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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模型說明與設定 

 

本研究將採用二個模型進行實證研究，除探討一般經濟變數對

貿易流量之影響外，實證一將分析各主要區域經濟整合對區域內貿

易之影響；實証二將分析各主要區域經濟整合是否在會員國間存在

貿易創造效果及對非會員國造成貿易轉向效果。 

 

一、實證模型一： 

本研究將參用 Frankel (1997)及陳雯 (2002)之模型探討全球主

要區域經濟整合形成過程中，對於區域內貿易流量之影響。 

ijjijiij DyyYYX lnlnlnlnln)ln( 543210 βββββ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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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式係以某一特定年度之橫斷面資料進行分析， ijX 為應變數

，表示 I國出口至 J國之出口量。在自變數部分， 0α 表示截距； iY

表示 I 國(出口國)之實質國民生產毛額； jY 表示 J國之(進口國)實質

國民生產毛額； iy 表示 I國(出口國)之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jy 表

示 J國(進口國)之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ijD 表示 I國至 J國之距離

。為實證各區域是否具有貿易創造效果，爰納入區域組織之虛擬變

數，當 EU=1時，表示 I國與 J國(即出口國與進口國)均為歐盟之會

員國；否則為 0，其餘同理推之。區域虛擬變數表示區域組織對貿易

量具有正面或負面之影響，由各年度資料試算可分析區域內貿易變

動情形，驗證是否具有貿易創造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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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模型二： 

本研究將參用Wall (2002)之模型探討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區

域內貿易流量、對非會員國及台灣進出口貿易情形，以驗證區域整

合是否對會員國存在貿易創造及對非會員國、台灣是否存在貿易轉

向之效果。本研究利用 panel data 方式，並採用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方程式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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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式中， ijtX 為應變數，表示在 t年時，I國出口至 J國之出口

量。在自變數部分， 0α 表示截距； ijtT 表示(time dummy)時間之特定

效果； itY 表示 t 年時，I 國(出口國)之實質國民生產毛額； jtY 表示 t

年時，J國之(進口國)實質國民生產毛額； ity 表示 t年時，I國(出口

國)之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jty 表示 t年時，J國(進口國)之每人平

均國民生產毛額； ijD 表示 I國至 J國之距離。其餘變數均為設定之

區域虛擬變數。 

 

(一)在區域虛擬變數部分，實證上設定六個區域經濟組織之區域內

貿易效果、對非會員國及特定國家之進出口影響，爰設定 30個

區域整合虛擬變數(integration dummies)分述如下： 

1、當 1=b
ijtI 時表示在 t年時，I國與 J國(即出口國與進口國)均為

b區域之會員國；否則為 0。Ib
ijt之相關係數表示區域內貿易

變動情形。 

2、當 1=b
ijtM 時表示在 t年時，J國(進口國)為 b區域之會員國，

但 I國(出口國)非屬會員國亦非為台灣；否則為 0。 b
ijtM 之相

關係數表示區域會員自非屬區域會員國進口變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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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 1=b
ijtX 時表示在 t年時，I國(出口國)為 b區域之會員國，

但 J國非屬會員國亦非為台灣；否則為 0。 b
ijtX 之相關係數表

示區域會員出口至非屬區域會員國出口變動之情形。 

4、當 1=b
ijtMT 時表示在 t年時，當 J國(進口國)為 b區域之會員國

，且 I國為台灣；否則為 0。
b

ijtMT 之相關係數表示區域會員

自台灣進口變動之情形。 

5、當 1=b
ijtXT 時表示在 t年時，當 I國(出口國)為 b區塊之會員國

，且 J國為台灣；否則為 0。
b

ijtXT 之相關係數表示區塊會員

出口至台灣之變動情形。 

 

(二)各變數之衡量方法與其經濟含意說明如下： 

1、出口量( ijtX )：表示在一定期間內 J國(外國)對於 I國(本國)

財貨之購買支出。 

2、國民生產毛額( itY 、 jtY )：一個之國民生產毛額可代表一國之

經濟規模。一般而言，出口國之國民生產毛額提高時，表示

出口國出口供給能力提高，對其出口有正面之影響；而當進

口國之國民生產毛額提高時，則對於出口國的產品需求增加

，導致出口國之出口量亦會增加。 

3、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ity 、 jty )：除考慮國家整體經濟規模外，

另考慮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倘進口國之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提

高，則對進口需求亦會增加；出口國之出口增加。同上述，

倘出口國之人均國民生產毛額高，表示出口國之經濟發展程

度及技術水準較高，對其出口能力有正面之影響。 

4、兩國之地理距離( ijD )：兩國之地理位如距離太遠，將會提高

運輸費用，增加貿易成本，削弱出口競爭力，不利於貿易之

拓展，一般而言，地理距離與出口量成反函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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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區域虛擬變數中，在各文獻探討中，其對經濟影響之正反

函數效應，並無明確的實證證實；不過一般而言其貿易創造

效果是廣為接受的。在本模型各虛擬變數中，推估如下：倘

本模型在區域內貿易具有貿易創造之效果，則 b
1θ 呈現正函數

關係；倘 b
2θ 、 b

4θ 呈現反函數關係，表示二國間存在貿易轉向

效果，會員國自非會員國及台灣進口減少，倘呈現正函數關

係，則表示不具有貿易轉向效果； b
3θ 、 b

5θ 呈現反函數關係，

表示存在貿易轉向效果，會員國出口至非會員國及台灣亦減

少，反之，則不具有貿易轉向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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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來源 

 

本研究選擇六大區域經濟組織分別為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

東協自由貿易區、南方共同市場、安地略集團及紐澳緊密關係協定

等六大區域進行實證。模型一係採橫斷面資料分析，共計包含 37個

國家1，每一年共計 1332 貿易配對(37x36)觀察點進行實證，本研究

分析之年份橫跨 13年，選取之觀察年份計有 1990年、1993年、1996

年、1999年、及 2003年等五年資料；模型二部份，係採 panal data

進行實證，故共計 6660個觀察點(37*36*5)。 

 

本研究出口值資料係取自教育部「AREMOS經濟統計資料庫」

中之「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貿易統計資料庫」。國民生產毛額

及人均國民生產毛額資料係取自美國能源資訊局 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之 Worl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及World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t Market Exchange 

Rates。距離資料係採用二國之間主要港口之距離，資料來源為

Lloyo’s Maritime Altas 及 Reed’s Marine Distance Table二書，內陸國

如巴拉圭則以鄰近重要港口加上一定之內陸距離來代替。 

 

 

                                                 
1六大區域經濟組織中所分析的37個國家分別為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等三國
；歐盟：法國、西德、義大利、比利時、荷蘭、英國、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
、奧地利、瑞典、芬蘭等十四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
、汶萊、越南、寮國等八國；南方共同市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等四國；安地略
集團：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委內瑞拉、秘魯等五國；澳紐緊密關係協定：澳洲、紐
西蘭等二國及台灣。由於資料取得之問題，未包括歐盟之盧森堡及東協自由貿易區之緬甸及柬
埔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