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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文獻探討 
 

在區域經濟整合之靜態效果上，Viner (1950)認為由於簽署協定

之會員國將會適用較低的關稅，而非區域會員國將適用較高之關稅

，因此將會產生貿易創造效果(trade creation effect)及貿易轉向效果

(trade diversion effect)。貿易創造效果係指由於區域經濟整合後關稅

免除或下降，向會員國增加進口量，亦對會員國增加出口量，雙邊

貿易量將會擴大；本國無效率之生產被會員國有效率之生產所取代

，使得本國能以較低的社會成本消費此一產品，本國福利因此上升

。貿易轉向效果係指由於對會員國採取優惠貿易措施，原本從生產

效率較高的非會員國進口的產品，可能因關稅免除轉而自生產效率

較低的會員國進口，使得本國消費此一產品的社會成本上升，本國

福利因而下降。 

 

貿易創造效果對本國福利有提升作用，而貿易轉向效果對本國

福利卻有負面影響，故倘貿易創造效果大於貿易轉向效果，則本國

福利增加，倘貿易轉向效果大於貿易創造效果，則福利減少。鑒於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偏重於貿易產生的原因、模式與褔利效果，而

忽略了影響貿易流量決定因素之問題探討，而自 60年代以來所發展

的引力模型可有效的分析雙邊的貿易流量等相關議題，故本研究將

以引力模型來探討分析區域整合對雙邊貿易流量的影響。 

 

第  一  節   引力模型之文獻回顧 

 

引力模型起源於牛頓物理學中的”引力法則”，即兩個物體間的

引力與其各自的質量呈正比，且與其之間的距離呈反比。最早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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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型應用於國際貿易領域係 Tingbergen (1962)與 Poyhonen (1963)

，由於以往主流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模型及其驗證未能提供雙邊貿易

流量研供必要的理論基礎及相關計量研究，而引力模型則是借重物

理學的概念及型式，提供了研究貿易流量的另一方法，在 70年代之

後，貿易引力模型得到蓬勃發展與應用。Bergstrand (1985)指出儘管

此模型在統計上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由於缺乏理論基礎，故在解

釋和預期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為此經濟學家開始為引力模型的基

礎進行探索。Bergstrand (1989)、Deardorff (1998)及谷克鑒(2001)指

出引力模型是一簡化型式(reduced form)，係自出口供給及進口需求

部份均衡方程所導出。引力理論模型已日益穩固且催生了大量的文

獻；此外在模型的構造，原集中在對橫斷面的分析，然而隨著 panel 

data fixed effect的特定分析方式(含橫斷面及時間序列分析法)之興起

，在時間的特定效果上有極大的解決方式。引力模型在經濟學及國

際貿易理論聯結下，不僅豐富了引力模型的研究，並推動了國際貿

易理論的發展。本章將就引力模型相關文獻進行整理與探討(重要文

獻之詳細說明表詳如附件)。 

 

Tingbergen與 Poyhonen分別於 1962年及 1963年將引力模型引

用於國際貿易領域，用以對世界貿易流向和貿易流量規模進行研究

。Tingbergen 所採用的雙邊貿易流量計量研究模型是計量經濟學上

的簡化型式，其指出兩國間的貿易流量與兩國間的經濟規模(通常經

濟規模以國民生產毛額來衡量)成正向關係，與兩國間之地理距離成

反向關係。 

 

Linnemann (1966)將人口納入引力模型探討，Linnemann指出在

人口不變的情況下，國民生產毛額決定了人均收入的高低，從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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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消費結構。一國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愈高，則消費水準呈現多樣

化，對於一個多樣化的消費結構而言，則需要仰賴對外貿易加以實

現。此外，在原有之模型中納入優惠貿易協定之虛擬變數，並用對

數線性型式予以模型化，此成為引力模型之標準模式。 

 

Frankel (1997)應用引力模型實證各區域整合之貿易流量效果，

並納入不同的虛擬變數包括文化、相同的邊境、相同語言等進行衡

量，其指出引力模型是衡量貿易創造效果及貿易轉向效果最好之模

型工具。Frankel採用 1965年至 1992年之資料，以檢驗區域效果，

亦即當兩個國家為同一個區域集團時，則區域虛擬變數為 1，否則為

0；所估算出的相關係數代表在每一個區域間有多少的貿易量可被歸

因於特定的區域貿易效果。其實證結果顯示在各項變數相關係數均

十分顯著，其驗證當兩國國民生產毛額之相關係數均小於 1，表示當

兩國之經濟規模增加 1時，兩國之貿易量未能成比例之增加，惟其

隨時間有上升的趨勢。以距離而言，其相關係數為負，表示距離增

加，兩國之貿易量減少，具有相同的語言及相同的邊界則對貿易流

量有正面的影響。在各項區域變數上，其測定結果，歐盟、南方共

同市場、安地略集團、澳紐緊密關係協定之區域內貿易效果極為顯

著，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區域效果並不顯著。另其他研究亦針對

區域整合對貿易流量影響進行實證；在歐盟部分，Kreinin (1972, 

1981)就指出歐盟的成立與東擴，將造成少量的貿易轉向效果，與極

大的貿易創造效果；另 Gundlach et al (1993)指出由於歐盟缺乏初級

產品及相關替代品，貿易轉向的效果極小，反而因歐盟的成立，帶

來更大的貿易商機。在西半球部分，Clausing (1995)認為 1988年美

國與加拿大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無證據顯示，有任何減少與其他

國家進口之負面影響。Hufbauer 、Schott (1993)發現北美自由貿易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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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僅存有極小的貿易轉向效果，此因美國關稅已經非常低，且已

有普遍優惠關稅制度(GSP)，及已給予墨西哥邊境加工區特殊之優惠

(Maquilladora program)，故形成自由貿易區已無太大的影響，爰在自

由貿易協定中對貿易較有影響的層面為非關稅貿易障礙及行政管制

之措施；在東協部分，並無證據顯示其具有貿易轉向效果，因東協

對外貿易亦十分開放。 

 

Matyas (1997)認為以往在驗證區域集團效果上均以同一時點包

含多個國家的橫斷面分析(cross-section)，或單一國家多時點的時間

序列 (time-series)分析，惟上述二種方式較不準確，其建議應利用

panel data fixed effect(即一組包含多個國家、多個時點及同時考量到

橫斷面及時間因素的資料)之方式分析。其認為引力模型除兩國間之

國民生產毛額、距離及其他影響出口量之因素外，應考量不同國家

或不同時點對出口量之影響。Matyas 並從計量經濟學之觀點指出設

定進口國特定效果、出口國特定效國及時間特定效果之重要性，且

該三個效果可視為隨機變數 (random variables)或固定參數 (fixed 

parameters)；另貿易集團對於貿易量之影響超出國民生產毛額及距離

。當進口國特定效果相當大時，表示該經濟體十分的開放，貿易障

礙較小；出口國特定效果大時表示其出口能力相對於其他國家較強

；當一區域內大多數國家之出口國和進口國的特定效果，相較於集

團外國家而言是較大的，即可推論該區域組織具有顯著的「貿易壁

壘」現象。 

 

Frankel, Stein 與 Wei (1998)探討在各國頻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

過程中，歐、美、亞已逐漸形成三大版塊，根據雙邊貿易的資料，

驗證全球是否將成為小型的大陸型貿易區塊，以及大陸型貿易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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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整合是增進或抑降低世界褔利。其指出區域經濟整合中具有共

同大陸邊境者，諸如歐盟及歐盟東擴及美洲自由貿易區對於世界經

濟褔利有提昇作用。 

 

Frankel ,Wei (1998)以 1970-1992年的資料分析主要國家間貨幣

的一致性對區域內貿易的影響，並衡量區域貿易協定的褔利效果，

以評估區域貿易協定是自由貿易的絆腳石或基石。其認為組成區域

貿易組織最大的可能效應為該貿易區塊為一政治上的基石，將有助

於更進一步貿易自由化。其認為有些區域貿易組織除區域內貿易量

增加外，亦增加對其他國家之出口貿易；而部分區域貿易組織，則

具有貿易轉向的影響。故區域化對貿易自由化的影響尚須視不同的

情況及其所組成的區域等因素進一步評估。 

 

Eichengreen , Irwin (1998)為評估區域組織的效果，在模型中加

入虛擬變數來衡量，當呈現正相關時，表示兩國國家間存在優惠性

貿易協定，較其他國家產生更多的貿易，具貿易創造效果；此外，

當相關係數為負數時，表示對其他未參與的國家產生貿易轉向效果

。Eichengreen , Irwin (1998)分析貿易的歷史效應對貿易產生的影響

，亦即過去的貿易型態對現在貿易流量的影響。因為以往的交易習

慣、市場特有的銷售型態、配銷通路、服務等均對兩國間貿易存有

優勢。另又納入延遲貿易變數(lagged trade)，即實證 1954年之貿易

量時分別在自變數中納入 1949、1938、1928年之貿易量，其實證結

果顯示，隨時間演進，其相關係數愈小，表示愈過往的貿易對於現

今貿易流量的影響愈少。此外，納入 GATT及 EEC成員等貿易及金

融區塊變數(trade and financial bloc)，區塊效果顯著代表具有貿易創

造效果。另納入殖民關係(former colonial relationships)，經實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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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十分顯著。本研究主要驗證貿易的歷史背景影響貿易流量，此為

標準的引力模型所忽略的。 

 

McCallum (1995)研究美國與加拿大間有共同的邊境，及相似之

文化、語言等，此對區域貿易的影響。結果發現二國間具有共同的

邊境對於貿易流量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在區域貿易協定簽訂後，

共同邊境等同消失，具有極大貿易創造效果。 

 

Stone,Jeon (2000)利用引力模型研究亞太地區經濟體之國外直

接投資(FDI)與貿易流量的關係。其實證結果指出在亞太地區 FDI與

貿易有極為正面的效果，並具有互補關係，貿易帶動投資流量的效

果大於投資流量帶動貿易之影響；二國間的距離僅對於貿易流量有

影響，對於國外直接投資則無影響。其亦指出自 1989年 APEC成立

以來強化會員國間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惟對於會員國間之投資則未

產生經濟上相互依賴之現象。 

 

Wall (2002)利用引力模型實證研究日本是否會在區域經濟整合

之潮流中遭受邊緣化之影響，並計算各區域經濟組織的區域內貿易

效果、對區域外之進出口貿易效果，以及區域經濟組織對於日本之

進出口貿易效果，其分別選定 1982，1987，1992及 1997四年之觀

察時點，並以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歐盟(EU)、東協自由貿易

區 (AFTA)、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安地略集團 (Andean 

Community)、紐澳緊密關係協定(CER)等計六個區域組織內部 70個

國家，加上日本計 71個國家，共計使用 13284個觀察值進行實證研

究。Wall 的模型可有效的估計出全球的區域經濟整合的效果及對於

日本的影響，實證驗證 NAFTA、AFTA、CER、MERCOSUR、An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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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等五個區域經濟組織存在顯著區域內貿易現象，符合

Viner (1950)所提出之貿易創造效果；另一方面，日本對 NAFTA、EU

、CER、MERCOSUR、Andean Community 的出口貿易則因區域經

濟組織之形成產生貿易轉向的效果，而有衰退現象產生。 

 

黃登興、徐茂炫(1997)以「台灣五十三年表(1896-1948)的貿易資

料」，運用引力模型測定日據時期台灣雙邊貿易對象的變化。其發現

，歐美勢力中，以英國在日據殖民初期對台灣貿易有顯著的影響；

中國大陸與台灣因有文化專屬性，在短時間無法為殖民者所取代或

改變，故台灣自中國大陸的進口比重並未隨日本統治的時間而有所

萎縮。又黃登興 (2002)以引力模型探討「全球化下之貿易集團」，其

利用 Anderson (1979) 與 Bergstrand (1985)傳統之線型對數型式

(log-linear form)模型進行實證。結果顯示，二國間之雙邊貿易流量取

決於國民生產毛額、人口、距離及其他的因素(contiguity factors)。一

般而言，國民生產毛額及人口是一個經濟變數，它反映了經濟體的

貿易需求，意即較大的國民生產毛額導致其對於國外財貨有較大的

需求，其實證結果，市場規模與貿易量成正比，且亦證實邊際進口

傾向(marginal import propensity)為正的貿易理論。另，其亦驗證 1980

學者所提有關所得相似論爭議(income-similarity argument)，亦即兩

國間的所得程度愈為接近，則區域內產業貿易的程度愈大。又傳統

貿易中距離為貿易的天然障礙，兩國間較長的距離表示具有較多的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此外，其並納入非直接的交易成本，舉

例而言，兩國倘享有同樣的語言、文化，則具有較少的交易成本。

黃登興更進一步將其模型延伸，探討 NAFTA、EU、ASEAN、及大

中華經濟區(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之區域效果。其實證結果為

ASEAN之區域內貿易效果並不顯著，大中華經濟區之區域內貿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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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隨著大陸市場之開放有逐漸下降之趨勢，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

貿易壁壘效果愈益明顯，測知自由貿易區或經濟同盟可有效增進區

域內的貿易。 

 

郭錦婷 (1999) 利用 Matyas (1997)固定效果模型，以 1985年至

1997年亞太十六個國家之雙邊貿易資料，探究亞太國家雙邊貿易受

那些因素所影響，並檢驗亞太地區區域集團對貿易的影響。結果為

出口國與進口國之國民生產毛額、實質匯率、政治穩定度、文化相

似程度等五個變數影響出口之方向為正；兩國之地理距離影響出口

之方向為負。在有關區域組織貿易效果部份，APEC 貿易效果未顯

著，而 ASEAN已存在貿易創造效果，NAFTA貿易創造效果顯著且

逐年增加。 

 

陳雯 (2002) 指出對區域貿易效應的研究，最常用的方法即分析

區域內貿易比重的變化，檢視區域貿易合作是否擴大區域內貿易。

惟倘僅分析區內貿易比重來探討區域組織對區內貿易影響時，可能

會擴大區域經濟組織的作用，因為區域貿易比重的增加，除區域組

織外，尚還有包括經濟景氣、產品互補性變化等因素。陳雯利用引

力模型分析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對於區域內貿易的影響，除基本

的引力模型外，並設定區域虛擬變數，來測定其影響，當區域虛擬

變數的係數隨時間增大時，表示區域組織對區域內貿易有促進的效

果。 

 

盛斌、廖明中 (2004)運用引力模型解釋中國與主要發展中國家

與新興國家的雙邊貿易流量的決定，並從總貿易量及產業等兩個構

面計算中國的出口潛力，及分析決定出口潛力的結構性因素。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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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模型的基本式外，納入了包括兩國是否有共同的邊界、區域虛

擬變數、兩國是否存在歷史上的殖民關係、兩國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差的絕對值、及對進口國的貿易依存度等變數。其實證結果為中國

的出口在總體表現上為”貿易過度”，但對於俄羅斯、日本等七個國

家或地區為”貿易不足”(註：將一國的實際出口水準與引力模型的模

擬值相比，若實際值低於模擬值，則為”貿易不足”；反之則為”貿易

過度”)。除了運用引力模型及貿易總量來測算中國的出口潛力外，還

針對各部門類別的出口進行模擬。將產品分為六大類包括(A)初級產

品、(B)勞動力和資源密集型製造品、(C)低級技術密集型製造品、(D)

中級技術密集型製造品、(E)高級技術密集型製造品、(F)及其他未分

類產品，並分別測算(B)-(E)四大類別產品之出口潛力。其結果發現

，中國對該四大類產品均為貿易過度的現象，其依高低程度分別為

(D)、(E)、(B)、(C)，反映了中國在國際貿易和分工的格局與地位。

在出口潛力的結構性因素上，其係以中國最大的市場美國相比，其

貿易量不足的結構性原因，依序為國民生產毛額，區域貿易、地理

及貿易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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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引力模型之變數闡述 

 

引力模型為探討雙邊貿易流量之模型，各項變數代表影響雙

邊貿易流量之因素，綜合歸納第一節之文獻資料，影響雙邊貿易

流量之因素基本上包括出進口國之國民生產毛額、出進口國之人

均國民生產毛額、二國間的地理距離；此外，由於各研究探討之

狀況或目的不同，所納入之其他變數亦不同，其中包括二國間是

否具有共同邊界或語言、實質匯率、殖民關係、政治穩定度、過

去的貿易狀況及區域經濟組織均會影響貿易流量之變動。 

 

一、基本型式之引力模型 

ijtijjijiij DyyYYX εδββββα ++++++= lnlnlnlnln)ln( 43210     (1) 

 

(一)二國間之出口貿易量( ijX )：I國出口至 J國之貿易量。 

(二)出口國之國民生產毛額( iY )：反映一國或一地區的出口供給能

力，經濟規模愈大，則潛在的出口能力愈大，雙邊的貿易流

量也愈大。 

(三)進口國的國民生產毛額( jY )：反映一國或一地區的進口需求能

力，經濟規模愈大，則潛在的進口能力愈大，雙邊的貿易流

量也愈大。 

(四)出口國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iy )：人均國民生產毛額除表示人

口規模的基本內涵外，亦反映出口國的經濟發展水準、代表

性之需求水準、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偏好及要素稟賦比例等；

此外，亦反映其出口能力。 

(五)進口國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jy )：反映進口國的經濟發展水準

，隨著人均收入增加，對進口需求亦會提高。 

(六)距離( ijD )：以距離遠近表示運輸成本高低及衍生之交易成本

的高低，貿易成本亦將影響二國間貿易流量。一般採用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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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或經濟中心的距離或兩國主要港口間的航海距離來衡量

。 

 

二、納入不同變數之引力模型 

一般而言，許多引力模型納入不同的變數及虛擬變數探討其對

於貿易流量的影響，分述如下: 

(一)共同邊界：當兩國具有共同邊界時，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則貿易

流量增加。 

(二)共同語言：當兩國擁有共同語言時，溝通障礙減少，具貿易創造

效果，貿易流量將增加。 

(三)實質匯率：即外國相對本國之物價水準高時，將有利於本國之出

口，則對於貿易流量將有正向之影響。 

(四)殖民關係：由於殖民關係，兩國間出現相當程度上的歷史、文化

、傳統、語言及法律的共同特性，會降低貿易的各種成本，促進

雙邊貿易流量。 

(五)延遲貿易(lagged trade):過去的貿易型態對現今貿易流量的影響

，通常隨時間逐年演進，則其相關係數愈小，即影響愈少。 

(六)兩國人均 GDP 差的絕對值：表示人均收入水準決定雙方需求水

準的接近程度，代表性需求的重疊度，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兩國產

業內貿易的狀況；該值愈小表示代表性需求愈易產生重疊，產生

產業內貿易的現象愈大。 

(七)政治穩定度：政治穩定的國家將有助於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及降低

商業行為之風險，對雙邊貿易應有正向之影響。 

(八)區域虛擬變數：當兩國同屬一個區域貿易組織時，其將撤除區域

內之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較區域外國家之貿易更為自由化，

一般而言具貿易創造效果，貿易流量將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