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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回合農業談判縮減關稅級距對台

灣農產品上、下游產業之影響

翁永有、蘇信瑋M 、張靜安抖

摘要

關鍵詞:關稅調升、關稅級距、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JEL 分類: FI3 , C68 , QI7 

由於調升性的關稅結構會阻礙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進展，使得縮減關稅級距成為

WTO 新回合談判的議題之一，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我國農產品上、下游產業之間的

關稅調升現象，以及縮減關稅級距的經濟影響。本文首先設立一理論模型來探討縮減關

稅級距對產業結構以及社會福利的影響，其次分析台灣農產品的關稅調升現象，最後應

用可計算一般均衡的單國模型來模擬縮減關稅級距的三種可能方式對台灣農產品造成的

影響。由實證結果得知，若僅就台灣本身總體社會福利的觀點而言，對於 WTO 新回合

縮減關稅級距的談判，我國應該站在支持的一方。然而若僅就台灣農產品生產者的觀點

而言，貝IJ我國對於縮減關稅級距的議題上應該有所保留。倘若削減關稅與縮減關稅級距

成為 WTO 新回合談判時的共識，為了減輕其對我國農業的衝擊，本文建議我國應該採

行「僅減少上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減關稅級距」的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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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是質易保護的手段之一，但附帶的影響往往是其他國家也採取提高關稅的手法

來進行反制，因此有許多國家改以間接的手法來加強對產業的保護，其中最常見的一種

就是讓產品的上、下游關稅結構呈現所謂的「關稅調升J (tariff escalation)的現象，亦即

關稅稅率隨著加工層次提高而上升。

關稅調升的貿易保護效果是雙重的，其一乃藉由降低原料的進口關稅以降低國內廠

商之投入成本，進而連到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的目的;其二則是藉由提高成品的進口關稅

以提高對國內下游產業的保譚。雖然此種關稅結構有助於進口圓的產業升級與發展，然

而對出口國而言，由於出口加工層次較高的產品所面臨的出口賀易障礙較高，使得出口

國傾向於出口加工層次較低的產品，因而阻礙了以出口原料為主的低度開發與開發中國

家的工業化進展，所以在世界質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為 WTO)新回合

談判中，低度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強烈要求工業化國家應該在縮減關稅調升的議題上要有

實質的改善。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以我國農產品為例，來分析我國上、下游產業之間的

關稅調升現象。除此之外，為了因應 WTO 新回合談判可能在縮減關稅調升的議題上連

成協議，本文將針對三種可能縮減上、下游產品關稅差距的方式作模擬，以暸解不同的

縮減方式對台灣農產品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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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削減農產品關稅方面，在 2004 年 8 月 WTO 總理事會所通過的杜哈回合談判七

月套案(July Package)當中，決定了農產品關稅將採用「分段方式J (tiered formulae)削減，

亦即依照產品的最終約束關稅稅率大小，以適當的階距將產品分成數個階層，每個階層

再採用不同的公式與比例削減。此一方式的目的之一就是期望能設立一套適用全體農產

品的關稅削減公式來一舉解決關稅高峰與關稅調升的問題。由於分段公式中的階層是以

名目約束稅率之高低作為分類的依據，有別於關稅調升現象是以產品加工層次作為劃分

依據，而這種分類的不同是否會影響到關稅調升之消除，是過去文獻中沒有探討過的問

題，也是本文研究的動機之一。

在關稅調升的文獻中，相關的研究可以分為理論與實證兩部分。其中在理論文獻方

面，最早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 Corden (1966)所提出的有效保護率(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 '簡稱為 ERP)的概念上， Corden (1 966)認為要暸解關稅對產品的保讓程度時，

不能僅由名目稅率的大小來判斷，必須要計算關稅課徵後廠商附加價值的變化，方能暸

解一種產品真正受到保護的程度。這種上、下游產品的迂迴保護效果，就是為何許多國

家紛紛採用關稅調升之主要原因。 l再者，翁永和與劉碧珍(1998)從國內廠商和國外廠商

之間的競爭來探討造成關稅調升的原因，該文不僅為調升性的關稅結構現象提出了理論

證明，同時也為世界各國同時允許進、出口原料與產品之質易型態提出了理論解釋。最

後，吳世傑與黃鴻(2002)一文則發現到關稅調升的產生不單是來自國內、外廠商之間的競

爭，也可能是因為政府對下游財貨課徵進口關稅之故。該文認為關稅課徵不但可直接擷

取下游廠商之部分利潤，還可透過上游中間財價格的變化而間接擷取到所有外國上游廠

商之部分利潤，因而證明出關稅調升是一種策略性的貿易政策。 2

l 有關有效保護率與關稅調升之悶的關係，請參閱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2005)一書第 8

章的說明。

2 翁永和與學l 碧珍(1998) 、吳世傑與黃鴻(2002)兩篇文章均將模型建立在不完全競爭的市

場結構上，而 Greenaway and Reed ( 1996)則是將理論模型建立在小國且完全競爭的市場

結構上，來探討關稅調升的現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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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近年來開始出現一些衡量關稅調升的實證文獻。 Lindland (1 997) 、 Elamin

and Khaira (2004)以及瑞典農業部(2001)等研究都曾以農產品的關稅調升為例，利用關稅

級距(tariff wedge '簡稱為 TW)與有放保護率(ERP)等兩種方法，分別對美國、加拿大、

日本與歐盟等世界重要貿易圓的進口產品關稅作分析。這些實證研究均發現，無論是工

業化或開發中國家，其上、下游農產品均普遍存在關稅調升的現象， 3並認為調升性的關

稅結構不只會阻礙開發中國家開拓農產加工業以及出口加工業的機會，同時也可能阻礙

各國之間出口產品的多樣化。此外， Elamin and Khaira (2004)一文也指出，單靠 ERPf日

TW 的計算無助於瞭解關稅調升的褔利與與貿易效果，而且在衡量方法上仍有一些爭議，

因此該文主張應該要進一步衡量出關稅調升如何影響不同加工層次產品的需求，方能提

供政府部門比較完整的決策資訊。

根據以上對理論與實證研究的討論得知，過去的文獻大都集中在探討關稅調升的理

論原因以及衡量方法，很少針對關稅級距的改變對個別產業和總體經濟的影響進行評

估。此外，根據 WTO 新回合談判之最新發展，農產品之市場開放必須使用「分段公式」

來進行，此舉將會改變現有的關稅級距與關稅調升的程度，進而對各國的產業結構造成

影響。因此，本研究將以農產品為對象，利用單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來進行模擬分析，

以瞭解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農業與農產加工部門的街擊。

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除本節之前言外，第二節在於設立本文之基本理論模型，以探

討縮減關稅級距對產業結構以及社會福利的影響。第三節則串連台灣呈報 WTO 的關稅減

讓表最終約束稅率與行政院主計處編製的產業關聯表，並以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所採用的

3 根據 WTO 於 2005 年出版之 CDROM 資料以及在 1995-2005 之間對各國貿易政策評估

的統計資料得知，在農產品原料、半成品以及成品之進口的平均關稅方面，所有 10 個

OECD 高所得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關稅分別為 9.1% 、 16.9%以及 13.6% '所有 12 個非

OECD 高所得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關稅分別為 7.8% 、 9.4%以及 1 1.8% '而所有 100 個

開發中國家的平均關稅則分別為 15.5% 、 17.3%以及 22.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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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法來分析台灣農產品的關稅調升現象。第四節在於說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架

構、資料庫內容以及模擬情境的設定。第五節為模擬結果分析。最後，第六節則為結論。

貳、縮減關稅級距的經濟分析

在本節中，我們將設立一個連結「上游原料」、「加工」以及「下游最終財」等三

個市場的經濟理論模型，來探討縮減關稅級距對產業結構以及社會福利的影響。其中原

料與最終財為貿易財(tradeable goods) ，可以進口也可以出口;而加工則是一種非質易財

(non-tradeable goods) ，不僅提供中間財貨，也提供將原料轉成最終財的過程中本國所必

須投入的勞務(service) ，其中中間財貨與勞務是不可以進口也不可以出口的。此外，假設

本國為一小園，對於原料或最終財的世界價格沒有影響力。

如圖 l 所示，令(凡 ， Qu) 、 (~"Q，，) 與(月卅Q，﹒)分別代表原料、加工以及最終財等三

個市場的價格與數量，而 Su 與丸，分別代表自給自足下本國原料以及國內加工的供給曲

線。由 Su 與丸，之斜率得知，本國原料以及國內加工的邊際生產成本是遞增的。為了簡

化分析起見，我們假設最終財的生產函數形式是一種 Leontief 的生產函數，亦即一單位

的原料(可以採用國產或進口原料)結合一單位的國內加工勞務便可生產一單位的最終財。

又令 Pwu 代表原料的世界價格，而 10 代表本國對一單位的進口原料所課徵的關稅。

由於本國可以進口也可以出口原料，若本國的原料需求量多於 OQ2 時，本國最終財廠商

將同時使用國產以及進口原料，此時本國為原料的進口國，且國內廠商使用原料的成本

(即原料進口價格)為 ?"vu+1o ; 4若本國的原料需求量介於 Q4Q2 之間，貝IJ本國最終財廠商

4 例如若本國的原料需求量為 OQo' 如|囡產原料的使用量為 OQ2 而進口原料的使用量為

Q2QO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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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使用國產原料，此時 10 的關稅水準將成為禁止性關稅(prohibitive tarift) ，本國沒有進口

原料也無法出口原料，而國內廠商使用原料的價格則沿著 S/I來支付 ;5若本國的原料需求

量小於 0島，貝IJ本國最終財廠商僅使用國產原料，而本國原料生產者將以 PW/I 的價格出

口原料至世界各地，此時圓內廠商使用原料的價格為 PwltJ根據以上的分析得知，在開

放貿易允許進、出口且原料關稅為 10 下，原料的供給曲線將成為冉的財的曲線。由於我

們假設一單位的最終財需要投入一單位的原料以及一單位的國內加工勞務，因此我們可

以將凡此所曲線與丸，曲線作垂直的加總而得到，在開放貿易且原料關稅為 10 下的本國最

終財供給曲線 ghuvbS~.(! 0 

最後，令本國最終財的需求曲線為 DF ' 最終財的世界價格為 PWF ' 本國對一單位最

終財的進口所課徵的關稅為凡，則由圖 l 所示，在 PWF + 凡的價格下，本國最終財的總

消費量為前，其中的由國內廠商所供給，而 bc 則由進口來滿足。 7為了提供的的最終

財，本國最終財廠商對原料與國內加工勞務的需求量分別為 ed 與 ij' 而所支付的單位價

格分別為 PW/I+化與 Oi 0 值得一提的是，國內所需的原料(ed)中，由國內上游原料廠商所

提供的量為 ef' 而從國外進口的量為 fd 。若就國內社會福利的觀點而言，在本國政府允

許原料以及最終財進口，並分別對兩者課徵 10 與凡的單位進口稅下，本國消費者剩餘為

acy ，最終財生產者剩餘為 abvu旬，加工生產者剩餘為例，原料生產者剩餘為 efO' 最

5 例如若本國的原料需求量為 OQ3 ' 則國產原料的使用量為 OQ3 '進口原料的使用量為

0' 而國內的原料價格為 f'Q3 。

6 例如若本國的原料需求量為 0島，則國產原料的使用量為 OQs '進口原料的使用量為

0' 國內的原料價格為 ~V/l ' 而本國的原料出口量為 QSQ4 。

7 由於本文主要在於分析本國縮減關稅級Z巨的經濟影響，因此我們將討論的重點侷限在

本國同時為原料與最終財的進口國的情況，亦即本國最終財需求曲線 D，. 與最終財供給

曲線 ghuvbS~~! 的交點位於仇。+九水平線的上方，而且 b 點位於/點的右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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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圈 l 縮減關稅級距對上、下游市場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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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財進口關稅收入為 bc仗，原料進口關稅收入為 fdnm' 而國內總社會福利水準則是「本

國消費者剩餘」、「最終財生產者剩餘」、「加工生產者剩餘」、「原料生產者剩餘」、

「最終財進口關稅收入」以及「原料進口關稅收入」等六項的加總。

如本文之前言所述，進口國對上、下游產品的進口普遍採行「關稅調升J 的關稅結

構，亦即最終財的進口關稅高於原料的關稅。而根據 WTO 新回合談判的精神，高關稅

的下游產品必須適用較高的降幅，而低關稅的上游產品適用較低的降幅，因此在分析縮

減關稅級距對產業之影響時，我們對上、下游產品之進口關稅做不間幅度的削減，亦即

上游原料適用較低的降幅，而下游最終財則適用較高的降幅。

令本國對最終財與原料的進口關稅降幅分別為 ð.T 與 M且 ð.T> 缸，而降稅後的單位

進口關稅水準分別為只與 tlo 根據前面的分析得知，在內的關稅水準下，原料的供給曲

線將成為 Pwnxf'd' 的曲線，而本國最終財的供給曲線成為 ghub'峙。若本國最終財的需求

曲線仍維持在 D，. 時，則在最終財進口價格為 PWF + 只下，本國最終財的總消費量成為

a'c' ， 其中 αγ 為國產品，而 b'c' 貝 IJ為進口品。為了生產 a'b' 的最終財，本國最終財廠商

對原料與國內加工勞務的需求量分別為eγ 與 i'j' ， 而所支付的單位價格分別為 PWR +向與

Oi' 。此時國產原料的使用量為 e'f' ， 而進口原料的使用量為 f'd' 。在國內社會福利方面，

當本國政府允許原料以及最終財進口，並分別將兩者之單位關稅降至 I1 與們時，本國消

費者剩餘成為。'c'y ， 最終財生產者剩餘為 a'b'uhg ， 加工生產者剩餘為 i'j 'O ' 原料生產者

剩餘為 e'f 'O ' 最終財進口關稅收入為 bγI'k' ， 原料進口關稅收入為 f'd'n'm' 。

若與原有之單位進口關稅 10 與凡的情況下作比較，當本國政府縮減關稅級距並將關

稅降為 I1 與只後，本國最終財生產量減少(減少的幅度為 k'k) ， 進口量增加(由 bc 增加為

b'c') ， 消費量增加(由此增加為。γ) ;本國原料生產量減少(由 4減少為 e'f') ， 進口量增

減未定(由 fd 變成 f'd') ; 而本國加工市場之生產則是減少(由 U 減少為 i'j' )。至於在社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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褔利方面，本國消費者剩餘增加(增加的幅度為 accγ) ，最終財生產者剩餘的增減未定(由

。bvuhg 變成 a'b'uhg )，加工生產者剩餘減少(減少的幅度為的'j' ) ，原料生產者剩餘減少(減

少的幅度為 ejJe') ， 最終財進口關稅收入的增減未定(由 bclk 變成 bγ['k') ， 原料進口關稅

收入的增減也未定(由 fdnm 變成 f'd'n'm' )。由於消費者剩餘的變動方向與加工以及原料生

產者剩餘的變動方向相反，而且最終財生產者剩餘、最終財以及原料進口關稅收入的變

動方向也不確定，因此本國政府縮減關稅級距對國內社會福利的影響方向也無法確定。

綜合以上的理論分析得知，在 WTO 新回合農業談判中，縮減關稅級距對一國產業

之影響，在理論先驗上是無法確定的。尤其各國產業結構不同、關稅結構差異頗大，縱

使在同一個國家裡，產業與產業之間的關聯程度有別且複雜的情況下，縮減關稅級距對

不同國家與不同產業的影響，勢必有相當的差異。因此，本文將進一步連用可計算一般

均衡模型，針對我國農業部門各產業進行模擬分析。在以下章節中，我們首先針對我國

農產品的關稅調升現象作討論，之後在第四、五節中才進行模擬分析。

鑫、台灣農產品的關稅調升現象

欲瞭解台灣農產品進口是否存在關稅調升現象，我們必須針對上、下游產品進行分

類。文獻中較常見的分類法有兩種，包括美國農業部所設計的分類法以及聯合國世界糧

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簡稱為 FAO)所採用的分類法。美國農業部的

分類法主要是利用 Harmonized System (HS) Code 六位碼，將農產品分為「原料(Bulk)J 、

「中間財(1 ntermed iate) J 、和「最終消費品(Consumer-Oriented)J '再加上獨立分出的「林

業產品」和「漁業產品」等，總共有五類(簡稱為 BICO 分類法)。而 FAO 分類法則是以

農產品的「加工層次」以及「產品本身的屬性」等兩項作為分類標準，兩者互不衝突，

可以一起使用。其中在加工層次的分類上 'FAO 將主要產品分為原始商品及加工產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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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產品之加工層次的高低配上不同的數字，以區分該產品的加工層次 ;8而在產品屬

性的分類上 'FAO 則採用海關稅貝IJ HS Code 的章節來分類。

若比較這兩種分類法可知，美國 BICO 分類法是以產品特性作分類，對於上、下游

產品的界定不夠嚴密、尤其當某些農產品(例如生鮮產品)可以當成原料也可以當成消費品

時，在分類上往往會產生許多困擾，因此不適合採用此一分類法來探討關稅調升的議題。

而 FAO 分類法則有一個正式的加工層次和 HS code 碼的對照表做為參考依據，可以免除

上、下游產品界定不明的麻煩，而且允許不同屬性的產品可有不同的加工層次分類，比

較具有彈性且合乎事實，因此本研究將利用 FAO 的分類法來分析台灣農產品關稅級距的

現象，。

依據本文之前言所述，文獻中最常被用來衡量關稅調升現象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

Corden(l 966)所提出的 ERP' 另一種則為 TW 0 ERP 的優點在於可以透過上、下游產品的

關聯效果，將產品的原料成本、工資以及關稅對最終產品的影響考慮進去，而且可以應

用於使用多原料生產的加工品和多種加工晶使用同一種原料生產的情況。但其主要的缺

點為資料蒐集較為困難，因為計算 ERP 需要上、下游廠商提供投入產出之間的係數，但

這些係數大多屬於商業機密，鮮有公開資料可用，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文獻中較為常見的

TW 來衡量。

TW 的算法是將下游加工產品的名目稅率減去上游原料的名目稅率，當 TW 值為正

時，表示該產品存在關稅調升的現象;反之若為負值，表示上游產品關稅高於下游產品

關稅，文獻則稱之為關稅反調升(tariff de-escalation) 。使用 TW 值的優點在於這個方法所

需的資料僅是一般的名目關稅資料，相當容易取得，因此常被作為國際比較或談判時所

採用。但是該方法也有其缺點，當我們在衡量關稅調升現象時 'TW 值無法提供我們有

8 在 FAO 所發表的文件中，通常以 L=O 代表該項產品為原始商品 'L= 1 代表該項產品

為由原始商品直接作一次加工的加工產品，而 L>1 則表示加工層次在兩次或兩次以上

的產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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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稅結構對最終產品附加價值影響的資訊，尤其當一種下游加工產品使用多種原料生

產，或一種產品同時作為多種產品的投入時，此一方法便無法使用。

由於台灣的進口農產品的稅則號列多達 1387 項，且每一項產品都可能是其他產品的

原料或加工品，如此衍生出來的上、下游對應關係將有數萬種可能之組合，不可能一一

拿來分析，因此只能先挑選較為常見且相對重要的貿易產品做為代表進行分析。本研究

共挑選出 30 種產品組合(如表 1 所示) ，每種產品組合間以 f_J 作連結，在 f_J 的左邊

為上游投入產品，右邊為下游產出產品，而表格最後一欄則是關稅級距值(TW) 。

表 1 台灣農產品的關稅級距 單位:%

產品組合 上游產品稅率 下游產晶稅率 關稅級距

(1) (2) (3) (4) = (3) 一 (2)

肉想產品

牛肉:屠體.去骨牛肉 7.24 7.57 0.33 
牛肉:去骨牛肉.調製牛肉 7.57 20.00 12.43 
豬肉:屠體.火腿 12.50 15.00 2.50 

雞肉:雞肉切塊.調製雞肉 20.00 20.00 0.00 
乳製晶

牛乳.乳酪 20.00 5.00 一15.00

蔬果產品

蕃茄.蕃茄醬 10.00 12.50 2.50 

橄欖.橄欖原油 10.00 0.00 一10.00

椰子.乾椰子肉 120.00 0.00 一120.00

乾椰子肉-:f且製椰子油 0.00 0.00 0.00 

鳳梨.調製鳳梨 173.00 15.00 一158.00

柳橙.柳橙汁 20.00 30.00 10.00 

鮮蘋果"蘋果汁 20.00 30.00 10.00 

、
-
a
F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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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農產品的關稅級距(續) 單位:%

產品組合 上游產品稅率 下游產品稅率 關稅級距

(1) (2) (3) (4) = (3) 一 (2)

穀類產品

硬粒小麥_Jj、麥粉 6.50 20.00 13.50 
小麥粉.麵條 20.00 2 1.00 1.00 

大麥.麥芽 1.00 7.50 6.50 
麥芽.啤酒 7.50 0.00 -7.50 

燕麥，燕麥片 2.00 17.00 15.00 

玉米.玉米粒 0.00 10.00 10.00 

稻穀.糙米 783.97 326.83 -457.14 

糙米.輾米 326.83 343.31 16.48 
特用作物產晶

黃且.黃旦油 0.00 5.00 5.00 
帶殼花生-去殼花生 102.55 158.76 56.21 
去殼花生，花生醬 158.76 25.00 一133.76

甘煎.甘煎糖 10.00 143.00 133.00 

甘肅糖.精緻糖 143.00 143.00 0.00 

精緻糖.糖食 143.00 27.50 一115.50

未烘熔咖啡豆.已烘熔咖啡旦 0.00 0.00 0.00 
可可豆.可可粉 0.00 0.00 0.00 
可可粉.巧克力 0.00 10.00 10.00 
末去骨煙草.紙煙 13.00 27.00 14.00 

資料來源:由 WTO 網站(http://www.wto.org/)下載台灣關稅減讓表並整理而得。

由表 l 之結果得知，在所有 30 種產品組合裡，有將近 3/5 的產品具有關稅調升的現

象，有大約 1/4 的產品則呈現關稅反調升的結果，而有 1/6 的產品則是上、下游關稅相同。

此外，被歸類在關稅調升的產品中，上、下游之間的平均關稅級距約為 11% ;而被歸類

在關稅反調升的產品中，上、下游之間的平均關稅級距則為一127%之多。這些結果反映

出關稅調升的結構是台灣農產品關稅的常態，但調升的幅度卻不大;而關稅反調升的情

況雖較為少見，但其調降的幅度卻非常大。這顯示出我國對農產品的保護是多元的，在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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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下政府對下游產品的保護較高，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利益團體的遊說或政治選

票的考量，政府可能犧牲下游廠商的利益，轉而高度保議上游的農產品。

若就個別產品來看，在表 1 的肉類產品中，除了「雞肉J 之外，不論是從原料到第

一次加工，或從第一次加工到第二次加工，都呈現關稅調升的情形。至於在台灣生產較

少或不適合生產的農作物，例如穀類中的「小麥」、「大麥」、「燕麥」、「玉米」

以及特用作物中的「黃豆」、「咖啡豆」、「可可」等產品，政府是不課任何關稅的。

然而由於台灣仍然存在以這些上游原料作為投入的加工製造商，仍需政府的關稅保護，

因此這類產品也通常具有關稅調升的現象。

在關稅反調升的產品方面， í稻穀.糙米」的產品組合呈現出強烈的關稅反調升現象，

其上、下游關稅的差距為一457.14% '是所有產品組合中差距最高者。此外「去殼花生.

花生醬J 、「椰子.乾椰子肉」以及「鳳梨.調製鳳梨J 等產品組合，其關稅反調升的現象

也頗為明顯，上、下游關稅的差距分別為一134% 、一120%以及一158% 。這是因為「稻米」、

「去殼花生J 、「椰子」、「鳳梨」等產品在台灣的農產品中是屬於敏感性較高的產品，

受到關稅配額(Tariff Rate Quota '簡稱 TRQ)高度保護之故。 9最後，政府對乳製晶原料的

保護高於加工品的保護，這原因可能在於國產鮮乳生產成本較高，和其他乳業大圓的產

品比較起來缺乏競爭力;再者台灣很少廠商生產乳酷，相對而言牛乳是比較需要被保護

的產業，因而出現關稅反調升現象。

9 大多數的 TRQ 產品是採用從量稅方式來課稅，因此在計算 TW 之前，必須先由從量稅

轉換為從價稅。本文直接引用農委會所提供之 106 項課徵非從價就農產品轉換為從價

稅的資料來進行計算。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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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模型介紹與模擬情境設定

一、模型與資料說明

本文所使用的實證模型為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一TAIGEM-WTO' 此模型係根據澳洲

ORANI 模型為基礎所建立， 10並融入台灣總體經濟、產業結構以及 WTO 新回合談判之

相關變數加以修正而來的單國模型。此模型主要由生產、投資、消費、出口與政府等五

大經濟主體所構成，在市場為完全競爭，生產技術為固定規模報酬以及所有市場都結清

的假設下，本模型可以藉由調整關稅的方式來模擬出關稅變動對國內各產業之產品的供

需、中間財的供需、消費者的最終需求以及國內各總體經濟指標之影響。

其次，在進行實證模擬時，我們假設非充分就業，亦即允許各產業的勞動可以在非

完全就業的狀況下達到均衡，同時我們也假設生產技術與總消費量在關稅削減前後均維

持不變，以便觀察出純粹由關稅結構改變所造成之影響。由於 TAIGEM-WTO 模型中的

消費者效用函數屬於 Klein-Rubin 的函數型態， 11該函數之特色為消費者的放用水準與總

消費量成正比，也就是當總消費量不變時，效用值也不會改變，因此本文便可以利用實

質國民所得(實質 GOP)來衡量關稅級距的削減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10 有關 ORANI 模型的介紹以及其模擬軟體程式，請參閱 Oixon， Parmenter, Sutton and 

Vincent (1982)與 Harrison and Pearson (1996)等文獻。

11 Klein-Rubin 函數亦稱為 Stone-Geary 函數，其函數形式為: U(X, ,''', X/I) 

=土4昕一rJ' 其中叉， i = 1 ，丸 ， g 為 i 產品的消費量，村 ri 為參數，再 >0 且

卦i =1 。有關 Klei心bin 函數之詳細介紹，請參閱 Klein ar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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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GEM-WTO模型的資料庫主要是以行政院主計處 1999 年的台灣產業關聯表(投入

產出表)為基礎所建構，其中除了 160 個產業(商品)別的投入產出與供需資料之外，本資

料庫還包括行政院主計處的國民所得帳、人力資源調查報告、以及來自各產業的相關研

究報告及專家所提供的彈性資料。 12在單圈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裡，其資料庫之部門分類

較為精細，因此在分析縮減台灣農產品關稅級距所造成的衝擊時，可以區分出上、下游

產業，並可分別針對上、下游產業的影響作分析。

在進行模擬分析之前所需要的基本資料是 160 部門的關稅結構，本文所採用的是我

國正式呈報給 WTO 的各項產品的約束稅率(bound rate) 。由於這些稅率是按照海關稅則

HS code 八位碼來編列，產品項數高達 1387 項，因此我們必須按照產品的屬性將這些產

品歸入 160 部門中。此外，由於有些部門的產品受到 TRQ 的進口限制，為了求出各部門

所對應之平均關稅，我們必須將這些產品的從量稅轉換成從價稅，其轉換方式主要是根

據 WTO 所提供的轉換公式如下:

SP 
AVE= 一一一一一-xIOO%

(UVxXR) 
、
‘
'
，

1 
，
a
﹒
、

其中 AVE 為轉換後之等量稅率(ad valorem equivalent) , SP 為從量稅(specific tari的 'XR

為匯率 ， UV 為進口單價。一般而言 ， UV 的計算方式為進口值除以進口量，然而為了降

低各國因為採行進口管理方式而造成進口單價之扭曲 'WTO 特別規定在轉換過程中還需

要經過一定之篩檢程序。為了避免作者主觀篩檢程序的偏誤，本文將不自行計算與篩檢，

而直接採用國賀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依照 WTO的規定所計算出來並呈

報 WTO 的進口單價(台灣 WTO 中心， 2004) 。

12 有關 TAIGEM-WTO 模型架構與資料庫的詳細說明，請參閱徐世勳等(1998a 、 1998b) 、

林國榮等(2003)以及 Li et a l. (2003)等相關研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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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列出 TAIGEM-WTO 模型資料庫中屬於農業的 32 個上、下游部門的加工層次與

平均約束稅率，其中屬於上游產業的共計有 9 個部門，平均稅率介於 2%與 200%之間，

以「稻穀J 部門的稅率最高，而以「其他普通農作物」的稅率最低。屬於下游產業者有

15 個部門，平均稅率介於 1%與 393%之間，其稅率差距大於上游產業，以稻穀的下游產

品「米製品」的稅率最高，而以「飼料」的稅率最低。

表 2 TAIGEM-WTO 模型資料庫中農業部門的約束稅率 單位:%

部門別編號 部門別名稱 加工層次 平均約束稅率
稻穀 上游產業 199.47 

2 其他普通農作物 上游產業 2.52 
3 甘煎 上游產業 8.00 
4 其他特用作物 上游產業 13 .38 
5 水果 上游產業 36.15 
6 蔬菜 上游產業 30 .44 
7 其他園藝作物 上游產業 29.01 
8 豬 上游產業 4.17 
9 其他禽畜產 上游產業 12.15 
18 屠宰生肉及副產 下游產業 10.80 
19 食用油脂及副產 下游產業 14.54 
20 製粉 下游產業 90.54 
21 米 下游產業 392.91 
22 糖 下游產業 79.15 
23 飼料 下游產業 1.09 
24 罐頭食物 下游產業 22.10 
25 冷凍食物 下游產業 24.53 
27 其他調味品 下游產業 15.06 
28 乳製品 下游產業 20.98 
29 糖果及烘倍麵食 下游產業 18.59 
30 其他食品 下游產業 26.78 
31 非酒精飲料 下游產業 19.90 
32 酒 下游產業 13.70 
33 煙 下游產業 16.85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台灣呈報 WTO 的關稅減讓表最終約束稅率以及行政院主計處編製

的產業關聯表，相互對照並整理而得。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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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擬情境之設定

本文設定三種不同的關稅削減情境(如表 3 所示)，每一種情境中的關稅削減公式都是

採用類似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線性削減法，其中削減的幅度除參考 WTO 農業談判香港部

長會議之後的最新進展(主席版滅讓模式草案)外，也考慮最可能被會員接受的減讓水準來

設計。此外，為了凸顯縮減關稅級距的效果，我們根據該產品所處在的上游或下游的階

層來作為關稅削減幅度的準則。

表 3 模擬情境設定

模擬情境 階層選擇 削減幅度

情境 a
上游產品 40% 

下游產品 60% 

情境二
上游產品 30% 

下游產品 50% 

情境三
上游產品 30% 

下游產品 60% 

資料來源:本文之設計與整理。

在情境一中，上游產品關稅將削減 40% 、下游產品關稅則削減 60% ;在情境三中，

上游產品關稅將削減 30% 、下游產品關稅則削減 50% 。在情境一與情境二中，雖然上、

下游產品關稅降幅的差距均相同(差距均為 20%)'但是情境一對每一階層的降幅都比情境

二多削減 10% 。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分別探討並比較政府同時對上、下游關稅的降幅多增

加 10%以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農業與總體經濟的影響(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一的淨效

果)。

在情境三中，上游產品關稅將削減 30% 、下游產品關稅的削減幅度則維持在 60% 。

若與情境一作比較，情境三之上游產品的關稅降幅比情境一少了 10% ·但對下游產品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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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降幅則與情境一完全相間，如此的作法可以探討只有減少上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

減關稅級距峙的經濟效果(亦即從情境一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此外，由於情境三之下游

產品的降幅比情境二之下游產品的降幅多了 10% '而上游產品的關稅降幅則相同，因此

藉由這樣的情境設定，我們又可以用來探討只有下游產品增加降幅以縮減關稅級距峙的

經濟效果(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

綜合以上的分析得知，本文所設定的三種情境均可以達到關稅削減與關稅級距縮減

的目的。若以關稅削減的程度而言，無論是對上游或下游產品，↑青境一的削減幅度都是

最大，其次為情境三，而以情境二的關稅削減幅度為最小。此外，若以縮減關稅級距的

程度而言，情境三的縮減幅度最大，其次為情境一，而以情境二的縮減幅度最小。 13在下

一節中，本文將針對這三種情境加以模擬、分析並比較實證結果，以瞭解不同方式的縮

減關稅級距對台灣農業與總體經濟之影響。

伍、模擬結果分析

一、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影響

表 4 頁IJ出三種模擬情境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影響。由該表之結果得知，無論是採取何

種方式縮減關稅級距，對於台灣整體之就業量、實質 GDP 、總進口與總出口均有正面的

13 令 t 與 T 分別代表原有之上游與下游的名目進口關稅，而且 T >t 。在關稅削減後，這

三種情境之關稅級路分別為 TW1 = (O.4T 一 0.6t) , TW2 = (0.5T - 0刃)與 TW3 = (O .4T 

-0.7t) 。經由運算我們可求得 TW3 < TW1 < TW2 ' 因此在關稅削減後，上、下游之間的

關稅差距以情境三為最小，情境一次之，而情境二則是最大。

(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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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對於國內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則有壓抑的效果。其中對於消費者物價指數、總進

口與實質 GDP 的影響上，本節之實證結果與本文第二節之理論推論是一致的。若以影響

程度而言，情境一對國內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程度最大，情境三次之，而情境二則最小。

此一結果乃因情境一對上、下游關稅削減的幅度最大，不僅淘拔了國內較無效率的上、

下游廠商，同時也使得國內較有效率的下游廠商能使用到物美價廉的上游進口原料，進

而增加下游產品的產量，因此對於總就業、實質 GDP 、總進口與總出口都有正面的助益。

此外，由於降低下游關稅對消費者物價指數有直接的影響效果，而降低上游關稅對消費

者物價指數則有間接的影響效果， 14在這三種模擬情境中，↑青境一對上、下游產品的關稅

降幅都是最大，因此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影響也最大。同理，我們也可以根據以上的分

析方式，推得情境三對國內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程度大於情境二的結果。

其次，在縮減關稅級距的影響上，若政府同時對上、下游關稅的降幅多增加 10%以

縮減關稅級距(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一的淨效果) ，貝 IJ由表 4 之結果得知，總體經濟變數

所受到的影響都增加了，這顯示出當政府同時增加上、下游關稅降幅來縮減關稅級距時，

對總就業、實質 GDP 、總進口與總出口的正面影響將增加，而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壓抑

效果也會加深。

表 4 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影響 單位:%

總體變數 情境一 情境二 情i竟一

總就業 0.34 0.28 0.33 

消費者物價指數 一0.85 -0.70 一0.83

實質 GDP 0.22 0.18 0.21 

總進口 0.55 0.46 0.54 

總出口 0.94 0.78 0.92 

資料來源:本文之模擬結果與整理。

14 降低上游關稅將直接使下游生產成本下降，進而使下游產品之價格下降，故上游關稅

對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影響是間接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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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若政府維持上游關稅的降幅但對下游關稅的降幅多增加 10%以縮減關稅級距

(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 ，由表 4 之結果得知，總體經濟變數所受到的影響程

度也都會增加，這也顯示出當政府僅增加下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減關稅級距時，對總

就業、實質 GDP 、總進口與總出口也都有進一步提升的影響，且對消費者物價指數也有

進一步壓抑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同時增加上、下游關稅降幅來縮減關稅級距所造成的影響(即從

情境二改成情境一的淨效果)大於政府僅僅增加下游產品關稅的降幅(即從情境二改成情

境三的淨效果)。最後，若政府維持下游關稅的降幅但對上游關稅的降幅減少 10%以縮減

關稅級距(亦即從情境一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 ，由表 4 之結果得知，總體經濟變數所受到

的影響程度將減少，但減少的幅度不大。這顯示出當政府僅減少上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

縮減關稅級距時，對總就業、實質 GDP 、總進口與總出口的正面影響幅度將減少，而對

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壓抑幅度也會降低。

二、對國內產出與就業的影響

表 5 列出三種縮減關稅級距的方式對台灣農產品產業之國內產出與就業的影響。就

整體農業而言，無論是採用何種方式以縮減關稅級距，其對我國各農業部門之產出與就

業的影響都是負面的，其中情境二所受到的負面衝擊是這三種方式中最小的。而對於情

境一與情境三之負面衝擊，何者較大?需視上游或下游產業而有不同的影響。由於情境

一對上游關稅的削減幅度較多，因此上游產業之產出與就業所受到的負面影響比情境三

來得大。 15然而，由於情境一對上游關稅的削減幅度較多，降低了下游產業所使用的上游

國產或進口原料成本，因而使下游產業之產出與就業所受到的負面衝擊比情境三來得小。

15 除了稻穀、甘蕉與緒之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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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農業部門之產出與就業的影響 單位:%

部門別
各產業國內產出的變化幅度 對就業的衝擊幅度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一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一

稻穀 一0 .42 一0.36 一0 .44 -0.55 一0.47 -0.57 

其他普通農作物 一0.68 -0.54 一0.6 一0.93 一0.74 一0.82

甘庶 一 1 1.3 8 一9 .49 一 11 .4 1 -14.16 一 1 1. 81 一 14 .1 9

上游 其他特用作物 一2.13 -1.71 一1.93 一2.78 一2.23 -2 .5 1 

產水果 一1.44 一1. 08 一1.08 -1.69 一1.27 -1.27 

業蔬菜 -0.62 一0 .4 8 -0.52 一0.81 -0.64 一0.69

其他園藝作物 一1.05 一0.78 一0.76 一1.31 一0.97 一0.95

豬 一0.93 一0.78 一0.95 一2.83 一2 .3 8 一2.88

其他禽畜產 一0.69 -0.57 一0.69 -1.39 -1.1 6 一1.3 9

屠宰生肉及副產 一0.21 一0.18 一0.23 一0 .43 一0.36 -0 .45 

食用油脂及副產 一1.33 -1.1 3 一1.3 9 -3 .47 一2.95 -3.64 

製粉 一 12.18 一 10.18 一 12.27 一2 1.7 一 18.14 -2 1.86 

米 一0.45 -0.38 一0.46 一1. 03 一0.87 一1.06

糖 一 11.62 -9.7 一 11.65 一7.28 -6.07 一7 .3

飼料 一0 .4 一0.34 -0 .43 一0.81 -0.69 一0.85

游下罐頭食物 -3.23 一2.7 一3.26 一4.7 -3.93 -4.74 

產冷凍食物 -3.73 -3.12 一3.76 -6.49 一5 .43 -6.55 

業其他調味品 一 1 .43 一1.2 一 1 .4 6 一2.08 一1.75 一2.13

乳製品 一4.07 -3 .4 一4.09 一5.95 一4.97 -5.98 

糖果及烘熔麵食 一1. 11 -0.93 -1. 13 一1.61 一1.3 5 -1.64 

其他食品 -2.52 一2.11 一2.56 -3.19 -2.67 -3.24 

非酒精飲料 一0.54 -0 .45 -0.54 -1.08 一0.9 一1.09

酒 一1.7 一 1 .42 一1.71 -3.9 一3.26 -3.92 

煙 -2.79 -2.33 一2.8 -6 .57 -5 .49 -6.6 

資料來源:本文之模擬結果與整理。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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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個別部門的影響方面，無論是以何種方式縮減關稅級距，上游產業中的「甘

煎J '其所受到之產出與就業的負面影響都是最大，其次為「其他特用作物」與「豬」

等。在下游產業方面， í製粉」與「糖」受到的負面影響最大，其次為「乳製品」、「冷

凍食品」、「罐頭食品」以及「煙」等產業。當政府同時對上、下游關稅的降幅多增加

10%以縮減關稅級距(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一的淨效果) ，或者維持上游關稅的降幅但對

下游關稅的降幅多增加 10%(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時，由表 5 之結果得知，

對我國所有上、下游農業部門之產出與就業的負面衝擊都將進一步擴大。然而，若政府

維持下游關稅的降幅但對上游關稅的降幅減少 10% (亦即從情境一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

峙，貝IJ對大多數上游產業的負面衝擊將會減少，而對下游產業的負面衝擊將會增加。

三、對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

表 6 列出三種縮減關稅級距的方式對台灣個別農業部門進、出口的影響。由該表之

結果得知，若就整體而言，無論是採用何種方式以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農產品下游產

業之進、出口的影響程度都大於上游產業。若就個別部門而言，除了上游產業「其他普

通農作物」、「豬」與下游產業「飼料」之外，無論是採用何種方式以縮減關稅級距，

對台灣個別農業部門之進口都將增加，而對所有農業部門之出口都將上升。其中進口增

加較多者包括上游產業之「其他園藝作物」與「水果J '以及下游產業之「米」、「製

粉」、「糖」、「罐頭食物」、「非酒精飲料」、「其他食品」以及「冷凍食物」等。

而出口增加較多者包括上游產業之「其他特用作物」、「其他禽畜產」與「其他普通農

作物J '以及下游產業之「製粉」、「煙」以及「酒」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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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 單位:%

部門別
進口的衝擊幅度 對出口的衝擊幅度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一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一

稻穀 0.87 0.71 0.82 4.83 3.96 4.64 

其他普通農作物 一2.53 -2.12 一2.59 5.78 4.69 5.41 

甘蔚 。 。 。 。 。 。
上其他特用作物 1.53 1.1 7 1.21 6.7 5.45 6.29 
游水果
產 8.23 6.11 6 3.96 3.2 3.65 

業蔬菜 7.39 5.47 5.33 5.04 4.07 4.67 

其他園藝作物 8.31 6.16 6.01 5.16 4.1 4.57 
豬 -4.97 一4 .4 1 -5.77 。 。 。
其他禽畜產 2.79 2.11 2.14 6.32 5.2 6.1 

屠宰生肉及副產 9.02 7.52 9.03 8.57 7.09 8.41 

食用油脂及副產 7.9 6.63 8.03 11 .42 9.34 10.9 

製粉 35.62 29.72 35.74 25 .43 2 1.02 24.92 

米 107 89.19 107.08 6.87 5.66 6.67 

糖 33 .4 1 27.85 33 .43 1.1 1 0.88 0.97 

飼料 一0.84 -0.7 一0.83 9.76 7.97 9.28 

下游 罐頭食物 15.93 13.28 15.96 7.42 6.14 7.3 

產冷凍食物 14.89 12.42 14.92 10.14 8.42 10.05 

業其他調味品 9.25 7.72 9.28 6.47 5.35 6.35 
乳製品 9.74 8.12 9.76 10.37 8.6 10.25 

糖果及烘焰麵食 10.48 8.74 10.51 10.04 8.33 9.92 

其他食品 15.19 12.68 15.24 9.9 8.19 9.72 

非酒精飲料 15.38 12.82 15 .4 9.07 7.53 8.99 

酒 8.16 6.81 8.19 14.39 11.97 14.31 

煙 7.66 6.39 7.68 22.55 18.76 22 .46 

資料來源:本文之模擬結果與整理。

(23) 



一50- 新回合農業談判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農產品上、下游產業之影響

若就不同縮減關稅級距的方式加以比較，當政府同時對上、下游關稅的降幅多增加

10%以縮減關稅級距(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一的淨效果) ，或者維持上游關稅的降幅但對

下游關稅的降幅多增加 10%(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時，由表 6 之結果得知，

對我國所有上、下游農業部門之進口或出口的正面或負面衝擊都將擴大。然而若政府維

持下游關稅的降幅但對上游關稅的降幅減少 10% (亦即從情境一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

時，在進口方面，對上游產業進口的增幅將減少，但對下游產業進口的增幅將增加;而

在出口方面，無論是對上游或下游產業，其出口的增幅都將減少。

四、對消費價格與需求量的影響

表 7 列出三種縮減關稅級距的方式對台灣農產品消費價格與需求量的影響。由該表

之結果得知，若就整體產業而言，除了「稻穀」、「甘煎」與「豬」之外，無論是採用

何種方式以縮減關稅級距，台灣上、下游農產品價格都將下降，且下游產品平均價格下

降的幅度大於上游產品。其中上游產品價格下降較大者為「其他特用作物」與「水果J ' 

下游產品價格下降較大者為「製粉」、「冷凍食物」與「煙」等。而在需求量的影響方

面，除了「稻穀」、「甘煎」與「豬」之外，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上、下游農產品之需

求量的影響都是正面的。其中需求量增加較多者包括上游產業之「其他禽畜產J '以及

下游產業之「製粉」、「煙」、「乳製品」以及「糖」等。

若就不同縮減關稅級距的方式加以比較，無論政府採行同時對上、下游關稅的降幅

多增加 10%以縮減關稅級距(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一的淨效果)，或者維持上游關稅的降

幅但對下游關稅的降幅多增加 10%(亦即從情境二改成情境三的淨效果)等兩種政策，由表

7 之結果得知，我國所有上、下游農業產品之價格降幅或需求量增幅都將進一步擴大;然

而若政府維持下游關稅的降幅但對上游關稅的降幅減少 10%(亦即從情境一改成情境三的

淨效果)時，我國所有上、下游農業產品之價格降幅或需求量增幅都將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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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縮減關稅級距對台灣農產品消費價格和消費量的影響 單位:%

部門別
對消費價格的衝擊幅度 對消費量的衝擊幅度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一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一

稻穀 。 。 。 一0.34 一0.28 -0.34 
其他普通農作物 一1. 17 一0.95 一1.09 0.04 0.03 0.03 
甘煎 。 。 。 -0 .43 一0.35 一0 .42

上其他特用作物 一1.5 8 一1.27 一 1 .43 0.08 0.06 0.07 
游水果
產 一1.57 一1.22 一1.3 1 0.08 0.06 0.05 

業蔬菜 一1.08 一0.86 一0.96 0.03 0.02 0.02 

其他園藝作物 一1.3 一1.02 一1.1 1 0.05 0.04 0.03 
豬

。 。 。 一0 .43 一0.35 -0 .42 
其他禽畜產 一1.3 一1.06 一1.24 0.24 0.19 0.21 
屠宰生肉及副產 一 1 .4 -1. 16 一1.3 8 0.3 1 0.26 0.3 1 
食用油脂及副產 一2.36 -1.94 一2.29 0.72 0.59 0.69 
製粉 -8 .42 -7 -8.37 3.48 2.9 3.46 

米 一1.47 一1.21 -1 .43 0.31 0.26 0.3 

糖 一3.25 一2.7 -3.23 1. 13 0.94 1.1 2 

飼料 一1.27 一1.04 一1.22 0.27 0.22 0.25 

游下罐頭食物 -3.15 -2.62 一3.13 1.08 0.9 1.08 
產冷凍食物 -5.16 一4.3 -5.15 2 1.66 2 
業其他調味品 一2 .4 1 一2 一2.39 0.74 0.62 0.74 
乳製品 -3.3 一2.74 一3.28 1.52 1.27 1.52 

糖果及烘估麵食 -2.59 一2.15 -2.57 0.83 0.69 0.82 
其他食品 -3.18 -2.64 一3.15 1.09 0.91 1.09 

非酒精飲料 -1.62 一1.3 5 -1.61 0.47 0.39 0.47 
酒 一2.94 一2 .4 5 一2.93 1.2 1.2 

煙 一4.28 一3.56 一4.27 1.77 1.47 1.77 

資料來源:本文之模擬結果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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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調升性的關稅結構不僅受到大部分開發中國家所採行，工業化國家也頗為常見，其

中又以農產品最為普遍。由於此種關稅結構有礙於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進展，因此在

WTO 新回合談判中，縮減關稅級距的議題被開發中國家列為重要並應該要有實質改善的

議題。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以我國農產品為例，來分析我國上、下游產業之間的關稅調

升現象。除此之外，為了因應 WTO 新回合談判可能在縮減關稅調升的議題上達成協議，

本文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針對三種可能縮減關稅級距的方式作模擬，以暸解不同

的縮減方式對台灣農產品可能造成的影響。

由台灣農產品的資料分析得知，有將近 3/5 的農產品具有關稅調升的現象，其上、

下游之間的平均關稅級距約為 11%; 而有大約 1凡的農產品則呈現關稅反調升的結果，

其上、下游之間的平均關稅級距高達一127%之多。這些結果反應出關稅調升的結構是台

灣農產品關稅的常態，但調升的幅度卻不大;而關稅反調升的情況雖較為少見，但其調

降的幅度卻非常大。這顯示出在常態情況下，我國政府對下游農產品的保護程度較高，

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因利益團體的遊說或政治選票的考量，政府可能轉而高度保護上

游的農產品，因而犧牲下游廠商的利益。

此外，本文依據 WTO 農業談判的關稅降幅，分別針對「情境一:上游產品關稅削

減 40% 、下游產品關稅削減 60%J 、「情境二:上游產品關稅削減 30% 、下游產品關稅

削減 50%J 以及「情境三:上游產品關稅削減 30% 、下游產品關稅削減 60%J 等三種方

式作模擬。由實證模擬的結果得知，無論是採用何種方式以縮減關稅級距，對於台灣整

體之就業量、實質 GDP 、總進口與總出口均有正面的影響，而對於國內之消費者物價指

數則有壓抑的效果。而對於台灣個別農產品之影響方面，無論是採用何種方式以縮減關

稅級距，我國所有農業部門之產出與就業都將因而減少，大部分農業部門之進口、出口

與需求量都將因而增加，而大部分農業部門之上、下游農產品價格都將因此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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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若就不同縮減關稅級距的方式加以比較，由實證模擬的結果得知，當政府「同

時增加上、下游關稅降幅來縮減關稅級距」或「僅增加下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減關稅

級距」時，對總就業、實質 GDP 、總進口與總出口的正面影響將會增加，而對消費者物

價指數的壓抑效果也會加深。然而若政府「僅減少上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減關稅級距」

時，對總就業、實質 GDP 、總進口與總出口的正面影響幅度將減少，而對消費者物價指

數之壓抑幅度也會降低。

至於在個別農產品之影響方面，當政府「同時增加上、下游關稅降幅來縮減關稅級

E巨」或「僅增加下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減關稅級距」時，對我國所有上、下游農業部

門之產出與就業的負面衝擊、對進口或出口的正面或負面衝擊、對價格降幅以及對需求

量增幅都將進一步擴大。然而若政府「僅減少上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減關稅級距」時，

對大多數上游產業之產出與就業的負面衝擊將會減少、對進、出口的增幅、價格降幅或

需求量增幅都將縮小;但是對下游產業之產出與就業的負面衝擊將會增加、進口的增幅

也會增加、而出口的增幅、價格降幅或需求量增幅則將縮小。

最後，綜合本文之模擬結果得知，若僅就台灣本身總體社會福利的觀點而言，對於

WTO 新回合縮減關稅級距的談判，我國應該站在支持的一方。然而若僅就台灣農產品生

產者的觀點而言，貝IJ我國對於縮減關稅級距的議題上應該有所保留。倘若削減關稅與縮

減關稅級距成為日後 WTO 新回合談判的共識，貝IJ由於採行「同時增加上、下游關稅降

幅來縮減關稅級距」或「僅增加下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減關稅級距」等兩種方式都將

使我國所有上、下游農業部門之產出與就業的負面衝擊進一步擴大，因此為了減輕其對

我國農業的衝擊，本文建議我國應該採行「僅減少上游產品的關稅降幅以縮減關稅級距」

的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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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ff escalation become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in the new Doha Round negotiation 
because it is viewed 部 a stumbling block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甘l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degrees of 

escalations in Taiwan's agricultural-related commodities 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to 
reduce them. A simplified theoretical model is first established to illustrate 也e structural 

impac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reducing tariff escalation. Then a computable gene叫
equilibrium model of Taiwan is applied to simulate the quan位tative impacts of three alternative 
reduction proposals. 甘l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出at if welfare improvement is the major 

policy concern, then Taiwan should favor the reduction because it improves the overall welfare 

of Taiwan. However, if farmers' welfare is the major poli可 concem， then Taiwan should act 
against the reduction. In case the consensus to reduce tariff escalations has been determined, 
then the second-best choice is to offer upstream industries relatively smaller tariff reduction 
rates than the downstream industries. 

Professor，甘l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紗， and a 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訂閱 first au也or would like to 也ank the Fulbright Foundation and the 
Department ofEconomics, University ofWisconsin-Madison to provide the opportunities to 
do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wo anonymous referees and 
editor for their useful suggestions. AlI errors are solely our responsibility. 

•• A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叫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and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