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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漁產品貿易自由化之影響﹒

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

J韋碧鴻、馬螃茵

國立中興大學農產運銷學象

摘要

本文應用具可計算一般均衡(CGE)特性的多部門多區域全球貿易模型(GTAP) .分

析{魚產品提前開放自由貿易對世界漁業部門的經濟影響﹒實證模擬的衝擊變數是將各國

家/區域間的雙邊漁產品進口關稅完全調降為零﹒其實證結果顯示﹒原本採行漁產品商

進口關稅政策的國家/區域所受的衝擊最大，但漁業部門整體資海配置效率卻提昇﹒世

界總福利亦增加。對台灣而言，漁產品提前貿易自由化將使得台灣漁產品生產與價格均

呈下跌趨勢，而漁產品進出口貿易值將增加﹒漁業部門資海配置效率與總社會福利水準

亦均會提昇﹒因此可預期未來開放漁產品自由貿易，不僅對各菌家/區域漁業發展的刺

激或對世界漁業資源效率的提昇均具有正面的經濟效果，

關鍵詞 貿易自由化‘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CGE) .全球貿易模型(GTAP) 、

i魚產品貿易

一、目Ij 百

台灣當前漁產品質易仍為出超，貿易對象以

APEC會員國佔極大比重，出口主要集中於日本

與美國，進口來源則較為分散，主要賀易國為泰

國、美國及澳洲。在漁產品別的貿易結構方面，

以遠洋漁業之大型圍網、賄釣及就魚業為出口主

力，冷凍漁產品佔外銷比例為最大，次其是活魚

類以及已調製水產品;進口以甲殼類水產品(如

喝、蟹額)及冷凍魚類為大宗，且圍內漁產品進

口呈現逐年增加趨勢。就世界漁產品進口關稅而

言，美國ρ 加拿大、紐西蘭及澳洲等高度自由貿

易國多已降至零或10%以下，然而我國仍傾向於

高進口關稅保護政策，其中甲殼額及軟體類水產

品關稅水準較其他漁產品高，與歐聯、菲律賓及

日本等亦採高關稅保蠶漁產品的國家相較下，台

灣漁產品進口關稅仍為最高。(凌碧鴻、潘韻如，

1999) 

近年來APEC與WTO等組織對自由賀易積極

倡議與推動，於 1997年APEC溫哥華年度部長會

議中，首度同意推動「自願性部門別提前自由

{七 J r The 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J (EVSL)議題中的 15項部門優先提

前貿易自由化﹒其中漁產品被納入為優先實施部

門之一。進而， 1998年APEC馬來西亞部長年度

會議中，由於APEC會員體經濟發展程度有差

異，對市場提前開放自由貿易的協定﹒部份會員

體仍持保留態度，尤其「自願性部門別提前自由

化 J (EVSL)套案受到以日本為主的會學國極大

爭議，最後決議將此套案移到WTO架構下協商

討論﹒並於 1999年 11 月底第三屆WTO部長級西

雅圖會議再進行商討，可望在WTO架構下對

「自頤愷部門別提前自由化 J (EVSL)的具體關

稅調降措施與條件達成共識， 並且擴展APEC會

員體以外的WTO會員體能參與 「自顧性部門別

提前自由化」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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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WTO賀易協議中，漁產品被歸類為

一般商品不同於農產品，面對市場開放的世界趨

勢下，漁業部門將比農業部門提前面臨貿易自由

化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此外，台灣可望於2000

年加入WTO' 屆時我國漁產品進口關稅稅率需

有調降的必要性，並相對地對圍內漁產品產業帶

來衝擊與影響。基於上述所欲探討的目前漁產品

貿易實務迫切課題，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應用具有

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llibrium, 

CGE)特色的全球貿易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 AP)進行實證模擺分析，探討漁產品

提前質易自由化對世界漁產品產業造成的經濟影

響，並評估面對未來完全調降漁產品進口關稅的

情勢下，我國漁業部門可能受到的衝擊影響與未

來生存及發展空間。

二、一般均衡理論基礎

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考

量經濟體系中無論產品或要素市場的供需與進出

口均同時連到均衡境界。以貿易小圖為例，圍一

Y 

N, 

ι 、

‘'、

中 π﹒爵該國生產可能曲線，在無存在貿易的自

給自足(autarky)情況下，本國生產均衡點及消費

均衡點皆為恥，社會福利水準為此。若該小國

對生產 Y 產品較具有比較利益，而對生產 X 產

品較不真比較利益，當該國開放對外貿易，依據

傳統李嘉圖(Ric訂do)比較利益理論與赫克夏﹒歐林

(Heckscher-Ohhn)貿易理論，該國將會專業生產

並出口 Y 產品，而進口較不具比較利益之 X 產

口血
口口 M

圖一說明該貿易小國對進口產品 X 課徵進口

關稅之一般均衡理論基礎，於開放賀易後 X 和 Y

產品的國內價格比率(P，)將大於自給自足下的圍

內價格比(P = P/Py) 。於均衡狀態下， P，將與生產

可能曲線 TT相切於 Q，決定出新的生產均衡點，

並與社會消費無異曲線(社會福利曲糗)U，相切於

C，決定出新的消費均衡點，屆時課徵進口關稅時

的貿易三角形 (trade tnangle) 為6. AQ，C，﹒貿易

方向(dlrection of trade)分別為出口 AQ，的 Y 產

品，與進口 AC，的 X 產品，同時社會福利曲線將

由 U. 提升至 U，﹒該圍困開放國際貿易因而產生

質易利得。

若該質易小圖為達到自由貿易狀態，因而完

Pr 

X 
T' 

圖一 調降進口關稅之一般均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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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調降進口關稅限制，使得圍內價格比等於世界

價格比阱，在此完全自由貿易條件之下，新的生

產均衡點為恥，新的消費均衡點為 Cf • 貿易三角

形將擴大馬ð. BQtCf .貿易方向為出口 Y 產品

BQf' 進口 X 產品 BCf ' 社會福利曲線將提高至

叭. [表一]詳列出調降進口關稅後對貿易小國所

產生的不同經濟效果。

(一)生產替代效果

若對 X 產品課徵進口關稅 .x 與 Y 的國內

價格比 P，將大於自給自足之圍內價格比 p. 生產

點為 Q， .若降低關稅達到完全自由貿易狀態下，

圍內價格比將大於阱，新均衡生產點為舟 .x 產

品國內自行生產量減少﹒而其進口量增口 ;y 產

品國內生產量與出口量皆增加，此因自由貿易有

助圍內資源有效利用，從事更專業化生產，即生

產並出口具比較利益的產品，而多進口不具生產

比較利益的產品。

(二)消費價格效果

當存在進口關稅時，本國消費可能曲線為

N,C, 阱，消費均衡點為C， .完全調降進口關稅後

消費可能曲線變為NtC舟，新消費均衡點為Cr • 

消費者所面對的價格為完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價

樁，因此消費水準將提升。

{三)貿易創造效果

進口關稅完全調降後，貿易三角形由 A

AQ，C，擴大為ð. BQtCf • X進口量從AC，增加為

BCr • Y出口量從AQ，增加厲BQr ﹒進出口量皆因

調降進口關稅而增加。因自由貿易條件更有利進

出口，促使生產與消費均衡點更高於自給自給狀

態下的均衡點。

(四)實質所得效果

完全自由貿易條件下，消費可能線由進口關

稅調降前的N，C，再提高為NtCf阱，因此圍內實質

所得自ON，提高至ONr '

(五)社會福利效果

完全調降調降關稅後，社會福利水準曲線由

U，提升為抖。藉由自由貿易使得資源配置能更有

效率利用，國家生產與出口更多具有比較利益的

產品，攝大國際問貿易壘，且提昇社會福利水

雄。

三、相關文獻探討

由於本文將利用全球貿易模型(RunGT妞，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Horndge, 1998)進行

探討世界漁業部門提前貿易自由化之一般均衡經

表一調降進口關稅之經濟效果

經濟效果 課徵進口關稅t 完全調降進口關稅 經濟效果的變動

生產替代效果 生產均衡點 QI 生產均衡點 Qf 圍內生產水準下降

消費價格效果 消費均衡點 C， 消費均衡點 Cf 國內消費水準提升

質易三角形﹒ 貿易三角形:

ð. AQtCt ð. BQtCf 貿易三角形續大
貿易創造效果

Y 出口量 AQ， Y 出口量 BQr 進出口量皆增加

X 進口量 AC， X 進口量 BCr

實質所得效果 圍內實質所得 ON， 圍內實質所得 ONr 圍內實質所得提高

社會福利效果 社會福利曲線 U， 社會福利曲線 Ur 社會福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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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效果，在此首先將國內外前人應用GTAP模型

所作有闕，貿易議題之研究文獻進行回顧，並將重

點著重於糧食、農業及自然資源顯等主題。

許炳鑫 (1996)利用GTAP模型探討不同程度

農業自由化對APEC會員國產出、貿易及社會福

利可能產生的影響，其政策模擬分別為是否考慮

取消農業生產補貼與出口補貼兩種情形。其結果

顯示，當不考慮取消農業生產補貼與出口補貼的

情況下，全球所有部門之全面貿易自由化或稻米

自由化彈性處理，將使得美、加、墨、紐、澳等

農業生產大國由於規模經濟而具有比較利益，其

農產品產值大幅增加;相對地，日本、大陸、南

韓、菲律賓及泰國等圈，其農產品產出則降低;

台灣小麥和穀類作物產量減少，稻米與其他農產

品的產出則增加。若考慮取消農業生產補貼及出

口補貼，其模擬結果顯示，美、加、墨以及以歐

盟為主的其他國家由於境內農產品生產與出口補

貼水準較其他地區高，因此消取農業補貼後，小

麥產出及出口數量因而減少。同樣比較考慮取消

及不取消農業生產與出口補貼兩種情形，大陸與

南韓小麥生產變動方向由減少變為增加，其說明

取消農業生產及出口補貼後該兩國小麥生產相對

較具優勢。

吳佳勳( 1998)利用 GTAP資料庫資料，以區

域經濟關稅同盟理論分析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區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 A)的形成對東協區

域內與區域外的貿易影響效果。若東南亞國協自

由貿易區區域內廣產品關稅廢除，新加坡將因農

產品加工技術進步，‘進口區蟻內更低成本的農產

品再加工出口，屬於貿易創造效果最顯著的國

家。由於東協將因關稅同盟增加區域內貿易，且

減少與區域外國家的進出口值，其中對外出口減

少部分，台灣得以取代非糧食作物及漁產品的日

本市場，相對地，台灣對東協的出口則減低，出

口值下降最多的前三項分別是漁產品、非糧食作

物和其他畜產類， 但減少的幅度並不大，例如漁

產品減少約三十萬美元，佔台灣漁產品出口比重

僅約0.02% 。

Anderson, Dimaranan, Hertel, & Martin (1997) 

以糧食市場與貿易為主要對象，探討實行烏拉圭

回合談判對國際糧食及其他產業市場價福與貿易

的影響。若全面實行烏拉圭回合談判條件之模擬

結果顯示，至2005年世界農產品貿易重大為提

升，稻米貿易量增加高達 147% '加工食品增加

53% '小麥則因降低出口補貼而使貿易增加百分

比僅為8% 。就各別國家或地區而言﹒探討 1992

年至2005年各產品貿易餘額的變化，預測中國大

陸、直洲新興工業國(NIEs' 包括台灣﹒香港、

南韓、新加坡)、日本以及西歐所有糧食類貿易

皆成為入超，相對於東南亞國協(ASEAN-4 '此

包含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四國)、紐

澳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為糧食出超地區。以通歸動

態模擬的經濟效果結果顯示，全球農業科技發展

遲緩將造成穀頓作物世界價格高漲，畜牧及加工

食品價格則微幅上升，此外，中國大陸工業生產

力相對地降低將使生產要素保留於農業生產，農

產品進出口貿易驟降。

Adams( 1998)探討APEC貿易自由化的長期影

響，分析APEC地區全面移除關稅後各項經濟效

果的變化。其結果顯示，實質GDP以泰國增加超

過的%為最多，其次馬來西亞與菲律賓亦有 10%

以上的成長率，農產品出口地區(如日本、紐

澳、香港、新加坡)的貿易條件則因關稅降低而

改善，其中以日本最佳﹒部分是因北美對日本產

品的進口需求提升。此外，所有APEC國家貿易

量皆增加，特別是原先賀易保護最高的國家增加

量最大﹒區域內的消費支出隨名目GDP增加而擴

張，而投資隨資本存量增加而攝張﹒貿易自由化

對APEC地區產業的影響程度則視進出口競爭而

定，但就GDP而言，貿易自由化將使整體APEC

地區獲得長期利益而改善亞太經濟問題。

同樣是分析APEC地區貿易自由化議題， Dee, 

Hardin & Schuele (1998) 則針對APEC自願性部門

別提前開放貿易自由化(APEC 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lberahzation, EVSL)議題，評估化學、

林業、漁業、糧食、煤礦與天然氣等五個部門提

前貿易自由化長期經濟效果 。其結果顯示，

APEC十五個國家漁產品質質GDP以中國大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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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增加 0.08%為最高，馬來西亞則減少

。 07% :日本因提前自由貿易使漁產品貿易條件

減低004% '造成來自漁業的實質收益小幅降低

0.01% '為APEC地區漁產品提前貿易自由化唯一

的負向影響;整體而言，提前開放本文所探討的

五個部門自由貿易對APEC具有正面效益。

Sco l1ay & Gl1bert (1999) 針對APEC糧食體系

(APEC Food System)議題，分別對針一般廣泛商

品以及APEC糧食品，假設在移除進口關稅、出

口補貼及農產品生產補貼的自由化條件下，分別

探討APEC最惠國待遇、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優惠

協定、與非APEC國家交互作用、以及全球最惠

國待遇自由化等四個情況所造成的福利效果。其

結果頭示，貿易大國之一般廣泛商品自由化的絕

對貿易利得最為顯著，特別是日本、中國大陸和

美國.貿易利得佔各別國家GDP比東則以東南亞

國家相對較高，如泰國、菲律賓及馬來西亞。此

外，非APEC會員國因APEC賀易自由化而撞得的

福利效果，佔其GDPtt重與APEC會員國相較下

並不大(僅-053%.....061%) ，因此APEC自由化不

會明顯地造成世界其他國家「搭便車」的情形。

四、實證方法

(一)外生、內生及衝擊變數

在GTAP模型多區域封閉準則(mu1tlreg lOna1 

RunGT AP(Horndge, 1998)和GEMPACK(Harnson

and Pearson, 1996)模型軟體，針對完全調降漁產

品進口關稅之貿易政策進行實證模擬，藉以探討

提前質易自由化其對漁業部門產生的經濟面影

響。

(二)區域別與部門別資料

本研究所應用資料為GTAP模型第四版資料

庫(McDougal1， E1behn and Truong, 1998) ，此資料

基期年為1995年，包含的個國家區域別與50個產

業部門別。依撮研究方向重點考量，本研究所使

用資料庫區域別分類著重於APEC會員國，另外

歐洲地區因其經濟聯盟的特性劃分為一區，共計

有十個區域別分爵:日本(JPN) 、中國大陸與香

港(CHN) 、台灣(TWN) 、東南亞國協(ASEAN) 、

澳洲(AUS) 、紐西蘭(NZL) 、加拿大(CAN) 、美國

(USA) 、歐洲聯盟 (EU) 、以及世界其他地區

(ROW)(見表三)。產品部門別分類主要強調漁產

品及其他相關農糧食品部門，其餘部門則歸額為

製造業及服務業兩大額，共計有七個產業部門別

分罵:漁產品(帥) .農作物(c巾)、家畜品(Ivs) 、

肉製品(met) 、食品加工品(pfd) 、資源與製造業

(rma) 、以及服務業(svc)(見表四)。

五、實證結果

c1osure)的假設條件下，外生變數與內生變數的 表五為雙邊國家/區域間漁產品進口關稅稅

設定如表二。其中衝擊變數(shock variab1e)為所 率(tms) ，為達到漁產品完全開放自由貿易，此些

有區域間漁產品進口關稅(tms) ，本文同時應用 進口關稅稅率將完全調降為零。在GTAP全球貿

表二實證模擬之變數假設

外生變數及內生變數 衝學變數

外生變數 : 人口 、 資本財價格 、 slack變數 、 技術相關變

數、生產或所得稅、商品I雙邊貿易之出口
tms. 雙邊國家/區域間實證模型

稅、商品i雙邊貿易之進口稅、目的地考量之
漁產品貿易之進口關稅中之變數

出口稅、來源地考量之進口稅、產出;

其餘變數均為內生變數;

資料來源. Horndg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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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本研究之區域別加總

本研究加總之10個區域別 GTAP模型資料庫之45個區域別
代碼 國家名稱 代碼 國家名稱

1 . lPN 日本 3 lPN 日本

2 CHN 中國大陸與香港 11 CHN 中國大陸

12 HKG 香港

3 TWN 台灣 13 TWN 台灣

4 ASEAN 東南亞國協 5 IDN 印尼
6 MYS 馬來西亞

7 PHL 菲律賓

8 SGP 新加坡
9 THA 泰國

5 AUS 澳洲 AUS 澳洲

6 NZL 紐西蘭 2 NZL 紐西蘭

7 CAN 加拿大 17 CAN 加拿大
8 USA 美國 18 USA 美國
9 EU 歐洲聯盟 29 GBR 英國

30 DEU 德國

31 DNK 丹麥

32 SWE 瑞典

33 F1N 芬蘭

34 REU 聯盟其他國家

10 ROW 世界其他地區 4 KOR 韓國

10 VNM 越南

14 恥m 印度

15 LKA 斯里蘭卡

16 RAS 南亞其他國家

19 MEX 墨西哥

20 CAM 中美及加勒比海
21 VEN 委內瑞拉

22 COL 哥倫比亞

23 RAP 安地斯山其他國家
24 ARG 阿根廷

25 BRA 巴西

26 CHL 智利

27 URY 烏拉圭

28 RSM 南美其他國家

35 EFT 歐洲自由貿易區

36 CEA 中歐聯盟

37 FSU 前蘇聯

38 TUR 土耳其
39 RME 中東其他國家

40 MAR 摩洛哥

41 RNF 北非其他國家
42 SAF 南非關稅同盟國

43 RSA 南非其他國家

44 RSS 撒哈拉沙漠以南其他國家

<l~ ROW 世界其他地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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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本研究之部門別加總

本研究加總之7個部門別 GTAP模型資料庫之50個部門別

代碼 部門名稱 代碼 部門名稱

fsh 漁產品 14 fsh 漁業

2 C巾 農作物 pdr til米
2 wht 小麥

3 gro 其他穀類作物

4 v f 蔬菜，水果，核果
5 osd 油籽

6 c b 甘蕉，甜菜

7 ptb 植物纖維

8 ocr 其他作物

3 Ivs 家畜品 9 ctl 牛，羊，馬
10 oap 其他動物製品

11 rmk 生乳
12 wol 羊毛，蠶絲

4 met 肉製品 19 cmt 牛，羊，馬肉製品

20 omt 其他肉類產品

5 pfd 食品加工業 21 vol 蔬菜油，油脂

23 pcr 加工米

22 mll 乳製品

24 sgr 糖

25 ofd 其他糧食產品

26 b t 飲料，煙

6 rma 資源與製造業 13 for 林業

15 col 煤
16 011 原油

17 gas 天然氣
18 。叮1n 其他礦物

27 tex 紡織品

28 wap 成衣服飾

29 lea 皮革製晶

30 lum 羊毛製品

31 ppp 紙類及出版業

32 p_c 石油，煤產品

33 C巾 化學，橡膠，塑膠製品

34 nm叮1 其他礦物製品

35 1 5 鋼鐵

36 nfm 其他金屬
37 fmp 金庸製品

38 mvh 汽車及零組件

39 otn 運輸設備

40 ele 電子設備

41 ome 機械及設備

42 omf 其他製造業

7 svc 服務業 43 ely 電力

44 gdt 燃氣

45 wtr * 46 cns 營建欒

47 t t 貿易運輸

48 osp 金融商業及休閒服務業

49 osg 公共行政，教育及健保政府服務

50 dwe 住宅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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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各國家/區域問雙邊漁產品進口關稅

日本 大陸 4亡3、扭伊司 東南亞
國協

出口地(r)

日本 0.00 0.11 8.59 5.41 

大陸 4.38 0.44 13 98 361 
台灣 420 022 000 1.86 

東南亞國協 344 011 2 1.01 3.54 

澳洲 477 003 22.54 1506 

紐西蘭 301 0.00 2278 302 

加拿大 5.29 0.21 16.39 12.74 

美國 5.91 075 10.71 11.65 
歐聯 3.79 6.33 1623 33.87 

其他地區 426 5 13 1448 28.71 

資料來源 McDougall, E1behri and Truong (1998) 

易模型中，達到無進口關稅扭曲的均衡條件為:

以進口者市場價格衡量的進口商品i的價值，如

下
VIMS(i,r,s) = PMS(l,r,s)*QXS(i,r,s) .... ..... (1) 

亦即，區域r出口商品i至區域s的市場價格乘以區

域r出口 1商品至區域s的數量，應等於以世界CIF

價格衝量的進口商品l的價值，如下:

VIWS(i,r,s) = PCIF(i,r,s) *QXS(í,r,s) ...... . (2) 

亦即，區域r出口商品i至區域s的世界CIF價格乘

以區域r出口商品i至區域s的數量。

從國家/區域間雙邊貿易之漁產品進口稅率

來看﹒台灣漁產品進口關稅相對較其他區域的進

口關稅高，特別是進口自紐 、 澳及東南亞國協的

漁產品，其進口稅率分別是22.78% 、 22.54% 、

2 1.01% 。非馬單一國家的區域別，其本身存在進

口關稅﹒乃由於區域內各國之間存在貿易，如東

南亞國協酒葦六個國家，其六國間漁產品進口關

單位:百分比

澳洲紐西蘭加拿大 美國 歐聯
其他

地區
進口地(s)

0.00 0.00 0.14 1 14 0.34 1120 

0.00 5.12 001 。 02 478 14.89 

0.00 000 0.01 001 725 1181 

0.00 2 18 001 038 6.53 1020 

0.00 0.00 001 027 956 13.84 

0.00 。 o。 0.01 064 361 13.33 

000 138 000 000 491 365 

0.00 0.50 0.00 0.00 710 11.21 

0.00 1.77 0.01 065 0.00 567 

0.00 134 0.01 043 4.63 882 

稅爵3.54% 。由表五知，台灣、世界其他地區、

東南E國協、歐聯及日本等為漁產品高度關稅保

護的國家/區域，其漁產品進口關稅遠較自由貿

易國如澳洲、加拿大、美國、紐西蘭等來得高。

(一)對漁產品生產與價格的影響

世界漁產品進口關稅完全調降為零後，其對

漁產品生產值及價格的影響如表六所示，原本漁

產品進口關稅相對較高的國家/區域的漁產品產

量將呈現下降，其下降幅度由大至小分別是東南

亞國協(﹒282百萬美元)、日本抖的百萬美元)、歐

聯(-50S萬美元)、台灣(﹒ 16百萬美元) ;世界其他

地區漁產品生產反而明顯地成長(281 百萬美

元) ，以百分比來看，紐西蘭 (0.76%)與美國

(0.63%)漁產品生產值增加率亦較高。

在價格方面，原先具有高進口關稅的國家/

區域其漁產品價格呈現下跌趨勢，如東南亞國協

(-3.76%) 、台灣(﹒1.47%卜日本(﹒0.66%) 、歐聯(-

0.37%) ;價格上漲較大的國家/區域分別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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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完全調降進口關稅對世界各國漁產品生產與價格的影響

單位:百萬美元

生產值 價格(%)

日本 -168 (.0.35) -066 

大陸 13 (0.09) 0.18 

台灣 -16 (-0 52) -1.47 

東南亞 -282 (-2.07) -3.76 

澳洲 4 (0.26) 050 

紐西蘭 4 (0.76) 1.5 1 

加拿大 4 (0.26) 050 

美國 31 (063) 123 

歐聯 -50 (-0 17) -037 

其他地區 281 (0.79) 155 

註:括號內為變動百分比

資料來源本實證模擬結果

其他地區 (1.5 5%) 、紐西蘭 (151%) 、美國

(123%) 。當完全調降漁產品進口關稅，且市場

達到均衡的狀態下，對於高度保護的國家/區

域，其漁產品價格與生產皆向下調整，而低關稅

的國家則漁產品價格提高且增加生產 。

(二)對漁產品貿易的影響

表七列出完全調降進口關稅後對桶產品貿易

的影響結果，世界所有地區之漁產品出口皆為成

畏趨勢﹒其中以世界其他地區(823百萬美元)、

東南亞國協(130百萬美元)、歐聯( 114百萬美元)

等地區最大;以出口增加的百分比率來看，台灣

(1819%)及大陸(1817%)的增加率最大。在進口

方面，漁產品高度保護國家如東南亞國協、世界

其他地區、日本及歐聯將因漁產品完全開放進口

而增加其進口， 分別為569百萬美元(86 . 10%) 、

526百萬美元(284 1%) • 222S萬美元(9.48%)以及

175百萬美元(372%) .另外台灣進口增加幅度也

高連87百萬美元(35.89%) :而澳洲、紐西蘭及加

拿大這三個原本不具或僅有極低漁產品進口關稅

的國家，開放自由貿易後﹒進出口值並不因此大

幅變動。漁產品進口關稅較高的國家/區域之貿

易餘額減少幅度也相對較大，如東南亞國協(309

百萬美元)、日本(206百萬美元)、歐聯(83百萬美

元)。

(三)對整體社會福利的影響

表八說明世界漁產品完全開放自由貿易後，

對各國整體社會福利的影響程度，總體資源配置

效率除部分漁產品進口關稅較低的國家(紐西

蘭、加拿大、美國)微幅降低外，其餘國家/區域

總資源配置效率則提高，其中以東南亞國協、世

界其他地區﹒日本的增加幅度為最多，分別是

88.12 、 44.44 、 20.27百萬美元。此外，開放漁產

，品自由賀易後，將使全球漁業部門資源配置能更

有效地應用，特別是東南亞國協漁業部門配置效

率提昇82.19百萬美元為最大﹒ 在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方面，東南亞國協、 日本、歐聯及台灣

因漁產品進口關稅完全調降而使貿易條件下降。

總體社會福利(Equivalent VanatJOn, EV)的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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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完全調降進口關稅對世界各國漁產品進出口的影響

單位 :ã萬美元

出口值* 進口值" 貿易餘額

日本 15 (622) 222 (948) -206 

大陸 89 (1 8 17) 79 (4.77) 26 

台灣 53 (18 19) 87 (35 89) -27 

東南亞 130 (16.10) 569 (86.10) -309 

澳洲 4 (). 76) (-0.80) 5 

紐西蘭 6 (342) 。 (420) 8 

加拿大 4 (089) (.083) 3 

美國 50 (1654) 17 (1 99) 33 

歐聯 114 (447) 175 (372) -83 

其他地區 823 (1680) 526 (2841) 422 

世界總值 1,288 1,673 -126 

註:).括號內為變動百分比

2 *出口值變動DQXS(r地區出口 i商品的數量) • .*進口值
變動DQIM=DQPM+DQGM+DQFM(r地區之私部門對 l商
品進口需求的變動+r地區之政府部門對l商品進口需求的

變動+r地區之j部門中間廠商對I商品進口需求的變動)

資料來源:本實證模擬結果

表八完全調降進口關稅對資源配置，貿易條件及總福利的影響

單位﹒百萬美元

總資源配 漁業部門
貿易條件 總福利

置效率 配置效率

日本 2027 0.19 -5280 -3253 

大陸 075 430 1872 1947 
台灣 9.00 659 -875 025 

東南亞 8812 8219 -108.91 -2083 

澳洲 。.\2 0.07 \.1 2 \ 25 

紐西蘭 -022 0.12 3.60 3.38 

加拿大 -007 0.06 100 093 

美國 -1 03 0.52 6.48 545 

歐聯 141 975 -40.40 -38.98 

其他地區 4444 32.72 179.85 224.29 

世界總值 1628\ l36.52 -008 16268 

資料來源:本實證摸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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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如下:

總體社會福利 (EV)

配置效率變動量 (ALLO)

+ 要素稟賦變動量 (ENDW)

+ 技術變動量 (TECH)

+ 非齊質，性偏好變動量 (UINC)

+ 貿易條件變動量 (TOT) .... ..... . .(3) 

其中要素稟賦與技術固定不變，而非齊質性偏好

變動量微小，各國家/區域的變化值界於

o 054263-0 000077百萬美元之間。

歐聯、日本及東南亞國協等地區社會福利會

因漁產品提前貿易自由化而減少，其減少幅度分

別為38.98 、 32 日及2083百萬美元;台灣則會增

加0.258萬美元，以世界其他地區增加22429百

萬美元為最大增加幅度，世界總福利將提高

16268百萬美元。

六、結論與建議

正值台灣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

際，對於WTO的市場開放相關議題急需加以重

視與評估， APEC所提出的「自願性部門別提前

自由化 J (EVSL)議題將在WTO架構下進行協

商，其中包含漁產品在內的九項部門開放自由貿

易預計提前於2005年實行，而我國漁業部門目前

仍採高度關稅保護措施，因此探討漁產品提前開

放自由貿易對漁業部門的影響衝擊有其迫切性。

本文在多區域封閉準則(mu1tlreglOna1 c1osure) 

經濟體系的假設下，考量所有部門資源移轉與相

互影響，運用GTAP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探討漁業部門提前開敢自由貿易對台灣與其他國

家/區域所造成的經濟效果 。 實證模擬的衝擊變

數爵各國家/區域間原本存在的漁產品雙邊進口

關稅障礙，其實證結果單示，當漁產品進口關稅

愈大者﹒完全調降進口關稅後漁產品生產與價格

下降的幅度則相對較大，貿易餘額與總社會福利

也因而減低，例如歐聯、日本與東南亞國協等地

區。而就世界整體而言，完全調降進口關稅使世

界漁產品進出口貿易值皆增加(進口增加 1 ，2888

萬美元、出口增加 1 ，673百萬美元) ，漁業部門整

體配置效率提高136.52百萬美元，且世界總福利

亦增加162688萬美元。

台灣漁產品進口關稅相對較其他國家高，開

放自由貿易後台灣漁產品價格將下跌147% '漁

產品產出將減少，進出口值雖皆呈增加情形，但

因貿易條件下降使得貿易餘額將減少27百萬美

元;從資源配置效率來看，漁業部門配置效率提

升6.59百萬美元，總配置效率將可提高9百萬美

元，總體社會福利上升025百萬美元，預期未來

漁業開放自由質易將有利於資源效率性利用。以

高度關稅政策保護國內產業在未來市場開放的趨

勢下將漸不可行，因此台灣漁業部門應調整其結

構，發展較具比較利益與賀易優勢的於漁產品產

業，加強其運銷通路體系，減低生產與運銷成

本，並配合國際漁業管理及經濟與技術合作，使

得漁產品市場開放成為提昇我國漁業競爭力及產

業永續經營的推動力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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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漁產品貿易自由化之影響: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

The Impact ofWorld Fishery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Analysis 

Bith-Hong Ling and Hsiu-Yin Ma 

Department of Agncultural Marketmg, 

Nat /Onal Chung Hsmg Umverslty 

Taichung, 1"<αnv側， Republrc ofChcna 

ABSTRACT 

Thl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economlc etTects of the world tishery early trade hberahzalJon 

by usmg 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Jhbnum (CGE) model based on the GT AP multl-sector 

multl-reglon modelmg framework The shock vanable m the empmcal model IS to ehmmate the 

bllateral Import t訂Iffs on fishery products among all countnes/regJOns The slmulatl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shery early trade hberahzatlon wlll have negatlve Impac臼 on the 

countnes/reglons, whlch use hlgh Import tanffs to protect thelr tishery sector However, the 

early fishery trade hberahzatlon wJl I lead to the mcrease m the allocate efficlency and welfare 

gams of the world fishery sector [n terms of Talwan, there wlll be a decrease m the fishery 

output and pnce, an mcrease m the volume of tishery trade and the allocate efficlency and 

economlc welfare 的 well [n general , the fishery early trade hberahzatlon IS expected to 

posl lJvely slJmula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fishery sector from the natlonal

reglonal-global perspectlve 

Keywords: trade liberalization,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num (CGE),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fishery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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