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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 資料與資料來源 

 

    本文樣本期間為 1991.01~2006.09 採用月資料，共 189 筆。關於貿易對手國，

是由中央銀行所提供 15 個台灣主要貿易對手國匯率而決定。另外為了研究原油

產業，故本文將沙烏地阿拉伯納入貿易對手國，以方便分析原油產業。故本文實

證分析共 16 個貿易對手國3，利用該 16 國來計算產業個別的匯率。 

本文產業分類以及產業分類之進口量，由財政部關稅總局資料處理處所提供

的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類(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commod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C.C.C)資料庫取得。自該資料庫取得各產品類別自各國之進出口量，並

從中劃分產業。本文主要將產業類別為四項：鋼鐵(72、73)4、汽車(8703)、成衣

(61、62)、原油(2709)。取得 16 個貿易對手國之四項產業類別之進口量，本文利

用式(8-a)與(8-b)來研究匯率轉嫁之議題，其中變數的資料指數化皆以 2000.01 為

基期。 

各變數所使用的資料以及資料來源如下： 

  pm：為以新台幣表示各產業之進口物價。利用台灣進口物價指數表示之，自

AREMOS-PRICE 物價統計月報資料庫中取得鋼鐵、汽車、成衣、原油之進

口物價指數。 

e：為產業匯率，其計算方式如式(9)。各國貨幣兌換台幣之匯率資料，除沙烏

地阿拉伯外，皆取自於中央銀行網站。匯率資料是以直接報價表示(即一單

位外幣兌換多少本國貨幣)。其中法國法郎以及德國馬克之匯率資料，在

                                                 
3 本文所選擇台灣 16 個主要貿易對手國為：日本、美國、中國、韓國、德國、馬來西亞、新加

坡、澳大利亞、法國、香港、英國、加拿大、印尼、泰國、菲律賓、沙烏地阿拉伯。 
4 括弧中數字表示 C.C.C 的貨品號列：鋼鐵是取自第 72、73 章，而汽車是取自第 87 章 03 節之

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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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 後已無資料。故本文利用歐元自 2002.01 的變動率來代表法郎與馬

克在 2002.01 的變動率，並自行計算出法郎與馬克在該期間的匯率資料。而

阿拉伯匯率自 AREMOS-IMF 國際金融統計資料庫中取得，其資料是以一單

位迪拉姆(阿拉伯貨幣單位)兌換 3.75 美元來表示。因為阿國匯率政策是採釘

住美元之固定匯率政策，故 AREMOS 資料庫中之阿國匯率資料是固定匯率

值 3.75。本文利用台幣兌換美元自行將阿國匯率換算為一單位迪拉姆兌換多

少台幣。因為台幣兌換美國是浮動匯率，故本文自行換算之後，阿國匯率已

變為浮動。匯率之加權權數，是利用財政部關稅總局資料處理處所得之各產

業的進口量計算權數(計算方式如式(10))。 

pd：為以本國貨幣(新台幣)衡量的本國產業價格。自 AREMOS-PRICE 物價統

計月報資料庫，取得 CPI(消費者物價指數)與 WPI(躉售物價指數)資料。因

本文研究之四項產業除成衣之外，在 AREMOS 資料庫中並沒有相同分類方

式的 CPI 指數，故利用 WPI 替代。在成衣產業方面，本文分別利用 WPI 與

CPI 來探討分析結果；而原油產業方面，由於國內原油產業的 WPI 與進口

物價指數兩者數值完全一樣，故將不把此與因變數完全相關變數放入迴歸探

討。其餘兩產業皆利用 WPI 來做分析。 

c：為以美元($)衡量的外國各產業生產成本。故本文利用各國總 PPI 來代表該

國的總生產指數，且利用各國各產業不同的進口權數 w 來加權(計算方法如

式(11))，以表示外國各產業生產成本。各國之 PPI 來源是自 AREMOS-IMF

國際金融統計資料庫中取得。 

 

第二節 單根檢定 

     

在做統計分析之前，為了避免資料統計結果之迴歸式具有假性回歸的現象，

應先檢定各變數之時間資料是否為定態或非定態。本文利用 ADF 檢定來檢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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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產業各變數月資料之單根檢定結果 

          

ADF 檢定統計量 
變數 

鋼鐵 汽車 成衣 原油 

水準值         

pm 1.38 (5) 1.05 (11)  0.08 (9)  1.41 (10) 

e - 1.60 (8) - 1.37 (8) - 0.67 (5)  0.49 (3) 

pd  1.26 (8) - 0.78 (12) - 0.33 (12)  1.41 (10) 

c  0.48 (4)  0.86 (7)  1.62 (12)  1.77 (10) 

一階差分值         

Δpm -7.43 (3) ﹡﹡ - 7.43 (3) ﹡﹡ - 8.53 (3) ﹡﹡ - 11.67 (10) ﹡﹡ 

Δe - 8.60 (0) ﹡﹡ - 4.16 (7) ﹡﹡ - 11.08 (0) ﹡﹡ - 11.21 (1) ﹡﹡ 

Δpd - 6.68 (0) ﹡﹡ - 13.02 (0) ﹡﹡ - 4.08 (11) ﹡﹡ - 11.66 (0) ﹡﹡ 

Δc - 20.17 (0) ﹡﹡ - 2.44 (11) ﹡﹡ - 4.41 (5) ﹡﹡ - 14.64 (2) ﹡﹡ 

註：1. ﹡﹡ 、﹡ 分別表示在 1%，5%水準下顯著拒絕 0 :H 具有單根。 

2.括號中的數字代表所選擇之最大落遲期數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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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是否定態。另外，由於國外廠商可能並非每一個月就會改變進口物價，所以本

文利用月資料與季資料分別來分析匯率轉嫁至進口物價的程度。檢視不同頻率的

資料是否有不同結果。 

 

1. 月資料 

由表 2 之各產業各變數的檢定結果可以發現，ADF 檢定各產業中各個變數

的統計量值在 5%的顯著水準之下，皆無法拒絕有單根的虛無假設。表示各變數

皆為非定態。但是由表 2 可以發現變數一階差分後，在 1%的顯著水準下，則拒

絕了具有單根的虛無假設。此即表示變數的一階差分具有定態性質，故可以利用

變數一階差分後的資料來做傳統的 OLS 分析，再利用 Q test 來對其殘差做檢定。

統計分析之迴歸式即為式(8-b)，係數估計結果列於表 3.1 與表 3.2。 

由表 3.1 可以發現，係數 1β 除汽車產業外，其餘的產業皆不顯著。 1β 顯著的

汽車產業其值為負，而理論預期匯率的變動方向應該會與進口物價變動的方向一

致。也就是說，當匯率上升(台幣貶值)時，本國進口物價會隨之提升。因為台幣

貶值，台幣購買力下降，故進口以外國廠商貨幣計價時，若其價格不變，換算為

台幣計價之價格，其值將會上升。此即匯率變動方向與進口物價變動的方向一

致。然而，汽車產業之檢定結果似乎不太符合理論。雖然該系數是顯著的，但是

由 Q 檢定結果可以發現，汽車產業之迴歸估計式之殘差項有自我相關之現象。

此代表迴歸式中的估計式不具效率性，所以汽車產業之估計係數 1β 值可能不具代

表性。 

由表 3.2 來看，除汽車產業外，其它產業之係數 1Aβ 、 1Dβ 也不顯著。而汽車

產業之係數為顯著且偏離預期值；其 Q 檢定結果也表示殘差項有自我相關之現

象。由表 3.1 與表 3.2 中 Q 檢定結果可發現除了成衣之外，其餘皆拒絕了殘差沒

有自我相關的虛無假設，即殘差項仍有自我相關。故模型所估計之結果以不具有

效性。Q 檢定會有這樣之結果，可能是因為資料頻率之關係。Teo (2006)發現台

灣進口物價平均每 1.5~3.8 季才改變一次。故本文利用季資料再做一次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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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匯率轉嫁程度之 OLS 估計結果(月資料) 

    式(8-b) 1 2 3pm e pd cβ β βΔ = Δ + Δ + Δ   

 β1 β2 β3 Q-test 

鋼鐵 -0.1836 1.0992﹡﹡ -0.0159 reject 

 (-2.3996) (15.9473) (-0.1153)  

汽車 -0.9478﹡﹡ 0.2167 0.1198 reject 

 (-2.6712) (0.9508) (1.0037)  

成衣 -0.0067 0.5769﹡﹡ -0.0286 accept 

 (-0.0691) (4.5381) (-1.2359)  

原油 -0.9565 _______ -0.0021 reject 

  (-2.4856)   (-0.0189)   

 

 

表 3.2：匯率轉嫁不對稱性之 OLS 估計結果(月資料) 

           式(12-b) 1 1 2 3A Dpm A e D e pd cβ β β βΔ = Δ + Δ + Δ + Δ   
 β1A β1D β2 β3 Q-test 

鋼鐵 -0.2319 -0.1037 1.0986﹡﹡ -0.0176 reject 

 (-1.9322) (-0.1037) (13.8191) (-0.1279)  

汽車 -0.9525﹡﹡ -0.9394﹡﹡ 0.2174 0.1189 reject 

 (-9.7966) (-7.8872) (1.3342) (0.6679)  

成衣 0.1243 -0.1197 0.6133﹡﹡ -0.0142 accept 

 (1.6762) (-1.7102) (9.5887) (-0.4171)  

原油 -1.0368 -0.8913 _______ -0.0025 reject 

  (-1.7517) (-1.6612)   (-0.0210)   
      
註： 1. ﹡﹡ 、﹡ 分別表示在 1%，5%水準下顯著。  
     2.Q-test 為檢定虛無假設：殘差項無自我相關，表中”reject”表示拒絕虛無假設。 
       即殘差項仍有自我相關。 
     3.括號中之數字表示 t 統計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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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產業各變數季資料之單根檢定結果(季資料) 
          

ADF 檢定統計量 
變數 

鋼鐵 汽車 成衣 原油 

水準值         

pm 1.26(5) -1.51(3) -3.86(5) ﹡﹡ 0.38(3) 

e -1.84(3) -0.45(6) -4.09(5) ﹡﹡ -2.74(4) 

pd -0.04 (2) -2.99(8) ﹡ -1.61(2) 0.38(3) 

c -1.56 (6) -2.12(4) -2.79(2) -1.47(0) 

一階差分值     

Δpm -6.12(0) ﹡﹡ -7.34(1) ﹡﹡ -3.90(3) ﹡﹡ -3.86(4) ﹡﹡ 

Δe -6.87(1) ﹡﹡ -3.20(2) ﹡﹡ -7.01(0) ﹡﹡ -7.63(0) ﹡﹡ 

Δpd -4.64(0) ﹡﹡ -5.99(0) ﹡﹡ -5.31(0) ﹡﹡ -7.28(0) ﹡﹡ 

Δc -5.85 (0) ﹡﹡ -8.34(11) ﹡﹡ -3.77(1) ﹡﹡ -9.04(0) ﹡﹡ 

註：1. ﹡﹡ 、﹡ 分別表示在 1%，5%水準下顯著拒絕 0 :H 具有單根。 
2.括號中的數字代表所選擇之最大落遲期數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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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季資料 

季資料區間是自 1991 年第一季至 2006 年第三季，共 63 筆資料。首先，仍

先作 ADF test 來檢定各變數是否為定態。檢定結果列於表 4 中。由表 4 可以發

現，雖然成衣產業中 pm、e 變數以及汽車產業 e 變數經由 ADF 檢定結果為定態

變數，但其它變數皆為非定態。而變數資料經過一階差分之後，可以發現其結果

如同月資料一樣，皆為定態變數。故本文再次利用一階差分後的季資料來做迴歸

估計，其迴歸估計式仍利用式(8-b)。 

由於資料為季資料，故在式(8-b)中多加入了捕捉資料具季節性的虛擬變數

1q 、 2q 、 3q 。 1q =1 表示第一季， 1q =0 表示其他； 2q =1 表示第二季， 2q =0 表示

其他；同理， 3q =1 表第三季， 3q =0 表其他。故式(8-b)在加入季節性虛擬變數後，

則改變為： 

    , 1 , 2 , 3 , 4 1 5 2 6 3i t i t i t i tpm e pd c q q qβ β β β β βΔ = Δ + Δ + Δ + + + 。 

而式(12-b)在利用季資料來做檢定時，亦將季節虛擬變數放入： 

    , 1 , 1 , 2 , 3 , 4 1 5 2 6 3i t A i t D i t i t i tpm A e D e pd c q q qβ β β β β β βΔ = Δ + Δ + Δ + Δ + + + 。 

對此兩迴歸式作傳統 OLS 迴歸估計，並利用 Q 檢定檢視殘差是否有自我相關之

現象。將結果列於表 5.1、表 5.2 之中。 

表 5.1 中可以發現，匯率變動之係數 1β 除了汽車產業顯著異於零之外，其餘

產業之係數皆不顯著；且經過 Q 檢定之後，只有鋼鐵以及成衣產業不拒絕殘差

項沒有自我相關的虛無假設，其他兩產業仍顯示殘差項有自我相關。由表 5.2 來

看，其結果也如同表 5.1 一樣。匯率升值時與貶值時之變動之係數 1Aβ 、 1Dβ 也不

顯著異於零；且 Q 檢定在汽車產業與原油產業亦顯示其殘差項仍有自我相關之

現象。故其估計係數也如同月資料檢定之結果一樣不具效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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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匯率轉嫁程度之 OLS 估計結果(季資料) 
        
 β1 β2 β3 β4 β5 β6 Q-test 

鋼鐵 -0.2170 1.0032﹡﹡ -0.0712 0.0060 -0.0070 0.0075 accept 

 (-1.1770) (5.5479) (-0.1616) (1.2033) (-1.0021) (1.2486)  

汽車 -0.2627﹡ 1.5477﹡﹡ 0.1215 -0.0053 -0.0014 0.0023 reject 

 (-2.3552) (2.8759) (0.4786) (-1.1124) (-0.4121) (0.6968)  

成衣 -0.1688 0.4018 -0.1302 0.0006 -0.0041 0.0034 accept 

 (-1.3891) (2.2214) (-1.1685) (0.1435) (-2.9215) (1.1965)  

原油 -0.7385 _______ 0.4237 -0.0139 0.0619 0.0544 reject 

  (-0.9297)   (1.0642) (-0.4968) (2.1147) (2.4581)   

 

 

表 5.2：匯率轉嫁不對稱性之 OLS 估計結果(季資料) 
         
 β1A β1D β2 β3 β4 β5 β6 Q-test 

鋼鐵 -0.1474 -0.3664 0.9932﹡﹡ -0.0746 0.0092 -0.0045 0.0089 accept 

 (-0.7966) (-1.2246) (2.5780)  (-0.1821) (1.0432) (-0.6265) (1.3094)  

汽車 -0.1937 -0.3033﹡ 1.5296﹡﹡ 0.1134 -0.0068 -0.0027 0.0014 reject 

 (-0.9142) (-2.1561) (2.9400) (0.4448) (-1.3700) (-0.5219) (0.4068)  

成衣 -0.0584 -0.3496 0.4068﹡ -0.1315 0.0034 -0.0024 0.0054 accept 

 (-0.3107) (-1.7236) (2.3611) (-1.1058) (0.7014) (-1.1803) (1.5086)  

原油 -0.1296 -1.4087 _______ 0.3909 -0.0014 0.0685﹡ 0.0651﹡﹡ reject 

  (-0.1519) (-1.0074)   (1.0051) (-0.0452) (2.3656) (3.8049)   

         
註： 1. ﹡﹡ 、﹡ 分別表示在 1%，5%水準下顯著異於零。 
     2..Q-test 為檢定虛無假設：殘差項無自我相關，表中”reject”表示拒絕虛無假設。 
       即殘差項仍有自我相關。 
     3.括號中之數字表示 t 統計量值。 



 

 28

上述結果皆利用式(8-b)，即變數差分資料來做分析。其結果乃表示匯率的變

動如何影響進口物價的變動，並非表示變數本身之間的關係。且迴歸方程式殘差

項有自我相關之現象，故迴歸模型之估計是不具效率性的。而式(8-a) 須利用沒

有對變數做差分的資料來作分析，即利用變數本身的資料做統計分析。故式(8-a)

表示變數本身之間的關係。基於上述原因，本文接下來欲採用共整合檢定，分析

其長期關係。本文亦利用月資料與季資料，分別討論不同頻率的資料下共整合檢

定的結果。 

 

第三節 共整合檢定結果：月資料 

 

    由先前月資料 ADF 檢定結果表 2 中可以發現，各產業各變數的一階差分都

拒絕了具有單根的虛無假設。也就是說變數資料經過一階差分之後，即為定態變

數。此表示各變數皆有一階整合 I(1)的性質。由於各變數整合階次均相同，故利

用式(8-a)以 Johansen 檢定各變數之間是否有共整合關係，亦即是否存在具有 I(0)

性質的線性組合向量。 

對於各產業之 Johansen 檢定，本文將結果表列於附表中。以鋼鐵業為代表5。

其檢定結果如附表 1-1、附表 1-2、附表 1-3。由附表中可以看出，鋼鐵業除了其

式 (8-a)的分析回歸檢定結果並沒有共整合向量之外，式 (12-a)與式 (13-a)其

trace-test 與 maximun eigenvalue test 皆顯示其具有共整合向量，且僅顯著拒絕虛

無假設 0r = ，即只有一組共整合向量。其餘三個產業亦照此方法與步驟作檢定，

並估計出共整合向量。將檢定結果以及所估計的共整合向量一併列於表 6.1、表

6.2、表 6.3。 

 

 

                                                 
5
產業之 Johansen 檢定結果本文將其列於附錄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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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式(8-a)匯率轉嫁程度之共整合檢定結果(月資料) 
      
 β0 β1 β2 β3 Johansen 檢定結果 

鋼鐵(4) -7.1881﹡﹡ 0.5419﹡﹡ -1.1162﹡﹡ 1.128 沒有共整合向量 

 (-2.4577) (5.2085) (-15.3909) (1.5991)  

汽車(5) -78.1205﹡﹡ -0.4755 12.1384﹡﹡ 4.2855﹡﹡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5.3376) (-1.0678) (4.9747) (3.0013)  

成衣(2) -66.6429﹡﹡ -1.0488 14.6077﹡﹡ -0.2366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6.0968) (-0.7811) (13.8172) (-0.2551)  

原油(2) 86.0157 -15.4984 _______ -4.2969 沒有共整合向量 

  (4.6147) (-3.5765)   (-2.7357)   

      
註：1.產業別欄中括號的數字代表 VAR 模型的落遲期數。 
    2.各係數估計值下方括號中數字代表 t 統計量。 

3.分別表示在 1%，5%水準下顯著異於 0。 
4.Johansen 檢定沒有共整合向量者，但仍將其估計向量列出。 

 

1.匯率轉嫁程度 

首先探討的是式(8-a)匯率對進口物價的影響程度，即匯率轉嫁之程度 1β 。由

表 6.1 中可以發現，式(8-a)的 Johansen 檢定只有成衣業有一組共整合向量，其他

產業檢定結果，皆沒有顯著的證據顯示有長期共整合關係。而在此四個產業中，

估計匯率轉嫁至進口物價之係數 1β ，只有鋼鐵產業的 1β 係數是顯著的，其餘的

產業皆不顯著。然而，鋼鐵產業的 Johansen 檢定又顯示沒有長期共整合關係，

故該共整合向量估計值，不具長期關係之意義。 

 

2.匯率轉嫁之不對稱性 

接下來探討匯率轉嫁不對稱之議題。式(12-a)中之係數 1Aβ 與 1Dβ 若不相等，

則表示有不對稱之現象。由表 6.2 式(12-a)之檢定及估計結果可以看出，除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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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式(12-a)匯率轉嫁不對稱性之共整合檢定結果(月資料) 
       
 β0 β1A β1D β2 β3 Johansen 檢定結果 

鋼鐵(3) -40.3097 0.148043 0.5612 -1.7587﹡﹡ 9.1498﹡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2.6649) (0.2751) (1.0551) (-4.5957) (2.4934)  

汽車(4) -7434456 1.5327 4.9971 0.9957 10.7435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0.5826) (0.3977) (1.2706) (0.046) (0.8646)  

成衣(3) -2.5954 0.4856 0.3693 -0.7327 -0.1321 有二組共整合向量 

 (-0.8407) (1.359) (1.0401) (-1.87375) (-0.5480)  

原油(2) 98.0576 20.6066 9.5676 _______ -37.8449﹡﹡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0.7334) (0.6578) (0.3066)   (-3.2626)   

       
註：同表 6.1 

 

表 6.3：式(13-a)菜單成本議題之共整合檢定結果(月資料) 
       
 β0 β1L β1S β2 β3 Johansen 檢定結果 

鋼鐵(4) -23.3502 -0.142 -1.02 -1.3564﹡﹡ 6.4262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1.2567) (-0.2142) (-1.4891) (-2.9441) (1.4318)  

汽車(4) -30.4686 2.6510﹡﹡ 1.6069﹡﹡ 0.2497 3.7213﹡﹡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1.6734) (4.2949) (2.8331) (0.0822) (2.0778)  

成衣(4) 0.4879 0.0149 0.1794 -1.9221﹡﹡ 0.6158﹡﹡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0.1368) (0.0394) (0.4681) (-3.9595) (2.3467)  

原油(2) 16.8541 0.3674 -2.1941 _______ -2.6344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0.684) (0.0643) (-0.3880)   (-1.2980)   

              
註：同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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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產業檢定結果顯示有兩組共整合向量外，其他三個產業之 Johansen 檢定顯示

皆具有一組長期共整合向量關係。但匯率升值時轉嫁至進口物價的估計係數 1Aβ

與匯率貶值時轉嫁至進口物價的估計係數 1Dβ ，在各產業間，皆不具顯著性異於

零。即匯率對進口物價之影響並不顯著。 

 

3.菜單成本之議題 

在探討匯率波動幅度不同轉嫁程度亦有差異的議題上，本文利用式(13-a)來

做統計分析。表 6.3 乃是式(13-a)之檢定及估計結果。自表中可以看出，四個產

業之 Johansen 檢定結果顯示皆具有一組長期共整合向量關係。而匯率變動程度

大於 3%時，轉嫁至進口物價的估計係數 1Lβ 。匯率變動程度小於 3%時，轉嫁至

進口物價的估計係數 1Sβ 。僅在汽車產業中 1Lβ 與 1Sβ 均具有顯著性，其餘三產業

皆不具顯著性。在汽車產業中係數 1 2.6510Lβ = ，係數 1 1.6069Sβ = 。由此以看出，

汽車產業在匯率變動較大時，其轉嫁至進口物價的轉嫁程度較匯率變動程度較小

時之轉嫁程度來的高(即 1 1L Sβ β> )。然而，從原始資料數量來看，在匯率變動幅

度大於 3%的資料數量僅僅只有 5 筆資料。由於匯率變動幅度大於 3%的資料數

量較少，其估計出的數值可能較不具代表性。 

 

從表 6.1、表 6.2、表 6.3 之匯率轉嫁估計係數大部分皆不顯著。故本文之後

也改利用季資料來做檢定分析。與月資料檢定結果比較，看看其結果是否會有所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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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共整合檢定結果：季資料 

 

由表 4 中可以看到，之前利用季資料檢定變數是否為定態之 ADF 檢定顯示，

變數在一階差分後皆為定態，表示各變數皆有一階整合 I(1)之性質。在確定個變

數有相同階次的整合性質後，接下來利用 Johansen test 檢定各產業之變數間是否

有共整合關係6。其檢定結果顯示，除了原油在式(8-a)之計量迴歸式顯示沒有共

整合向量之外，其餘階顯示有一組共整合向量。其共整合向量之估計結果，本文

將其列於表 8.1、表 8.2、表 8.3 之中。由表可以看出，各產業各個迴歸模型的

Johansen 檢定顯示皆具有長期共整合關係。 

 

1.匯率轉嫁程度 

首先仍先探討匯率對進口物價的影響程度。自表 7.1 中可以發現，估計匯率

轉嫁程度之係數 1β。原本利用月資料做檢定為不顯著，今改成利用季資料來分析

時，除了汽車與原油產業仍然不顯著之外，其他兩產業都具顯著性。鋼鐵產業的

轉嫁係數 1 0.5921β = ；成衣產業的轉嫁係數 1 0.3855β = 。此可以發現，匯率轉嫁

至進口物價為不完全轉嫁( 1 1β < )。表示在其他變數固定不變之下，鋼鐵產業之

匯率上升 1%時，鋼鐵之進口物價將上升 0.5921%；成衣產業之匯率上升 1%時，

成衣之進口物價將上升 0.3855%。由此可以看到，匯率轉嫁程度並不是很高，與

之前的文獻研究結果，小型開放經濟體系國家轉嫁程度較高之結果，有些許的出

入。 

 

 

 

                                                 
6 此檢定結果本文將其列於附錄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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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式(8-a) 匯率轉嫁程度之共整合檢定結果(季資料) 
      
 β0 β1 β2 β3 Johansen 檢定結果 

鋼鐵(1) -8.7816﹡﹡ 0.5921﹡﹡ -1.1461﹡﹡ 1.4548﹡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3.182) (5.7051) (-17.0425) (2.2011)  

汽車(3) 3.4207﹡﹡ -0.056 -2.908﹡﹡ 1.214﹡﹡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2.7403) (-0.1459) (-9.1942) (3.2054)  

成衣 WPI(1) -7.5363﹡﹡ 0.3855﹡﹡ -0.3913﹡﹡ 0.6374﹡﹡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8.9295) (3.668) (-4.0985) (4.4329)  

成衣 CPI(2) -8.6392﹡﹡ 0.6515﹡﹡ -0.3961 0.6246﹡﹡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5.4928) (4.2788) (-1.7589) (4.8218)  

原油(8) -115.776 38.2374 _______ -5.0604 沒有共整合向量 

  (-1.1826) (1.0029)   (-0.8319)   

      
註：1.產業別欄中括號的數字代表 VAR 模型的落遲期數。 
    2.各係數估計值下方括號中數字代表 t 統計量值。 

3.分別表示在 1%，5%水準下顯著異於 0。 
4.成衣 WPI 表示變數 pd 利用 WPI 資料代表國內成衣業物價。 

      成衣 CPI表示變數 pd 利用 CPI 資料表示國內成衣業物價。 

 

2. 匯率轉嫁之不對稱性 

在匯率轉嫁不對稱議題上，由表 7.2 可以看出原本利用月資料做檢定為不顯 

著之匯率轉嫁係數 1Aβ 、 1Dβ ，改為利用季資料分析之後，皆已具顯著性。鋼鐵

業匯率升值時之轉嫁程度係數與貶值時之轉嫁程度係數分別為 1 0.4068Aβ = 與

1 0.4663Dβ = 。其轉嫁亦為不完全轉嫁，且轉嫁程度似乎也不高。而當匯率升值

時之轉嫁程度與匯率貶值時之轉嫁程度相較之下，升值時之轉嫁程度較小一點，

即似乎有不對稱性的轉嫁現象。此結果似乎符合廠商產量受到限制之理論結果。 

汽車產業之 1Aβ 與 1Dβ 分別為 0.7233 與 0.8761，亦不為完全轉嫁，但轉嫁程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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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式(12-a) 匯率轉嫁不對稱性之共整合檢定結果(季資料) 
       
 β0 β1A β1D β2 β3 Johansen 檢定結果 

鋼鐵(1) -6.1863﹡ 0.4068﹡﹡ 0.4663﹡﹡ -1.1153﹡﹡ 1.0165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2.1359) (3.7507) (4.325) (-16.0396) (1.4752)  

汽車(2) -5.2292 0.7233﹡﹡ 0.8761﹡﹡ -1.733﹡﹡ 1.0848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1.1736) (2.7525) (3.1617) (-3.3015) (1.8782)  

成衣 WPI(2) 0.8984﹡﹡ 0.5754﹡﹡ 0.5339﹡﹡ -0.1748 0.5483﹡﹡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6.8429) (3.6076) (3.3485) (-1.0984) (2.2772)  

成衣 CPI(2) -17.5904﹡﹡ 1.0324﹡﹡ 0.9363﹡﹡ 1.144﹡﹡ 0.672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5.2933) (3.2621) (2.9729) (2.4174) (2.528)  

原油(3) 120.4192﹡﹡ -19.977﹡﹡ -20.0077﹡﹡ _______ -7.3207﹡﹡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6.0637) (-5.2874) (-5.3048)   (-7.3805)   

註：同表 7.1 

 

表 7.3：式(13-a) 菜單成本議題之共整合檢定結果(季資料) 
       
 β0 β1L β1S β2 β3 Johansen 檢定結果 

鋼鐵(2) -11.2845﹡﹡ 0.8166﹡﹡ 0.6347﹡﹡ -0.7856﹡﹡ 1.5354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6.9438) (3.3597) (2.641) (-4.9119) (0.9296)  

汽車(2) 12.841﹡﹡ -0.3477 -0.2456 -3.009﹡﹡ -0.2257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2.5988) (-1.3638) (-0.9785) (-6.1181) (-0.6312)  

成衣 WPI(1) -5.491﹡﹡ 0.1436 0.1217 -0.3014﹡﹡ 0.3603﹡﹡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6.2388) (1.3225) (1.1135) (-3.0947) (2.4326)  

成衣 CPI(1) -7.5611﹡﹡ 0.1175 0.0635 0.6065 -0.0565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3.2967) (0.5041) (0.2701) (1.9143) (-0.2802)  

原油(3) 152.4549﹡﹡ -24.0437﹡﹡ -24.6998﹡﹡ _______ -9.7023﹡﹡ 有一組共整合向量 

  (5.8116) (-5.0221) (-5.1124)   (-6.9016)   

註：同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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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LR 檢定結果 

   

 LR 統計量 P 值 

鋼鐵(1)   9.56245﹡﹡ 0.00197 

   

汽車(2) 0.10965 0.74055 

   

成衣 WPI(2) 0.736961 0.39063 

   

成衣 CPI(2) 0.00212 0.96325 

註： 2 (1) 3.841χ =  

 

較高，似乎較符合小型開放經濟體系國家轉嫁程度較高的情形。但汽車產業當匯

率升值時轉嫁程度也比匯率貶值時來的低。此結果亦符合廠商產量受到限制之理

論預期。而在成衣產業，其 1Aβ 與 1Dβ 分別為 0.5754 與 0.5339；此亦為不完全轉

嫁的現象，轉嫁程度也並不高。然而，在成衣產業當匯率升值時其轉嫁程度較匯

率貶值時之轉嫁程度來的高。此結果似乎較符合廠商欲擴張市場佔有率的論點。

而在原油產業方面，匯率轉嫁程度估計係數之值大幅的偏離了理論預期值。可能

的原因為原油進口價格的變動幅度與匯率的變動幅度相差極大(如圖一)。相較之

下，匯率的變動對原油的影響似乎微不足道，造成估計係數值大幅偏離了理論值

1。其他產業以鋼鐵為例，匯率變動幅度與進口物價變動幅度之差距，並沒有像

原油有很大的差距(如圖二)。 

除原油產業外，其他產業的不對稱現象差異並不大。本文利用 LR 檢定是否

有顯著的不對稱性(即檢定 0 1 1: A DH β β= )。利用 LR test 來檢定之結果列於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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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原油產業之進口價格 pm 與匯率 e(季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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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檢定結果發現，只有鋼鐵產業顯著拒絕虛無假設 1 1A Dβ β= ，其餘產業皆不

拒絕。故表 7.2 中，在利用 LR 檢定之後，只有鋼鐵產業在匯率升值與匯率貶值

時具有不對稱性的轉嫁現象。其符合廠商產量受到限制的論點，但是不對稱的差

異並不大。其餘產業在 LR test 之後，皆顯示沒有明顯的不對稱轉嫁現象，此結

果與劉宗欣與張銘仁(2000)台灣長期下匯率轉嫁效果並無不對稱性一致。 

 

3.菜單成本之議題 

表 7.3乃是探討匯率變動幅度大小是否會影響匯率的轉嫁程度。本文利用 3%

為變動幅度的門檻。自月資料轉換為季資料後，匯率轉嫁係數估計值除了鋼鐵

業，其餘產業仍然不具顯著性。而鋼鐵產業所估計之匯率轉嫁係數 1Lβ 與 1Sβ 分別

為 0.8166 與 0.6347。此表示當匯率變動幅度大於 3%時，匯率轉嫁程度較匯率變

動幅度小於 3%時來得高；亦即有菜單成本的影響。然而，鋼鐵業匯率變動幅度

大於 3%的資料數為 16 筆，汽車產業為 16 筆，成衣產業為 11 筆，原油產業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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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鋼鐵進口價格 pm 與匯率 e( (季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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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亦即每個產業匯率波動大於 3%之現象不多，故檢定之結果可能不具代表性。

而此也可能是造成其他產業估計結果不具顯著性的原因。 

 

4. 各產業之 pd 與 c 變數的檢定結果 

由表 7.1、表 7.2、表 7.3 中，我們可以看到另外的變數數值結果。其中變數

pd 之估計值大部分皆顯著為負。此變數為該產業之產品本國國內價格，理論上

當本國價格越高時，對進口產品需求將會增加，使得進口物價以隨之升高；即國

外生產廠會會增加其成本成數(如式(4)所表示)，增加其產品價格，故國內產品價

格與進口價格變動方向應該一致。而造成變數 pd 為負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原本

該產業資料應利用 CPI 來代表國內產品價格。但是鋼鐵產業與原油產業並沒有

CPI 指數；而關於汽車產業，CPI 指數中沒有明確將汽車產業分類出來，故利用

WPI 指數來替代 CPI。而 WPI 是表示產品生產所需要的原料產品之加權平均躉

售價格，此指標較不能代表該產品實際的加權平均價格，而造成此變數估計值不

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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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前敘述之成衣產業估計結果，其 pd 變數是利用 WPI 作估計。由於成

衣產業有 CPI 指數資料，故另外將以 CPI 指數做分析與估計結果亦列於由表 7.1、

表 7.2、表 7.3 中。表 7.2 中看出變數 pd 的估計值已變為正值，即表示該變數變

動方向與進口物價變動方向一致。故造成該變數不符合預期可能是利用 WPI 代

換之關係。然而，鋼鐵產業與原油產業原本就不在一般消費市場，故原本就不會

有 CPI 指數，只能利用 WPI 代表。故造成鋼鐵與原油產業該變數估計質不符合

預期可能原因是，自 2001 年後，鋼鐵與原油之進口價格有不斷攀升的趨勢(如圖

一與圖二)。這是因為中國與印度對鋼鐵與原油有大量的需求，帶動鋼鐵與原油

的世界價格上升，而本國為小型經濟體系的國家，故本國鋼鐵與原油之 WPI 無

法對世界價格有所影響。另外一個變數 c 代表的是外國廠商的生產成本。其在表

7.1、表 7.2、表 7.3 中，顯著皆為正值，表示當國外生產成本越高，則產品價格

將隨之提高(如式(4)所表示)。此結果與理論預期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