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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漁業經營型態與漁會信用部

成本效率之分析

察發揮、廖振盛峙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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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 分類代號: Rll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各區域經營型態與海域性差異對於當地誦會信用部經營

的影響，並分析各借用部的成本殼率值、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在區域性差異方面，顯示漁會信用部所面臨的地理位置對於漁會信用部影響並不明

顯;而在經營型態變數部分，顯示獨資漁撈型漁家較有利於當地信用部的經營。綜合上

述，顯示經營型態對於該區域信用部有較明顯的影響，而在區域位置的影響則不明顯。

在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部分，本文顯示漁會信用部均存在規模經濟，雖然畫灣地區

漁會信用部具有規模經濟現象，但是獲利能力仍然不佳，顯示漁會信用部存在資諒閒置

的問題;在範疇經濟部分，顯示各漁會借用部均存在範疇經濟，但分析各項產出之成本

互補性，卻發現漁會借用部之產出間，均沒有顯著的成本互補性，參考聯立方程式之估

計結果，專業放款項對於漁會信用部之成本效率值為顯著的負向關係，表示專業放款增

加不利於信用部成本效率。

最後，預計於 93 年成立的全國農業金庫，未來將以承作農漁業專業放款為主，但影

響漁會信用部成本無效率的主因，即是由於專業放款所造成，因此本文認為未來農業金

庫的營運前景並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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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漁業經營型態與漁會信用部

成本投率之分析

果縈輝、廖振盛

金、前言

畫灣地區四面環海，自古以來先民即以漁撈、養殖為生，隨著時代的變遷，漁業雖

然已經淪為夕陽產業，但由於漁業產品為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之所需，因此政府單位仍然

投入相當大的心力在漁業推廣上。

根據行政院漁業署調查顯示， I民國 90 年晝灣地區沿海漁家平均每戶人家為 5.3 人，

平均每人所得為每年 21 萬 7 千元;而平均每戶就業人數為 2.1人，平均每就業者所得為

55 萬 7 千元，根據此調查資料顯示晝灣地區漁家之所得應該足以滿足基本之生活所需，

但是若再觀察平均每戶漁家之存款總額，卻發現大多數的漁家存款均在 100萬元以下(100

萬元以下者佔 85.3%) ，由於漁業容易受到天氣變化、天然災害等因素影響，每當災害

一但來簣，漁家往往損失慘重;另一方面漁獲價格起伏不定也影響了漁家經濟所得，因

此漁家普遍沒有足夠的資金存款來應付意外災變，也由於漁業經營具有較高的風險性，

致使一般金融機構較不願意提供資金的融通，所以漁家資金的融通多需要仰賴政府單位

的協助，扮演漁家營運資金供給的角色。

畫灣漁業金融專賣機構目前仍以各區漁會信用部為主，全台共有 39個區漁會以及一

個省漁會，總計有 25 區漁會設有信用部，除了少數漁會信用部外，大多數的漁會信用部

1 參見 90 年度中華民國漁家經濟調查年報，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編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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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的地點多位於較偏僻的地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提供較偏遠地區

的漁業營運資金融通﹒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各區域經營型態與海域性差異對於當地漁會借用部經營

的影響，並分析各信用部的成本教率值、規模經濟與範唷經濟，目前有關漁會借用部的

研究文獻並不多，除此之外，多數的研究使用的資料過時，而且研究方法並不適當，劉

祥熹等(1997)使用資料包絡分析法雖然可以避免研究者在模型設定上的誤差，但是卻也不

包括隨機干擾項，因此無法估計一些突發狀況的影響。漁業經營特性具有較高度的不確

定性風險尤其是天然災害的發生，漁會信用部主要服務對象即為從事漁業生產的漁民，

因此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可能低估了樂發狀況的影響;張瑞輝(2002)採用 Cobb-Douglas

函數需限定投入要素的交叉需求彈性和自身價格彈性為一固定彈性，且投入要素的替代

彈性恆等於一，因此僅能估計單一的規模經濟，無法得到 U型長期平均成本。因此本文

採用 Translog 函數來進行分析，更能夠貼近真實的函數型態，以求解較準確的教呂學估計

值。本文章節架構如下:一、前言;二、台灣漁會信用部經營概況與文獻回顧;三、研

究方法;四、實證結果分析;五、結論。

貳、臺灣漁會信用部經營概況與文獻回顧

本章主要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畫灣地區漁會信用部經營現況的描述;第二節為過

去相關文獻的探討與回顧。

一、臺灣地區漁會信用部經營概況

根據中央存保公司資料顯示，民國 90 年至民國 92 年第 2 季的平均資產報酬率僅僅

0.067% (參見表 1) t 由此可知漁會信用部獲利能力並不理想，主要原因在於漁會借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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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經營業務範團受到了法令的限制，經營業務範團不如銀行業來的廣泛，而且漁會信用

部撞利來輝主要來自於存放款的利差，自民國 80 年後，金融市場開放新銀行進入後，銀

行業競爭十分激烈，漁會信用部放款成長業務受到了新銀行的壓迫，放款成長率持續下

降，而且漁會借用部辦理會員放款，其用途以漁業產銷、本身事業上必要資金或生活上

正當需要者為限，其中以輸業產銷放款為優先辦理項目，諸如此頓的限制，使得漁會信

用部放款業務不斷地減少，漁會信用部獲利自然每況愈下。

費 1.竭地區瀰嘗個周都財務此舉分析 單位: (%) 

季 ßIJ 資產報酬車 放歌成喪事 營業成長率

90 年 2 -0.3 -5 .4 -43.1 
3 0.1 一4.1 -47.2 
4 0.1 -2.8 -72.1 

91 年 0.1 一4.7 29.2 

2 0.2 一5.9 29.2 

3 0.2 -8.3 -96.1 
4 0.0 一7.9 -319.4 

92 年 0.1 一7 .1 31.0 

2 0.1 一7 .3 一25.6

平 均 0.067 一5.95 -57.12 

資料來源: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二、文獻回顧

由於漁會信用部在畫灣金融體系中，無論是重要性或是市場佔有率均不如銀行業或

是信用合作社來的重要，所以相關的研究文獻並不多見，而且研究的方法也有部分的缺

憾，本文概略敘述過去的相關研究如下:

李佳珍(1999)利用多變量因素分析法，來選取重要的財務指標，據以分析各漁會信用

部之經營效率，並藉以分別建立評等模型，以槍視出「正常的漁會信用部」及「問題的

漁會信用部」。實證結果顯示 27 家漁會信用部中經營狀況較差的共有 7 家，較佳的共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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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其餘則為普通，而比較問題與正常的信用部，顯示在效率性及獲利性兩項指標上有

較顯著的差異。

劉祥熹、莊慶逢與林榮昌(1997)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探討民國 84 年畫灣地區漁會

信用部的技術效率、全面效率、分配效率、純粹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等。實證結果顯示，

大部分漁會借用部技術殼率偏低，劉祥熹等認為這是因為資源過度浪費及不當的經營規

模下從事生產所致。除此之外，劉祥熹等並利用迴歸分析來討論 DEA 效率值與財務指標

間的關係，認為增加分部數將會增加規模效率，但是同時也會造成分配效率的減少，因

此分配效率較高的漁會信用部(同時處於規模報酬遞增階段)可利用增加分部來提升規模

效率。

張瑞暉(2002)利用非中立性隨機成本邊界模型(non-neutral stocbastic cost frontier) ，研

究期間為民國 80-85 年漁會信用部資料，估計模型參數及成本效率值，並同時推估邊界

規模經濟(FS)與平均規模經濟(AS): 進而分析漁會信用部總資產的擴大對其經營效率與規

模經濟之影響效果。實證結果共有以下四點結論:

1.資產規模較小的漁會信用部成本效率普遍偏低，顯示資產規模太小者有擴大規模以提

昇成本效率之必要;但亦不能過分擴大資產規模，以免引起成本無敷率升高。

2. 就規模經濟而言，邊界規模經濟略小於一，表示整體漁會信用部在完全效率下生產時，

略有規模不經濟，但是平均規模經濟大於一，可見從實際觀察樣本發現，即使在無效

率條件下生產仍車有更高的規模經濟;資產規模的擴大會使規模經濟值過滅。

3. 若總資產較小之漁會信用部進行合併'可提升其成本效率，但會使規模經濟值下降。

4. 漁會信用部中，逾放比例、轉存儲比例較高者，成本效率顯得較低。

陳芳君(2002)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衡量 1991 至 2000年間各區漁會信用部的經營效率

值，進而比較各區漁會信用部之經營績效;其次透過問卷調查統計分析，彙整產、官、

學對漁會信用部經營瓶頸的解決意見，建議其提升競爭力與獲利能力之經營方式，及漁

會信用部引進改制方案之優先順序。

實證結果顯示其整體成本無效率主要來自技術方面，即來自經理人的決策錯誤或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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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善所造成的投入資諒浪費。因此，管理者可檢討營運中是否有資諒浪費的情事，並

調整其經營規模來提高技術效率;而分配無效率者，可以改變其存款結構;男規模報酬

遞增者應積極拓展經營業務，屬規模報酬遞減者要縮小經營規模，而相對無效率者可參

考差額變數分析，改善其投λ產出結構，使其能達到技術效率值﹒此外，全體漁會信用

部的平均 Malmquist 指數為 0.982 .顯示生產力呈現衰退現象，其主因可歸於漁會信用部

業請項目、服務對象等受到法令限制所致。

最後陳芳君(2∞2)認為漁會會信用部宣合組全國農業銀行，並建議為改善漁會信用部

撞利能力與工作效率，政府可修改編會法，增加新種金融業務、強化借用部人員專業資

格、放寬對非會員的金融服務、聽綁轉存制度、主管機關一元化及信用部稽核獨立等。

而在國外的實證文獻中，由於並沒有類似漁會信用部的組織，其性質屬於較特殊的

金融機構，就筆者目前所知國外並沒有相關的研究，多數的研究對象都是以銀行為主.

本文列舉以下兩篇研究文獻，其中一篇與本文採用相同研究方法的實證研究;男一篇則

是探討不同區域銀行的經營效率分析。

Gropper (1 991)探討 1979-1986 年間，美國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相閱讀題，分析銀行在

管制與技術改變下的規模經濟變化，利用 Translog 成本函數與成本份額方程式進行聯立

推估(採用 SUR法)。實證結果發現，在研究期間內的較小型規模銀行均有顯著的規模

經濟(資產小於 1 億美元以下) ;而資產介於 1-2 億美元規模銀行，在 1982 、 1983 以及

1986 均有規模經濟的存在，最後作者認為管制及技術變動，使大型銀行較之前更有成本

優勢存在﹒

Evanoff and Israilevich (1991)以美國不同州的大型商業銀行為研究目標。研究發現在

中西區的州，地理位置有較不利的管制影響，然而技術殼率能夠彌補此一管制損害，因

此也造成管理者的錯誤判斷，這個政策(管制)有需要再討論。

實證模型方面採用影子(shadow)成本函數中的 translog form '資料來源為 1972-1987

年的 paneI date '共有 164 家銀行以及 2624 個樣本數，在虛擬變數方面，主要研究中西

區(Midwest， MV) 與非中西區(Rest of the united s悅， RN)的美國其他各州為主，來進行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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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估計，估計方法採用反覆近似無相關迴歸法(ITSUR) 。實證結果發現對於自然資源的曲

解(扭曲)情況來看，中西區的情況比其它非中西區各州來的明顯，在其他條件相同之

下，對於當地的銀行來說，放鬆某些限制可能會有一個較大的利益，在假設地區內生產

技術和管制程度相同的情況之下，可以明顯地發現兩者在技術和分配無效率有顯著的不

同，在中西區州的銀行因為管制有許多逆(反)效果。最後發現在樣本觀察期間，中西

區的成長落後其他非中西區各州，嚴厲的管制將造成地區經濟發展的遲緩。對於銀行來

說，當地政府的管制，可能才是造成銀行無效率的問題。

參、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探討本文研究方法與過去的相關研究的差異，並比較兩者之間的優缺點，

並解釋本文採用 Translog 函數在漁會信用部研究上的優點;其次則為本文實證模型的建

構，以及資料選取與資料來源的說明，最後並解釋效率指標的定義與推導方式。

一、實證方法之比較

本節主要的目的在於說明本文採用的實證方法與過去的研究優缺之比較，主要分析

財務比率分析法、參數法與非參數法，以及函數型態的設計) .並說明過去相關研究的缺

憾。

(一)財務比率分析法

一般而言，常用的效率評估方法共有下列三種，包括:}.財務比率法; 2.參數法; 3. 

非參數法，在評估投入與產出關係不易介定的產業時，財務比率法最常被人引用，但事

實上多數的產業均為多產出多投入項，因此當觀察的比率繁多時，那一項比率才能真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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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廠商的效率，即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後績的研究者為了解釋此一問題，利用迴歸

分析將產出與投入項闊的關係轉換成自費數與應變數關係﹒並比較其平均值以判斷效率

的高低，但是這仍然有許多條件上的限制，例如產出與投入項之間必須為線性關係'但

實際上大多不是這樣的情況。因此李佳珍(1999)採用此一方法，用來分析漁會借用部的效

率值高低並不恰當。

(二)非參數法一資料包絡分析法

資料包絡分析法之優點，在於不需要先設定函數型態，可以避免研究者在模型設定

上的誤差，但是卻也不包括隨機平擾項，因此無法估計一些突發狀況的影響。漁業經營

特性真有較高度的不確定性風險尤其是天然災害的發生，漁會借用部主要服務對象即為

從事漁業生產的漁民，因此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可能低估了突發狀況的影響。而張瑞暉

(2002)也認為探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較容易受到極端值的影響，因此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來

研究漁會信用部並不恰當。由前面的討論可知，劉祥熹等(1997)利用資料包絡分析法來探

討畫灣地區漁會信用部並不是一個恰當方法，而且研究期間僅有民國 84 年一年，無法評

估比較各年漁會信用部效率的變動。

(三)參數法一計量方法

由於 Cobb-Douglas 函數需限定投入要素的交叉需求彈性和自身價格彈性為一固定彈

性且投入要素的替代彈性恆等於一，因此僅能估計單一的規模經濟無法得到 U 型長期平

均成本，因此並不適用來估計漁會信用部。

蔡瑞暉(2002)採用對數型態的 Cobb-Douglas 函數來估計漁會信用部，除了上述的問

題外，在投入要素部分，僅採用勞動、資金兩要素，而忽略了資本要素，這樣的估計方

式並不是一個恰當的估計方法。而且在估計的時間上也僅於民國 80-85 年間，在民國 85

年以後金融機構競爭持續加劇漁會信用部的所面臨的經營環境也大不相同，在民國 84 年

彰化四信爆發超貸弊案後，基層金融機構的問題才一一浮上檯面，因此在資料的評估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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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該在 85 年以後，才能更準確的評估漁會信用部的經營狀況。

本文採用 Translog 函數估計漁會借用部的成本函數，並為了解決線性重合問題，將

利用 Shepard's Lemma 求得其成本份額方程式，求解其聯立方程式，以獲得成本方程式

參數估計值，在國外的研究中也有許多採用此一方式來進行研究，例如: Lang and Welzel 

(1996) 、 Altunbas et al. (1997) 、 Noulas et al. (1 990)等，顯示研究者普遍接受利用 Translog

函數來估計金融機構的效率值。

而 Translog 函數近年來，在國內外的研究普遍為一般學者所接受，雖然 Translog 函

數利用在銀行業的估計上仍有些許誤差，例如White (1980)證明以最小平方法估計類似

Translog 的二階多項式，通常並不會與真正的函數一致，因此在估計上會有所誤差。所

以普通使用的函數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函數型態。 McAllister and McManus (1993)發現採用

Translog 成本函數估計規模不同的銀行，將會有嚴重的誤差，因為 Translog 函數必須設

定規模大小不同的銀行，必須在一 U 型的成本函數兩邊，銀行業的產出與成本的特性，

是一開始隨著產出的增加將呈現規模報酬遞增，然後還漸趨向固定規模報酬，利用

Translog 函數來估計銀行成本效率會有嚴重的誤差。雖然如此，但王親仁(1995)認為利用

Translog 或是 Minflrx Laurent Translog 成本函數設定來分析，可使成本曲線的型式有彈

性(flexibility)的優點，而且係要素價格與產出水準的二階泰勒級數的展開式(Second-order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為對數的三.次方程式(Quadratic in logarithms)與未知參數具有線

性關係等優點，故利用 Translog 函數型態較其他函數型態為佳。綜合以上的討論，因此

本文採用 Translog 函數為本文的實證模型。

二、實證方法之建構

(一)實證模式之建構

本文實證方程式採用 Christensen et al. (1973)所推導的 Translog 函數來進行研究。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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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參考 Christensen et al.(1 973)所推導的 Translog 函數外，為了探討地區轍業經

營型態與漁業經營海域，對於當地漁會借用部成本效率的影響，因此在虛擬變數的假設

部分，假設經營海域虛擬變數為 D1 -D4 ; 而經營型態變數則為 Ds與 D6 (詳細的解釋內

容參見本章第 3 節)

本文實證方程式建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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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式中，已=產生項; j = 1, 2, 3 ; p; = 投入要素價格 • j=:L ， 尤 R; 虛擬變數 D= 1-6 

(虛擬變數定義參見本章第三小節)

几=為 i廠商 t期的誤差項;假設符合常態分配 N(O， σ;，)

根據 Varian (1 992)表示成本函數必須符合下列 3 項條件

(3) 三月 =1

LYij = LYjj =0 (4) 

(5) 主的r=Lρjj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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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Shepard's Lennna 及對(2)式進行微分 .2可以求得三組變動要素的成本份額方程

式如下:

引用 3 3 

T-L=Pi +戶川: + Lßij lnPj + LPij lnQj +Vit 

θL ln 1'; j=1 j=1 

(6) 

由於三組成本份額方程式之總和為一﹒即SL +SK +SR =1 ·如此將使誤差項之變異

數矩陣出現奇異性(singularity) ，因此必須捨去其中一組，本文選擇捨去資本成本份額方

程式，因此利用(2)(6)式做為本文的實證模型。

理論上，多數的文獻均以反覆近似無相關迴歸分析(Iterative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method, ITSUR) ，以使整個迴歸係數及變異數的共變數(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同時收斂。但過去的實證中發現，無論採用 SUR 或是 ITSUR 來進行聯立成本函

數係數推估，在任意取捨三f釀成本份額方程式的情況下，均可以獲得相間而穩定的結果

(徐中琦與張鐵軍， 1993) 。因此本文將採用由 Zellner (1962)提出較容易計算的 SUR法

進行模型參數值的估計。

(二)經濟妓率分析

1.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ESC) 

係指當廠商同時增加所有產品產出，其總成本的增加小於因產量增加所獲得的利

潤，即表示長期平均成本會隨產出之擴充而遞減。根據 Bailey & Friedlaender (1982)的

定義

2 Ray (1982)對於時間數列資料進行分析，如果採用單一方程式來進行估計，則可能會發

生多重線性重合問題，這是因為成本方程式中的產出與投入價格要素之交叉積而成，

所以為必免此一問題通常會利用成本函數與其份額方程式進行聯立估計，來避免多重

線性重合。

、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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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lnTC 
ESC=寸一一一

?了。lnQj

當 ESC< 1 時，表示有規模經濟存在。

當 ESC= 1 時，表示已達到最適生產規模。

(7) 

當 ESC> 1 時，表示有規模不經濟，此時生產者縮小生產規模，反而會使長期平均成

本降低。

2. 範曙經濟(Economies of scope, ESCOP) 

係指當廠商在原有的生產範圍內，同時新增加兩種以上的產品產出，所導致總成

本的增加小於營運種額增加所帶來的利益。

根據 Panzar (1981)對於範疇經濟存在的充分條件為

θ2C C Iθ21n CθlnCθlnC I 
SCOPE=一一=一-x| +一--x一一一 1<0 i刊 (8) 

。QjδQk QÛk Iθ lnQjðlnQk θ lnQj δ lnQk I 

當 ESCOP<O 時，表示生產 Qj 與自可以產生成本互補作用而使平均成本降低

若 ESCOP=û 時，表示無範疇經濟存在

若 ESCOP> 0 時，表示生產已與也沒有成本互補作用反而使平均成本增加

三、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

本文之變數定義主要係參考黃介良與陳美菁(1999) 、劉祥熹、莊慶達與林榮昌

(1 997) 、張瑞暉(2002)等研究者文獻中，針對變數定義一項所作的闡述而成。

在多數的銀行業實證研究中，產出項多半以投資與放款為主，例如 Timmer and Hunter 

(1 991) 、 Lang and Welzel (1 996) 、黃台心(1999)與廖振盛(2003)等。本文產出項變數共 3

項，放款部分則分為一般放款與專業放款兩類，其中專業放款係以漁會信用部不同於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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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銀行放款業務之特別放款項目為主，統一漁貸為誦會借用部之特有的經營業請項目，

因此本文將統一漁貸歸為專業放款項中，這個定義與劉祥蕪(1997)等人不一致﹒此外由於

漁會借用部餘裕資金運用受到法令的限制，當漁會借用部有餘裕資金時，僅能運用於存

放農業行庫或是購買其他經中央銀行規定之流動資麓， 3因此本文將「存放行庫」設為產

出項變數之一。

一般而言，較常利用的金融機構廠商投入與產生界定方法，共有生產法(production

approach)與仲介法(Intermediation approach)兩種﹒仲介法視銀行為金融服葫仲介者，投入

資本及勞動將存款轉換成放款或投資;生產法視銀行為勞動與資本生產不同的存款與放

款的廠商，存款與放款之帳戶數為產出，因資料取得不易，目前實輯上多探用仲介法來

進行研究分析，故本文採用仲介法，將雇用勞動、資本及存款資金視為生產投入要素﹒

在投入項定義部分﹒勞動費用以各區漁會金融事業支出項中的「用人費用」來計算，

勞動價格則採用黃介良與陳美曹(1999)之計算方式，以勞動費用除以總工時4; 資金費用

則以借用部「存款利息支出與借款利息、支出」來計算，資金價格則是以資金費用除以存

款總額與借入款之加總來求得;資本支出則以漁會固定資產折舊費用來計算 • s有關於資

本價格的估計方式在國內外的研究中，較常使用的估計方式分別為: (1)資本費用/固定資

3 主要為政府或公營行摩發行之債券或票券，若非由前述兩者所發行，其投資金賴不得

超過其存款總額 7%以上。

4 總工時計算方式，以信用都員工人數 x 280 天(工作日) x 8 (每天工時)計算之。

5 由於漁會之折舊費用包括 T 非金融事業部分，所以資本費用可能會被高佑，國此造成

估計上的誤差。本文曾參考其他文獻之做法，如劉祥熹等(1997)以業務、管豆豆、會議、

手續費、金融事務業務外支出(投資損失、雜項支出等)來代表;張瑞嚀。∞2)則沒有

資本投入頃。筆者認為這樣的估計方法並不恰當，而且與資本支出定義並不符合，因

此在資料的限制下，仍然採用此一估計方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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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淨額; (2)資本費用/存款總額，本文採用以資本支出除以存款總額來求得資本價格， 6相

關的研究中如 Murrayand White (1983) 、 Mester (1987) 、顏晃平(2000) 、謝宗權(1995)等，

皆採用此一方式來進行估計資本價格。

本文除了探討各區漁會信用部經營效率外，並討論區域經營型態差異對於漁會信用

部之影響。 Evanoff and Israilevich (1991)曾經針對此一問題進行實證研究，藉以分析美國

各州政府對於當地銀行業的管制是否合宜;黃介良與李松山(1994)則是將農會信用部區分

為都市型與鄉村型來探討兩者的差異;黃介良與梁連文(1996)將農會信用部區分為都市

型、混合型、鄉村型，分別探討其經營效率。由於畫灣地區各漁會信用部統一由財政部

管理，適用相同的法令限制，因此在區域變數部分，本文虛擬變數D， -D4以各漁會信用

部所面臨之漁業工作海域為主進行區分， 7區分為東北海域、東南海域、海峽北部、海峽

南部。這四個海域的漁產特色並不相同，而且各海域之魚種訊期亦不相同(參見表 2 與表

3) ，藉以判斷不同海域對於漁會信用部的經營狀況差異。

虛擬變數月為區域經營變數，以縣市為單位，區分各縣市內漁會信用部受當地漁家

經營型憊的影響，漁家資金需求必然受到經營模式之影響，獨資之漁家承受不確定風險

之能力必定較差，連帶影響當地漁會信用部之成本效率。因此本文以各縣市為單位，即

同一縣市各漁會信用部面臨相同的漁家經營模式，本文以獨資與非獨資做為判斷的依據

6 黃介良與陳美菁(1999)對此一估計方式提出解釋，認為如果採用固定資產淨額來估計資

本價格，將因為固定資產淨額會隨著折舊而快速下降， f史資本價格不能如實的反應資

本費用的變動幅度，而有不合常理的升高現象。

7 臺灣漁家經營型態主要以沿岸、近海為主，遠洋漁業比重較低，因此在 D; 的定義部分，

本文主要你探討近海區域對於漁會信用郁的影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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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 =0 '非獨資型經營 ， Ds = 1 '獨資型經營) ，探討兩者之間對於當地資金供給者的影

響。 s

費 2 各區域漁撞產量與產值一覽費 單位:公噸、千元

區域 產 量 漁糧價值 借用都

台北縣 36,693 3,942,075 2 
宜蘭縣 85 ,762 3,331 ,758 2 

桃園縣 8,207 428,775 

新竹縣 2,631 238,333 
苗栗縣 2,264 231 ,921 2 

彰化縣 30,562 2,683 ,557 
雲林縣 62,231 5,912 ,428 
嘉義縣 61 ,919 6,321 ,497 
台南縣 69,131 3,239,785 
台南市 13,445 958 ,670 
高雄縣 65,641 4,225 ,222 2 

屏東縣 66,941 8,294,318 8 
台東縣 7,042 637,131 
基隆市 45 ,206 3,662 ,654 
高雄市 1,230,253 4,803 ,73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九十年度漁業經濟年報

自由於雲林縣、、彰化縣、嘉義縣、等三個區域並沒有獨資或合資比重的資料，因此本文另

外採用平均漁船噸數來做為輔助判斷標準﹒一般而言平均漁家漁船噸數越低者，區域

經營型態越偏向獨資經營，彰雲嘉等三區域平均每戶漁家漁船噸數低於 0.15 公噸，反

觀合資比例較重的區戚，如宜蘭縣、平均漁傳噸數為 4.64 噸，因此本文推論彰雲嘉等三

區域經營型態應偏向獨資經營型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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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3 各區瀰會信用所在區攝分配一覽費

海域別

東北海域

東南海場

海峽北部

海峽南部

所在區織漁會借用部

基陸區、瑞芳區、萬旦區、頭城區、蘇澳區

新港區

桃園區、新竹區、南龍區、通苑區、彰化區

雲林區、嘉義區、南市區、南縣區、高雄區、小港區、興達區、

林園區、彌陀區、永安區、琉球區、東港區、林邊區、澎湖區、

紡寮區、梓官區

資料來輝:本文整理

虛擬變數 D6屆區域經營變數，本文將各區漁業經營型態，區分為漁撈型與養殖型﹒

漁撈型經營包括遠洋、沿海、沿岸、內陸漁撈等;養殖型包括海面養殖、內陸養殖等，

區分標單以兩者比重較高者為主(D6 = 0 '漁撈型 ， D6 =1 '養殖型)。養殖漁家與漁撈漁

家雖然都會受到價格不穗定的影響，但養殖漁家更容易受到天災的影響，根據 90 年度輸

家經濟調查年報顯示，在箱網養殖部分，單位體積平均毛收入為虧揖的狀態，各養殖魚

類別均呈現虧損，經訪查原因係受到 89 年颱風來讀導致，反觀漁撈漁家則沒有此一現象﹒

本文所採用之資料來輝、係根據「 j盧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中華民國攤家經

濟調查年報」研究期間為民國 84 年-90 年間，本文之相關變數資料整理於表 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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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4 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一覽費

變數項 變數定疆

一般放款(Qt) 一般放款+內部融資

專業放款(Q2) 統一漁貸+專案放款+農業發展基金放款

存放行庫(Q3) 存放行庫

勞動費用(L) 信用部金融事業支出項中的「用人費用」

資金費用(R) 存款利息支出+借款利息支出

資本費用(k) 備抵折舊一房屋及建築物、機器設備、

電腦設備、交通運輸設備之加總

勞動價格(PL) 勞動費用/總工時

(總工時=員工人數 x280 天 x8 小時)

資金價格(PR) 資金費用/(存款總額+借入款)

資本價格(PK) 資本費用/存款總額

虛擬變數(D t ) 地區別虛擬變數，東北海域 D1 = 1 ; 

非東北海域 DI =0 。

虛擬變數(D2) 地區別虛擬變數，東南海域D2 =1 ; 

非東南海域 D2 =0 

虛擬變數(D3) 地區別虛擬變數﹒海做北部到= 1 • 

非海峽北部到 =0

虛擬變數(D4) 地區別虛擬變數，海峽南部丸 =1 . 

非海峽南部 D4 =0 

虛擬變數(Ds) 地區經營變數。偏獨資經營者為 Ds =1 ; 

偏合資經營者為 Ds =0 

資料來源

臺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畫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聾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畫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噩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畫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畫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畫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薑灣省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

中華民國漁家經濟調查年報

中華民國漁家經濟調查年報

中華民國漁家經濟調查年報

中華民國漁家經濟調查年報

中華民國撫家經濟調查年報

虛擬變數(D6) 地區經營變數。當地漁家以漁撈為主D6 =O 中華民國漁家經濟調查年報
魚撈型;當地漁家以養殖為主 D6 =1 養殖型。

總成本(此7 勞動費用+資金費用+資本費用 L+K+R之加總

資料來海:本文整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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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分析

一、聯立方程式估計結果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解釋聯立方程式之估計參數值，並解釋各區漁會信用部的規模經

濟與範疇經濟估計值。本文利用 shazam 電腦統計軟體，採用 SUR 法來估計聯立方程式

之參數估計值，聯立方程式之估計結果見表 5 。

表 5 為本文聯立方程式之迴歸估計結果，包括截距項、產出項、投入價格項、產出

交叉項、投入價格交叉項、產出與價格交叉項、虛擬變數項等共 34 項，在顯著水準 1%

下共有 15 項顯著;在顯著水準 5%下共有 3 項顯著;在顯著水準 10%下共有 5 噴顯薯，

總計共有 23 項顯著。

在產出項部分，專案放款對於成本呈現負向關係，顯示專案放款增加對於成本效率

不利。而在一般放款部分，雖然統計量不顯薯，但估計係數顯示一般放款增加有利於借

用部的成本效率增加。近年來，由於農漁會信用部經營不佳民國 90 年 8 月，金融重建基

金強制接管了.36 家基層金融機構，其中在漁會信用部方面，梓官區與訪寮區漁會信用部

分別被第一銀行與中國農民銀行接管，之後金融重建基金陸續循此模式接管了數家問題

金融機構，而在 1123 農漁民大遊行後﹒在政治因素干擾下，在今年(92)通過了農業金融

法，預計明年成立全國農業金庫提供農漁業營運資金之調度需求，未來農業金庫被規劃

將以承作農漁業專業放款為主，若根據本文實證結果顯示未來農業金庫前景並不樂觀。

在投入價格項部分，勞動與資本價格估計值為負值，表示投入要素價值與成本呈現

反向變動，與預期並不符合。在勞動價格方面，由於統計量不顯薯，因此本文推論並不

會影響本文之實證結果，而在資本價格部分，則可能是受到了本文資本價格估計方式的

影響，漁會固定資產折舊估算多數並不確實，也可能影響了聯立方程式的估計結果，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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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資料有若干的限制情況下，仍需考量估計方式的正確性，而不是改採其他項目做為替

代，因此本文仍然採用此一估計方式。

在產出交叉項部分，一般放款與其他兩項產出具有互補性，而專業放款與存放行庫

之間並不具有互補性，顯示一般放款增加有利於漁會借用部的範晴經濟，而專業放款項

則不利於借用部的範疇經濟，這與本文產出項估計結果相符合﹒

實 5 成本函數學數估計值

學數項 估計值 T值 參數項 估計值 T值

截距項 C句 4.1737 0.3014 產出與 ρIL 0.0692 2.414*** 

產出項 α1 一0.1726 一0.1688 投入價 ρIK -0.0906 -0.3882 

α2 1.3031 2.184** 格交叉項 PIR 0.0758 1.516* 

α3 0.1959 0.2109 pu. 一0.0489 -2.008*** 

投入價 βL 一0.7317 -0.8518 P2K -0.0181 -1.296* 
格項 βK -0.9388 -2.289*'" P2R 0.1397 5.875*** 

βR 2.6705 2.901 *** 向L -0.0202 一0.5149

產出交 αII 0.0852 3.895*** P3K 0.0272 1.068 

叉項 α12 一0.0835 -5.235*** 向R -0.2155 -3.842*** 

α13 -0.1082 -2.55"'*'" 

α22 0.0097 1.427* 虛擬變 αDI -0.2977 -1.496* 

α23 0.0073 0.4088 數項 α:D2 -0.2237 -0.9995 

α33 0.0368 1.302* α:D3 -0.0842 -0.4139 

投入價 先L 一0.1025 -9.953*** αD4 -0.1479 -0.8179 
格交叉 Y阻 0.03877 5.889料* αDS -0.1079 -2.89*** 
項

rRR -0.097 一4.948*"'* α凶 0.2107 2.786*** 

rLK 一0.0166 一2.005**

rLR 0.1191 8.424**'" 

y“ -0.0222 一3.193***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在α= 0.1 下顯著**在α=0.05 下顯著***在α=0.01 下顯著

在虛擬變數項部份，在海域別虛擬變數(D) -D4 )方面，雖然各區域位置對於該區借

用部均有正面的影響，但僅有東北海域對於當地漁會信用部經營有較明顯的影響，有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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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信用部的成本效率，但在顯著水準 10%下才真有統計意義，表示影響並不明顯。顯示

地區差異對於漁會信用部營運雖有影響但並不顯薯，筆者認為造成這樣的情況，主要是

因為台灣地區四周海洋資額已經逐漸枯竭，尤其是海峽區域資灑枯竭情況更厭童，傳統

漁業已經逐漸沒落。 9

而在區域經營變數部分(Ds) ， 實證顯示獨資經營反而較有助於該區域信用部成本效

率，這與預期結果不相同。從承受風險的角度來看，獨資經營者應不如合資經營者，因

此在信用評價與償債能力皆會有所差異，進一步影響該區域漁會信用部的經營狀況，但

實證結果卻不支持這個推論，顯示應該還有其他因素影響。筆者推論非獨資經營漁家資

金需求可能不限於漁會信用部，使得當地信用部產出受到壓縮，自然影響了當地誦會信

用部的經營情況，這表示可能漁會信用部無法滿足較大量的資金需求。這是否表示有成

立專賣型金融機構來處理漁業資金需求，筆者認為並不需要，因為畫灣地區大多數的區

域均是以獨資經營的小型漁家，較大額的資金需求並不常見，因此本文並不贊成成立專

賣金融機構來處理漁業資金供給問題。另一方面，恨據中華民國漁家經濟調查年報研究

顯示，近 3 年來漁家認為經營困難的主要因素，包括漁業資輝、枯竭、漁獲價格不穩定、

漁業勞動力不足等問題，至於認為漁業資金供給困難者比例不到 10% '因此並沒有成立

農業金庫的必要性。

而在虛擬變數 D6部分，實證結果與預期符合，顯示養殖漁家較易受到天然災害的戚

脅，而導致血本無歸，連帶影響漁家償債能力與信用品質。進一步分析區域位置變數與

經營型態變數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兩者結果沒有互相矛盾，因為畫灣地區養殖漁家多

半分佈於西南部。

綜合上述虛擬變數的分析結果，顯示漁會信用部確實會受到區域位置差異與經營型

態的影響。在區域位置部分顯示東北海域當地的漁會信用部有較佳的成本效率表現，這

應該是受了當地漁業資源尚充沛的影響，而在其他區域尤其是海峽南部，多數漁家均為

養蘊漁家，較容易受到天候的影響，例如嘉義地區嵐目魚漁墟，每當氣溫下降時捕民往

9 相關調查研究報告，參見各年度中攀民國濤、家經濟調查年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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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需要探取強收的動作來保護漁獲，以免魚群因天寒而暴斃，因此可知區域性差異與經

營型態差異對於該區域漁會借用部而言，經營型態對於當地借用部經營有較明顯的影響﹒

二、經濟效率分析

(一)規模經濟

棋據 Bailey and Friedlaender (1982)定義

4、 δlnTC
ESC= =)'一一一 <1

ti' ðln Q; 

可推導本文之規模經濟估計式為下列(1)式

!!.., a ln TC .J., .J., _ _ .). 
ESC=L一一一=芝α+玄的 InQI +主角 lnPj

MOhQszlti=l jd 

(9) 

將表 5 估計結果與各漁會信用部產出與投入價格平均數代入(9)式，可得本文欲估計

之漁會借用部規模經濟值。

由表 6 估計結果可知畫灣地區各漁會信用部均存在規模經濟，平均規模經濟值為

一2.9962 (在 α=0.01 下顯著)這個結果與一般的預期想法不同，誦會信用部普遍被人認

為經營續效不彰，主要影響的因素包括經營規模太小、內部人謀不戚、經營業踴限制等

原因，參考過去的實證研究發現，大多數的漁會借用部確實存在規模經濟，例如:劉祥

熹等(1997) 、張瑞暉(2002)均有相同的研究結果。有關於漁會信用部存在規模經濟，但是

經營效率卻不佳的現象，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來自於不當的管理，陳芳君(2002)也有相同

的研究結果，亦造成漁會信用部成本無效率的主要因素來自技衛方面，即不當的管理或

投入資源的浪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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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規模經濟估計值偏離固定規模報酬頗大，顯示漁會信用部可能存在資額閒宜的

問題，借用部產出受限於法令與金副環境的影響，因此增加產出不易，使得規模經濟值

呈現明顯的負值，雖然晝灣漁會借用部呈現規模經濟，但是並不一定有利於信用部的發

展﹒

(二)範曙經濟

根據 Pa血ar(1'981)對於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存在的充分蝶件為

θ2C C Iθ21nCθlnCδlnC I 
SCOPE=一一一一=一-xi +一一-x一一一 1<0 i '# k (8) 

θQjθQk QjQk IθlnQ;ð lnQk ðlnQjθlnQk I 

由此式可推導本文之範疇經濟估計式(10)

δ21nC3 3 3 3 
=2;馬+ 2;a j +芝αijln Q，+ 2; P;r1n P,. (10) 

θlnQj lnQj ;:ÞI" ~ 戶戶I MFl r 

í=j=1-3 , r=L, K , R 

由表 6 估計結果可知，畫灣地區各漁會借用部均存在顯著的範疇經濟﹒表示當借用

部增加已與 Qk 產出時，可以便平均成本降低，為進一步了解各產出項之間成本互補性的

情形。根據 Murray and White (1983)提出的範疇經濟近似檢定條件來進行分析，在 Translog

成本函數假設下，可以將範曙經濟值定義為:

δ21nC _ ðlnCδlnC 
Scope = = _. - ;-: - _ (一一一)x(一一一)=的 +αz叫 (11) 

δlnQ; lnQj δlnQ;θlnQj , U~ ，~ 

本文根據 Murray and White (1 983)之範疇經濟近似條件來進行範疇經濟估計，結果統

計量均不顯薯，但估計值與本文聯立方程式符合，因此仍針對估計值來進行分析。由表 7

可知增加一般放款項之產出，不論是專業放款或是存放行庫項均存在成本互補性，這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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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聯立方程式估計結果相符合，增加專業放款與存放行庫項之產出並無法降低平均

成本，顯示兩者並不具有成本互補性，參考聯立方程式之估計結果，專業放款項對於漁

會信用部之成本效率值為顯著的負向關係，表示專業放款增加不利於借用部成本效率，

推論造成專業放款與存放行庫無範曙經濟之現象，主要是專業放款項有顯著的成本無殼

率所造成，再參照聯立方程式之估計結果兩個結論相符合，這表示誦會借用部所辦理專

業放款 γ 包括統一漁貸、專案放款、農業發展基金等對於信用部之經營有負面的影響﹒ 10

費 6 規模經濟估計值

名 稱 規償經濟值 標準差 範曙經濟值 標導差

高雄區 -3.1656 0.0421 一6.2914 0.1 16 

小港區 -2.6109 0.0809 -4.9937 0.1728 
基隆區 -2.9883 0.0343 一5.8819 0.0611 
蘇澳區 -3.0256 0.0143 -5.909 0.0388 
頭城區 一3.0471 0.0291 -5.8725 0.0621 
瑞芳區 -2.9259 0.0269 一5.566 0.0677 
萬里區 -2.8972 0.0137 一5.5225 0.031 
桃園區 -2.8596 0.0319 -5 .4809 0.0993 

新竹區 -2.8611 0.0406 -5.584 0.0525 
南龍區 一2.9155 0.0996 -5.6256 0.2215 
通苑區 -2.6615 0.0469 -4.9765 0.1877 

l。在衡量單一個別產品成本峙，通常須先假設其他琪的產出為 O' 但在 Translog 函數型態

下，若假設產出為 O' 則會造成 logO →∞'因此通常以 1 或是 0.0001 代替，但仍然會

有高佑的現象，因此 Murray and White (1983)提出了近似檢定條件為: Scope= 丸 +δA

δ2Cθ(δC/δQ;) _ <:>.<:> I C \1 /<:>r., ='" I C \1 ! 
=一一一=一一一一。[卅一)]jðQj = 呵。;(一)]jðQj
UθQθQk θQj -L-"Q/'j-~J -L-"Q;"/ 

lδlnC C , ,_ 1 , C C = ô; x -:::- x (一一-x一)+(δx一)x一=一--xδδ+δ“
r Q; δlnQj Qj v QI Qj QQI 

上式中 C， Q; ,Qj >0 '預使 Cij <0 '貝1) 冉冉+冉 <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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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6 規模經濁估計值(續)

名 稱 規模經濟值 標導差 範曙經濟值 標準差

彰化區 -3.2976 0.0468 一6.3707 0.1592 

雲林區 -2.9938 0.0663 -5.7156 0 .1 635 

嘉義區 -3.0663 0.0451 -5.8966 0.0862 
南縣區 -3.2003 0.0172 -6.0799 0.0402 
南市區 一3.1731 0.1068 -6.1065 0.2097 

興連區 -3.1336 0.1069 一6.0262 0.0533 
梓官區 一3.0935 0.0233 一5.9167 0.1341 

彌陀區 -3.0621 0.0351 -5.8031 0.1226 

永安區 -2.9769 0.0278 -5.6128 0.0539 

林圍區 -2.7729 0.0535 -5.5115 0.1463 
東港區 一3.2703 0.0177 -6.2137 0.1073 

林邊區 -2.9308 0.0294 -5.5832 0.0508 

琉球區 -3.006 0.0618 -5.6342 0.1592 

新港區 -3.0699 0.1322 -5.9927 0.4667 
澎湖區 -3.0713 0.033 -4.744 0.1083 

紡寮區 -2.8014 0.0916 -5.2733 0.2753 

平均值 一2.9962 0.1722 一5.7552 0.3871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表 7 各產出項範晴經濁估計值11

產出項 估計值 t 值

α12 +α1α 2 -0.3084 一0.1436

α13 +αlα 3 一0.142 一0.1471

α23 +α2α 3 0.2626 0.1469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在α= 0.1 下顯著

11 t 值條根據 Bohrnstedt and Glodberger (1 969)所導出的方法來估計。標準差-般化公式為

Var(的 +αgαk) = αtzyar(αk)+αiVar(αJ+Var(αi )Var(αk) +Var(αik) +2αiCOV(內，σik)

+2αk COV(αi>σik)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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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漁會信用部經濟效率分析

民國 90年 7 月金融重建基金接管了梓官區與紡寮區漁會借用部在此特地分別對於這

兩個漁會借用部的規模經濟與範晴經濟估計結果進行討論本文選擇了位於同一縣市的借

用部來進行比較(參見表 8)

由表 8 可以發現兩家被接管的漁會信用部在被接管之前的經濟效率表現並沒有比其

它借用部差，林園區信用部的表現甚至還不如這兩家被接管的借用部，顯示規模經濟與

範疇經濟並不是導致信用部被接管的主要因素。

綜合以上的討論，畫灣地區漁會借用部普遍存在規模經濟與範曙經濟並不令人感到

意外，因為真正影響畫灣地區漁會借用部經營殼率的主要因素係來自於技術方面，即由

於經營者不當的管理所造成，這個結果與近年來基層金敵機構常常發生經營層人謀不厲

的狀態相符合。實聾研究方面，陳芳君(2002)亦有相同的研究結果。

費 8 問題與非問題瀾，借用都規模經清輿值，經清J:t較好析一覽費

規權經濟 86 87 88 89 平掏
梓官區 -3 .1372 一3.1336 一3.0642 -3.0391 一3.0935

相寮區 -2.9289 -2.7669 -2.796 -2.7138 -2.8014 
永安區 一3.0068 一2.9914 -2.9727 -2.9809 -2.9769 
林園區 -2.8301 一2.8309 -2.7503 一2.7281 -2.7728 
東港區 -3.2942 -3.282 -3.2679 -3.253 -3.2704 
興達區 一3.1382 一3.1521 -3.1533 -3.128 -3.1336 
梓官區 -5.7558 一6.0801 -5.9145 -5.8892 -5.9167 
紡寮區 -5.5897 -5.2719 -5 .3 129 -4 .9188 -5.2733 
永安區 -5.7447 -5.7617 -5.7087 -5.7515 一5.7193
林園區 一5.3726 -5 .4324 一5.2072 -5.0976 -5.2498 
東港區 -6.2173 一6.4849 -6.4557 -6.333 -6.4062 
興達區 -6.0336 -6.0601 -6.0649 一6.0356 -6.0262 

資料來頭:本文整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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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文除了延續過去的研究觀念與目的外，並探討區域位置與經營型態對於該區域漁

會借用部經營的影響。在研究方法部分，本文採用 Translog函數進行分析，較Codd-Douglas

函數更能夠貼近真實的函數型態，而且可以避免非參數法未包括隨機平擾項所產生的誤

差，以及容易受到極端值的影響。

本文實證結果共有以下的結論。在區域性差異方面，顯示漁會信用部所面臨的地理

位置對於漁會信用部影響並不明顯，僅有東北海域對於當地信用部有正面的影響，但需

在顯著 10%下才具有統計意義;而在經營型態變數部分，顯示獨資漁撈型攤家較有利於

當地信用部的經營，這表示獨資漁家是漁會信用部較優良的顧客，同時也顯現畫灣地區

漁會信用部經營規模不大的缺陷。綜合上述，顯示經營型態對於該區域信用部有較明顯

的影響，而在區域位置的影響則不明顯，兩者的研究也沒有相互矛盾。舉例來說，畫灣

地區養殖漁家多半分部於西南部(海峽南部) .使得該區域漁會信用部成本殼率較不如

其他區域。

在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部分，本文實證結果與過去的研究並不一致，本文顯示漁會

借用部均存在規模經濟，但估計值偏離固定現模報酬頗多，表示漁會信用部存在資標閒

置的問題，陳芳君(2002)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看法。信用部產出受法令與金融環境的限制，

因此增加產出並不容易，使得規模經濟值呈現明顯的負值，雖然畫灣地區漁會信用部具

有規模經濟現象，但是並不一定有利於信用部的發展;在範疇經濟部分，顯示各誦會借

用部均存在範疇經濟，但分析各項產出之成本互補性，卻發現精會信用部之產出間，均

沒有顯著的成本互補性，因為統計量均不顯著，但本文仍根據其估計值與聯立方程式估

計結果來進行解釋。實證顯示增加一般放款項之產出，不論是專業放款或是存放行庫項

均存在成本互補性，這個結果與聯立方程式估計結果相符合，增加專業放款與存放行庫

項之產出並無法降低平均成本，顯示兩者並不具有成本互補性，參考聯立方程式之估計

結果，專業放款項對於漁會信用部之成本效率值為顯著的負向關係'表示專業放款增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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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於借用部成本效率，推論造成專業放款與存放行庫無範曙經濟之現象﹒主要是專業

放款項有顯著的成本無殼率所造成，再參照聯立方程式之估計結果兩個結論相符合，這

表示漁會借用部所辦理專業放款，包括統一漁貨、專案放款、農業發展基金等對於借用

部之經營有負面的影響﹒

除此之外，根據本文對於各項產出之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專業放款對於誦會借用部

有負面的影響，而且與其他產出現不具有互補性，這顯示專業放款呈現踐本無數華狀態﹒

今年(92)通過的農業金融法﹒預計於明年成立全圖農業金庫未來將以承作，甚漁業專業放款

為主，但影響漁會信用部成本無效率的主因，即是由於專業放款所造成，因此本文認為

未來農業金庸的營運前景並不樂觀。

(收件日期為 93 年 3 月 16 日，接受日期為 93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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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alysis on the Cost Efficiency of 
Credit Department of Fisherman 

Association and Regional Fisheries 
Operational Method Difference 

Jung-Hui Liang* and Chang-Sheng Liao** 

Abstract 

Keywords: Credit Department of Fisherman's Associations 、Operational Method 、 Regional

Difference 
JEL classification: Rl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local credit association's efficiency 

from operational method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analysis credit association of credit of 

cost efficiency, scale of economies, scope of economies. 

The experimental outcomes of 也is study have shown to an affect credit association of 

credit associations of cost efficiency factor 也at the operating methods than geography position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About estirnate results of scale and scope economies, our 

empirical show a11 Fishermen's credit associations to exist signal scale economies, but credit 

association profit ability not 自由， we consider this resulting from the wastefulness of the 

management and wasted resources. 

About scope of economies, our results suggest a11 credit association to be scope of 

economies, however, when we quote by panzar (1989) bring up estirnate similar terms to 

eshmate 前， we can found an opposite conclusion. We consider rnajor reason of scope of 

uneconomies resulting from the inefficiency of specialty loans. We to consult of joint 

equations, we inference the credit association of cost inefficiency cause by the increase in the 
specialty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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