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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理論文獻回顧 

 

1.匯率不完全轉嫁 

 

    在探討匯率轉嫁之議題上，可先由單一定價法則(the law of one price，LOP)

說起。LOP 是指在市場為完全競爭的假設下，且沒有任何貿易障礙以及運輸成

本，在透過商品交易以及套利之下，以相同貨幣衡量某特定商品，該特定商品的

價格在本國以及國外皆會相等，即 

M fP EP=                                                       (1) 

在式(1)中 MP 為以本國貨幣表示的進口物價；E 為匯率，以直接匯率報價表示，

即一單位外幣兌換 E 單位本國貨幣； fP 為該商品之外國出口商以外國貨幣表示

的價格。將式(1)取自然對數： 

   ln( ) ln( ) ln( )M fP E P= +  

以小寫重新表示： 

pm e pf= +                                                     (2) 

在市場為完全競爭等之假設下，由式(2)中pm對e的偏微分為1可知，匯率的變動

會完全影響進口物價的變動。也就是說匯率會完全轉嫁至進口物價上。 

由上述LOP可知，在完全競爭市場下，匯率會影響進出口物價。但是，藉由

匯率政策間接改善貿易失衡，則必須在Marshall-Lerner條件成立 (即一國之進口

需求彈性與出口需求彈性相加大於一) 時，匯率的升貶值才能影響貿易餘額。也

就是說，此時匯率政策才得以改善貿易的失衡。Goldberg & Knetter(1997)提出，

在理論上匯率完全轉嫁必須在以下假設下才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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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為完全競爭(competitive market)，且廠商價格定價之成本加成(markups)是

固定不變的， 

(2)廠商生產的邊際成本必須固定。 

亦即必須在上述假設下，匯率政策才能完全影響貿易餘額。倘若，進出口市場不

符合這些假設，則匯率政策則不能完全的改善貿易失衡問題。 

有關匯率轉嫁之理論，Dornbusch(1987)首先建立理論架構探討匯率與市場結

構之關係。他認為實際貿易市場為不完全競爭市場，故利用不完全競爭模型

Cournot Model與Dixct-Stiglitz Model，以部份均衡法分析 (partial equilibrium 

approach)來探討市場結構與匯率轉嫁的關係。他假設兩生產廠商生產邊際成本固

定且在購買力評價假說(purchasing power parity hypothesis)成立，推導得出匯率的

轉嫁程度，結果發現匯率的轉嫁程度會受到市場結構與產品替代性影響。 

Hooper & Mann(1989)利用成本加成模型探討匯率轉嫁議題。該模型乃是假

設式(2)中外國廠商之出口價格定價為 fP 等於生產成本的某一個加成，即： 

fP Cν=                                                        (3) 

式(3)中ν 為成本加成；C為外國廠商之生產成本。當外國生產成本C增加，將使

得外國廠商生產之產品價格亦上升。其研究結果顯示，美國匯率轉嫁程度在0.50

至0.60之間，即有不完全轉嫁之現象，且長期的轉嫁程度高於短期的轉嫁程度。 

Wilamoski(1994)探討匯率變動與出口價格之關係。他認為模型設定中，廠商

的生產成本(C)並非為一固定常數。因為廠商的製造原料可能需要仰賴進口，即

廠商的中間投入是來自外國廠商的生產，所以當匯率變動時，廠商之生產成本也

會因此而隨之改變。當本國貨幣升值時，雖然會對出口廠商不利，但若該出口廠

商的成本是外國進口之原料，則該成本會因此而下降，此對出口廠商有利。故應

將匯率變動影響成本變動的間接因素考量在其中。 

Menon(1995)假設廠商產品具有異質性下，利用成本加成模型來探討匯率轉

嫁。作者認為廠商會因匯率的變動，以及其所受之市場競爭壓力來自行改變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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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藉由改變成本加成改變定價。當面臨較高的市場壓力，則廠商會自行降低成

本加成，自行吸收匯率變動所造成的影響，使價格不變進而不使其競爭力受影

響。若所受市場壓力不大，則廠商相對較不會去改變成本加成。亦即廠商讓價格

因匯率而變動，使匯率直接轉嫁至商品價格上。 

    因為實際上貿易市場不為完全競爭，且台灣為一小型經濟體系，外國廠商較

有定價能力，故本文沿用Hooper & Mann(1989)之成本加成模型來探討台灣匯率

轉嫁製進口物價之議題。 

 

2.匯率轉嫁之不對稱性 

 

關於匯率轉嫁的不對稱性，實證上發現兩種現象。一種是當一國匯率升值時

其匯率轉嫁至進口物價之程度，與匯率貶值時之轉嫁程度有差異；另外一種是當

匯率波動幅度大小不一樣時，轉嫁程度也不一樣。對於這兩種不對稱轉嫁的現象

可能的原因為：(1)市場佔有率(Market Share)，(2)廠商產量受到限制(Binding 

Quantity Constraints)；(3) 菜單成本(menu cost)等原因，分別說明如下： 

 

(1)市場佔有率 

廠商會顧慮到產品的市場佔有率而有不同的決策。當進口國(本國)貨幣貶值

(E 上升)時，出口國(外國)可以選擇 (i)降低成本加成(ν )使進口物價( MP E Cν= )

不變(此時即為完全沒有轉嫁)，但是出口商的利潤會下降(因外國匯率下降)。出

口商還可以選擇 (ii)維持成本加成不變，使進口物價因進口國貶值而上升，但是

市場佔有率就會下降，利潤也可能因此也下降。故廠商會在考量市場佔有率的關

係下作第一個選擇，讓成本加成下降進口物價不變，而變成完全沒有轉嫁。 

當進口國升值(E 下降)時，出口商也有兩個選擇 (i)增加成本加成使進口價格

不變(此即為完全沒有轉嫁)，且出口商會因為進口國升值而利潤上升；或 (ii)維

持成本加成不變，使進口物價下降(此時則有匯率轉嫁)，市場佔有率上升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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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利潤上升。在考量市場佔有率上廠商會作第二個選擇，維持成本加成不變。故

因為廠商顧慮市場佔有率的關係，當進口國匯率變動方向不一樣時，廠商會作出

不同選擇。從上面可看出當進口國貶值時不會有轉嫁效果，而當進口國升值時則

有轉嫁的效果。 

 

(2)廠商產量受到產能限制 

Baldwin(1988)提出瓶頸模型(the bottleneck model)，認為廠商之產量會受到自

己的產能限制，而無法擴充市場佔有率。所以在沒有辦法顧及市場佔有率之下，

廠商在進口國貨幣貶值時，會做第二個選擇，即維持成本加成而使進口價格上升

(有轉嫁效果)。此時廠商已轉嫁因匯率變動造成的成本。而在進口國升值時，出

口廠商會做出第一個選擇，即增加成本加成而使進口價格不變(沒有轉嫁效果)。

因為如果讓進口價格下降，廠商則沒有足夠的產量擴充市場佔有率因而使利潤下

降。故廠商若是受到產能限制，則其匯率轉嫁的不對稱性恰好與上述廠商考量市

場佔有率的影響相反。 

 

(3) 菜單成本 

近期除了探討匯率變動方向對進口物價不對稱轉嫁之外，更發現當匯率變動

的程度大小不同時，也有不對稱性的現象。當匯率變動幅度較大時，轉嫁至進口

物價的程度也較大；反之當匯率變動幅度較小時，轉嫁的程度就比較小。會造成

該現象，是因為廠商要調整價格是需要菜單成本的。若匯率變動幅度夠大，廠商

才願意承擔改變價格的菜單成本；若變動幅度不夠大，廠商將不願意改變價格，

而自行吸收匯率變動所帶來的傷害。換句話說，只要匯率變動所帶來的傷害大於

廠商的菜單成本，廠商才會調整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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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文獻回顧 

 

有關匯率轉嫁的議題實證結果大多顯示為不完全轉嫁。Kreinin(1977)利用加

總資料研究結果顯示，匯率轉嫁至進口物價上大多為不完全轉嫁。美國轉嫁程度

為0.5(50%)，德國為0.6，日本為0.7，加拿大以及比利時為0.9；而僅有義大利結

果為完全轉嫁。Mann(1986)利用加總貿易資料，研究美國匯率與進口物價的關

係。其發現不只是匯率有不完全轉嫁現象，而且還有不對稱的轉嫁。作者發現當

匯率升值時的轉嫁程度會高於匯率貶值的轉嫁成度。 

Parsley(2003)作者利用香港進口資料做研究。其將資料不僅依商品的分類做

分析，並於模型中加入自不同國家進口的變數，利用該Panel data做匯率轉嫁議

題之分析。其結果發現，(1)匯率轉嫁程度的估計，會因為產業、國家而有不同

之轉嫁差異；(2)香港匯率轉嫁程度頗高，且進口物價會迅速對匯率變動做調整。 

吳中書、許良華(1996)以台灣九大出口產業為研究對象。作者依行政院編列

之產業關聯表，計算出各產業的實際成本資料進行實證研究。作者在考量模型中

之變數是否具有恆定性之後，檢定變數間長期之共整合關係，並分析長期轉嫁效

果。其結果發現，大部分產業呈現不完全轉嫁。即利用台幣生貶值政策，無法改

善貿易失衡之問題。 

有關匯率升貶值時，轉嫁程度不對稱之議題方面，各實證研究結果則不盡相

同。實證研究結果除了上述Mann(1986)支持廠商欲擴張市場佔有率導致不對稱性

論點之外，尚有Marston(1990)利用日本製造業之出口廠商資料，以及國內17種產

品(包括交通工具與電子機械等產品)，觀察日本出口價格對匯率變動之反應。其

實證結果為，出口價格對匯率變動的反應，取決於出口廠商相對於國內市場定價

的變動。亦發現日本匯率升值時，出口價格將上升；匯率貶值時，出口價格下降。 

Knetter(1994)針對導致匯率轉嫁不對稱性因素作實證分析。作者利用德國與

日本出口之Panel data來做分析研究。其結果發現，當匯率升值時轉嫁程度較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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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時轉嫁程度高。即市場佔有率之因素造成匯率轉嫁不對稱較廠商產量受產能限

制之影響明顯。 

Pollard & Coughlin(2004,2005)認為利用加總資料去探討匯率轉嫁至進口物

價之議題，會造成偏誤的結果。作者研究產業細分之匯率應該利用各國進口至本

國之進口量與出口量總額來計算的加權權數，還是利用各國進口至本國之進口量

來做加權權數。其結果發現，對產業細分資料做研究匯率轉嫁議題，利用進口量

計算加權權數所運算出來的產業匯率相對較適合。故作者依照I.S.I.C來對美國製

造業做產業的細分，將製造業細分9個2位數(two-digit)以及20個3位數來做實證分

析。實證結果顯示，匯率轉嫁為不完全轉嫁，且匯率在升值時之轉嫁程度，較匯

率貶值時之轉嫁程度高，即支持市場佔有率的論點。除此之外，作者也發現當匯

率波動幅度不同時，轉嫁程度也隨之不同。此支持菜單成本之論點。 

另外，Goldberg(1995)實證文獻支持廠商產量受到產能限制之論點。作者以

美國自日本與德國進口的汽車產業來做研究分析。作者對該市場建構模型，假設

市場為寡占市場且產品異質下，導出總供給函數，並利用離散選擇模式(discrete 

choice model)導出總需求。利用此模型來針對產品數量受限影響匯率轉嫁程度之

議題做探討。其結果發現，在廠商面臨產量的限制下，當本國貨幣貶值時，匯率

轉嫁程度相對較本國貨幣升值時來的高。Webber(2002)利用八個亞洲國家(Asia 

Pacific)如日本、澳洲、馬來西亞、菲律賓、韓國、新加坡、泰國及巴基斯坦等

國家之加總資料，探討匯率轉嫁的不對稱性之議題。作者採用Johansen以及Engle 

and Granger之檢定方法作分析。其結果發現，這些亞洲國家當中，有七個亞洲國

家無法拒絕匯率為不對稱轉嫁的虛無假設，即匯率有不對稱轉嫁之現象，且當匯

率貶值時轉嫁程度筆匯率升值時轉嫁程度高。亦支持廠商產量受到產能限制之論

點。 

關於在匯率波動幅度不同時，轉嫁程度亦有差異之菜單成本議題方面，除了

上述Pollard & Coughlin(2004)利用美國製造業之實證分析結果支持此論點之外。

郭炳伸、黃恩恩、藍青玉(2006)利用台灣加總月資料，針對廠商面臨菜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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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造成匯率轉嫁至進口物價具不對稱性之議題做探討。作者認為過去鮮少有

學者對菜單成本做模型探討，且在匯率變動門檻的大小設定，過去實證研究大多

為外生決定。故作者推導理論模型，來探討生產廠商最適定價決策，他們利用門

檻回歸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將匯率變動門檻內生化求出為2.98%(接

近3%)。因此作者利用3%的變動門檻做分析。其結果顯示，在匯率波動幅度大小

不同時，匯率轉嫁具有不對稱性。支持菜單成本之論點。 

上述實證結果皆顯示匯率升貶值時，轉嫁具不對稱性，但在台灣實證上，劉

宗欣、張銘仁(2000)以台灣進口加總資料作實證分析而發現台灣長期下不具不對

稱性。故作者利用 1986 年後的月資料來探討長短期的匯率轉嫁議題。其在檢定

變數是否具恆定性之後，以變數共整合關係來估計長期轉嫁效果，並利用(VECM)

估計短期轉嫁效果。在資料期間方面，作者將台灣在 1986 年至 1992 年期間視為

升值期間；將 1992 年至 1998 年視為貶值期間，並利用虛擬變數來將匯率生貶值

期間做劃分，檢定匯率在升貶值時，是否具有不對稱的轉嫁現象。其結果發現：

(i)台灣長短期匯率轉嫁雖然仍為不完全轉嫁，但轉嫁程度頗高；(ii)無論升值或

貶值，短期轉嫁效果皆為 0.83，且低於長期轉嫁效果；(iii)長期而言，當貶值時

轉嫁效果為 0.84，升值時為 0.87，出現不對稱性，顯示長期而言外國廠商為了不

喪失市場，仍重視在台灣的競爭力。由上述發現作者檢定結果為台灣長期下，匯

率轉嫁不具不對稱性。 

    綜合前述可以發現，匯率轉嫁至進出口物價之程度大多為不完全轉嫁。除了

不完全轉嫁之外，仍具有不對稱性之轉嫁。由文獻中可知道造成匯率轉嫁具有不

對稱性之原因亦為一個廣為探討之議題。在台灣實證方面，匯率為不完全轉嫁，

但長期沒有明顯的不對稱性。另外，匯率在 3%的波動幅度門檻下，台灣亦有不

對稱轉嫁的現象。因此本文實證研究將分析此三項議題，台灣(1)是否為不完全

轉嫁；(2)長期匯率轉嫁是否為不對稱；(3)菜單成本是否影響匯率轉嫁程度。關

於匯率轉嫁至進出口物價之不對稱性之因素與相關實證文獻，本文將其整理於下

頁之表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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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匯率轉嫁因素實證文獻 
      

不對稱轉嫁之因素 轉嫁程度 實證文獻 
Mann(1986)； 
Marston(1990)； 
Knetter(1994)； 

市場佔有率 
(Market Share) 1 1A Dβ β>  

Pollard&Coughlin(2004) 
Goldberg(1995)； 產量限制 

(Binding Quantity constraints) 1 1A Dβ β<  
Webber(2002) 
Pollard&Coughlin(2004)； 菜單成本 

(Menu Costs) 1 1L Sβ β>  
郭炳伸與黃恩恩與藍青玉(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