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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索馬利亞, 一個管轄海域所有權成功的國家是冰島 (Iceland)。
冰島漁產出口占其總出口的 70%, 而漁業部門之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
的 6%。 冰島政府的漁業管理類似碳排放交易制度, 重點如下:
1. 冰島政府首先訂定一年當中全國漁船可以捕抓多少魚;
2. 在漁產卵季節, 漁船禁止捕魚;
3. 由漁穫總量以及漁船數目, 冰島政府規定每一艘漁船之漁穫限額,

此一配額是依據漁船在過去 3 年的平均漁穫量來決定;
4. 漁船可以交易彼此之漁穫配額。

與 370 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殖民政府比較, 冰島政府對於共有資源
之管理有更多的細節。 第 1 點關於漁穫總量之規定, 荷蘭人並無類似之
管制。 不過, 荷蘭人在 1645 年之後禁止中國人捕鹿, 主要目的也是要控
制捕鹿之總量。 第 2 點關於產卵季節禁止捕魚之規定, 與荷蘭人禁止在
母鹿懷孕季節捕鹿的規定相同。 第 3 點規定, 每艘船之漁穫限額是根據
過去 3 年的平均漁穫量來決定, 其目的是在減低成本。 第 4 點規定漁船可
以交易漁穫配額, 與上一章介紹的京都協議之 「限額與交易」 辦法相同,
目的也是要降低成本。
假設甲乙兩艘船出海捕魚一次之成本相同, 但甲船比乙船捕獲較多
的魚, 則就同一捕獲量而言, 甲漁船的成本較低。 圖 8.2 說明配額交易政
策之影響, 左下角是甲漁船的原點; 若捕 10 噸魚, 邊際成本為 2,000 元。
乙漁船的原點是右下角, 若捕 10 噸魚, 其邊際成本 2,500 元。 以下的分析
假設漁穫每噸價格為 2,600 元, 而甲漁船捕獲 10 噸魚, 其總成本為左下角
原點到 C 點以下之三角形面積, 利潤為
2,600 × 10 − (10 × 2,000)/2 = 16,000 元。

同理可算出乙船之利潤為 13,500 元。
現假設政府規定, 每艘船只能捕 10 噸魚, 而且不能交易配額, 則甲乙
兩船會有私下交易之動機。 為什麼呢? 甲船捕第 11 噸魚的邊際成本是
2,100 元。 在限額制度下, 它不能公開出售這多捕的 1 噸魚; 但只要乙船
in_Som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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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漁穫配額交易
甲漁船邊際成本低於乙漁
船。 捕魚之利潤等於收入
減成本。 假設漁穫每噸價
格為2,600 元, 若兩船之捕
魚配額都是 10 噸, 甲船利
潤為 16,000 元, 乙船利潤
為 13,500 元。 若兩船可以
交易配額, 甲船向乙船買入
2 噸之配額後, 可以捕 12 噸,
乙船則捕 8 噸。 交易配額使
兩船的利潤上升, 也使捕魚
的總成本下降。 漁產量單
位: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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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價高於 2,100 元, 甲船願意多捕 1 噸賣給乙船。 乙船捕第 10 噸魚的邊際
成本是 2,500 元, 因此, 若它可以低於 2,500 元的價格買入魚穫, 乙船會自
己捕 9 噸, 再向甲購買 1 噸。 顯然, 甲乙兩船私下交易的 1 噸魚之價格會介
於 2,100 元至 2,500 元之間。 假設經過討價還價之後, 這 1 噸魚穫以 2,200
元成交, 則甲船利潤將增加 100 元, 而乙船利潤增加 300 元。
相對於私下交易的情況, 現假設政府允許配額交易。 甲船向乙船購
入 1 噸配額後, 它可以捕 11 噸魚, 邊際成本是 2,100 元。 魚穫的市場價格
是 2,600 元, 可知甲船最高願意付 500 元購買 1 噸的配額。 那麼, 乙船願
意出售配額嗎? 乙船捕第 10 噸魚的成本是 2,500 元, 出售這噸魚可獲利
100 元, 故若甲船出價高於 100 元, 它就願意出售配額。 顯然, 配額交易會

出現。 那麼, 甲船會想要多買一點配額嗎?
若甲船買入 2 噸配額, 它可捕 12 噸魚, 由圖 8.2 可知, 邊際成本為 2,200
元。 每噸魚穫的價格為 2,600 元, 故甲對第 2 噸配額交易的願付價格為
400 元。 相對的, 乙船捕 8 噸魚的邊際成本是 2,200 元, 故它對第 2 噸配額

的願售價格剛好也是 400 元。 由此可知, 甲乙兩船會交易 2 噸的配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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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會等於 400 元。 配額交易之所以會出現, 原因是交易後兩船的利潤
都上升。 那麼, 配額交易對社會有好處嗎? 因為總魚穫是 20 噸, 配額交易
若使兩船的利潤上升, 這表示捕魚的總成本下降。 換言之, 配額制度使社
會以較低的成本生產 20 噸的魚穫。
以上的例子假設甲乙兩船交易之配額是整數, 如 1 噸或 2 噸。 若配額
交易可以是小數, 則我們可以用圖 8.2 的面積來代表配額交易之成本與
利潤。 首先, 配額交易使捕 2 噸魚之總成本由 AE 線以下之梯形面積減為
CE 線以下之面積, 故可知兩船之利潤合計增加 AEC 三角形面積。 那麼,

兩船之利潤各增加多少? 我們先看甲船, 它出售 1 噸魚穫的收入是 2,600
元, 但每買 1 噸配額須支付 400 元, 故扣除配額支出之後, 每噸魚穫的淨
收入是 2,200 元, 這恰好是圖 8.2 中 E 點的高度。 甲船多捕 2 噸魚的成本
是 CE 線以下之面積, 因此, 配額交易使其利潤增加 BEC 三角形面積。
由此可知, 配額交易使乙船利潤增加 AEB 三角形面積。
由以上之分析, 我們可以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為何冰島政府規定, 每
一艘漁船之漁穫配額是依據漁船在過去 3 年的平均漁穫量來決定? 以圖
8.2 中的甲乙兩船為例, 在此政策下, 甲船的配額會高於乙船。 舉例來說,

若甲船配額是 12 噸, 乙船是 8 噸, 此時, 兩船之邊際成本相同, 故不會交易
配額。 甲船的利潤將上升為
2,600 × 12 − (2,200 × 12)/2 = 18,000 元。

乙船的利潤則下降。 因此, 以上政策的目的是鼓勵漁船降低成本, 提升捕
魚之效率。 反過來說, 這個政策有淘汰捕魚成本較高的漁船的效果。

8.1.5

養殖鯊魚?

海洋中的魚類因為過度撈捕, 有一些已面臨絕種的威脅, 鯊魚, 鮪魚, 鯨
魚都是有名的例子。 有科學家估計, 目前全球存活的鯊魚數量只有 200
年前的 3%。 鯊魚面臨絕種的主要原因是東方人喜歡享用魚翅湯, 這一道
美食的價格高昂, 因此漁民有強烈動機捕抓鯊魚。 以往漁民只要鰭 (魚
翅), 不要魚肉, 有些漁民甚至捕到鯊魚把鰭割下來之後, 鯊魚又丟回海
中。 但是, 被割下鰭的鯊魚被丟入海中之後其實是無法活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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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會因此推論, 鯊魚被過度捕抓係因為其商業價值高; 不過,
此一推論並不完全正確。 牛肉與豬肉的總商業價值遠高於魚翅, 但豢養
的牛與豬並未面臨絕種威脅。 鯊魚之所以被過度捕抓, 主要原因是它們
是共有資源, 而牛與豬是私有財產。 牛與豬有商業價值, 因此它們的飼主
會細心加以照顧, 確保供給源源不絕。 由此可知, 若有一天鯊魚養殖的技
術成熟, 鯊魚就不必擔心滅種的危機; 而魚翅湯的價格應該會大幅下降。

8.2

公共財

空氣, 海洋, 與早年的獵場是共有資源, 主要特點是無法排他。 共有資源
的消費很容易出現外部成本, 並產生擁塞現象; 解決的方法之一是對共
有資源指定所有權人。 同樣的道理, 針對二氧化碳排放問題, 京都協議的
精神也是賦予簽署國排放限定數量的二氧化碳到大氣中之權利。 指定財
產權所有人之後, 共有資源轉變成為私有財產, 資源的所有者即有排除
他人使用或消費的權利。 此時, 市場交易將會產生社會最適的產量水準。
某些共有資源除了具有不可排他的性質之外, 還有另一個性質是可
共享 (non-rival in consumption)。 可共享的意思是, 某產品或資源供你
享用, 其它人也可以享用; 或者說, 你的消費不會降低該產品對其他人的
使用價值。 你清晨到公園深深吸入一口新鮮空氣, 你對於空氣之 「消費」
可共享
產品或資源由某人消費之
後不會降低其他人的使用
價值。

並不影響其他人對新鮮空氣之享受; 因此, 新鮮空氣可共享。 你回到家
裡, 打開電腦連上網路時, 別人也可以上網。 除非太多人同時上網, 造成
網路塞車, 否則網際網路也具有可共享的特性。 反之, 你回家之前經過早
餐店買了一份三明治, 三份治吃下肚子後, 別人當然不可能再消費這個
三明治, 因此, 三明治不可共享或者只能獨享 (rivalry in consumption)。

公共財
不可排他, 且可共享之產品。

有些共有資源可共享, 有些則只能獨享。 海洋中的魚與獵場中的鹿
一經捕抓, 即成為獨享產品; 相對的, 空氣同時具有不可排他與可共享之
性質, 經濟學稱之為公共財 (public goods)。 若產品可以排他, 而且只能
獨享, 我們稱之為私有財 (private goods)。 經濟裡大部分的商品與服務
都是私有財, 例如, 三明治, 衣服, 修剪頭髮等。

私有財
可排他, 且只能獨享之產品。

以上的產品分類, 有時候會隨著狀況而改變, 網路塞車是一個例子,
道路塞車是另一個例子。 你在非上下班時間開車上免付費的高速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