因為大型零售商間的垂直競爭會刺激生產廠商並引進新的或不同種類

的產品，此外零售商促銷能力可能會使生產廠商更加強其產品的創新、新包裝及產品線

的擴充，因此作者利用零售商集中度以衡量產品零售特性並加以檢定，其結果出現統計

顯著性。 Henry de Frahan & Tharakan (1 998) 認為產業內貿易可歸類為垂直性與水平性兩

種，將 1980 及 1990 年歐洲聯盟會員國的食品加工產業之質易資料分為兩頭，其中進出

口單位價差大於 15%的產品視為水平性產業內貿易(HIIT) ，進出口單位價差小於 15%的

產品視為垂直性產業內質易(VIIT) ，並進而分別對此兩類型的產業內賀易設定迴歸式，而

其決定因子的影響方向大多與作者的預期一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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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農糧產品產黨內貿易相關實證文獻之比較

Hirschberg、
Pieri, Rama & 

相關文獻
彭作奎 Christodoulou Sheldon & 

Venturini l-Ienry de Frahan & Tharakan (1998) 
(民 80) (1 992) Dayton 

(1 994) 
(1997) 

台灣農產品 EC 九國肉品產業
一十圍的食 EU 十國乳製

歐洲及其貿易國加工食品產業
研究對象 品加工產業 品產業

( 1987) ( 1988) Ic 1964-1985) (1 988-1992) 
(1980, 1990) 

海關稅則
未加工，鹽醋、煙慣、

SIC 4 1.立且每 Eurostat-CN 產業定義 乾製，加工三階段之 NACE 3 f在碼 (425-426)
(0103-2402) 

豬肉、牛肉產業
(2011-2099) Chap4 (01-06) 

IIT 指數 G-L index G哺Lindex G-Lindex G-L index G-L index 水平lIT 垂直 111

豬肉牛肉 19801990 1980199C 

PIX + H 
... ... 

AEXU adv • ‘ +' H 
. 

解 產 產品差異性 + + + + + . .. 
PIM + IEXU 

巾場結構(密集度)
... 

業 MS + PICF + 
規模經濟

. .. ... 
+ 

. 司， . 司，

釋 SEF SEF 如fES MES 

ARCO 
..且，

別 零售特性之零售集中度 ... 
IRCO 

變 技術創新 WVA 
... 

+ 
因

DumS2 一
... 

產品j三產階段
DumS3 + 

.. 
+ IR恥1A

數 子 原料取得'字。

(
斗
)

這2

註 1: +為正向影響，一為負向影響， *表示顯著。

註 2: PIX-出口品之產品差異化， PIM-進口品之產品差異化， l-I-l-I ufbauer(產品品質差異性)指數，

MS一第一大屠宰廠的平均週轉率與其他屠宰廠之比值， SEF一第一大廠商和其他廠商勾名員工生走附加價值之比俏，

WVA一工資佔公司運作的比例， DumS2-生產之第二階段虛擬變數， DumS3-生產之第三階段虛擬變數，

AEXU一平均出口單位值， IEXU一出口單位值之差異， PICF-生產超過十萬噸的公司佔所有使乳消費的百分比，

ARCO一前五大零售商之市場佔有率， IRCO一前五大零售商之市場{占有率71月異， IRM八一生乳取得性差異， adv一廣告費用，

MEX一最小有效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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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一:農糧產品產黨內貿易相關實誼艾敵之比較(續)

彭作奎
Hirschberg, 

Pieri, Rama & 
相關文獻 Christodoulou Sheldon & 

Venturini Henry de Frahan & Tharakan (1998) 
(民 80) (1992) 

D(1a9y9to4n ) ( 1997) 

台灣農產品 EC 九國肉品產業
二十國的食 EU 十國乳製

歐洲及其質易國加工食品產業研究對象 品加工產業 品產業
(1987) ( 1988) 

1(1 964-1985 (1 988-1992) 
(1980, 1990) 

AGDPC 
. . 

APCI 
. 

BTD 
. + 司， BTD 

. . 
解 國 需求重疊 + + + + + + . 

‘ 
. 

IGDPC IPCI 
AGDP + + AGDP AGDP 

. +' AGDP + 
. . 

市場大小及差異 + + 
IGDP * IGDP IGDP * * IGDP 

平均經濟發展程度 APCI 
﹒包

+ APCI 家 + + + 
相似所得水準 SNI + 

. 
釋

巾場接近程度 BTD 
. ÷ 司， BTD BTD 

e 
+ 十 + 

TAR + EC + EU '‘ . 
貿易障礙 + + 

別 EFTA + 
D1ST 

運輸成本 D1ST2 + 
變 D1ST3 

因 資本密集度 GDPC 
. 

+ 
兩國資源稟賦相似性 IGDPC 一* IPCI 

. . 
IPCI 

資源稟賦多寡 GD內IZE 一

貿易不平衡 TIMB - * 

數 子 貨幣兌換率 DEX 

(
∞
)
 

註 3 : SNI一產業之相似所得水準， TAR-進口關稅， APCI一平均每人所得， IPCI-每人所得差異， AGDP 平均圍內生產毛額，
IGDP一圍內生產毛額差異， BTD一邊界是否相鄰， TIMB一貿易差額和貿易總額之比債， AGDPC一平均每人圍內生產毛額，

IGDPC一每人圍內生產毛額差異， EC一兩國皆為 EC 會員國， EFTA、-兩國皆為 EFTA 會員圈， D1ST一距離，

GDPSIZE一兩國 GDP 差值和 GDP 總值之比值乘上兩國 GDP 比值， DEX-貨幣兌換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實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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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模型

本研究將從兩方面探討台灣漁產部門產業內賀易的特性，實證(I)從時問序列的角

度，利用 1990-1997 年台灣季節性漁產品貿易資料:實證(II)從單一年度的角度，利用 1997

年台灣年度橫斷面漁產品質易資料，分別首先衡量其產業內貿易值，進而針對影響產業

內賀易發生的變數因子進行實證迴歸與檢定。

一、實證(1) : 1990-1997 年季節性資料

本實證首先利用 Grubel-Lloyd (1 975)未修正指數公式衡量產業內賀易水準如下:

<
一

Tt <
n
υ
 

n 弓
，
卻

M-M 
一
一
+

x-X 
M

一

h-M 
卜
一
+

M

一
伙

+-X

一
ph 

其中 i 為「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J (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簡稱 HS)六位碼漁產品產業別 'X 站出口值 'M 為進口值， t 為

1990-1997 年季節別，共有 8 年 32 季。 IIT，'表第 t 季節 HS 六位碼漁產品 i 的 I叮

值，此指數值衡量產業對外貿易總額值 (X j + M j )扣除產業問質易淨額值 IX j 一 Mjl

部分佔貿易總額值的比值。若漁產品 i 只有進口而無出口，或只有出口而無進口，

則無存在產業內賀易 'II有將接近 0; 若進口和出口值愈接近，則產業內質易關

係程度將愈高，則 II有將愈接近卜

接而，將 HS 六位碼漁產品 i 的 IITi 值透過調整因子(adjustment factor) ，叫，權數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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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成表達 HS 四位碼的 IIT; 值，此換算公式稱為 Grubel-L1oyd 修正指數如下:

問 =ZWIIIR 。三 IIT/ 三 l
j=1 

X+M: 
1可=‘

......(2) 
i =1且，3 ，'"、 m

LX~ + LM~ 

其中， J 為 HS 四位碼的漁產品別， m 1.主 HS 四位碼梅、產品別 j 下所含 HS 六位碼漁產

品別 i 的個數，總計有九大類 HS 四位碼梅、產品分別為: HS0301 活魚類、 HS0302 生鮮或

冷藏魚類、 HS0303 冷凍魚類、 HS0304 生鮮、冷藏或冷凍之切片魚肉類、 HS0305 乾魚、

鹹魚、浸鹹魚、額、 HS0306 甲殼類水產品、 HS0307 軟體類水產品、 HSI604 已調製成之魚

額水產品、以及 HS1605 已調製成之甲殼軟體額水產品。

最後，將整個漁業部門產業定義於 HS 二位碼分額下，區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別

為 HS03 未調製漁產品，其包含 HS030卜的02 、 0303 、 0304 ， 0305 、 0306 、的07 等七類，

第二額別為 HS16 已調製漁產品，包含 HS1604 和 1605 等二類，計算出此兩大漁產品類

別的 IIT，03 與 IITi 6 值，影響其產業內質易( IIT/ )的實證迴歸方程式分別說明於下列方程式

(3)與(4) ，其中影響變數因子可區分為國家別因子如平均每人國民所得與匯率，以及產業

別因于如產品品質差異性與產品進出口比重，其中預期當平均每人所得水準增加、匯率

升值、產品差異性增高、進口值比重增加以及出口值比重減小均將會促使產業內貿易程

度水準提高。此外，因漁產品生產與質易具有季節性特性，所以考慮產業內貿易程度亦

會受到季節的影響，因此於實證方程式中加入季節因子。

IIT,OJ = f(PC丸， EXCH" DIFF,OJ ， RX~3 , RM~3 ,SEASNl , SEASN2 , SEASN3) .......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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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Ti 6 = f(PC丸， EXCH" DIFF,16 , RX: 6 , RM:6 , SEASN1 ,SEASN2,SEASN3) .......(4) 

其中

IIT,03 : 1990-1997 年台灣 HS03 末調製梅、產品季節性 IIT 值。

IITi 6 
: 1990-1997 年台灣 HS16 已調製漁產品季節性 IIT f頁。

PCI ,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以 1990 年第 l 季資料為基期，以 l 表之，將 1990

年第 l 季至 1997 年第 4 季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予以指數化，平均每人國

民生產毛額以美元為衡量單位。

EXCH , :為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值，以 1990 年第 l 季資料為基期，以 l 表之，

將 1990 年第 1 季至 1997 年第 4 季匯率予以指數化。

DIFF, :為產品品質差異性指數，透過下列 Hufbauer 指數法(Hufbauer ' 1970) 

計算而來:

DIFF/ =σpi/ 代: ..................................................................................................... (5) 

其中， i 為 HS 四位碼的梅、產品別， j 為 HS 二位嗎的漁產品別的或 16 ' t 1有季

節， P' 為 HS 四位碼漁產品 i 進出口單位價格的平均值， σp，'為 HS 二位碼分類

下漁產品 P' 的標準差， μP.' 為 HS 二位碼分類下漁產品 P' 的平均價格。

RX; 為漁產品 j 出口值比重，表漁產品 j 佔台灣所有出口漁產品的重要性，

透過下列公式而得:

mzRi主X\ 納

、
.
，F

l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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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其梅、產品 j 的出口值。

RM; 為漁產品 j 的進口值比重，表漁產品 j 佔台灣所有進口漁產品的重要性，

透過下列公式而得:

悶J=州平M; ................................................................................................(7) 

其中 MJ 為漁產品 j 的進口值。

SEASNl :季節因子的虛擬變數，若質易資料屬第一季，則 SEASNl 設為卜

其餘賀易季節設為 0 。

SEASN2 :季節因子的虛擬變數，若賀易資料屬第二季，則 SEASN2 設為卜

其餘賀易季節設為 0 。

SEASN3 :季節因子的虛擬變數，若貿易資料屬第三季，則 SEASN3 設為卜

其餘貿易季節設誨。。

二\賓證(II) : 1997 年度橫斷面資料

本實證同時利用列於(1)中的 Grubel-Lloyd (1 975)末修正指數公式，首先衡量台灣

1997 年 HS 八位碼漁產品別 i 的產業內賀易值， 1IT' '再透過(2)中的 Grubel-Lloyd 修正

指數公式，將 HS 八位碼的 IIT 值轉換成 HS 六位碼的 IIT 值。其中， j 為 HS 六位碼的產

品別 'm 為 HS 六位碼產品別 j 內所含 HS 八位碼產品別 1 的個數， 1997 年台灣對世界其

他國家共有 178 個 HS 八位碼漁產品有賀易往來，其總計可歸納成 89 個 HS 六位碼漁產

品產業別。影響 1997 年台灣 HS 六位碼明細漁產品產業內貿易(IITJ )的實證迴歸方程式

列於(5)中，其影響變數因子包含進口關稅、產品品質差異性、產品進出口比重等，其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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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進口關稅降低與產品品質差異性增加將會促使漁產品產業內賀易水準增加，另外，

因為我國漁產品質易以出口為主，因此預期產品進口比重增加或產品出口比重減小亦會

導致產業內貿易水準的增加。

IITi997 = f(T ARIF恥7' DIFFi997' RX ~997'即1~997 ， DUMMYI， DUMMY2) .............(8) 

其中

IITi997 :為 1997 年台灣 HS 六位碼漁產品 j 的產業內貿易值。

TARIFF;J997 :為 HS 六位碼漁產品 j 的進口關稅。

DIF凡97 為產品品質差異性指數，透過下列 Hufbauer 指數法(Hufbauer • 1970) : 

DIFFi997 =σpi I μpi ................................................................................................. (9) 

其中. 1 為 HS 八位碼漁產品別. j 為 HS 六位碼漁產品別. P' :f.話梅、產品 i 的進

出口單位價格的平均值， σp， ~HS 六位碼下漁產品 P' 的標準差， μp' 為其平均

價格。當 DIFF;J997 值愈大，表漁產品品質的差異性愈大。

RX~997 : ~日(6)所示。

RM~997 如(7)所示。

DUMMYl: 表虛擬變數，若 HS 六位碼漁產品分類下存在超過一種 HS 八位碼

的梅、產品，則令其為卜否則為 0 0

DUMMY2 :表虛擬變數，被用來區隔 IIT 值為 0 的單向貿易與 IIT 值不為 0 的

雙向賀易，若 HS 六位碼漁產品I1T 值為 o. 則令此虛擬變數值為

1 '否則為 0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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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來源

台灣漁產品質易資料分別整理自 1990一 1997 年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進口貿易統計月報

及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出口貿易統計月報(財政部關稅總局，民 79-86-a & b) ，台灣漁產品

進口關稅收集自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稅則及進出口貨品分類表合訂本(財政部關稅總

局，民 86) 0 1990一 1997 年台灣平均每人國民所得與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值，同時整理自

於中華民國統計月報(行政院主計處，民 80-87) 。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利用 Empirical Econometric Modelling Using PcGive 9.0 for Windows 計量模型

軟體(Hendry & Doornik ' 1996) ，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LS)進行實證迴歸， 1990一 1997 年台

灣 HS03 未調製與 HS16 已調製季節性漁產品之產業內貿易實證結果分別列於方程式(10)

與(1 1) : 

IIT,OJ = - 0.3282 + 0.2687PCI , + 0 .4302EXCH , + 0.1133DIFF;OJ 

(一1.3 82) (4 .4 56)叫 (2.093)* (2.203)* 

一 0.7044叫J + 0 .4450RM~J 一 0.0349SEASNl 一 0.1092SEASN2 

(-6.296)** (2.082)* (一1.587) (-3.710)** 

一 0.0658SEASN3

(一0.0658) 叫......................................................................................( 1 0) 

R
2 = 0.812461 

F(8 ,23) = 12.455[0.0000] 

DW = 1.80 

RSS = 0.03103609088 for 9 variables and 32 observations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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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values in parenthesis below each coefficient 

IIT,16 = - 0.9429 + 0.2954PCI , + 0.7992EXCH , - 0.4306DIFF;'6 

(-3 .233)** (4.353)** (3.4 10)** (-3.286)** 

0.4492RX:Ó + 0.5834RM: ó 
- 0.0311 SEASN 1 - 0.0637SEASN2 

(一3.732)** (2.778)** (一1.3 77) (一2.879)**

0.1331SEASN3 
(一5.8l2)**..........H.H.-................H.H.--H.H.-.....................H.H.- …..... (1 1) 

R2 
= 0.925387 

F(8 ,23) = 35.657[0.0000] 

DW = 1.84 

RSS = 0.03796609867 for 9 variables and 32 observations 

t values in parenthesis below each coefficient 

不論是對 HS03 未調製或 HS16 己調製漁產品，平均每人國民所得(PCI ， )變數均會對

IIT 值造成正向的影響，顯示出台灣漁產品產業內質易程度會隨著每人國民所得的增減而

增滅，其迴歸係數分別為 0.2687 與 0.2954 。就需求面而言，當國民所得增加將會促使消

費需求漸趨於產品多樣化選擇，消費者不但對國內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種類的需求，同時

對國外進口的產品亦有多樣化的需求。依據 Linder (1961)偏好相似假說，因為我國在漁

產品方面的貿易對象主要為高所得國家(例如美國、日本、澳洲等) ，因此當我國國民所得

增加，逐漸與貿易對象國的所得水準趨於接近時，我國與質易對象國的需求型態亦會愈

接近，屆時產業內質易程度將會提高。

匯率變動(EXCHJ影響因子亦對此兩類漁產品 IIT 值產生正向影響，一般而

言，匯率升值會使我國對進口產品的購買能力增加，如同於所得增加，同時匯率

升值亦造成我國漁產品出口的成本增加，不利於出口的進行，因此匯率升值所造

(1 5) 



一 100一 影響臺灣漁產品產業內貿易之研究

成的進口增加與出口減少將促使我國漁產品產業內賀易現象更加明顯。由[圖二]

可知，當匯率愈高(貶值) ，所有的漁產品進口值皆有升高的趨勢，同時 HS03 末

調製漁產品不如 HS16 已調製漁產品來得明顯;在出口部分， HS03 未調製漁產

品的出口值隨著匯率貶值而有減少的趨勢。然而， HS16 己調製漁產品的出口值

卻因匯率貶值而有下降的趨勢，彼此間呈現明顯的負向關係，其可能原因為雖然

1996 及 1997 年台灣匯率貶值，但台灣在日本的鰻魚、進口市場卻反而被大陸所取

代所造成。匯率變數的迴歸係數不論是對未調製或已調製漁產品而言，其結果都

和預期不同，但又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就 HS03 未調製漁產品而言，匯率對其

TTT 值的影響力相對較小，若匯率每貶值 100% ' IIT 值將增加 43% '而 HS16 已

調製漁產品的 IIT 值將增加 80% 。

產品品質差異性(DIFFt )變數對 HS03 未調製及 HS16 已調製漁產品 IIT 值的影響，出

現極大差異性。由於 HS03 未調製漁產品平均單位價格很明顯地低於 HS16 已調製漁產

品，其顯示出調製加工過程的確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且在單位價格標準差的部份，未

調製漁產品明顯高於已調製漁產品，原因之一起未調製漁產品有較細的分類，而且每種

分類大多數為不同特性的漁產品，因此未調製的七大類漁產品(HS030 1-0307)間之價格差

異性比已調製的兩大類漁產品(HSI604-1605)問之價格較具差異性。由迴歸結果顯示，產

品品質差異性對 HS03 未調製神產品之產業內賀易水準產生正向(0.1133)的影響，且具有

統計顯著性，此結論和理論的推測相同，即產品的品質差異性愈大，產業內貿易的程度

將會愈大。然而，在 HS16 己調製漁產品的部份卻呈現負向(一0.4306)的影響關係'且亦具

有統計顯著性，可能因素可歸於已調製漁產品(HS 16)的產品差異性主要不是來自於產品

品質的差異(垂直型差異) ，而是產品特徵的差異(水平型差異) ，此點可由產品間的單位價

值標準差很小看出，同時已調製漁產品經由調製加工過程而創造出的產品特徵差異性是

比未調製漁產品來得容易與多元化。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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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匯率與 HS03 未調製漁產品及 HS16 己調製漁產品進出口值之敵佈國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稅總局(民 79-86-a&b)

註: MV 表進口值、 XV 表出口值(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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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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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整合貿易模型理論中提到，若產業問貿易縮小，則意昧著有較高程度的產業內賀

易，因為我國漁產品出口較大於進口，因此若梅、產品出口增加，表示產業間貿易將擴大，

致使產業內質易縮小，若漁產品進口增加，表示產業間賀易縮小，因此產業內賀易程度

擴大。實證顯示出產品出口比重變數(RXi)與 IIT 值問其有負向關係，與預期相同且具有

統計顯著性。就產品進口比重變數(RMi)而言，結果顯示此變數與 IJT 值間均呈現正向關

係'不同於預期。就整體實證而言， R2值在 HS03 末調製與 HS16 已調製漁產品迴歸方程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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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別為 0.812461 與 0.925387 '因為解釋變數大多真有統計上顯著性，因此呈現出較高

水準的解釋能力。

1997 年台灣橫斷面年度 HS 六位碼較明細漁產品之產業內賀易實證結果列於(12) : 

IITf997 = 0.37834 一 0.43222TARIFFi997 + 0.25866DIFF;J997 
(5 .471)** (-2.235)* (2.686)** 

1.62260RXi997 + 0.86677RMi997 - 0.16955DUMMY1 
(一3.042)** (1.047) (一3.213)* * 

一 0.2546IDUMMY2

(一5 .5 90) * * 

R~ = 0.365851 

F(6,82) = 7.8845[0.0000] 

DW=2.11 

RSS = 2.549341212 for 7 variables and n = 89 observations 

t va1ues in parenthesis below each coefficient 

(12) 

調降進口關稅是誠低賀易障礙的一種管道，其意昧著消費者能比以前更容易並且更

機會購買國外具有差異性的產品，因而促使進口貿易量增加，產業內貿易水準將會提高。

實證結果顯示進口關稅變數( T ARIFF;J997 )對台灣 HS 六位碼漁產品 IIT 值具有負向的影

響，與預期的方向相同，其迴歸係數為一0.43222 具有統計上顯著性，顯示出台灣漁產品

的關稅若下降 100% '則將可以增加產業內貿易的程度達 43.2% 。由 WTO 的談判承諾事

項中，漁產品關稅的減讓將由目前的平均 29.7% '在加入 WTO 的第一年降為 20% '而

2002 年後降為 17.7% (經濟部國貿局，民 87) ，顯示出若其他條件不變下，台灣漁產品產

業內貿易的程度將分別增加 4.2%及 5.2% 。

產品品質差異，性( DIFF;J，叩)變數對 1997 年台灣漁產品產業內質易結構呈現出正向的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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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和預期的方向一樣，其迴歸係數為 0.25866 '具有統計顯著性。如同於前述原因，

當漁產品部門的產品差異性增加的確會促使產業內質易水準上升，其顯示我國對漁產品

品質方面的需求愈是趨於多樣化，則產業內貿易愈會更頻繁。出口值比重( RX ~997 )與進口

值比重( RM~997 )兩變數對 1997 年台灣漁產品I1T 值產生反方向的影響，由兩變數迴歸係

數可知，出口比重變數的 1.6226 比進口比重變數的 0.86677 約大一倍，其顯示出口比

重變數對I1T 值產生的影響力遠較進口比重變數來得大。

在代表資料彙總錯誤可能性的虛擬變數方面，如果 HS 六位碼下的 HS 八位

碼產品愈多，表示每一產品可以有較適當的分類，不會因為分類不當，而把不該

在同一類的產品計算在同一類中，造成產業內質易程度高估，因此 DUMMYl 為

l 時，表示資料彙總錯誤的可能性較小，其 IIT f直預期會較低，而 DUMMYl 誨。

時，表示資料彙總錯誤的可能性較大，預期會有較高的 IIT 值，實證迴歸結果與

預期相同，虛擬變數與 IIT 值具有負向關係'並且有統計顯著性。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 1990-1997 年台灣季節性漁產品貿易資料進行影響產業內貿易決定因子

的實證結果顯示， HS03 未調製漁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程度比 HS16 己調製漁產品來得高，

不論是否為調製的漁產品，平均每人國民所得、腫率、產品品質差異性、產品出口、進

口比重及季節對產業內賀易都有顯著的影響，除產品出口比重與已調製梅、產品之產品品

質差異性的影響關係為負向外，其餘變數對產業內賀易都有正向的影響。由實證知，當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增加及匯率貶值均會增加消費者對多樣性產品的需求，此外，因為漁產

品本身具有生產季節性，故在生產較少的淡季會出現漁產品出口減少或進口增加，進而

促使產業內賀易程度上升。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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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另利用 1997 年台灣年度橫斷面漁產品貿易資料，進行較明細分額漁產品的產

業內貿易結構與影響因子實證及檢定，由實證結果顯示我國在 HS 六位碼漁產品項目中，

以乾魚、鹹魚、浸鹹魚類與甲殼額水產品的產業內賀易程度較高，由於我國漁業部門產

業內貿易傾向於出口較高價位的漁產品，而進口較低價位的漁產品，從專業化生產的角

度而言，我國對生產高品質高價位的漁產品顯現出比較優勢。決定因子實證結果中具有

統計上顯著的影響變數包含有進口關稅、產品品質差異性及產品出口比重，值得一提的

是，進口關稅與出口比重等變數對產業內貿易具有負向的影響，表示當進口關稅降低將

會造成產業內貿易程度升高，此也意昧著園內褲、產品需求會趨於多樣化，消費者將有更

多元化漁產品的選擇，使得消費者福利增加。

由於 WTO 架構下賀易自由化的協議將漁產品比照一般商品，不同於農畜產品，因

此不似農畜產品得以有較長的階段性開放與緩衝期，故可預知世界漁產品貿易自由化腳

步勢必將比農畜產品來得快些。台灣為了加入 WTO' 已經完成許多次的入會談判協議，

針對漁產品談判得的結果是將目前實施的平均名目關稅 29.7% '於入會的第一年降為

20% .並逐年調降至 2002 年的 17.7% '透過本研究實證分析可知，此談判條件將使台灣

漁產品產業內貿易程度分別提高約 4.2%與 5.2% 。經由產業內質易水準的增加趨勢，顯示

出我國消費者在漁產品需求方面將擁有更多樣性的選擇，其可來自更多不同品質或是更

多不同特徵的漁產品種類，對消費者而言是福利的增加。此外，對於我國漁產品的出口

市場方面，亦因其他國家進口關稅的降低，而有利於我國漁產品的出口。總而言之，未

來我國加入 WTO 後，對國內漁產品消費者及漁產品出口廠商而言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但是相對地，開放圍內市場將致使得國外較低價位漁產品進入我國市場，勢必對國內漁

業部門產業造成衝擊，如何加強國內漁產品生產的競爭力，並提高漁產品的出口優勢，

使我國漁業部門在加入 WTO 後仍可以有穩定發展的空間，乃是當前我國棉業發展的重

要課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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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ing the Fishery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aiwan 

Bith-Hong Ling* and Yun-Ju Pan** 

ABSTRACT 

KEYWORDS: Intra-industry trade ,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mport tariff‘ Fishery product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IT) in Taiwan's fishery 

trad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ants of IIT are examined over the period Januarγ1990 

through December 1997. A greater degree of IIT but with less variation 心 found in raw 

(live/freslν企ozen/chilled) seafood as compared to prepared/preserved seafood. The findings 

provide an evidence that IIT in the Taiwan's 日shery sector is positively intluenced by GDP per 

capita, exchange rate and product import concentration. In contrast to other determinant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has reverse intluences on raw (0.1133) and prepared/preserved (-0 .4306) 

seafood, mainly resulting from the role of vertical/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on each 

category of trade. ln addition ‘ import tariff is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explanatory variable 

for such trade and further fishery trade liberalization would lead to 43.222% ofthe IIT increas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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