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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台灣自然資源貧乏，向來是以貿易為導向的海島型經濟體，在自由

化、國際化的經貿趨勢下，參與國際經貿組織是我國既定之政策。近年來

配合國際政經局勢發展，我國參與或加入的國際經貿組織中，最重要的有

「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太平洋經

濟合作理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等，其中世

界貿易組織是現今最主要的國際經貿組織，該組織成立之目的在確保自由

貿易，並透過多邊諮商，建立國際貿易規範，降低各會員間的關稅與非關

稅貿易障礙，為各會員提供一良好的國際貿易環境，以促進對外投資、創

造就業、拓展貿易及促進世界經濟成長與發展。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一直

是我國推動自由化、國際化經貿體制中最重要的課題，經過不斷努力，終

於在 2002 年 1 月 1 日正式入會成為第 144 個會員國，而入會後的市場開

放趨勢，將加速各產業在國際競爭下的壓力。 

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就汽、機車產業而言，將面臨取消進口地區限

制、關稅降低、貨物稅調整及取消優惠抵減、及自製率取消等衝擊，加上

消費者需求日益多樣化，使國內市場競爭更形激烈。相關業者除了強化服

務及產品品質、提昇市場佔有率、加速擴展海外市場外，另一方面，也可

能採取一些合縱連橫的水平整合或策略聯盟等方式以維持競爭力，但某些

競爭策略的制訂，將會與公平交易法維護競爭環境及秩序之立法宗旨產生

一些衝擊。因此本研究即針對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

與公平交易法之適用關係性作一探討，以提早構思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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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背景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WTO 的宗旨是在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貿易環境，充分利用各

國資源，擴大各國間的貿易開放程度，冀望能在平等、互惠與互利的原則

下，提升開發中與低度開發國家之經濟發展。在此 WTO 經貿機制所架構

的規範下，可以預見台灣各產業勢必在競爭策略上做出某些調整，以因應

加入 WTO 後所形成的新競爭環境。 

台灣地狹人稠，汽、機車之使用情形非常普遍，而長期以來，汽、機

車產業一直是政策扶植的工業項目之一。目前國內從事車輛相關產業之從

業人員粗估約 81,000 餘人（經濟部國貿局，2002a），根據經濟部工業生產

統計月報資料，2001 年之汽、機車（合整車及零組件業）總產值約達新

台幣 3079 億元，且國內汽車銷售市場也己躍居亞洲第五大（人車誌，

2001）。但是在加入 WTO 之後，政府必須針對多項汽、機車稅率與優惠

政策做重大的改變，將使得汽、機車業者較以往面臨更為嚴重的國際競爭

力，因此如果要持續鞏固市場佔有率，國內業者不但彼此須高度競爭，同

時尚須抵禦外來進口車侵蝕市場的威脅（楊燕枝，2001a；蔡淑芬，2002）。

為了因應即將面臨的競爭態勢，國內汽、機車產業朝向同業水平整合、異

業策略聯盟的趨勢發展（蕭世輝，1999；林俊役，1997），彼此間的併購、

對上下游廠商的兼併、策略聯盟壟斷市場等競爭行為，都可能成為業者維

持競爭力的手段。雖然積極主動的競爭策略是企業立足市場上不可或缺的

成功要素，但其間所涉及的市場運行機制與公平交易法維護競爭環境及秩

序之立法宗旨，多少都可能產生關連，甚且在廠商所思考的競爭模式中，

很可能發現一些與公平交易法相抵觸的行為。為了維持汽、機車產業在公

平競爭環境下的長期性市場發展，同時使國內的汽、機車業者不至於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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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WTO 後而受到國際競爭環境的約束（e.g., Stoffer, 2000），所以有必要深

入探討汽、機車產業的競爭趨勢，針對業者所可能採取的策略作先期性的

分析。 

另在國際市場上，朋馳於 1998 年與克萊斯勒合併後，福特也於 1999

年併購富豪小客車部門，福斯也買下勞斯萊斯，雷諾收購日產三分之一的

股權，全球汽車產業結構為少數大型集團寡佔的態勢似已底定，而這些併

購風是否會在加入 WTO 後刮向台灣？除了合併之外，國內汽、機車之整

車業者與上、下游衛星廠商間又會是怎樣的競合狀態？針對這些趨勢，本

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國內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的歷史演變過程，以研判入

會後，國內汽、機車業者所可能採行的因應之道。而由於世界各國在 WTO

架構下，對競爭行為的政策性規範並不一致（Jung, 2000），因此本研究將

收集國外汽、機車廠商在 WTO 規範下的競爭案例（e.g., Pursell, 2001; Webb, 

2002），冀望從其間分析出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模式後，從公平交易法

的適用性上，提出若干具體性的建議。 

 

二、研究流程與架構 

本研究收集資料與分析的方法主要為文獻探討與人員訪談，其研究流

程如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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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研究之必要性與預期成果

探討我國汽機車產業之現況與未
來

研判加入WTO後汽、機車業者之因
應措施

收集各主要國家對競爭法之規範

進行人員訪談與案例介紹

建議出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
與公平交易法的適用性及互動性

提出結論

 

圖 1.研究流程 

 

而本研究架構（如圖 2.）係以入會後之汽、機車產業政策與稅制的改

變、產業的因應作為、及公平交易法與其他主要國家相關法規與案例等三

大面向來探討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之

適用性。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10

 

加入WTO後，我國對
汽、機車產業政策與
相關稅制的改變

我國公平交易法與其
他主要國家競爭法規
與案例

加 入 W T O 後 ， 我 國
汽、機車產業的因應
作為

加入WTO後，我
國汽、機車產業
競爭行為與公平
交易法之適用性

 

圖 2.研究架構 

三、預期成果 

本研究之預期成果為下列四項： 

（一）提出國內及國外（美國、日本、歐洲）汽、機車產業在 WTO 規範

架構下已經發生或預期會發生之競爭行為。 

（二）提出國外競爭法及競爭法之主管機關，對於汽、機車市場交易行為

之規範，以及相關案例之處理方式與原則。 

（三）分析我汽、機車產業在政府加入 WTO 後所產生的競爭行為與公平

交易法之適用性。 

（四）提出汽、機車產業在維護公平交易之競爭環境下，未來營運之策略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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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汽、機車產業之現況與未來 

第一節、 我國汽車產業概況 

汽車產業具有產品精密度高、安全性要求高及進入障礙高的產業特

性，並且因為跨足的產業廣泛，涉及原油、石化、塑膠、紡織、鋼鐵、機

械、通訊、電子及環保等，故產業技術關聯性高，可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極大貢獻。我國一向積極推展汽車工業，並視為策略性

發展的產業，其原因之一即在此。 

 

一、發展歷程 

我國汽車工業始於 1953 年，由嚴慶齡夫婦創辦裕隆機械工廠，播下

台灣汽車工業發展的第一顆種子，即裕隆汽車製造廠的前身。國內汽車產

業歷經四十餘年的發展，年產量從民國 1958 年的 77 輛至民國 1995 年突

破 40 萬輛。但受近年景氣影響，民國 2001 年之市場需求萎縮至 27.1 萬輛

（詳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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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96-2001 年國內汽車生產概況 

資料來源：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計畫整理

(2002/04) 

政府為促進汽車工業本土化發展，曾先後實施多套輔導及獎勵措施。

就整體而言，可將我國汽車工業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中華汽車安全協

會，2002），第一階段自 1953 年至 1967 年為裝配技術導入期，第二階段

自民國 1968 年至 1978 年為生產技術導入期，第三階段自民國 1979 年至

民國 1991 年為生產技術吸收期，第四階段自民國 1992 年至今為積極發展

期。 

 

二、汽車產業在製造業之地位 

汽車工業屬典型之資本與技術密集之產業，其資金需求龐大，資本回

收慢，需要長期投資，而且生產製造流程相當複雜，牽涉範圍廣泛，有賴

其它產業密切配合。我國汽車產業歷經 40 餘年的發展，在政府階段性政

策輔導及業者不斷努力下逐年成長，汽車產業產值（含汽車製造業及汽車

零組件業）約佔製造業的 4.5%。但自 1995 年以來，所佔製造業產值比率

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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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年下漸，2001 年總產值達新台幣 2570 億元，佔製造業總體產值約

2.26%，佔運輸工業產值比率最高，約為 53.42（見表 1.） 

 

表 1. 1994-2001 年我國汽車工業產值統計表 單位：億元； % 

年 度 ／ 業

別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汽車業 1,605 1,644 1,570 1,660 1,840 1,618 1,777 1300 

成長率 14.72% -0.12% -4.5% 5.73% 10.84% -12.07% 9.83% -26.84% 

汽 車 零 件

業 

1,162 1,255 1,204 1,244 1,322 1,314 1,404 1270 

成長率 4.20% 11.37% -5.18% 4.88% 6.01% -0.61% 6.85% -9.5% 

合計 2,767 2,840 2,747 2,907 3,161 2,932 3,181 2570 

成長率 10.06% 2.64% -3.27% 5.82% 8.74% -7.24% 8.49% -19.20 

佔 製 造 業

比率 

4.85% 4.35% 4.10% 4.11% 4.36% 3.91% 3.74% 2.26% 

佔 運 輸 工

業比率 

61.37% 60.32% 60.74% 61.9% 63.42% 63.97% 66.11% 53.42%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月報／本研究整理 

 

三、廠商概況 

我國汽車產業自發展以來，均與外商技術合作以取得技術移轉為主，

近年雖在成車設計技術上獲得部份突破，但大部份的藍圖、基本數據、實

驗測試及製程等皆依賴外商提供。其中合作對象以日商介入最深，除日產

柴油外，均與國內汽車製造廠有技術合作及投資夥伴關係（彰銀資料，

2001）。目前國內汽車中心廠計有 13 家，包括中華、裕隆、福特六合、三

陽、台灣五十鈴、國瑞、大慶、太子、國產、慶眾、三富、羽田及台朔等。

其中羽田仍在重整階段，而三富自 1999 年停產，並將廠房設施賣給台朔

汽車，故至 2001 年實際生產者計 11 家。依近五年的國產汽車市場佔有率

顯示，前五大車廠佔有 90%以上的比率，分別是中華（三菱）、裕隆（日

產）、福特六合、國瑞（豐田）、及三陽（本田），顯示國產汽車內銷市場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14

 

的高度集中性，且「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態勢底定（林京芬，2000），

而此五大車廠也持續執行其經營使命與改新產銷策略（詳見附錄 1.）。 

 

四、產銷概況 

依據台灣區車輛同業公會資料分析（如表 2.）顯示，2001 年小客車

及商用車合計生產 27.1 萬輛，較 2000 年的 37.2 萬輛，呈現大幅下滑趨勢，

整體減少 27.1%。小客車產量為 195,109 輛，佔總產量的七成，而較 2000

年減少 25.8%。3.5 噸以下的小型商用車，產量佔 27.2%，較 2000 年減少

至 73,986 輛，減少近 30.3％。3.5 噸以上的大型商用車，國內市場相形萎

縮，更較 2000 年產量減少 25.6%。 

在各廠生產實績上，受普遍性不景氣影響，產量減幅由 8％至 58.1％

不等，11 家車廠的平均設備利用率僅達 38.87%，顯見原本產能過剩的情

況愈益嚴重（見表 3.）。而中華、國瑞、裕隆、福特六和及三陽仍維持前

五名之地位，佔整體市場產量之 92.9％，形成年產量一萬五千輛以上之集

團。中華汽車以年產 7 萬輛為冠，產量較 2000 年減少近三成；其次國瑞

汽車的 6.8 萬輛，略高於裕隆之 5.1 萬輛。三陽汽車受本田分家事件影響，

車型生產減少，較 2000 年反減少 58.1%。太子、慶眾、台朔、台灣五十

鈴及大慶等多家年產量不及一萬輛的汽車製造廠，五家產量佔整體產量之

7.1％，反較 2000 年成長 2％。太子汽車與日本鈴木技術結合效應尚未發

酵，較 2000 年減少 8％，但是 2001 年產量比重相對 2000 年成長 0.4％。

台灣五十鈴面臨日本五十鈴對海外生產事業縮編影響，較 2000 年減少 15.5

％。大慶汽車受到票券緊縮額度之連帶影響，產量較 2000 年減少 50.8％，

同時 2001 年產量比重相對 2000 年減少 0.3％。以成長幅度觀之，台朔在

2001 年以台朔一號 Maganus 2.0 與年底方上市台朔二號 Matiz (800cc)之產

出為 2001 年成長幅度最大的廠商，而慶眾汽車亦較 2000 小幅成長 4.7％

（劉弘雁，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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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 年台灣各汽車廠生產數量 
單位：輛、% 

       車種 

 廠商 
小客車 

商用車 

(≦3.5 噸)

商用車 

(>3.5 噸)

2001 年

合計 

2000 年

合計 

’01/’00 

成長率 

2001 年 

比重% 

2000 年 

比重% 

中華 24,773 45,098 979 70,850 100,302 -29.4% 26.1% 26.9% 

國瑞 55,185 12,318 1,204 68,707 83,353 -17.6% 25.3% 22.4% 

裕隆 47,216 3,955 - 51,171 75,117 -31.9% 18.8% 20.1% 

福特六和 38,937 7,031 - 45,968 58,258 -21.1% 16.9% 15.6% 

三陽 15,646 - - 15,646 37,343 -58.1% 5.8% 10.0% 

太子 5,296 720 - 6,016 6,537 -8.0% 2.2% 1.8% 

慶眾 1785 2,992 - 4,777 4,561 4.7% 1.8% 1.2% 

台朔 4545 - - 4,545 259 1654.8% 1.7% 0.1% 

台灣五十鈴 - 1,872 426 2,298 2,719 -15.5% 0.8% 0.7% 

大慶 1,726 - - 1,726 3,507 -50.8% 0.6% 0.9% 

國產 - - - 0 916 -100.0% 0.0% 0.2% 

2001 年 

車種合計 
195,109 73,986 2,609 271,704 372,872 -27.1% 100.0% 100.0% 

佔有率% 71.8% 27.2% 1.0%

2000 年 

同期累計 
263,013 106,093 3,507 

’01/’00 

成長率 
-25.8% -30.3% -25.6%

 

備註：1.國產汽車統計資料 2001 年未列入。 

2.台朔汽車自 2001 年 1 月開始列入計算（2000 年 12 月開始生產，

數量為 259 輛）。 

資料來源：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計畫整理

(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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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1 年國產汽車設備利用率統計      單位：輛、% 

      車種 

 廠商 

2001 年

生產量
市場佔有率 年產能

設備利用率 

中華 70,850 26.1% 120,000  59.04% 

國瑞 68,707 25.3% 110,000 62.46% 

裕隆 51,171 18.8% 120,000 42.64% 

福特六和 45,968 16.9% 110,000 41.79% 

三陽 15,646 5.8% 100,000 15.65% 

太子 6,016 2.2% 24,000 25.07% 

慶眾 4,777 1.8% 30,000 15.92% 

台朔 4,545 1.7% 24,000 18.93% 

台灣五十鈴 2,298 0.8% 7,000 32.83% 

大慶 1,726 0.6% 30,000 5.75% 

國產 0 0.0% 24,000 0% 

合計 271,704 100.0% 699,000 38.87% 

備註：1.國產汽車統計資料 2001 年未列入。 

      2.台朔汽車之年產能依原三富車廠資料計算。 

資料來源：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本研究整理 

 

五、國內汽車產業市場結構 

就 1993 年至 2000 年國內汽車市場結構（見表 4.）分析而言，國內汽

車市場中，國產車的市場佔有率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自 1998 年起約佔

市場 85%局面，而進口車佔有率呈下降現象。顯示除了景氣及加入 WTO

效應會影響進口車銷售外，國內車廠近來對國產車的研製投入、品質改

良、重視售後服務及維修等努力，已大幅提昇競爭優勢與競爭能力，此將

有助於 WTO 入會後與進口車競爭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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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93-2001 年國內汽車市場結構 

年度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銷售台數 406,448 419,921 396,748 356,002 377,403 398,576 363,066 356,546 209,588 

成長率 -4.74% 3.31% -5.52% -10.27% 6.01% 4.93% -8.91% -1.80% -41.22% 

國 

產 

車 佔有率 72.95% 72.95% 73.15% 77.09% 78.77% 84.08% 85.72% 84.82% 80.15% 

銷售台數 150,735 155,706 145,651 105,772 101,718 75,493 60,474 63,809 51,899 

成長率 6.83% 3.30% -6.46% -27.38% -3.83% -25.78% -19.89% 5.51% -18.67% 

進 

口 

車 佔有率 27.05% 27.05% 26.85% 22.91% 21.23% 15.92% 14.28% 15.18% 19.85% 

銷售台數 557,183 575,627 542,399 461,774 479,121 474,069 423,540 420,355 261,487 合 

計 成長率 -1.86% 3.31% -5.77% -14.86% 3.76% -1.57% -10.66% - 0.75% -37.79% 

生產台數 404,524 423,318 406,480 366,026 381,103 404,545 350,273 372,872 271,704 

成長率 -7.37% 4.65% -3.98% -9.95% 4.12% 6.15% -13.42% 6.45% -27.13% 

資料來源：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工會，中華電信數據通信分公司（掛牌量）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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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汽車產業未來發展 

由於汽車產業須具量產規模以達成規模經濟的利益，國內汽車產業在

面對 WTO 要求市場開放影響下，許多規模較小的廠商須面臨沈重的企業

重整壓力。以下即針對國內汽車產業的優、劣勢及未來發展趨勢作進一步

討論。 

 

一、國內汽車產業的優、劣勢分析 

就我國汽車產業的策略規劃的調查，及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工會的統

計資料（2002），汽車產業所具有的優、劣勢大致可分述如后（陳建宏，

1999）。 

（一）優勢 

1. 具有優良的生產與管理技術能力 

國內主要汽車廠在多年與國外技術母廠的合作基礎下，具有優良

的生產與管理技術，其中更有多家可承製主要零件。而從近年國產車

的市場佔有率逐年提昇的結果可得知，國內車廠的品質水準已可與同

級進口車競爭。另大部份車廠可根據商業或技術需求完成生產線的設

立，甚至與國外技術母廠同步推出新產品上市。國內汽車零組件廠則

在中心廠要求下，部份廠商在生產技術上達到一定的水準，現有二千

餘家的零組件廠中，約有三百家為國內汽車廠之代工廠，其中更有四

十多家獲得國外母廠之品質認證，且汽車零組件進出口值已呈現順差

（見表 5.），可見部份零組件項目已具國際競爭優勢。 

 

 

 

表 5. 汽車零件外銷金額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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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金額  389 442 491 557 634 685 690 736 746 

成長率  8.47% 13.62% 11.09% 13.44% 13.82% 8.04% 0.73% 5.95% 1.36% 

資料來源：海關進出口統計，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整理。  

 

2. 行銷技術及掌握國內消費需求能力佳 

外國進口車雖擁有品牌方面的優勢，但由於國內廠商長期經營內

銷市場，因此已有可觀的行銷及掌握消費者需求能力，例如設立全國

行銷點及維修站，立即提供消費者購車與售後服務。另國外車廠基於

台灣市場規模有限，不會針對台灣本土研發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而國內業可藉由局部改造的能力提昇消費者滿意程度，及提高與合作

母廠的合作地位。 

3. 中衛體系的完整 

汽車產業的競爭關鍵在於中衛體系成員的合作無間。十多年來在

政府中衛發展中心與業者努力下，已逐漸建立中衛體系的規模，並在

中衛中心的協助下，大幅改善生產成本、交貨時程與品質水準，使零

組件業者能達到汽車中心廠之品質、成本及交期要求，進而提昇整體

競爭力。 

4. 國內勞工素質優良及高級技術來源穩定 

政府長期以來致力於教育發展，並建立龐大的教育資源，連帶促

使勞動力素質具有相當水準。另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級專業人

力的來源也趨於穩定，皆有助於產業水準的提昇。  

 

（二）劣勢 

1. 研發設計技術不足 

國內汽車產業長期與外國車廠技術合作，已累積相當的生產裝配

經驗，近來在技術上也有所突破，但產品的絕大部份設計圖與基本測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20

 

試數據仍須由技術母廠提供，且國內現今仍缺乏完整的實測單位提供

相關零組件品質與認証作業。另宥於國內市場規模狹小致無法分攤研

發之風險成本，造成國內業者在研發上的瓶頸，因此本土至今仍缺乏

整車設計與關鍵零組件的開發能力。 

2. 關鍵零組件未具自主性 

國外技術母廠基於利益或策略考量，保留諸如引擎、變速箱等關

鍵性零組件的相關技術，以避免培養出另外的國際競爭對手，而在成

本、風險因素影響下，國內車廠對關鍵零組件的研發能力薄弱或意願

甚低，仍須仰賴母廠提供零組件量產技術或整體系統進口，以致國內

業者徒具良好量產裝配技術，卻無法獨立發展產品以拓展外銷市場。 

3. 欠缺外銷通路 

國內汽車產業絕大部份是以內銷為主的產銷型態，長久以來業者

並不積極建立海外銷售據點，缺乏外銷經驗及品牌知名度，多須依賴

合作母廠的國際行銷通路，以致外銷產品多以零組件為主，整車尚無

法大量外銷。 

4. 國內市場規模狹小 

國內市場受先天人口、土地、道路密度、停車設施等條件限制，

加上經濟成長持穩等因素影響下，近年來市場需求已趨於飽和，成長

空間不大。另外，政府近年來積極籌建都會捷運、高鐵等運輸系統（ 交

通部，2002），對於未來的汽車需求具有某種程度的替代效果，此將

進一步削弱國內汽車市場的成長空間。 

5. 廠商不具生產規模經濟 

在政府兩度放寬設廠政策下，使得國內汽車中心廠家數多達 11

家之多，設備利用率偏低情形嚴重，有異於國外的汽車產業型態。依

研究顯示，國外車廠年產量達 40 萬輛為最小且最適規模產量，而單

一車型的經濟規模量產，需每年至少達 10 萬量以上（張辰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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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國內市場窄小，又欠缺外銷管道情況下，致國內每年銷售車型多

達十餘種，而任一車款產量皆遠低於規模經濟的水準，此造成國產車

的成本始終無法壓低。 

6. 國內廠商整合意願不高 

政府過去放寬設廠限制的目的，乃希望藉由「引入競爭，擇優汰

劣」，然而目前廠商家數不減反增。探究其因，一方面是政府放寬限

制，又相對給予高度保護；另外，廠商合作關係複雜，有本土及外資

廠立場不一致者，有受合作母廠干擾者，因此國內汽車產業乃呈現群

雄割據的局面，增加彼此協調整合的困難性（張辰彰，2000），此也

是我國汽車產業重整的主要障礙。 

7. 國內土地及勞力成本偏高及環保意識升高 

在人口逐漸膨脹的今日，土地問題多已成為影響各國經濟發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台灣的土地供給遠低於需求，使土地取得成本日漸昂

貴，加上環保意識高漲，致使汽車業者欲取用大片土地，就須付出高

昂的代價。而隨著經濟高度成長，國民所得迅速增加，使國內勞動薪

資水準亦隨之上揚，另年青勞動者投入高辛勞、高危險、高髒亂等性

質行業的意願低落，形成勞力嚴重短少問題，導致業者負擔沈重的人

力成本。 

 

二、國內汽車產業面臨的威脅 

根據研究（黃俊南，2000；楊燕枝，2001c；陳建宏，1999）指出，

我國汽車產業所面臨的威脅如后。 

1. 加入 WTO 將大幅削減進口管制措施 

國內汽車產業一直在政府政策保護下發展，而入會後「降低關

稅、全面開放進口、取消自製率規定」等三大措施，將使整車業者及

零組件廠商面臨極大的競爭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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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消國人研發之貨物稅優惠 

為遵守國民待遇原則的公平性，國人自行設計研發之貨物稅減免

優惠，也將於入會後取消，這將降低國內廠商投入 R&D 的誘因，無

法減輕業者的開發風險；另一方面可能導至合作母廠缺乏在台灣進行

新車開發工作的意願，致使業者無法扮演國際分工角色，繼續深耕產

業技術。 

3. 全球汽車大廠合併與攻勢加快 

繼朋馳於 1998 年與克萊斯勒合併後，福特也於 1999 年併購富豪

小客車部門，依美國商業週刊報導，未來最具生存競爭力的全球六大

車廠為通用、福特、朋馳克萊斯勒、福斯、豐田及本田。全球汽車產

業結構為少數大型集團寡佔的態勢似已底定，而國際大廠挾其資金、

技術、行銷及品牌的雄厚競爭優勢，構築進入國際市場障礙，將大幅

擠壓國內業者的國際生存空間。 

4. 其他開發中國家之汽車工業崛起 

中國大陸、東南亞各國將汽車工業視為邁向工業化之火車頭工

業，因此運用政府政策大力扶植，並且極力吸引外商投資。尤其開發

中國家擁有市場潛力、人工及土地成本低廉等誘因，因而吸引國際汽

車大廠的大舉投資，致使近年來汽車工業在質量上皆大幅成長。相對

地，國內汽車產業在入會之際，由於相關產業環境趨於惡劣，再加上

面臨外來產品競爭及外資流失的壓力，例如日本已在東南亞建立零組

件生產基地、泰國與裕隆競相爭取日產公司在其境內設立研發中心等

舉動，顯示國內汽車產業正處於先進國與後進國夾擊的威脅。 

5. 環保與能源節約意識高漲 

在環保和節約能源的考量下，目前先進國家對於汽車的排氣污

染、油耗的規定相當嚴格，使用低污染、經濟效益的燃料，已成為全

球汽車工業的發展趨勢。國內隨著車輛密度提高及空氣污染問題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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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近年政府對機動車輛排放標準規定亦日趨嚴格，因此業者必須致

力研發符合相關標準的產品才能持續競爭力。 

6. 區域經濟主義興起 

東南亞國協於 1996 年推行國協工業合作計畫，規定凡在東南亞

國協區域內登記、營運，及至少有 30%當地股權之廠商，可享有 0~5%

優惠稅率及其他非關稅措施；另自 1998 年推動零組件互補計畫，以

汽車零件互補供應為目標，參與廠商可享 50%進口關稅優惠。由於我

國非國協成員，在區域經濟形成的貿易壁壘下，導致我國產汽車零組

件無法逕行外銷該區域。 

7. 全球性經濟不景氣造成市場萎縮 

2001 年受全球不景氣的影響，除中國大陸、巴西及東南亞國家

外，多數國家均面臨汽車銷售不振之困境，而國內汽車年銷售量也從

2000 年的 35 萬餘量滑落至 2001 年約 21 萬輛（見前表 4.），業者相繼

實行「優退」策略以精簡人事成本。零組件業者雖然因海外售後服務

市場營收增加而維持成長，但多數以供應國內整車零件為主之業者，

仍然面臨營業額下降問題。 

 

三、國內汽車產業未來發展趨勢 

我國汽車產業的產量居全球第二十一名，佔全球總產量比率約

0.6%，整車九成以上為內銷（楊燕枝，2001c）。隨著銷售量下降而導致設

備利用率偏低，全球汽車業整合剩四至六個大型集團的寡佔力量，及加入

WTO 的影響，迫使國內汽車產業進入一個結構性轉變的關鍵期。綜合各

相關文獻對產業未來發展趨勢之研究，論述如后。 

（一）研究發展中心的設立 

國內車廠為提昇競爭力及加快新車上市步伐，因此裕隆汽車成立裕隆

亞洲研發中心 （YATC）、中華汽車成立亞洲技術研發中心（CAR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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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裕隆、中華之後，福特六合也斥資新台幣 60 億元成立國內第三家技研

中心，另外，國瑞汽車則規劃投入新台幣 80 億元於中壢廠擴建研發製造

中心（林京芬，2000），以上各主要車廠對 R&D 的投入，逐漸獲得回收，

譬如由 YATC 操刀設計的風神 2 號小客車，於大陸市場熱賣，累積接單

破 3 萬輛，引起當地排隊購車熱潮（陳伯元，2002）。此外，國人自行研

製的「共用引擎」已於 1999 年正式上線生產，將搭載在中華三菱威利車

系上，填補了我國汽車生產技術的缺口，對引擎工業的發展大有助益。 

（二）整車外銷市場的擴展 

由於國產車生產成本偏高，不具國際競爭力，使整車外銷相當困難。

但隨著我國加入 WTO，市場全面開放的新局面，國內車廠開始透過合作

母廠的協助，主動爭取整車及零組件外銷商機，例如裕隆、大慶、中華及

國瑞積極開拓中南美洲及印度等新興市場，近年來整車外銷市場呈現成長

趨勢（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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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歷年國產車外銷趨勢 

資料來源：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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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大陸市場 

為因應國內市場萎縮及看好中國大陸市場的前景，自 1998 年以來，

裕隆、中華及福特六合等車廠與技術母廠之合作更為積極，並整合國內汽

車產業上下游零組件廠商，相繼於大陸設廠合資或獨資，但宥於國內赴大

陸投資相關法規，投資金額無法與國際大廠比擬，僅能採穩健紮實的步伐

深耕大陸市場。其中，中華汽車公司與福建省汽車工業集團總公司合資的

東南汽車公司，位於福建青口工業區新廠，1999 年 10 月開始量產，生產

得利卡、FREECA 和 SPACEGEAR 等商用車為主，2001 估計獲利約人民幣

2 億元以上，至 2002 年預估銷售可成長到 4 萬輛，並跨足小客車生產，

俟第 2 期廠房擴建完成後，產能將可擴增至 15 萬輛以上，2010 年預期晉

升大陸前五大車廠；另裕隆車廠所投資的風神汽車於 2001 年獲利人民幣

6 億元以上，以裕隆持股 25%估算，可入帳新台幣約 6 億元（林京芬，2000；

楊燕枝，2001c；陳伯元，2002）。另外，大陸已於 2001 年調降整車進口

關稅 10%，而日本於 2001 年 7 月暫停對中國大陸出口整車，也將是國內

業者對大陸整車出口的佳機（楊燕枝，2001c）。 

（四）積極參與業外投資 

因受 2000 年景氣影響，將消費者買氣導向價格較低的中古車市場，

使中古車市場維持成長趨勢，總過戶數達 64.6 萬輛，創歷史新高，包括

和泰、裕隆、中華等廠商均看好未來中古車市場走勢，自 2001 年起陸續

加入經營品牌中古車行列（彰銀資料，2001）。除此之外，由於汽車市場

競爭激烈、利潤漸薄，車廠也將獲利來源轉向維修、車貸等週邊商機。目

前計有福特六合成立福灣、裕隆的裕融等汽車融資公司，和泰與中華汽車

也推動相關經銷體系與融資業務合一的策略，以節省資源並強化競爭力。

此外，公家機構之租車業務開放及企業租車風氣漸開，租賃車市場潛力上

揚，也吸引裕隆、中華及和泰等車商成立或購併新租車公司，跨入租賃車

業（林京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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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立網路行銷通路 

Internet 的盛行，使汽車業者相繼投入電子商務，各主要車廠除了設

置網站以提高行銷效益外，為加強對購買者的服務，中華汽車更投資新台

幣 2.7 億元建置行銷服務網路（DMS），以提高競爭力。另外網路上亦存

在不少中古車商情網站，例如由台灣網路集團推出的 eAuto 中古車商情

網，使國內中古車交易市場愈漸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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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機車產業現況與未來發展 

我國機車產業開始於 1952 年，最初由貿易商進口，作簡單裝配後出

售，1959 年開放整車進口，但為全面發展機車工業，旋又於 1961 年全面

限制機車整車進口。1962 年鼓勵華僑及外人投資以扶持新興工業，首由

國內三陽公司與日本技術合作投入機車生產，由於利潤豐厚，1966 年時

機車廠總數達到最高紀錄 40 餘家，市場呈現競爭激烈狀態，後因政府考

量交通安全、環保與自製率而制定相關政策，1969 年底廠商家數銳減至

15 家。依據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資料顯示，目前（2002 年）現存家

數為三陽、光陽、台鈴、台灣偉士伯、台灣山葉、摩特動力、永豐及合騏

等八家車廠，其中光陽、三陽及山葉三大品牌之市場佔有率約 90%，其取

得獨占地位的原因為與國外技術合作、改善或掌握行銷通路及顧客忠誠度

等，也就是廠商擁有關鍵性資源及使用排他性競爭策略的結果（林慈柔，

2000）。 

國內三大機車廠主要與日商進行技術合作（見表 6.），於 1980 年代末

期取得獨占地位後，持續至今仍為前三名。從廠商經營活動而言，由於機

車產品重流行，生命週期縮短至一年，因此廠商必須加速投資，引入不同

車系與車型以滿足消費者之多樣化需求。而由於必須支付合作母廠之技術

酬金外，及受制於合作車種的外銷區域規定，使得國內機車廠不僅要購買

昂貴的進口零件，且被限制自主開發能力。但在政府要求國內自製率、貨

物稅條例等政策驅使，及國內市場日漸飽和情況下，國內機車廠積極的加

速技術升級與研發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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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三大機車廠與國外技術合作概況 

廠商 設立日期 資本 

（萬元） 

產能 

（ 萬 輛 ／

年） 

技術合作對

象 

外人投資

比例 

三陽工業 1961/09/14 694,180 70 日本本田 13.5% 

光陽工業 1963/02/05 511,900 60 日本本田 22.5% 

台灣山葉 1987/04/01 130,000 50 日本山葉 51%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工業發展年鑑 

 

政府於 1995 年廢止「技術合作條例」後，即不再介入中日機車技術

合作審查，三陽、光陽遂於 1996 年與日本本田簽訂「專利授權契約」。「技

術合作契約」與「專利授權契約」之間存在的差異性，在於前者規定不論

有無使用合作母廠的技術專利，產製每輛機車內、外銷皆分別須繳交 2%、

5%的技術報酬金，而「專利授權契約」則是使用到合作母廠技術專利的

車型才須繳費，費率視各車型而定，後者比前者對國內業者更見公平，也

擺脫了母廠束縛，自主性相對提高，故三陽、光陽更自創品牌拓展外銷市

場及海外投資，其經營實績較採續約形態的台灣山葉公司為佳，而經由全

體國內機車業者的努力，目前台灣機車產業在 150c.c 以下之國際競爭力僅

次於日本（林慈柔，2000）。以下即針對機車產業現況與未來發展動態，

作進一步討論。 

 

一、產業現況 

根據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統計資料及相關研究（蔡淑芬，2002；

一銀產經資訊，2002）顯示，2001 年國內機車產量為 994,794 輛，較 2000

年減少 11.28%（見表 7.）。就個別廠商而言，前三大車廠依次為光陽、三

陽、山葉，其三大車廠之市場佔有率高達 85%，其它小廠只能積極拓展出

口或生產規格差異化以求生存；2001 年僅有合騏、台鈴及台灣偉士伯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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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成長外，其餘皆是負成長。 

 

表 7. 2001 年台灣地區機車生產統計表 

廠 台灣 台 灣 摩 特

　  　名 三 陽 光 陽 台 鈴 偉士伯 山 葉 動 力 永 豐 合 騏 合 計 ％

規格     
50CC 45,872 83,580 28,952 0 65,958 16,751 13,234 254,347 25.57
70CC 21 21 0.00
80CC 16,654 255  16,909 1.70
90CC 48,815 3,830  14,633 813  11,370 79,461 7.99
100CC 58,937 74,246 10,197 56,087 3,757 20 3,677 206,921 20.80
110CC  1,002 1,002 0.10
125CC 105,043 156,339 21,719 1,572 83,244 8,931 10 405 377,263 37.92
135CC   0 0.00
150CC 17,189 22,757 2,169 0 1,856 2,366 46,337 4.66
250CC  12,533     12,533 1.26

本期小計 275,856 349,455 83,521 1,827 221,778 33,620 30 28,707 994,794 100.00
佔有率％ 27.73 35.13 8.40 0.18 22.29 3.38 0.00 2.89 100.00  
00年 同期 331,687 367,913 78,029 1,761 279,399 39,497 320 22,704 1,121,310
佔有率％ 29.58 32.81 6.96 0.16 24.92 3.52 0.03 2.02 100.00
產量增減 -16.83% -5.02% 7.04% 3.75% -20.62% -14.88% -90.63% 26.44% -11.28%

資料來源：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依各會員廠每月報會之產銷月報分析

／本研究整理 

 

國內機車產業主要以內銷為主，內銷量約佔產量的 62%，由於受到機

車市場逐漸飽和、經濟不景氣及捷運系統營運影響，2001 年內銷市場銷

售量約 63 萬輛，較 2000 年減少 17.18%，為近 14 年來最低點。就個別廠

家內銷量而論，排名依次為光陽、台灣山葉及三陽，此三大車廠即佔總內

銷市場之 92.6%，市場呈高度集中情形（見表 8.）。 

就機車外銷情形而言，中國大陸以往為台灣機車外銷的主要地區，但

由於大陸扶持本身機車產業而提高進口關稅，並嚴格限制國外機車以半拆

散式或全拆散式形態零件進口後組裝，並規定外資生產機車內銷之自製率

需達 40%以上，以致銷往大陸地區數量逐年減少。然而國內業者積極拓展

歐洲、日本、美洲及東南亞市場，2001 年較前一年總外銷量成長約 4.34%，

其中以光陽、三陽、台鈴及台灣山葉依序為外銷前四大車廠，佔機車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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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量 87%以上，如內銷市場一般呈現集中情況。 

 

 

表 8. 2001 年台灣地區機車產銷統計表 

廠 台灣 台 灣 摩 特

　  　名 三 陽 光 陽 台 鈴 偉士伯 山 葉 動 力 永 豐 合 騏 合 計 ％

  規  格   
50CC 41,802 47,400 4,130 0 59,589 3,191 0 1 156,113 24.83
70CC  0 0.00

內 80CC 0 257  257 0.04
90CC 1,388 0  14,590 910  2 16,890 2.69

銷 100CC 40,185 59,412 8,625 36,951 3,223 2 43 148,441 23.61
110CC 274 274 0.04

數 125CC 93,576 96,673 15,861 1,682 75,955 6,525 0  290,272 46.16
135CC   0 0.00

量 150CC 8,927 3,931 1,034 0 1,842 795 16,529 2.63
250CC 0 0 0.00

 01年小計 185,878 207,416 29,650 1,939 188,927 14,918 2 46 628,776 100.00
佔有率 29.56% 32.99% 4.71% 0.31% 30.05% 2.37% 0.00% 0.01% 100.00%

 00年同期 221,878 251,519 43,184 2,483 216,163 23,496 377 70 759,170
佔有率 29.23% 33.13% 5.69% 0.33% 28.47% 3.10% 0.04% 0.01% 100.00%
增減率 -16.23% -17.53% -31.34% -21.82% -12.60% -36.51% -99.47% -34.29% -17.18%
50CC 3,934 36,412 24,934 0 5,573 13,533 13,318 97,704 25.60

外 70CC 21 21 0.01
 80CC 19,002 0  19,002 4.98

銷 90CC 47,521 3,735  57 59  11,343 62,715 16.43
 100CC 18,835 15,135 8,341 26,006 5  3,683 72,005 18.87

數 110CC 742 742 0.19
 125CC 12,371 59,528 5,176 0 8,485 2,351 0 423 88,334 23.14

量 135CC   0 0.00
 150CC 7,307 18,738 1,172 0 0 1,494 28,711 7.52

250CC 12,423 12,423 3.26
 01年小計 89,968 142,236 62,360 0 40,121 18,184 0 28,788 381,657 100.00

佔有率 23.57% 37.27% 16.34% 0.00% 10.51% 4.76% 0.00% 7.54% 100.00%
 00年同期 112,518 119,484 32,849 4 61,217 17,121 0 22,582 365,775  

佔有率 30.76% 32.67% 8.98% 0.00% 16.74% 4.68% 0.00% 6.17% 100.00%
增減率 -20.04% 19.04% 9.10% 0.00% -34.46% 6.20% 0.00% 27.48% 4.34%

總 01年合計 275,846 349,652 92,010 1,939 229,048 33,102 2 28,834 1,010,433  
佔有率% 27.3 34.6 9.1 0.2 22.7 3.3 0.0 2.9 100.0

 00年同期 334,396 371,003 76,033 2,487 277,380 40,617 377 22,652 1,124,945  
計 佔有率% 29.7 33.0 6.8 0.2 24.7 3.6 0.0 2.0 100.0

產量增減率% -17.51 -5.75 21.01 -22.03 -17.42 18.50 -99.47 27.29 -10.18

資料來源：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依各會員廠每月報會之產銷月報分析

／本研究整理 

 

二、未來發展 

1.四行程機車為市場主流 

由於國內外環保法規日趨嚴格，目前國產機車銷售量中，四行程機車

比例已達 60%以上，成為市場主流（見圖 5.）（甘文瑞，2001）。國內各車

廠正努力研發低污染、四行程及高性能引擎等新車種，同時致力於自創品

牌行銷中國大陸、東南亞等海外市場，而機車零組件的發展空間也隨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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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國際市場（蔡淑芬，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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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國內四行程機車市場比例 

資料來源：工研院機械所／經資中心 ITIS 計畫整理 

 

2.積極拓展海外市場及投資 

機車及零組件業已赴大陸及東南亞投資設廠，目前包括光陽工業、慶

豐集團等在大陸、印尼設立整車廠，並偕請國內零組件業前往設廠，在海

外複製國內機車零組件之中衛體系，以發展海外生產銷售基地。另外，日

本本田公司於 2002 年元月終止於三陽長達四十年的合作關係，雖對國內

汽、機車市場投入變數，但三陽公司早已有 SYM 自有品牌行銷國內與義

大利市場，預計三陽結束與本田的合約牽絆後，在海外機車市場（如德、

法）有更大的發展空間（蔡淑芬，2002）。 

3.WTO 入會後的衝擊 

我國加入 WTO 後，機車產業將面臨關稅降低、自製率取消、進口地

限制取消、開放 150c.c 以上重型機車進口等挑戰，產業環境愈形競爭，但

相對也給業者帶來新的機會，譬如切入 150~250c.c 機車目標市場（一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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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訊，2002），故業者莫不採取因應措施，深植研發能力，預備長期的

抗戰，以提昇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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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入 WTO 後汽、機車業之因應措施 

第一節、 WTO 入會對國內經濟之影響 

一、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ＷＴＯ是現今最重要的國際經貿組織，迄 2002 年 1 月已有 144 個會

員（計亞太地區 24 個、西亞地區 11 個、非洲地區 41 個、歐洲地區 34 個、

美洲地區 34 個），涵括了全球 90%的貿易（經濟部國貿局，2002a）。透過

與聯合國及其它專業性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金、世界銀行、世界關務組

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等的密切合作，ＷＴＯ已經成為國際經貿體系的

總樞紐，素有經貿聯合國之稱。ＷＴＯ所制定的一套國際貿易規範，包括

貨品多邊貿易協定、服務貿易總協定、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爭

端解決規則與程序釋義瞭解書、貿易政策檢討機制、複邊貿易協定等 6

類，除複邊貿易協定外，對ＷＴＯ會員均具有國際法的約束力；而複邊貿

易協定則屬於選擇性的協定，原則上不強迫所有會員接受，只對接受的會

員具有約束力。複邊貿易協定包括政府採購協定，以及民用航空器交易協

定。ＷＴＯ各會員是透過共識決的方式，決定各項國際貿易規範的內容，

確定各會員的權利與義務關係，各會員並據此制定、修正與執行其國內相

關貿易法規。此外，ＷＴＯ亦提供會員間討論制定經貿規範的論壇，監督

會員執行及遵守相關協定的規範，並協助會員進行執行協定的技術合作，

以落實貿易自由化的政策（經濟部國貿局，2001）。 

基本上，WTO 朝向創造一個健全而穩定的國際經貿發展架構，使資

源能永續發展，藉由擴大生產、貿易開放、平等與互惠等貿易原則，以提

升開發中與低度開發國家之經濟繁榮，其組織理念與規範準則如后。 

（一）無歧視之貿易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34

 

所謂無歧視之貿易係指在對外關係上，須對來自所有會員的貨品給予

同等最優惠待遇之「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在對

內關係上則須對自會員進口的貨品給予與本國貨品同等待遇之「國民待

遇」（National Treatment）。依據 GATT 1994 第一條有關「最惠國待遇」之

規定，會員對其他會員之產品所給予之待遇，不得較對他國之優惠為低；

亦即各會員不得對與其他會員之貿易採行特別利益或不利益之待遇，而應

在平等基礎上，共同分享降低貿易障礙之好處，並確保貿易減讓之成果，

使各國均受益。而最惠國待遇之原則亦適用於服務貿易及與貿易相關之智

慧財產權規範。此外，在符合一定條件下，會員可在短期間內針對來自其

他會員之產品，採取防衛措施、反傾銷與平衡措施等，亦是最惠國待遇規

定之例外情形。另有關「國民待遇」之原則，則是貨品一旦進入本國市場，

在內地稅及其他貿易措施上，即應享受與同類國產品相同之待遇，同樣

地，國民待遇原則亦適用於服務貿易以及智慧財產權等範圍（經濟部國貿

局，1999）。 

針對「最惠國待遇」的涵意，再進一步說明清楚，在現行國際貿易是

指如果給予某個國家某種優遇，則此一待遇亦應該普遍適用於大部份國

家，例如美國提供給中國大陸最惠國待遇，意指美國給予大陸的關稅與貿

易條件，與給其他國家的規定都是一樣最優惠的（楊燕枝，2001a）。 

（二）經由談判逐步開放市場 

WTO 的前身─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於 1948 年締訂以來，藉由多次談判結果，關稅已大幅調

降，某些產品甚至降至零關稅，同時關稅約束之範圍也大為擴大，營造出

更自由的貿易條件。而 WTO 協定除關稅係逐年調降外，在服務貿易之市

場開放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均由協商後給予調適期，允許各會員以漸

進之方式開放市場及提高對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以「進步式的自由化」

（progressive liberation）使開發中國家有較充裕時間進行逐步調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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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國貿局，1999； 楊燕枝，2001a）。 

（三）可預測的貿易環境 

WTO 經由國際協定的方式，對關稅與農業補貼進行約束、及確認服

務業市場開放承諾，以建立市場開放之確定性與可預測性，降低各國貿易

條件的 變化頻率，減少跨國經營者對國際貿易環境變動的不安性，使可

預見主要關稅及進口稅捐之決定方式。譬如 GATT1994 第十一條規定，各

國原則上不得對貨品之進出口設置配額，而第二條所允許徵收之關稅，各

國政府雖可用以保護國內產業、提高歲入，但仍應受到規範，包括對進口

品不應有差別待遇、以及稅率之上限應受約束（Binding）等。所謂約束

稅率，係指 WTO 各會員對於個別產品之稅率作出調降之承諾後，其執行

稅率即須約束於此一稅率之下，未來不得提高稅率至超過該約束稅率，否

則，即須就所超過之稅率幅度向其他會員提供補償。雖然服務貿易並無所

謂關稅課徵之問題，惟各國政府對於服務貿易市場之開放，亦比照關稅承

諾提出一份具約束力之初始承諾表，作為開放市場之依據，以及日後繼續

進行相關市場開放談判之基礎，亦增加服務貿易市場開放之可預測性（經

濟部國貿局，1999； 楊燕枝，2001a）。 

（四）促進公平競爭 

WTO 係在規劃一個公開、公平與不扭曲之競爭體系，以確保公平的

貿易條件。例如，WTO 農業協定旨在提升較公平之農業貿易；與貿易有

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則對涉及概念與創意部分改進其競爭條件；而服務貿

易總協定在服務貿易部分亦有公平競爭之相關規範；至於其他協定如：防

衛協定、執行關稅估價協定、原產地規則協定等，均係為推動公平競爭與

不造成扭曲貿易效果而設計。惟在自由貿易之外，WTO 允許在少數情況

下採取限制競爭之措施以維持公平貿易，例如：反傾銷措施與平衡稅措施

等（經濟部國貿局，1999）。由上述可知，WTO 所期待建置的貿易系統允

許關稅的存在，並在某些特定狀況下，亦允許某些保護政策，故 WTO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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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達成公平的競爭，而避免不公平的貿易情事（楊燕枝，2001a）。 

（五）鼓勵發展與經濟轉型 

加入 WTO 後，雖然會使經濟承受風險，但 WTO 有四分之三以上之

會員為開發中國家，或過去屬於非市場經濟體系而正進行轉型至市場經濟

之國家。在長達七年之談判中，已有超過六十個開發中國家為了談判之需

要，自動自發的執行貿易自由化方案。同時，WTO 貿易與發展委員會亦

提供技術協助給開發中國家及正進行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並給予更長

的調整時間及更大彈性（經濟部國貿局，1999； 楊燕枝，2001a）。 

 

二、我國入會歷程 

我國於 2002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為 WTO 會員，由於受中國大陸堅持須

先於台灣入會，使我國的入會歷程備極艱辛。依據經濟部所發佈之 WTO

入會案新聞背景資料（經濟部國貿局，2002b）指出，我國於 1990 年 1 月

1 日以「台灣、澎湖、金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之名稱向 GATT 秘書處

提出入會申請，1992 年 9 月 29 日 GATT 理事會正式接受我入會申請案，

並成立工作小組進行審查。在 GATT 入會談判過程中，適逢 GATT 烏拉圭

回合談判於 1993 年 12 月 15 日達成最終協議，並於 1995 年 1 月 1 日正式

成立 WTO，GATT 與 WTO 並存 1 年後功成身退，我國於同年 12 月 1 日

申請加入 WTO。自我入會案獲 GATT 受理以來，計有 30 個會員要求與我

國進行市場開放之雙邊談判，歷經多次之國內、外談判協商，我 WTO 入

會工作小組於 2001 年 9 月 18 日在日內瓦召開第 11 次工作小組會議，順

利完成入會文件(包括入會議定書、工作小組報告、關稅減讓彙總表及服

務業承諾表等)之審議。我國 WTO 入會案已於 2001 年 11 月 11 日經第四

屆 WTO 部長會議順利通過，並於 11 月 12 日完成簽署。經立法院 2001

年 11 月 16 日審查通過，並於 11 月 20 日由總統完成批准程序。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37

 

三、入會後之減讓承諾 

我國加入 WTO 後的減讓承諾，包括降低關稅、減少關稅障礙及相關

市場開放等，依經濟部國貿局（2002；2001）及經建會（2002）報告資料，

主要承諾項目如后。 

（一）關稅調降 

農產品平均關稅稅率，入會前為 20.02％，入會第一年（民國 91 年）

降至 14.01％，降幅為 30.02％；並將逐年（92 年至 100 年）調降至 12.86

％，與入會第一年比較，降幅為 8.21％。工業產品平均關稅稅率，入會前

為 6.03％，入會第一年降至 5.78％，降幅為 4.15％；並將逐年（92 年至 100

年）調降至 4.15％，與入會第一年比較，降幅為 28.20％（見圖 6.及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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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農、工產品關稅減讓承諾（各年平均名目稅率變動） 

資料來源：經建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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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農、工業產品關稅減讓簡表 

平均名目稅率   

入會前稅率入會第 1 年 完成降稅計劃

20.02% 14.01% 12.86% 農業產品 

調降幅度：35.76% 

6.03% 5.78% 4.15% 工業產品 

調降幅度：31.18%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貿局（2002） 

 

（二）減少農工產品管制措施 

 入會前採取管制進口或限制地區進口之 41 種農產品，入會後除

稻米採限量進口外，其餘產品分別採關稅配額措施或開放自由進

口，但 14 項敏感農產品可採行特別防衛措施，以減少持續受到

不利衝擊。 

 小汽車及貨車（未超過 3.5 噸者）進口入會前採地區限制，入會

後改採關稅配額制度，逐步開放進口。機車進口地區限制亦於入

會後取消。 

 入會後取消汽、機車自製率及零組件國內產製規定。 

 入會後六個月及兩年內，分別開放 150cc 以上機車與柴油小客車

之進口。 

 入會後調降汽車貨物稅；並取消國人自行設計汽、機車車身、引

擎、底盤分別有 3％之貨物稅抵減（入會後不再受理申請，舊案

保留三年調適期）。 

 購置國內外自動化機器設備之投資抵減率修正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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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菸酒市場：廢止菸酒專賣制度，進口菸酒產品將改課徵關

稅、菸酒稅及營業稅，國產菸酒則課徵菸酒稅及營業稅。菸酒關

稅維持目前之從價徵收，並依烏拉圭回合分期調降方式調降關

稅。烈酒採單一分類課稅，並接受烏拉圭回合有關啤酒、烈酒之

關稅分年調降為零稅率之「零對零方案」。 

（三）開放服務業市場 

服務業市場開放包括律師、會計師等專業服務、金融、保險、證券期

貨、電信、運輸、教育、電影等，我國在入會前已逐步落實。入會後之市

場開放項目包括：(1)適度允許外國律師來台執行業務、(2)取消外人投資

航空貨運承攬業及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之外資比例限制、以及(3)取消

電影片映演業映演國產電影片比率、聯合映演同一國電影片之映演業家數

及映演場所數、電影片輸入拷貝數量等限制，並取消對外國電影片徵收國

片輔導金。 

（四）簽署政府採購協定 

將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在簽署後每年平均約 60 至 80 億美元的採購市場

將開放予其他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國廠商。 

（五）其他重要開放措施 

 停徵商港建設費，改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商港服務費。 

 施行「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規定。該協定有三要

點：(1)原則性規範：規定會員就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應遵守國民

待遇原則及最惠國待遇原則；(2)智慧財產各項領域之規範：分

著作權及相關權利、商標、地理標示、工業設計、專利、積體電

路電路布局及未公開資料之保護；(3)智慧財產權執行之規範：

包括智慧財產權執行之民事、行政、刑事程序、暫時性措施及與

邊界措施有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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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會後對國內經濟之影響 

就總體面而言，加入 WTO 後的關稅降低及市場開放，雖會對整體經

濟環境帶來衝擊，但另一方面，也享有無阻礙進入其它 144 個會員國（含

中國大陸）市場，可擴大對外貿易，國內消費物價下降等好處。就中長期

趨勢，國內相關經濟資源可做更有效率的運用，藉此提昇國家競爭力（經

建會，2002）。 

針對工業之影響來探討，由於政府近年來積極推動國際化、自由化，

工業產品之進口關稅已逐年降低，致許多產業在國際上頗具競爭力，這些

具國際競爭的產業，可因我國入會後，在其它會員之國際市場上獲得平等

對待而獲利，因此加入 WTO 對整體工業產品影響不大。另外，我國仍可

運用 WTO 的防衛條款、反傾銷及平衡措施，減少對相關產業的衝擊；但

對若干競爭力較弱之內需型產業，入會後面臨國外進口產品之強烈競爭，

將會造成較明顯的負面影響。以下是個別產業的影響程度（經建會，2002；

經濟部國貿局，2001）。 

 受正面影響或影響不大的產業：如電子資訊業、機械業、鋼鐵業、

機車業、石化業、製藥業、塑膠製品業、紡織業、食品業及航空

業。 

 受負面影響的產業：如汽車業、家電業、重電業、造紙業及菸酒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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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汽車產業之影響 

長期以來，國內汽車產業是以內銷為主，且受政策保護的內需產業之

一，其後雖逐年調降整車及零組件之進口關稅，同時也降低自製率並配額

限地小客車進口，以較開放的措施刺激國內產業升級，但仍有多項政策與

WTO 入會原則相異（如表 10.），經歷多次談判後，我國與各會員國達成

共識，針對小客車進口關稅與配額、零組件進口關稅、原材料進口關稅與

配額、貨物稅及自製率等六大方面進行條款修改（見表 11.），以符合 WTO

「平等、互惠、自由」的經貿精神（楊燕枝，2001a；經濟部國貿局，2002a

＆2001）。 

表 10.台灣汽車產業政策與 WTO 原則相異處 

1997 年前之汽車產業政策 WTO 之原則 

小 型 車 關 稅 30% ， 大 型 車

42%，零組件平均 25%。 

烏拉圭回合談判的「關稅減讓原則」之下，

各國應進一步降低關稅，減少各國高低關

稅級距間的差距，並自 1992 年 1 月 1 日起

逐年降低，至 1999 年 1 月 1 日前完成。 

限定汽車進口地區，1998 年前

禁止日本 3000c.c 以下小汽車

進口。 

不符合「數量限制之普遍消除」與「名稱

非歧視性」原則。 

自製率規定：小型車 50% ，

3.5~10 噸以下商用車 37%，10

噸以上商用車 31%；由 15 項重

要組件中，應選擇 2~4 項在國

內生產。 

不符合「國民待遇原則」中不能規定任何

特定產品的數量或比例，須由國內供應。 

促進零組件回銷日本計畫。 不符合烏拉圭回合談判與貿易有關之投資

TRIM 中，協議外銷比例規定將對貿易產生

扭曲效果。 

國人自行開發之新車型、底盤

及引擎可享有各 3%的貨物稅

抵減，為期 4 年。 

不符合「國民待遇原則」中，規定任何會

員國對來自其他會員國的進口品所設的國

內稅及法規，不得低於本國產品所享有的

待遇。 

資料來源：楊燕枝（2001a），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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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我國加入 WTO 之汽車產業相關諮商結果 

項目 內容 

小汽車進

口配額及

地區限制 

配 額 數

量 

1.國家配額 

 日、韓等原屬禁止進口地區國，入會當年國

家配額為 10,000 輛，爾後每年成長 20%。 

 入會後第一年美、歐盟各 159,220 輛，加拿大

12,912 輛，其後每年成長 20%。 

2.全球配額：為彌補前述國家配額之不足，另提供

入會後第一年 7,500 輛，年成長率 4%之全球配額，

供競爭力較強國家使用。 

3.X
註 1+9 年取消配額制度。 

4.入會後兩年後開放柴油小客車生產、進口及領牌。 

小汽車整

車進口關

稅 

1.配額內關稅：入會年起由 30%逐年等幅調降到 X+8 年的

17.5%（調適期最少兩年）。 

2.配額外關稅：入會年至入會第 5 年為 60%，第 6 年降為 30%，

配額限制取消後不再適用。 

重車進口

關稅 

入會起，由現行 37%逐年等幅降至 2008 年的 25%（調適期最少

兩年）。 

汽車零組

件關稅稅

率 

109 項關稅稅率將由現行名目稅率 14.58%降至入會第四年之

8.9%。其中 75 項允許 X+3 年之調適期，惟至遲應於 2004 年前

達成最終降稅目標，另 34 項允許 X+2 年之調適期，惟至遲應於

2002 年前達成承諾之最終降稅目標。 

原材料關

稅稅率 

1.鋼材將於 2004 年由目前約 10%降至零關稅。 

2.鋁錠目前為零關稅，合金鋁錠目前為 1.25%。 

3.塑膠原料關稅稅率降至 5%以下。 

級距 原規定為三級制：2000c.c 以下 25%，2001~3600cc 為

35%，3601cc 以上 60%。入會後前五年：2000c.c 以下

25%，2001c.c 以上為 35%。入會後第六年：2000c.c 以

下 25%，2001c.c 以上為 30%。 

國 人 自

行 設 計

抵減 

自入會日起取消申請，已申請者享有三年緩衝期（至

2004 年 1 月 1 日止）。 

貨物稅 

完 稅 價

格 

銷售價格註 2／（1+稅率）。 

自製率 入會時即取消汽機車自製率規定。 

註 1：X 表入會年。註 2.：若無中間批發商者，銷售價格得扣除批發商毛利。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貿局（2001）；楊燕枝（2001a）；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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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後相關政策改變對汽車產業所產生之衝擊，綜合而言分為以下數

項。 

一、取消進口配額及地區限制之影響 

以往我國規定限向北美及歐洲地區（東歐除外）製造之小客車進口，

及限向歐美地區製造之小貨車及小客貨兩用車進口，重型車則全面開放進

口。加入 WTO 後，原限制進口的日、韓汽車，將可於入會年獲得各一萬

輛的配額，爾後每年增加 20%；全球配額則由 1997 年時的 3,300 輛，調整

為入會年配額 7,500 輛，每年增加 4%，並於入會八年後全面取消配額限

制。觀察自 1994 年起陸續放寬汽車配額進口的國內市場銷售狀況顯示，

日本汽車佔進口小客車市場約 18.2%，韓國汽車也躍升為第三大小客車進

口國，顯示國人偏好亞洲車系（楊燕枝，2001a）。取消配額及地區限制後，

進口車市場大門開放，首要影響當推日本車及採行低價策略的韓國車搶進

台灣市場（經濟商國貿局，2002），此將對歐美進口車商甚為不利，而日、

韓車系的市場佔有率將增加。 

因國內廠商絕大部份均與日本車廠有技術合作或合資關係，一般咸認

限量開放日本車進口，對國內車廠具有延伸產品線，增加與歐美豪華房車

競爭的優勢。而且國外母廠出口至台灣的車型也將與本地生產有所差異，

以形成市場區隔，因此國內整車廠不會因市場開放而受挫，僅福特六合雖

與日本馬自達技術合作，但進口代理權卻掌握在台灣馬自達公司手上，使

無法享有日系車開放進口的好處，而其承受日本車開放進口的衝擊將遠較

其它國內廠商為大（劉逸均，1996）。另一方面，雖然為避免同廠牌日系

車在國內市場自相殘殺，各車廠仍以國產車為營運主力，再搭配高價位、

高排氣量或尚未國產化的進口車銷售，但此情勢僅能維持一段時間，待進

口限制全面取消後，進口車與國產車的消長，就須視國內汽車產業的未來

發展而重新評估（楊燕枝，2001a）。惟可預見在台灣汽車市場強勢品牌佔

有率愈來愈高，市場愈來愈向大廠集中的情形下，其它小車廠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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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愈益窄化。 

 

二、調降整車關稅之影響 

就國內整車廠而言，在降低關稅及取消進口地區限制後，面對進口車

之競爭，影響國產車競爭力最大的兩個因素為匯率及關稅稅率，而在關稅

稅率逐年調降後，進口車與國產車的價格競爭將更趨白熱化（林京芬，

2000）。加入 WTO 後，小客車進口關稅將從 30%逐年降至 2010 年的最終

稅率 17.5%。業者估計平均每調降 1%關稅，進口車成本可降低 0.8%，而

零組件每調降 1%關稅，國產車僅能節省 0.3%的成本，因此關稅每下調整

1%，國產車將流失 1.56%的市場佔有率（王超民，2000）。依楊燕枝（2002）

研究指出，由於關稅分九年調整，每年等幅調降的比率不大，因此市場變

化在短期內並不顯著，但至 2009 年時，在假設匯率不變情況下，進口車

（3600c.c 以下者）的價格下探空間約現今訂價的 9%，若國產車無法於此

調適期內有效降低成本，國產車將約減少近 19%市場佔有率（約九萬輛），

故關稅降低確可提高進口車的價格競爭優勢。另我國高級汽車市場素來為

歐美 Benz、BMW、Volvo 等進口車商之天下，銷量雖不大，但隨著整車

進口關稅降低，進口車售價將會降低，加以國產車近年在 2000c.c 以上的

高級房車之設計頗多精進，已擴大佔領此高級房車市場，因此在入會後，

此一區隔市場內之國產與進口車兩者競爭將更趨激烈。 

 

三、調降汽車零組件及原材料關稅之影響 

根據研究指出（楊燕枝，2001a；經濟部國貿局 2002；彰銀資料，2002），

汽車零組件進口關稅將由現行平均名目稅率 14.58%降至 2006 年的

8.93%，另加上取消自製率限制，對整車廠而言，在零組件的選擇上將有

更大自由度，而部份規模較小的車廠為降低研發成本，將可能朝向組裝或

代工為主的經營型態。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45

 

對台灣 2,800 餘家汽車零組件製造廠商而言，因多屬中小企業型態，

有能力供應國內整車廠 OEM 零件者約 300 家，其它大多數零件廠只能模

仿原廠零件式樣，以供應消費者維修更換，而我國零組件市場約 70%以提

供國內整車廠為主，故加入 WTO 後之關稅降低，將為本土零組件業帶來

相當的威脅，幸原材料關稅也同時降低，使受衝擊程度較為緩和，但若加

上自製率取消規定，零件內銷金額勢必也會減少，業者必須更積極開拓海

外市場。 

 

四、調降貨稅及調整課稅級數之影響 

入會後的貨物稅由現行三級制修改為二級稅率制，其中 2000c.c 以下

的車輛維持原先的 25%。「2001~3600c.c 及 3601c.c 以上」修改成「2001c.c

以上」一 級，貨物稅也由原來「2001~3600c.c 課征 35%及 3601c.c 以上課

征 60%」修改成入會前五年「2001c.c 以上」課征 35%，第六年調降為 30%。

其中 3601c.c 以上的大型房車將直接受惠，約可降低四成貨物稅成本，反

映在售價的降幅約為 15%，此會拉近與 3000c.c 房車的售價，威脅該排氣

量的房車市場；僅就入會後的稅率變動影響而言，3600c.c 以下車種以乎

沒有調降必要，但在 3601c.c 以上的大型房車可降價 15%的壓力下，可能

相對造成 3600c.c 以下的房車調降售價（王超民，2000）。另外，3601cc.

以上之貨物稅從 60%降為 35%及續降為 30%，有利於進口商導入大型房

車，最大受惠者應是以製作大排氣量車為主的美國業者（楊燕枝，2001a） 

 

五、取消自製率之影響 

入會後，現行 40%自製率將立即取消，自製率達 80%的進口零件關稅

調降優待、及技術母廠的技術收入免繳所得稅措施也一併中止。此政策改

變對汽車產業的影響甚大，分別詳述如下。 

1.指出，國內整車廠在自製率取消的規定施行後，將面臨零組件重新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46

 

選擇，在比較利益原則下，外資車廠將可能提昇使用原母廠零件而降

低研發成本，因此外資持股較重的國瑞、福特六和將會受益，相對地，

中華、裕隆等車廠的競爭威脅將可能加重（經濟部國貿局，2002a；

楊燕枝，2001a）。 

2.以內銷為主的汽車零組件業者將面對進口產品的強力競爭。在自製

率規定取消後，整車廠可選用更便宜的進口零件，尤其世界大車廠現

皆採取全球分工，每種零件均由成本最低的生產基地統一供應，而國

產車為提昇競爭力，勢必全力降低成本及提高品質，將趨使採購更多

的國外零組件，因此國內零組件業者所受衝擊將較整車廠更大。 

根據早期經濟部工業局的調查顯示，對以中小企業為主、大多數

供應「售後服務零件」、及技術水準有待提升的國內零組件業者而言，

自製率限制取消後，可能只有 35%有競爭力的廠商可存活，另 65%

則將遭逢存亡危機（劉逸均，1996），所以汽車零組件業在入會後，

除了一些生產因運送不便、不經濟而必須當地採購的零組件（如玻

璃、座椅等）業者影響較小外，專門供應國內車廠 OEM 的零件業者，

將直接面對國外大型零組件業者的競爭壓力，因此該類廠商須進行轉

型評估；至於供應汽車售後維修零組件業者，有 90%以上係以外銷為

主，取消自製率規定對其影響不大，反而因 WTO 會員國的貿易障礙

消除，出口競爭力可望提高（彰銀資料，2002；經濟部國貿局，2002a）。 

 

六、取消國人自行設計抵減貨物稅優待之影響 

國內廠商自行設計車身、底盤、引擎者，可享有各 3%貨物稅抵減優

惠措施，將於入會後全面取消，但在入會前提出申請者，仍可享有三年之

緩衝期。由於此三項貨物稅的減免合計為 9%，促使業者就多款自行設計

的車款於入會前向經濟部工業局提出抵減申請（王超民，2000）。另外，

政府於新興重要策略性製造業獎勵辦法中鼓勵國人從事發展高自製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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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及關鍵零組件，以避免業者已投入的數十億元高額研發經費，因減少

抵減空間而承受過大的衝擊（楊燕枝，2001a）。 

 

七、開放柴油小客車進口之影響 

柴油車具產量大、低成本的優點，是歐洲市場的主流之一。我國於入

會後兩年內開放柴油小客車進口，相關研究（經濟部國貿局，2002a；楊

燕枝，2001a）指出在消費認知不普遍及短期習慣較難改變情況下，除營

業用車（如計程車）外，其對國內汽車市場產生的衝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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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汽車產業之因應措施 

一、政府部門的相關輔導政策 

為因應入會後對國內各產業造成的衝擊，及提昇國際競爭力，爭取入

會帶來的商機，政府部門持續推動各項調整措施，針對製造業方面，已擬

定相關因應對策，有下列五項基本政策協助產業加速轉型升級（經建會，

2002）。 

 積極鼓勵研發創新：加強國家型科研計畫及產業科技專案計畫，獎

勵「重大效益、高風險、需扶植」的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並已訂

定「行政院開發基金加強投資創業投資事業計畫」，由開發基金出

資新台幣 300 億元，配合民間出資 700 億元，總計 1,000 億元，投

資於國內外創業投資公司或基金，帶動相關新創事業之發展。 

 加強推動傳統產業升級：落實對傳統產業的各項輔導服務工作，提

供技術及人力支援，並積極協助傳統產業在金融市場籌集資金。 

 推動企業再造：鼓勵企業朝大型化及國際化發展，另已修正公司經營相

關法規，制定企業併購法，活絡企業籌資管道，並積極鼓勵國內外企業

在台灣設立營運總部。 

 運用ＷＴＯ架構下之救濟措施：例如反傾銷及平衡稅、進口救濟、產

品特別防衛條款、紡織品特別防衛措施等，以及建構「貿易救濟防火

牆機制」與「貿易救濟個別產品預警系統」，以保障業者權益，避免產

業遭受損害。 

 菸酒公賣局民營化：菸酒專賣改制後，輔導臺灣省菸酒公賣局積極從事

內部改造，並朝單純菸酒產銷事業及民營化方向改革。 

 

就政府主管機關對汽車產業的輔導措施方面（經濟部國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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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a），主要有以下幾點： 

1. 提供金融租稅優惠：包括進口國內無產製機器設備免徵關稅；外

國營利事業收取權利金暨技術報酬免稅；五年免徵營利事業所得

稅或股東投資扺減；運用「促進產業升級條例」鼓勵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等。 

2. 實施專案輔導計畫：運用「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及「全面提

升產品品質計畫」協助業者不斷進行高科技、高附加價值之新產

品研發及輔導業者改善品質，強化國際競爭力；另執行「提昇傳

統性工業產品競爭力計畫」鼓勵業者從事新技術及新產品開發，

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另於整合供應鍊體系方面，將採取「競爭力

合作計畫」以強化中衛體系，促進策略性聯盟，提升競爭力。 

3. 平衡國內外產業競爭條件：採行符合ＷＴＯ規範之「小汽車進口

關稅配額」制度取代小汽車進口地區限制，並逐步調降整車進口

關稅，俾利國內汽車業者調整產業體質。在汽車零組件方面，由

於入會後自製率規定必須取消，因此對於具發展潛力之零組件，

短期內將不大幅調降關稅稅率。因此在我國入關初期採行配額關

稅之期間，所有小汽車進口都須檢附出口國機構製發的原產地證

明，才能適用優惠關稅稅率；而在台灣組裝的汽車在申請牌照

時，也須檢附工業主管機關所核發的原產地證明，若無該項證

明，將視為進口車，除須課整車關稅外，也將扣減核配其認定原

國產車的配額關稅數量（扈永安，1997）。此策略有助於減輕我

國汽車零組件業因入關自製率取消所受到嚴重的衝擊，亦可保有

我國汽車工業的發展，不至於淪為國外車廠海外生產的組裝工

廠。 

 

二、汽車業者之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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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汽車產業在貿易自由化的環境下，市場的競爭將更形激烈，為因

應多變且競爭的市場，全球汽車產業有朝向集中化及資源共享的趨勢，藉

以降低成本及增加競爭優勢，相對的小廠的生存空間也將會受到擠壓。國

內部份小廠在加入 WTO 後，其有限的本土市場競爭力將遠不如大廠，就

中長期而言，相關汽車廠商藉由結盟或併購以提昇研發能力，增加銷售管

道及降低成本的趨勢將逐步成型。另外，國內廠商為確保市場佔有率，將

加強新車研發能力及加強進口車之代理經營，以提供多車系及車款的複式

經營行銷方式，來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林京芬，2000；王超民，2000，

劉逸均，1996）。例如福特六合重新調整經營策略，加重進口車比率；裕

隆汽車則取得法國雷諾汽車代理權，並與日本日產汽車共同保修系統，以

上作為皆是為因應入會後對汽車市場生態帶來的衝擊。以下即針對本土業

者對入會後的因應策略作進一步探討。 

（一）擴展週邊事業與發展電子商務 

國內汽車業者為加強對客戶一條鞭式的服務，以爭取潛在客戶，積極

朝向多角化經營，發展諸如保險、汽車租賃、中古車買賣及汽車精品百貨

等相關週邊事業。另為面向網際網路時代之電子商務，加強使用資訊科技

來整合汽車上、中、下游與週邊產業，爭取更多商機（見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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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國內主要車廠電子商務發展概況 

 電子商務發展概況 

中華 

裕隆 

裕隆集團於 2000 年 10 月籌組正源網路應用軟體服務公司，跨

入應用軟體服務提供（ASP）的領域，先期從事採購部門辦公

室用品及一般供應品，爾後將對集團提供汽車週邊水平事業相

關服務，並積極爭取車輛產業上、中、下游高達 7,000 億元的

商機。 

和泰 和泰公司資訊部門除了負責公司內部 e 化外，也包括旗下八家

經銷商之資訊業務。目前該資訊部門已可承接外部軟體公司之

委託案，為公司增加收益。 

福特六合 將發展以經銷商為主的「間接式」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

商務，結合後端生產線供應鍊管理系統，協助經銷商及銷售人

員簡化訂單流程，縮短生產至交車時間。 

三陽 初期從機車事業部開始發展電子商務。 

資料來源：王超民（2000）、e 天下雜誌（2002）／本研究整理 

 

（二）完善的銷售、維修網及產業供應鍊電子化 

國內廠商擁有健全的銷售展示網及維修服務據點，是潛在進口商所

不能企及的既有優勢。另外行政院於 1999 年通過「產業自動化及電子推

動方案」，期在五年之內（2000~2004 年）使國內至少有五萬家企業及二

百個體系以上開始應用企業對企業（B2B）之電子商務，因此台灣車輛

工業同業工會針對車輛產業電子商務之各項實際需求，依據產業訂定之

標準交換模式規範，籌建車輛產業專屬之共用型電子商務交換平台─

TANX 系統（Taiwan Automobile Network eXchange），預期完成 TANX 計

畫後，可涵蓋衛星工廠與中心廠，使彼此之間可藉著電子供應鍊文件交

換的信息，將整個採購、交貨運輸、付款流程等緊密結合在一起，大幅

縮短作業時間，減少庫存及資金積壓情形；而經銷商與中心廠之間也可

由客戶關係管理系統交換資訊，掌握市場脈動（蔡宇光，2001），此將有

效提昇產業整體競爭力。 

（三）擴大技術移轉及加強關鍵零組件研發能力 

就業者而言，發展關鍵零組件（例如引擎、制動、傳動及車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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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零組件）的主要問題，在於技術仍然掌握在國外合作母廠手中，

對生產成本上是相當大之負擔，此部份的零組件由於技術層次高，且牽

涉相當多技術上的 Know-how，除利用政府適當的獎勵措施輔導研發，以

吸引國外大廠與國內廠商合資設廠外，亦可由各車廠共同開發與聯合採

用，一方面可以進行技術移轉，另一方面也可平抑國外技術合作廠的售

價，對國內汽車工業競爭力的增強將有相當大的助益。目前政府已將輔

助氣囊、觸媒轉化器、防鎖死煞車系統、汽車引擎、動力方向盤系統、

引擎燃油控制系統及自動變速箱等七項零件，列入高科技產業範圍，使

其適用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的租稅優惠，同時廠商亦可向經濟部工業局申

請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劃補助，現有近 20 家科研單位及廠商投入研發，

以提昇零組件技研能力（彰銀資料，2002） 

另外，藉由認證提升品質、拓展零組件外銷也是主要的努力方向。

我國的零組件業原本即有相當強的競爭力，依台灣區車輛同業工會資料

統計，2001 年之全年外銷金額已達台幣 784 億元，且不斷成長中，未來

在 WTO 貿易自由化之環境下，業者應配合既有出口實力基礎，再藉由

申請 ISO-9000、QS-9000 等品質保證標準認證及 CE-MARK 等產品驗證，

以拓展零組件外銷。在外銷市場方面，美國、中國大陸、德國、法國等

固有主要市場要再長期深耕，對日本市場則充分利用現有政策，加強對

日回銷，另對印度、東南亞、土耳其、中南美洲、東歐、俄羅斯及中東

等新興市場，亦應積極開拓，以擴大出口量及分散市場（扈永安，1997；

彰銀資料，2002）。 

（四）加入國際分工體系，擴大經濟規模 

世界汽車工業已進入國際分工的時代，日本各大汽車廠為增加競爭

優勢，紛紛推出亞洲車或世界車。台灣剛好地處日本與東南亞中繼站的

位置，技術又優於東南亞各國，如果台灣汽車相關業者能納入日本車廠

的亞洲車分工體系，確可擴大生產規模以降低成本。因此國內業者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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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日本車廠推動的亞洲車策略，結合中心廠及零組件廠發揮整體力量，

主動爭取加入技術合作母廠水平整合計畫之國際分工體系，拓展我國汽

車零組件外銷市場，甚至爭取該亞洲車或世界車在台灣生產，以擴大生

產規模，降低零組件及整車的成本，提高國際競爭力。不過基於日本車

廠已在東南亞地區逐漸佈建零組件生產基地，我國汽車零組件廠必須在

價格、品質及交期方面持續改進，才不至遭泰國、馬 來西亞、印尼、菲

律賓、越南及印度等新興國家取而代之（彰銀資料，2002；林京芬；2000；

扈永安，1997）。 

（五）拓展大陸及東南亞市場 

台灣汽車產業未來最重要的方向是因應入會後產生的外在環境變

化，由內需市場走向海外市場，透過國際分工及海外現代生產的方式，

將市場拓展到海外；其中最重要是中國大陸及東南亞國協，分述如后（經

濟部國貿局，2002a；蔡淑芬，2002；彰銀資料，2002；楊燕枝，2001c，

林京芬；2000；扈永安，1997）。 

1. 近幾年來全球各國汽車產銷量均處於下降或持平的情形，然市場

逐漸開放的中國大陸卻一枝獨秀進入快速成長期，其自 1999 年

後汽車產銷量均保持在二位數的高成長率，進而成為全球汽車業

者的注目焦點。根據大陸官方統計，2001 年大陸共計生產 233.4

萬輛汽車，銷售 236.4 萬輛，而成長率更分別保持 12.8%與 13.3%

的高水準，估計在全球汽車排名上仍將保持生產第八與銷售第七

大順位（楊燕枝，2002）。由於兩岸間具有同文同種的關聯，資

源彼此又具有互補性，因此兩岸汽車工業的發展，若能以台灣充

裕的資金、管理及完整的產銷體系，結合大陸的土地、勞工及市

場，應可建立合作互補的關係，形成共生結構。隨著政府「戒急

用忍」政策朝向「積極開放，有效管理」，目前已有中華、裕隆、

永業汎德、和泰等業者登陸投資或合資，成立整車廠或銷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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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步步為營下，已漸見收益成效（陳伯元，2002）；相關零

組件業者也隨著上游廠赴大陸設廠，以配合「現地化」生產及節

省運輸成本（彰銀資料，2002）。 

2. 另一方面，中國大陸最為薄弱的汽車水平周邊服務體系，在入會

後外資可設立專營代理商、可提供汽車融資等相關事業的競爭

下，大陸汽車業傳統銷售的 4P 因素（產品、價格、地點、促銷）

將轉為 4C 因素（用戶－需要與慾望；費用－用戶能承受多少購

買和使用費用；便利－包括售前、售中和售後服務系統；傳播－

汽車廠商與用戶之間的資訊交流），但由於國際汽車大廠對此服

務體系早已實施多年且經營良善，而大陸卻因計畫生產導向而對

此服務體系尚未涉入，因此推估此服務體系除由合資廠中之外資

主導外，餘應將全面淪為外資企業之掌握（楊燕枝，2002）。針

對此水平週邊服務領域擁有豐富經驗與能力的我國業者而言，不

失為一大好拓展商機，故裕隆集團於 2001 年底與大陸東風集團

簽署合約，共同成立新車銷售、舊車置換、訊息、保險代理人及

融資等五家公司（陳伯元，2002），期全方位擴大佈署大陸市場。 

3. 在東南亞市場方面，業者應朝向儘力爭取汽車零組件加入東南亞

國協之零組件互補協定或與單一國家簽訂雙邊互惠協定，以互享

零組件進口優惠措施，擴大我國汽車零組件外銷機會。現已有部

份業者相繼前往印尼、越南及菲律賓等國家投資設廠，其中裕隆

汽車行動最為積極，於 1999 年購入日產菲律賓廠 75%股權，2000

年正式進入當地市場，第一年業績雖然獲利，惟 2001 年受到菲

律賓披索大貶影響，導至進口零組件成本顯著增加，需求隨之萎

縮而投資失利（王超民，2000；彰銀資料，2002）。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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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TO 後，理論上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進口地區的限制、關稅及

貨物稅的調降、自製率規定及自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優惠之取消，並須面

臨日、韓汽車的叩關挑戰。但在關稅分八年調降、3600c.c.以上車種之貨

物稅於入會前五年從 60%降至 35%、入會前提出申請之自行設計車款仍保

有三年貨物稅優惠，另加上國內廠商在維修及行銷通路上的競爭優勢，及

提前調整經營策略、擴展海外市場的努力下，已將入會初期可能產生的衝

擊減低至最小程度。就長期而言，國內汽車相關業者應朝向「車廠併購聯

合化」、「生產裝配模組化」、「汽車產品環保化」、「汽車服務創新化」趨勢

發展（蔡淑芬，2002），以面對未來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56

 

 

第四節、 對機車產業之影響與因應措施 

加入 WTO 後，我國機車產業將面臨新的產業競爭環境，包括關稅降

低、自製率取消、進口地區限製取消、開放 150c.c 以上重型機車領牌及進

口、取消自行設計貨物稅減抵與各項投資抵減等獎勵措施（見表 13.）。在

這些新規定中，國內機車業者認為最不利的是關稅的調降，整車廠則特別

重視開放 150c.c 以上重型機車領牌及進口、及取消自行設計貨物稅減免

3%的優惠等措施對產業之影響（蔡淑芬，2002）。相關研究（蔡淑芬，2002，

楊燕枝，2001b）指出在短期內可能會引發過渡時期的陣痛，但長期而言，

經汰弱留強後，反而有助於提昇台灣機車產業之國際競爭力，並且機車產

業可因享有 WTO 會員之國民平等待遇，對外貿易權益將受到更多保障，

有利於擴張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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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加入 WTO 之國內機車產業相關規定 

 原規定 入會後規定 

150c.c以下機車限向歐美地區進

口。 

立即全面開放進口。 機 車 限

制進口 

150c.c 以上機車禁止進口及領

牌。 

入會後 6 個月開放領牌。 

機車稅率 25%。 入會年起由現行 25%逐年等幅

調降至 18%，調適期最少 2 年。 

關 稅 稅

率 

機車零件平均名目稅率約 14%。入會起逐年等幅調降至 2004 之

承諾水準 8%以下。 

自製率 電動機車（1999 年起）50%。 立即取消自製率規定。 

貨 物 稅

完 稅 價

格 

出廠價格／（1+12%+稅率） 銷售價格／（1+稅率） 

註：若無中間批發商者，銷售

價格得扣除批發商毛利 

禁 止 性

補貼 

1. 購置國產自動化或防治污染

設備可抵減營業稅額 20%，優於

進口設備抵減率 10%。 

2. 建立國際品牌形象支出抵減

10%、15%。 

立即取消。 

自 行 設

計 貨 物

稅 之 減

免 

使用自有品牌，且引擎、車架及

外型皆自行設計製造之機車，減

免 3%貨物稅（首次出廠起三年

內）。 

至 2001 年底停止申請，入會後

三年完全取消貨物稅抵減。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工會／工研院經資中心

ITIS 計畫整理。 

 

以下綜合各相關文獻來探討國內機車產業加入 WTO 後的影響及因應

作為（蔡淑芬，2002；一銀產經資訊，2002；楊燕枝，2001c）。 

一、取消機車進口限制，與降低整車關稅。 

（一） 150c.c 以下機車市場 

 除了日本、義大利進口機車威脅外，國產機車應仍保持競爭優

勢，但預估佔有率將下降。另國內業者尚須面臨印度、中國大陸

及東南亞等地區低價車種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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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業者在國民待遇原則下，可享有更公平的貿易權益保障，有

利出口成長。 

 為降低生產成本，國內業者將增加海外投資比例。 

 在國際分工原則下，台灣將可發展為亞太 150c.c 以下機車設計研

發中心。 

（二） 150c.c 以上之重型機車市場 

 國內車廠開始研發並推出 150~250c.c 之大型速克達或騎士車。 

 250c.c 以上之國內機車市場將由義、美、日、德等國際知名大廠

瓜分。 

 國內車廠將因開發大排氣量引擎而使技術升級，並且在國際競爭

之壓力下，致力於健全產銷體系，加強售後服務，及善用電子商

務以提高競爭能力。 

 

二、取消自製率規定與降低零件進口關稅 

（一） 整車業者 

 電動機車業者為提高整車性能而增加使用進口電池等零組件。 

 零組件供應來源增多，價格將因市場競爭而下降，進而使整車生

產成本降低。 

 採用進口零件，以減少研發投資所帶來的風險。 

 較容易採用高品質零件而提升機車性能，以加速新產品推出速

度。 

（二） 零組件業者 

 中衛體系的合作關係將減弱，估計約 30%零件改為進口。 

 國內車廠減少採購國產零組件，不利高附加價值零件的研發。 

 業者將面對歐美日等國之高技術、高品質零件的競爭，及東南

亞、中國大陸等低價零件之進口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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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利 OEM 業者拓展海外市場。 

 外資將降低與本土業者的技術合作，改以直接進口方式進入國內

市場。 

 產業結構可能面臨重整，不具競爭力之業者將被淘汰，或外移至

開發中地區以求生存。 

 加入 WTO 與提升研發技術水準，有助於開拓零件外銷市場，並

參與國際分工體系。 

三、取消自行設計之貨物稅減免優惠 

 業者研發成本提高，增加廠商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之投資風險。 

 研發成本若轉嫁給消費者，將導致國產機車售價提高，導致市場

競爭力下降。 

 業者將透過民間科專與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申請研發補助，新

興重要策略性產品仍受到政府獎勵研發。 

 業者對研發項目之評估與風險控管將更為嚴謹。 

四、小結 

我國加入 WTO 之後，業者將面臨更多的機會與挑戰，例如政府預計

於 2002 年 7 月開放 150c.c 以上重型機車買賣及領牌，根據業者估計，每

年約可為本土機車市場帶來 10,000 輛以上的銷售額。而在 150~250c.c 之間

的機車市場為我國業者具能力切入者，對此目標市場也採取因應措施，例

如光陽工業將推出其外銷車型 Dink 250 速克達來競奪 150c.c 以上排氣量

之市場，其他業者也計劃代理國外重型機車在台銷售。另為因應 2003 年

我國第四期環保標準之實施，政府正推動舊機車換購低污染噴射引擎補助

計畫，部份業者也將因應推出噴射引擎的四行程機車，以符合法規及提升

技術水平，進而鞏固市場佔有率；而業者也可切入不同市場區隔，生產輕

型沙灘車、越野車等來開發潛在消費市場，以多角化策略因應入會後的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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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佔機車產業 45%的機車零件業方面，依業者估計約有 30%仍具國

際競爭力，且在 OEM 及售後維修市場需求不致大幅衰退情況下，短期內

的入會衝擊較為有限，但長期來看，零組件業者仍需加速規劃將不具競爭

力之零件生產外移，並積極參與國際分工體系，以分散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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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各主要國家對競爭法之規範與案例介紹 

政府的產業政策係以干預的手段來解決經濟環境之結構轉變問題，其

目標是為了協調或調和政府的政策行動朝向競爭經濟福利的最大化，所以

產業政策可以說是政府對各種公私生產活動的干預，而貿易政策則是政府

對產品及資源貿易的干預，以上二者難脫具有保護性的色彩，亦可能造成

對市場競爭的扭曲（連建志，1995），因此在相當程度內，須以合理的競

爭法制加以規範政府對產業、貿易政策的行為。而我國制定公平交易法（以

下簡稱公平法）的目的，主要就是為了明確建立公平交易制度，確立公平

自由的市場經濟秩序，期盼事業在法律規範下，能從事自由公平的競爭，

使資源能利用到最大效能，直接促進經濟安定繁榮，並間接達成保護消費

者之目的（公平會，2000）。 

而針對進入 WTO 後所帶來的市場貿易全球化之衝擊，國內產業政策

做出不少調整，其中之一係推動企業再造，鼓勵企業朝大型化及國際化發

展，並修正公司經營相關法規，制定企業併購法（經濟部，2002）。就汽、機

車產業的因應措施來說，積極參與業外投資，藉由成立或購併其它公司，以擴

展週邊事業，提供全方位的顧客服務（彰銀資料，2001；林京芬，2000），另就

中、長期而言，國內相關汽車廠商藉由結盟或併購以提昇研發能力，增加

銷售管道及降低成本的趨勢也將逐步成型（林京芬，2000；王超民，2000，

劉逸均，1996），然而以上的作為，皆可能觸及公平法中對事業結合行為

的規範，以下針對我國公平法及其他主要國家競爭法對事業結合管制的規

定，作一簡要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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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事業結合行為 

一、結合的概念 

事業結合的概念，常見有許多類似的用語，例如「合併」、「購併」

（merger & acquisition）、「收購」（take over）、及「公開收購要約」（tender offer）

等，其中合併、購併常見於企業管理活動中。合併為公司法的用詞，意指

二或二以上之公司歸併成為一個公司之行為，其原有之一以上公司從而消

滅，而消滅公司之權利義務由合併後之存續公司概括承受，依性質又可分

為吸收合併與新設合併二種型態（柯芳枝，1994；沈麗玉，2001）。至於

購併非法律名詞，企業界用以泛稱不同事業間經由各種方式來移轉資產，

控制或經營權之法律行為總稱（王文宇，2000；沈麗玉，2001），對於購

併行為，美國習慣稱之為 M & A（merger & acquisition），英國多用「Take 

over」日本則稱為「買收」。 

以下參考專家學者的整理（劉健君，2001，沈麗玉，2001），對購併、收

購及公開收購等名詞作一扼要說明。 

（一）購併 

購併基本上可分為合併與收購二種，前者即為公司法之合併概念，後

者指買方向賣方之企業購入資產、營運部門或股票，一般而言，在取得

30%股份後，收購即成立，又依其收購標的，可分為資產收購及股份收購。

所以，合併主要是指以合併之方式來完成事業結合的目的，收購則是以購

買股權或資產等方式來達成事業結合的目的，而購併則兼含公司合併、購

買資產及股權移轉等型態，主要皆是為了取得經營權或控制權。 

（二）收購 

英國向來以 take over 來代表購併活動，所謂收購係指一次或一系列的

交易行為，並藉由此種交易行為使一方取得另一方事業之控制權，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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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能為取得所有權而直接控制，或取得經營權而間接控制。基本上收購

可以說是購併型態之一。 

（三）公開收購 

公開收購股權或公開收購要約，乃指公開收購他人之股份而言，也就

是對不特定之目標公司持股人發出要約，表明於一定期限內，就其所願承

購之目標公司持股人發出要約，表明於一定期限內，就其所願承購之股權

權額內，以一特定之價格收購該目標公司股份。所以公開收購的主要目的

在於取得公司股份，而收購則著重於控制力的取得。 

 

二、我國公平法的「結合」定義 

公平法所稱結合，依第六條規定，謂事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而言：  

1. 與他事業合併者。 

2.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

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3.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4.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5.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由以上規定可知，公平法所規範的事業結合類型，包括合併、股份取

得、資產取得、董事兼充及其他直接或間接之控制型態，其涵義較前述的

購併或收購行為更為廣泛。另外公平法對於「事業」的定義（公平法第二

條）為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同業公會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

事交易之人或團體，相較於公司法的定義為廣，故公平法的適用對象亦較

公司法為廣（沈麗玉，2001）。 

我國公平法對結合之規範係採申請核准制，依公平法對於結合管制的要點

（公平會，1992）：「事業結合之結果，易致壟斷市場，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當有限制之必要。惟對於加強國際市競爭能力之需要亦宜兼顧，故規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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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合行為致市場佔有率達一定比例或金額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中央主管機關並應於收受申請後二個月內為合駁之決定。如其結合對

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得與許可；其應申請許可而未申

請，或經申請未獲許可而為結合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為必要之處置與處

分。」由上述可知，公平法所欲管制之對象主要著眼於結合後導致壟斷市

場之事業，同時也強調結合可能增進事業之國際競爭力及促進整體經濟的

效果，因此，大體上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管制的態度是朝向寬鬆面（張鴻

基，2000）。 

三、結合的類型 

依據法律學理及實務，事業結合可分為三種類型，即水平結合、垂直

結合及多角化結合（沈麗玉，2001；張鴻基，2000）。而結合型態的判定

即市場範圍界定的問題。相關市場範圍的界定，主要通常可分為兩部分，

即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其中產品市場之判定，需同時考慮需求的交叉彈

性(The cross-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簡稱交叉彈性)和供給的交叉彈性

(The cross-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至於地理市場之判定，則需考慮運輸成

本、產品分銷管道及媒介、法定限制以及產品或勞務的本質。以產品市場

與地理市場作為判定的依據時，可定義三種結合類型如后： 

（一）水平結合：在同一地理市場內、相同產銷階段且生產相同或高替代

性產品之事業相結合，稱之為水平結合。 

（二）垂直結合：在同一地理市場內，某特定產品供應者與需求者相結合，

稱之 

為垂直結合。 

（三）多角化結合：簡言之，不屬於水平結合及垂直結合之結合皆屬之。

亦即 

不在同一地理市場內，「或」生產不相同且不具高替代性產品又不具供需

關係之事業相結合，謂之多角化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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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併的經濟類型 

就企業所執行的業務型態或產業相關性區分時，可將合併的經濟類型

分為水平式、垂直式、同源式與複合式合併（劉健君，2001）。 

（一）水平式合併（horizontal merger） 

同產業中，從事相同或類似業務公司之合併，透過集中採購生產原料

或設備、共同研發、整合通路等模式，可產生規模經濟、降低營運成本、

擴張市場佔有率、增加獨占力等結果，進而降低市場競爭程度，而產生反

競爭效果，至於效果大小，端視合併之兩公司之市場占有率及其他市場條

件而定。水平式合併在反托拉斯法領域內較受執管單位關切。 

（二）垂直式合併（vertical merger） 

同產業之上、下游具有供需關係的企業合併行為，可獲得穩定零組

件、原料、成品、或銷售通路，以提高營運效率，並保持上游原料供應與

下游銷售間的良好關係，甚而可視情況需要，制定移轉價格以規劃利潤政

策。其中又可分為向前整合及向後整合二種合併方式。 

（三）同源式合併（congeneric merger） 

企業多角化經營模式之一，係指當一產業含括不同領域時，企業為追

求該產業的全面優勢領導地位，採取結合同一產業中之業務性質不同的企

業為合併策略。例如克萊斯勒（Chrysler）與朋馳（Daimler-Benz）合併案，

克萊斯勒主要生產休閒吉普車、商用卡車及中等價位的房車，朋馳則生產

高價位之頂級車系。同樣於汽車產業中，兩家公司所生產的車種、車款卻

有明顯不同的定位與區隔，藉由合併方式可將經營觸角延伸至對方所專擅

的市場，另外，朋馳也可以倚重克萊斯勒在美洲的完善銷售及零件供應體

系，共享彼此在生產過程中專業，以確保市場的競爭優勢。 

（五）複合式合併（conglomerate merger） 

也係屬於企業多角化經營模式之一，集團企業藉不同產業間企業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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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以利投入不同產業、不同業務性質的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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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德、歐體之規範 

一、美國 

美國對有關結合行為的實質規範，早期是依照休曼法（Sherman Act）

第 1 條及第 2 條之規定，現行主要是依據克萊登法（Clayton Act）第 7 條

及第 7Ａ條規定辦理。克萊登法第 7 條係結合管制之實質性規定，而第 7A

條是有關事前申報及審核期間等結合審查之程序性事項，又稱為 HRS 法

案（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沈麗玉，2001）。另外，

還有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 5 條，以及司法部與聯邦交易委員會所頒佈的企

業合併指導準則與行政命令等，皆對事業結合行為予以管制（劉健君，

2001）。 

（一）休曼法第 1、2 條 

休曼法制定於 1890 年，該法第一條規定禁止任何以契約、壟斷，或

其他方式形成結合或共謀，主要在抑制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行

為；第二條則規定禁止任何人獨占或意圖獨占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貿易或

商業，或與他人結合或共謀為一部或全部之獨占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貿易

或商業（公平會，1995）。因此其對企業結合的規範重點，在於禁止因結

合而抑制貿易或商業、或造成獨占情形。 

此法雖涵蓋大部份的反競爭行為，但須就以下三要件舉證企業是否違反規

定。 

1. 證明有契約、聯合或共謀的行為 

2. 證明其行為對於交易限制為不合理 

3. 證明其限制已影響或將影響州際商務 

（二）克萊登法第 7 條 

美國於 1914 年起實施克萊登法，以補充和增強休曼法，而合併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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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克萊登法第 7 條下被分析，其規定從事商業或從事其他影響商業活動

者，不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另一從事商業者之全部或一部份股票或資

本；任何屬聯邦交易委員會管轄之廠商，取得另一從事商業者資產之全部

或一部份，如其取得之結果，對國內某一地區之商業活動造成實質上減少

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不得為之（公平會，1995）。 

克萊登法第 7 條可與休曼法第 1、2 條產生互補的整合效果，另有關

合併之通報、審查與等待則規範於克萊登法第 7A 條。大體而言，休曼法

對於合併採取包含契約、信託或其他方式形成的廣義購併，而克萊登法則

僅限於股票與資產取得；休曼法須在事實上減少其他競爭者之競爭能力時

才適用，而克萊登法則使政府有權力在購併的初期階段阻止特定反競爭行

為。然而，事業之結合，在何種情況下可能被認定對國內某一地區之商業

活動造成「實質上減少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單從該法第 7 條本文並

無法得知對前述事業結合之標準，故學者與法院在解釋及適用時有頗多爭

議（陳介山，1983；沈麗玉，2001） 

（三）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 5 條 

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 5 條規定禁止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不公平競爭

方法，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不公平與欺罔行為（公平會，1995），雖

然並未被賦予抑制壟斷犯罪的規定，但依該條文可以對違反休曼法或克萊

登法者採取民事方面的法律行動。 

（六）企業合併指導準則及增修條款 

美國司法部於 1968 年訂頒「企業合併指導準則」，以做為審核企業合

併案件的執行準則，其主要重點係採用在該產業內前四大公司的總合市場

集率（four-firm concentration rate, CR4）做為決定管制合併的一項標準，並

特別針對當時流行的垂直合併與多角化合併做處理。 

該準則曾於 1982 年大幅修訂，增修重點如后（劉健君，2001）。 

 明確定義產品市場和地理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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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導公司限制條款，對於市場內領導公司擁有市場佔有率 35%以上且

約為次大公司二倍大時，其收購任何市場占有率 1%以上之公司，均

可能受到司法部之關切。 

 採用 HHI（herfindahi-hirschman index）做為市場集中度檢測標準。 

 不論市場集中度和合併公司的市場占有率如何，必須以進入該市場是

否容易做為衡量指標之一。 

 在合併分析上，尚可考慮產品差異、市場定義的明確性、非競爭績效

的證據等因素。 

 將垂直和多角化合併皆視為非水平合併，原則上不被駁回，除非二合

併公司所經營之市場具高度集中性，即 HHI 值大於 1800。 

1984 年時參考經濟學者的看法，對該準則再進行修正，主要加入市

場特性、影響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因素、市場進入障礙、產品同質性、企

業過去行為、經濟效益、垂危公司抗辨、有限資源儲備量、剩餘生產力、

行銷通路特性、集中化傾向等非量化因素做為衡量標準。但仍採取水平式

結合從嚴審核，非水平式結合從寬的原則。惟非水平合併若有下列情況，

仍會受到司法部的注意。 

1. 合併案將排除對市場有正面競爭效果之重要潛在市場競爭者。 

2. 供應商與顧客間垂直合併，使上游或下游市場存在妨礙競爭的過大進

入障礙。 

3. 供應商與零售商間之垂直合併，使上游市場形成共謀勾結。 

4. 上游供應商獲得某特殊買主之垂直合併。 

5. 獨占的公用事業獲得其固定或變動投入之供應商。 

至 1992 年，司法部與聯邦交易委員會共同頒佈「水平合併指導準

則」，規範競爭法主管機關決定合併可能實質減少競爭的分析架構，其分

析步驟如后。 

1. 界定市場、判斷合併是否會實質增加市場集中度，導致成為集中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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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2. 依據市場集中度及其他界定市場之因素，判斷合併是否會有產生潛在

反競爭效果之虞。 

3. 判斷進入市場是否可能在時效內充分地反應或阻礙此競爭效果。 

4. 判斷當事人確實無法以其他合理方式獲得重大效率利益。 

5. 判斷合併之任一方，是否會因不合併而倒閉。 

1997 年又修訂上述「水平合併指導準則」第四條有關效率部份，合

併公司被要求必須能證實合併所產生的效率，並使主管機關能經由合理途

徑去證明其所主張之效率是重要且可能發生，目前而言，主管機關較為認

同的促進效率的重大淨利益包括規模經濟、生產設備的較佳整合、工廠專

業化、降低運輸成本等（劉健君，2001）。 

 

二、德國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對於事業結合之定義規定於第三十七條，為

以下之情況： 

（一）一企業取得他企業資產之全部或重要部分者。 

（二）一企業或數企業經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一企業或數企業之全部

或部分控制權者。該控制權之行使乃透過權利、契約或其他方式為之，且

綜觀其事實上或法律上條件，有可能對一企業之活動產生一定影響者。特

別是指具有一企業之全部或部分財產之所有權或使用權者；或以權利或契

約方式，對一企業內部單位之決議或諮詢，具有特定影響力者。 

（三）取得一企業之股份，且該股份單獨計算或與該企業已經持有之股份

合計達到該企業資本或表決權之百分之五十者、或百分之二十者。 

（四）其他各種的企業結合方式，使一企業或數企業得直接或間接地於競

爭關係上，對另一企業施加重要之影響力者。 

就上述條文之規範體例而言，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六條對於結合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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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規定相仿，均採列舉形式，而認凡符合前述四種結合規定要件者，即為

競爭法上所稱之結合。惟就內容以觀，其第一點至第三點屬於結合類型之

列舉規定，為一般實務常見之重要類型；第四款則為概括規定，其有關結

合概念之認定，係參酌歐洲共同體相關法規後，引進較為寬鬆、概括之認

定標準：「一事業或數事業直接或間接取得對他事業之影響者」，亦構成

結合。從而，事業如對他事業具直接或間接之控制力，而得左右其營業活

動者，即可認屬事業結合之概念。此外，對於已結合之事業再進一步為結

合行為時，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明文規定：「參與

之企業早已結合者，亦為本法所稱之結合；但該結合並未促使既有企業之

聯繫力更為強化者，不在此限。」我國公平交易法並無是項規定，惟公平

會實務上對於關係企業間之結合行為，均認仍屬另一結合行為，而須再度

申請許可（沈麗玉，2001）。 

 

三、歐體 

歐體結合管制規則所關切者，主要為事業經濟力集中（concentration）

之管制，認為凡有事業合併或收購之行為發生，即屬於經濟力之集中。此

外，事業之結合行為必須符合第4064／89 號規則所定義「集中」之意義，

且該集中須已達到共同體規模者，始受歐體競爭法之規範。復依修正後之

結合管制規則之規定，對於達到共同體規模之完全功能合資（full function 

joint venture），及涉及多數會員國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結合，亦一併受其

規範。故適用歐體結合管制規則之事業結合，須具備二個要件，即事業間

之結合須符合該管制規則所定義之「集中」；另為該「集中」須達到「共

同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且對共同市場之競爭秩序產生相當

影響者，始有規範必要。 

前述所稱「集中」，依第4064/89 號及第1310/97 號結合管制規則之

規定，係指二個以上原各自獨立之事業為合併；或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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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以購買證券或資產，以契約或其他之方式取得其他一或數個事業之全

部或部分之直接或間接控制權者；或成立合資事業係持續而自主之經濟實

體。（張家倩，2001；沈麗玉，2001） 

因此，相關研究（沈麗玉，2001）指出歐體對於結合管制之立法，主

要乃係針對二個以上原各自獨立之事業進行結合，或持有一以上事業控制

權之一人或數人，控制其他一個或數個事業（全部或一部）之情形而言。

蓋立法者認為，在此情形下，事業於特定市場上經濟活動之控制，已（或

進行中）落入單一或少數事業手中，導致市場上獨立事業數目減少，市場

經濟力因而集中。至於「集中」之方式，不論係收購股份、收購資產、契

約或其他方式，強調對他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取得直接或間接之「支配」

者，均屬之。整體而言，事業因集中而失去其經濟獨立性，在收購持股之

情形，以事業對他事業取得直接或間接之支配，是否得對他事業為「決定

性影響」為主要判斷。至於所謂「決定性影響」，除消極之拒絕權外，尚

仍須事業具有積極之決定權，始得構成「集中」。 

 

為便於參考與對照，表14.歸納上述各國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內容 

 

表14. 美、德、歐體及我國對於結合定義之規範比較 

國別 規範依據 定義 

美國 休曼法1,§2 

 

（1） 以契約、托拉斯或其他方式限制貿易或商

業者。 

（2） 意圖就貿易或商業獨占者。 

 克萊登法§7 （1） 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他人全部或一部之

股票或股份資金，對國內某一地區之商業活動造

成實質減少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 

（2） 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他人全部或一部之

股票或股份資金，或利用表決代理權之授與或其

他方法行使其股權之結果，導致國內某地區之商

業實質競爭之減少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 

（3） 專以投資為目的而非用以或非企圖利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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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之股票表決權或其他方法以達到實質減少競

爭之目的，及公司設立子公司以經營其合法之管

業項目、設立合法之分店或擴充分店之管業項

目，或擁有該子公司股票之全部或一部且該行為

不致造成實質之減少競爭者，本條不適用之。 

德國 營業競爭限制

防止法§37 

1、一企業取得他企業財產之全部或重要部分者。 

2、一企業或數企業經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一

企業或數企業之全部或部分控制權者。該控

制權之行使乃透過權利、契約或其他方式為

之，且綜觀其事實上或法律上條件，有可能

對一企業之活動產生一定影響者。特別是指： 

（1）具有一企業之全部或部分財產之所有權或使

用權者。 

（2）以權利或契約方式，對一企業內部單位之決

議或諮詢，具有特定影響力者。 

3、取得一企業之股份，且該股份單獨計算或與該

企業已經持有之股份合計達到該企業資本或

表決權之百分之五十者、或百分之二十者。 

4、其他各種的企業結合方式，使一企業或數企業

得直接或間接地於競爭關係上，對另一企業

施加重要之影響力者。 

歐體 第 4064/89 號

及 第 1310/97 

號結合管制§3 

1、二個以上原各自獨立之事業為合併。 

2、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事業，以購買證券或資產，

以契約或其他之方式取得其他一或數個事業

之全部或部分之直接或間接控制權者。 

3、成立合資事業係持續而自主之經濟實體。 

我國 公平交易法§6 1、與他事業合併者。 

2、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

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3、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

產者； 

4、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者。 

5、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 

資料來源：沈麗玉，2001，pp.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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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事業結合之案例介紹 

一、汽車產業相關案例 

（一）賓士(Daimler-Benz)汽車與克萊斯勒(Chrysler)合併案（USA Today, 

1998） 

德國規模最大的工業集團戴姆勒--賓士集團(Daimler-Benz )與美國第

三大汽車製造商 Chrysler 於 1998 年 5 月 6 日宣佈合併，這是一件龐大的

製造業合併案。過去汽車工業一向被視為民族工業及國家保護工業的典型

代表，不過在全球汽車工業產能過剩、企業強烈競爭壓力下，因而產生了

合併的風潮。賓士集團基於優勢互補、擴充市場佔有率、品質提升、節省

成本及在全球市場競爭因素等利基，而與克萊斯勒進行跨國購併。 

賓士的高級車路線與克萊斯勒輕型卡車、家用休旅車及吉普車等中等

價位車種的結合，產生優勢互補之綜效。克萊斯勒在北美銷售佔公司全部

的 93%，賓士汽車在歐洲銷售佔公司全部的 63%，不但彼此市場未重疊，

還可因此而延伸觸角至對方廣大的市場，此外，克萊斯勒與上游零組件供

應商的良好關係及完善的銷售體系，更有助於達成強化競爭優勢的目標。 

不過，USA Today (1998)提到，這兩家龐大的汽車公司為達成上述之

利益是不需要合併的，他們可以透過行銷合作契約來獲取利潤。經由這樣

的契約，克萊斯勒的吉普車及家用休旅車能夠販賣給歐洲賓士汽車的經銷

商。然而，這個合併案也會破壞美國的反托拉斯法，因為這樣的合併降低

了汽車及卡車的競爭，而造成汽車價格的上升及大規模勞工的失業問題。 

（二）德國汽車零件製造商 ZF Friedrichshafen AG 收購美國通用汽車

(General Motors Corp.)傳動配置零件部門案（Anonymous, 1994） 

 美國通用汽車公司因為面臨美國及德國之反托拉斯的法令問題因而

取消原本將其傳動配置部門出售給德國汽車零件製造商 ZF Friedrichsh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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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之提案。 

 通用汽車曾同意出售 Allison 傳動配置部門給 ZF，由 Allison 及 ZF 生

產卡車及巴士的傳動零件。透過這個交易，通用汽車自其核心汽車業務中

釋出部份經營權給外界。 

 不過，1993 年 11 月，美國司法部對於這個案件提起訴訟，因為他們

擔心這個出售案會促使 ZF 擁有超過 78%的汽車傳動零件市場佔有率因而

導致公共運輸大眾需負擔高成本。德國的競爭法機構宣稱此一出售案會違

反交易公平因為在歐洲 Allison 已具有支配性力量，而且在德國傳動零件

製造市場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三）福特汽車公司（Ford Motor）併購英國 Land Rover 汽車案（The Daily 

Deal , 2002） 

國際間的合併案越演越烈，不管是向上整合或是向下整合，或是水平

整合，皆因各國的併購法律不同而難易有別；美國福特公司在 2002 年以

2.6 億美元併購英國 Land Rover 公司，這家汽車製造廠必須向全球與之交

易的國家告知才行，這兩家汽車製造廠的水平整合因各國購併控制制度有

異，使得購併案在巴西、南非、加拿大及瑞士各國接受進度也不同；由於

目前國際間購併的比例隨之增加，引發許多國家競爭法律學者的質疑，因

此國際間便有許多非正式組織因應而生，以降低成本及時間。 

其中 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這個國際間非正式的

組織使得全球的業者皆能因此增進競爭協調效率並從中獲利，該組織是由

美國、歐盟及其他機構所組成的來協調『限制購併制度』的，目前相當獲

得國際間的支持。 

ICN 為一年集會一次的組織，結構鬆散；該組織創辦人將其分為兩大委員

會：其中一委員會負責探討併購程序是否適宜；另一個負責倡導競爭活

動。實際上 ICN 在處理案件的態度上較傾向『柔和政策』，包括締造最佳

的實證與規模法案；而『強硬政策』，則傾向於接受一般正式法律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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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ICN 最近一次劇烈的爭論是在美國與歐盟之間為了奇異電子

（General Electric Co）與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公司間的合併案，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 為美國明尼蘇達州起家的電子儀器公司，其涵蓋

範圍包含太空儀器、汽車零件及各種電子設備，自 1927 年成立海外公司，

正式成為跨國企業，與奇異電子事業型態類似，因此兩家公司購併案便產

生很大的爭論，該案例目前在美國已獲承認但在歐洲卻被推翻。 

（四）通用汽車（General Motors Corp）與 Daewoo Motor 汽車公司間的交

易（Automotive News, 2002） 

美國通用汽車（General Motors Corp）將會因併購案陷入法律上的危機地

帶！通用汽車買下韓國 Daewoo Motor 核心資產，以拯救該破產公司的財

務危機，但該公司並沒有獲得韓國汽車製造廠在美國業者的同意並提供補

償。  根據許多專家指出，通用汽車可能會被迫需保留 Daewoo Motor 美

國業者其合作優先權力，來自史丹福大學的法律教授 Richard Craswell 指

出：『這整個案子牽扯到了許多爭議，包括潛在反托拉斯法、公司法議題、

契約法、經銷權法律議題及稅的問題，處處都是危機！』據了解 GM 及

韓國代表協商者將在漢城簽訂最後協定，但卻遭到與 Daewoo 合作的交易

商抗議，一半以上的交易商可能會採取合法的反擊工作。 

美國反拖拉斯法中也明文規定（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 5 條及企業合併

指導準則及增修條款），欲購併公司不能在未告知的情況下接收該購併對

象生產知識、現有通路及解雇其現存的交易者。而事實上 Daewoo 的交易

商只需證明兩件事實來提出法律上的強制令阻止解雇發生： 

1. 證明購併將造成不可挽救的傷害，將會對 Daewoo 汽車造成損失。 

2. 證明仍有許多民事糾紛需要再追蹤觀察。 

該併購案也牽扯到美國 Daewoo 公司的關切，目前將著手調查其中是否有

利益互換的陰謀存在；而 GM 汽車發言人對此並不與置評。 

二、Procter & Gamble (P&G) 欲購併 Clorox 化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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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角化結合以消除潛在競爭者，通常發生於產品擴張的多角化結

合方式上。若某大廠在某個沒有參與的相關產品市場扮演潛在競爭者的角

色時，則當某大廠實際採取多角化結合進入市場後，將影響該相關產品市

場之既存廠商的價格及產出決策，也就是使得該相關市場之競爭性下降。

以下為一實際案例，可說明此種減少競爭的觀點。1957年Procter & Gamble 

(P&G) 欲購併Clorox化學公司，P&G 是一家生產肥皂及清潔劑的優勢廠

商，在所有包裝清潔劑用品中的市場佔有率為54.4%。Clorox 是美國家用

快速漂白水的領導廠商，在當時的市場佔有率接近48.8%。由此一數據顯

示清潔劑用品及快速漂白水市場為高集中度的市場。美國最高法院認為此

結合違反克萊登法第七條，主要理由有二。首先，P&G 在購併Clorox 以

前，P&G 採取相關的多角化進入清潔用品相關的產品線，而快速漂白水

顯然為清潔用品相關的產品之一，所以被認為有進入漂白水市場的「意

圖」，因此，P&G 購併Clorox 以後將嚴重的減少P&G 扮演潛在競爭者的

角色所帶來的競爭效果。其次，法院明白表示擔心結合將促進產業內的反

競爭效果，雖然漂白水的化學成分是相同的而沒有太大的差異，然而

Clorox 在廣告費用的支出超過銷售額的12%，並將廣告費轉嫁到其他沒有

廣告的品牌上，而P&G 是一個很大的廣告使用者。法院認為P&G 將延伸

其在廣告上享有的折扣給Clorox，而不當的加強Clorox對抗其他廠商。且

更進一步的，由於P&G 的產品種類很多，零售業者通常給予P&G較好的

待遇，因此，結合後將使Clorox 有較同業優先上架的權利。因此，綜合

而言，此案例購併廠商因結合而取得的市場力是很小的，但是由於合併廠

商已在市場上佔有優勢地位，因此結合後將提高市場進入障礙以及讓小廠

商怯步而不敢從事激烈的競爭（張鴻基，2000）。 

 

三、Falstaff 啤酒公司合併Narragansett 啤酒公司 

另一個Falstaff 啤酒公司合併Narragansett 啤酒公司的案例，則說明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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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廠商欲進入被購併廠商之市場的事實更加明顯。Falstaff 是美國第四大

啤酒公司，Narragansett 則是新英格蘭州最大的啤酒公司，擁有20%的市

場佔有率，最高法院認為Falstaff 是新英格蘭州啤酒市場的潛在競爭者。

在訴訟時，Falstaff 人員做證聲稱該公司不會在新英格蘭州自己建造啤酒

廠，地方法院也認為Falstaff 除了以合併方式否則不會進入新英格蘭州市

場。但此案上訴後，最高法院認為，考慮結合廠商如果沒有合併，是否會

進入市場是不夠的，還應該研究既存廠商是否合理的認為Falstaff 為一進

入威脅。按Falstaff 的財務能力及新英格蘭市場的環境條件，該公司自然

被認為是潛在進入者，既存廠商會因此而強化自身的競爭能力，此對一個

高集中度市場的競爭是有利的，如果Falstaff 以結合方式進入市場，將使

得既存廠商的潛在威脅消失，最高法院認為此即是反競爭效果，此一觀點

稱為潛在競爭原則(potential-competition doctrine)。在1974 年以前，最高法

院的法官在有關運用潛在競爭原則的案例上，有較為一致的看法，綜合各

案例，最高法院的觀點是：如果結合廠商所欲進入的市場之集中度已經相

當高，而合併廠商在特性上、能力上及經濟誘因上，被認為有進入市場設

立新公司(de novo) 可能，且合併前在該市場扮演調節緩和寡占廠商行為

的角色，則合併可能被判違法。從另一個觀點而言，高等法院鼓勵廠商以

新設進入或以購併小廠商進入市場(toehold entry)，如此可以促進市場競

爭，如果廠商是以購併優勢廠商進入，則有降低市場競爭的效果。（張鴻

基，2000） 

 

四、美國線上（AOL）與時代華納（Time Warner）合併案 

美國線上係屬於網路服務提供產業，而時代華納則為娛樂與有線電視

系統產業，近年來在多媒體與網路產業中的數位匯流趨勢下，兩大集團藉

由合併方式，使美國線上得以整合時代華納既有的寬頻纜線優勢，而時代

華納則可透過美國線上所擁有的網路優勢，將其媒體內容服務以更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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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傳遞至不同市場。關於該案的合併內容概要如下表15.。 

 

表15.美國線上與時代華納合併案概要 

合併細節  

法律型態 創設合併中的三角直接合併 

經濟意義 複合式合併 

新設公司 美國線上時代華納AOL Time Warner, Inc.（以下簡稱AOLTW） 

消滅公司 美國線上、時代華納 

會計合併 美國線上時代華納購入時代華納，成本為美金1470億元 

合併方式 股權交換 

換股比例 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美國線上 = 1 : 1 

美國線上時代華納：時代華納 =1.5 : 1 

持股比例 美國線上：時代華納 = 55% : 45% 

資料來源：劉健君，2001，pp.11-12 

 

聯邦交易委員會於2000.12.14日以無異議的表決結果（5:0）通過此一

合併案，但由於此兩大事業體結合後可能產生極大的限制競爭效果，例

如，可能減少住宅區內寬頻網路市場的競爭、對互動式電視的市場競爭產

生限制、使美國線上不願推動數位用戶迴路寬頻網路服務等等，因此，為

避免違反克萊登第7條與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5條之虞，聯邦交易委員會對

該合併案附帶限制條件，限制的有效期間為5年，主要的限制內容如后（劉

健君，2001）。 

（一）接取使用條款（access provisions） 

時代華納在既有的纜線域內提供美國線上的寬頻上網服務前，必須讓

位居第二的綱路服務提供業者Earthlink，亦得在同一區域內對用戶提供服

務。並要求AOLTW不得在Earthlink於上述纜線區域內尚未對用戶提供服

務、或開始宣傳、或推銷其服務之前，即開始宣傳或推銷美國線上的寬頻

上網服務。此一條款可以確保美國線上於引進纜線寬頻服務至時代華納的

纜線區域內之前，讓時代華納的用戶可以有不同的選擇。 

另外，美國線上的寬頻上網服務得以對時代華納用戶提供後的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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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時代華納尚須在其纜線區域內，與至少兩家網路服務提供業者，達成

纜線寬頻服務的協議，以上協議必須事先徵得聯邦交易委員會的核准。協

議的內容必須與Earthlink的協議條件、或是美國線上與其他纜線業者所簽

訂提供美國線上寬頻上網服務的協議相當。聯邦交易委員會另要求時代華

納在與所有纜線寬頻網路服務提供業者訂約時，必須遵守「最惠國條款」

（a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也就是當美國線上與其它纜線公司訂定

纜線寬頻服務協議時，AOLTW必須提供監控管理人（monitor trustee）一

份協議副本，監控管理人則必須將協議的運作方式告知任何一個與時代華

納協議，且經聯邦交易委員會核准的纜線寬頻網路服務提供業者，使這些

未參與結合的其他網路服務提供業者，得以採納美國線上與纜線公司協議

中所獲得的費率與條件。 

雖然聯邦交易委員有上述的要求，但時代華納得基於纜線寬頻容量的

限制、其他纜線寬頻技術上的限制、或纜線寬頻上的商業考量下，拒絕上

列的協議、或增加使用的費率與條件。然而結合事業不得因為其他網路服

務提供業者將會減少AOLTW的網路服務用戶，而拒絕其接取時代華納的

有線纜線。 

（二）禁止差別待遇 

聯邦交易委員會亦禁止時代華納以任何方式，阻礙其他網路服務提供

業者藉由寬頻技術提供內容服務，時代華納亦不得基於結合事業體的考

量，而在內容傳輸或校正上，對纜線系統上的用戶有差別待遇。另亦禁止

對於未參與結合的網路服務提供業者接續到時代華納的網路時，獲得比美

國線上較差品質的接續點。時代華納亦不得阻礙用戶連接其他未參與結合

的業者，以獲得互動式電視服務。 

聯邦交易委員會亦要求AOLTW須提供相關無法提供寬頻上網服務、

無法傳送電視節目訊號、指令或內容等客戶的抱怨通知，俾使聯邦交易委

員會能確切瞭解AOLTW是否對其他網路服務提供業者及用戶有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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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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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之調查與分析 

第一節、 汽車產業之調查結果與實證分析 

一、資料收集 

為實際了解加入 WTO 後，我國汽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之間

的關係，本研究於 2002/08/15~2002/09/20 期間對汽車整車廠實行問卷調查

及人員訪談。本研究針對前五大車廠進行人員訪談（裕隆、中華、福特六

合、國瑞、三陽），除福特六合因業務繁忙無法接受訪談外，實地完成 4

家廠商訪談，訪談結果如附錄二。另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內容設計 15 題

問項（問卷如附錄三），針對國內 11 家主要整車廠實施問卷調查（裕隆、

中華、福特六合、國瑞、三陽、國產、大慶、台朔、太子、慶眾、台灣五

十鈴），回收問卷 9 份，除國產公司表示汽車製造部門已停業無法回答外，

有效問卷計 8 份。 

 

二、問卷資料分析 

本研究問卷計 15 題，除第 1 題單選外，餘皆為複選題，調查結果皆

以 SPSS 10.1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執行分析，以下對實證分析結果逐

一說明。 

（一）生產規模方面 

分析顯示（如表 16.），37.5%的整車廠表示可以繼續擴大生產規模，

62.5%表示有產能過剩的現象。此結果指出國內整車廠具有生產規模不經

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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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第 1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有產能過剩的現象。 

可以繼續擴大生產規

模。 

最適生產規模。 

 

合計 

5

3

0

8

62.5

37.5

0

100.0

62.5

37.5

0

100.0

62.5 

100.0 

100.0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競爭策略方面 

由表 17.分析結果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貴公司與國內同業競爭，

最常採用的策略為何？」複選題計有 31 個勾選次數，被超過 50%（或等

於 50%）樣本所勾選的策略，依序計有完善的售後服務、價格策略、產品

創新、拓展行銷據點、及上下游垂直整合。另以上的五種策略約合佔被勾

選次數的 77.4%, 此也表示各整車廠的主要策略大致趨同。 

 

表 17.第 2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請問貴公司與國內同業競爭，最常採用的策略為

何？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完善的售後服務 

價格競爭 

產品創新 

拓展行銷據點 

上、下游垂直整合 

行銷通路創新 

高密集度的廣告 

電子商務的應用 

 

合計 

6

5

5

4

4

3

2

2

31

19.4 

16.1 

16.1 

12.9 

12.9 

9.7 

6.5 

5.0 

 

100.0 

75.0 

62.5 

62.5 

50.0 

50.0 

37.5 

25.0 

25.0 

 

387.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與外商合資或技術合作的關係方面 

由表 18.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國內汽車業者多有與外商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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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此現象對國內汽車業的競爭會產生什麼樣的情

形？」複選題計有 18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

勾選者，依序計有喪失產品主導能力(75%)、加速產品開發(62.5)、擴展國

際市場(50.0%)等，此結果也指出國內整車廠的產品自主性偏低，開發新

產品及拓展國際市場的能力較為缺乏，仍須仰賴合作母廠的奧援。 

 

表 18.第 3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國內汽車業者多有與外商合資或從事技術合作

的關係，此現象對國內汽車業的競爭會產生什麼

樣的情形？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喪失產品主導能力 

加速產品開發 

擴展國際市場 

削弱本身的研發能力 

 

合計 

6

5

4

3

18

33.3 

27.8 

22.2 

16.7 

 

100.0 

75.0 

62.5 

50.0 

37.5 

 

225.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加入 WTO 後，與外商合資或技術合作的關係方面 

由表 19.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此種國內汽車業

者與外商合資或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將對國內汽車業的競爭情形產生什

麼樣的影響？」複選題計有 13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

樣本所勾選者，僅有喪失產品主導能力((50%)一項，此結果顯示入會後，

由於國內市場競爭性的提高，或許有助於提昇國內整車廠對於產品開發及

拓展國際市場的能力，也相對增加對合作母廠的談判籌碼，但無法掌握產

品主導能力依然是國內整車廠最薄弱與無奈之處，以上於實際訪談時也透

露出類似訊息。 

另外，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可能選擇不與本地廠

商合作而直接投資，如台灣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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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第 4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加入 WTO 後，此種國內汽車業者與外商合資或

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將對國內汽車業的競爭情

形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喪失產品主導能力 

削弱本身的研發能力 

加速產品開發 

擴展國際市場 

其它 

 

合計 

4

3

3

2

1

13

30.8 

23.1 

23.1 

15.4 

7.7 

 

100.0 

50.0 

37.5 

37.5 

25.0 

12.5 

 

162.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方面）方面 

由表 20.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近年來國內汽車業者不斷拓展

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複選題計有 10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

僅有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75%)一項，此結果一方面是由於國內市場的萎

縮，另一方面也顯示整車廠營運重心漸漸移轉更大市場的可能性。 

另外，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對於零件業者，可能

會加速業者間之整合，甚而調整在台灣本地的生產規模，但對整車廠而

言，受限於品牌及主客觀因素（如政府、社會．．等壓力），現階段不會

有太大的變化。」。 

表 20.第 5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近年來國內汽車業者不斷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

大陸），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

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 

降低業者間整合的可能性 

加速業者間的整合 

其它 

 

合計 

6

2

1

1

10

60.0 

20.0 

10.0 

10.0 

 

100.0 

75.0 

25.0 

12.5 

12.5 

 

125.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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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加入 WTO 後，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方面）方面 

由表 21.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此種拓展海外市

場（含中國大陸）的趨勢發展，對國內汽車業者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

影響？」複選題計有 13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

所勾選者，依序有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87.5%)、加速業者間的整合(50%)，

此結果一方面可能是業者面對激烈的競爭態勢下，積極加強相關週邊行業

的整合力量，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將在台灣成功的中衛體系經驗漸漸移植往

海外市場，整車廠藉由統合協力廠，整批移往海外基地，以擴增當地的生

產規模與競爭優勢。 

另外，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對於零件業者，可能

會加速業者間之整合，甚而調整在台灣本地的生產規模，但對整車廠而

言，受限於品牌及主客觀因素（如政府、社會．．等壓力），現階段不會

有太大的變化。」。 

 

表 21.第 6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加入 WTO 後，此種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

的趨勢發展，對國內汽車業者的競爭局面會有什

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 

加速業者間的整合 

降低業者間整合的可能性 

其它 

 

合計 

7

4

1

1

13

53.8 

30.8 

7.7 

7.7 

 

100.0 

87.5 

50.0 

12.5 

12.5 

 

162.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七）多角化策略方面 

由表 22.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近幾年來國內汽車業者積極參

與業外投資，此種多角化的經營策略（例如車貸、中古車買賣），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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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複選題計有 24 個勾選次數，其中

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是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100%)、降低營運成本(87.5%)、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

併的可能性(62.5%)、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可能

性(50.0%)。此結果指出業者咸認多角化的經營策略，尤其是介入下游相

關行業（如車險、車貸、中古車買賣），可提供顧客完善服務，有效提昇

競爭優勢，此於實地訪談時，業者也很強調上述的策略運用，或許也因此

趨使整車廠購併垂直或水平相關事業的可能性。 

表 22.第 7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近幾年來國內汽車業者積極參與業外投資，此種

多角化的經營策略（例如車貸、中古車買賣），

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降低營運成本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合計 

8

7

5

4

0

24

33.3 

29.2 

20.8 

16.7 

0 

 

100.0 

100.0 

87.5 

62.5 

50.0 

0 

 

3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八）加入 WTO 後，多角化策略方面 

由表 23.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此種多角化策略

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將會產生何種影響？」複選題計有 21 個勾選次

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是提昇業者之競爭

優勢(100%)、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可能性

(62.5%)、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可能性(50.0%)。

此結果與入會前（第 7 題）做比較無太大差異性，由於提供顧客更完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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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一直是整車業者做為入會後提昇競爭優勢的有效策略之一，因此入會

前即著力於此目標的執行。 

 

表 23.第 8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加入 WTO 後，此種多角化策略對國內現存的競

爭局面將會產生何種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

購併的可能性 

降低營運成本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合計 

6

5

4

3

3

21

28.6 

23.8 

19.0 

14.3 

14.3 

 

100.0 

75.0 

62.5 

50.0 

37.5 

37.5 

 

262.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九）電子商務方面 

由表 24.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為因應網際網路的興盛，也使

國內汽車業者相繼投入電子商務（例如企業對消費者的行銷服務網路，企

業上下游之間的電子供應鍊），此對產業的競爭態勢會產生什麼樣的影

響？」複選題計有 15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

勾選者，依序是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75%)、降低營運成本(62.5%)。 

依訪談資料也顯示，現階段業者不會因為網際網路的興盛，就貿然投

入電子商務，尤其是 B2C（企業對消費者）方面，現行仍以企業內部的資

源規劃與外部的供應鍊管理為主。至於實際的網上交易方面，考慮到汽車

產品的特性（顧客偏好觸及實體）、下游經銷商的反應（干擾通路體系）

等因素，一般只停留在廣告宣傳及訊息告知等服務層次，後續發展仍有待

觀察。 

另外，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如業者未詳細評估自

身的需求時，將產生為電子商務的流行而作錯誤不當的過度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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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第 9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為因應網際網路的興盛，也使國內汽車業者相繼

投入電子商務（例如企業對消費者的行銷服務網

路，企業上下游之間的電子供應鍊），此對產業

的競爭態勢會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降低營運成本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其它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合計 

6

5

2

1

1

0

21

40.0 

33.3 

13.3 

6.7 

6.7 

0 

 

100.0 

75.0 

62.5 

25.0 

12.5 

12.5 

0 

 

187.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加入 WTO 後，電子商務方面 

由表 25.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業者發展電子商

務將會對產業的競爭態勢產生什麼樣的影響？」複選題計有 14 個勾選次

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是提昇業者之競爭

優勢(75%)、降低營運成本(62.5%)。以上結果與第 9 題類似，或許也說明

發展電子商務將是業者持續努力的目標。 

表 25.第 10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加入 WTO 後，業者發展電子商務將會對產業的

競爭態勢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降低營運成本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合計 

6

5

2

1

0

14

42.9 

35.7 

14.3 

7.1 

0 

 

100.0 

75.0 

62.5 

25.0 

12.5 

0 

 

175.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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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加入 WTO 後，政府優惠措施取消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方面 

由表 26.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汽

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並調降關稅及貨物稅，也取消自製率規定及自

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優惠，以上的措施對國內汽車市場的競爭環境，將會

產生什麼樣的影響？」複選題計有 11 個答案，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

樣本所勾選者，僅有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此結果指出業者普遍認為入

會後的相關優惠措施取消，對產業所造成的衝擊以負面為主，據訪談資料

也顯示，業者除了擔心進口車叩關挑戰、市場價格混亂外，對研發能力較

高的車廠而言，自行設計優惠及自製率的取消影響最大，此可能會降低研

製的意願，進而減少新型車款的生產。 

另外，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分別為「業者依經營條件

來判斷及選擇供貨源的範圍更廣，淘汰將加速發生。」、「對進口業者，降

低營運成本，但國內業者，因應市場需求所作之諸多投資則難以回收，降

低國內業者競爭力。」。 

表 26.第 11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汽車進口地區與配

額的限制，並調降關稅及貨物稅，也取消自製率

規定及自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優惠，以上的措施

對國內汽車市場的競爭環境，將會產生什麼樣的

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降低營運成本 

其它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合計 

5

3

2

1

0

0

11

45.5 

27.3 

18.2 

9.1 

0 

0 

 

100.0 

62.5 

37.5 

25.0 

12.5 

0 

0 

 

137.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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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加入 WTO，政府優惠措施取消後業者的因應措施方面 

由表 27.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針對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

消汽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調降關稅、貨物稅、取消自製率規定及自

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等優惠措施，貴公司將如何因應？」複選題計有 17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為加強與

國外廠商之合作關係(87.5)、全球化尋找零組件供應商(62.5)。此結果也指

出大部份與外商有合資或技術合作關係的國內業者，希望藉由加強與國外

廠商的合作，來確認入會後競爭優勢的維持，另以全球化尋找零組件供應

商來降低生產成本，也是整車業者所能利用的入會後貿易無障礙特點，而

接受訪談之廠商也表示此將會擠壓本土零組件廠商的生存空間。 

另外，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強化海外投資，並與

台灣作互補。」。 

 

表 27.第 12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針對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汽車進口地區

與配額的限制、調降關稅、貨物稅、取消自製率

規定及自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等優惠措施，貴公

司將如何因應？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加強與國外廠商之合作關係 

全球化尋找零組件供應商 

降低生產規模 

增加與同業整合的趨勢 

其它 

對未來的產業環境影響不大，不特別作修正 

 

合計 

7

5

2

2

1

0

17

41.2 

29.4 

11.8 

11.8 

5.9 

0 

 

100.0 

87.5 

62.5 

25.0 

25.0 

12.5 

0 

 

212.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三）加入 WTO 後，業者對產業購併行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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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8.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政府對於加入 WTO 後的產業輔

導措施之一是鼓勵企業朝大型化及國際化發展，並已修正公司經營相關法

規，制定企業併購法。請問 貴公司對國內汽車產業進行水平週邊事業或垂

直上下廠商購併之看法如何？」複選題計有 16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

（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為策略聯盟會成為市場競爭策略之主

流(75%)、零組件廠商的生存空間將被擠壓 (62.5)。以上結果除呼應第 12

題的調查內容外，另依訪談資料分析，由於各整車廠合作或合資的外商背

景不一，導至各別車廠獨立性高，整車廠間的合併具困難性且意願不高，

因此藉由策略聯盟來整合上、下游業者以提昇競爭力，而加入 WTO 可能

會使該趨勢更快進行。 

 

表 28.第 13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政府對於加入 WTO 後的產業輔導措施之一是鼓

勵企業朝大型化及國際化發展，並已修正公司經營

相關法規，制定企業併購法。請問 貴公司對國內

汽車產業進行水平週邊事業或垂直上下廠商購併

之看法如何？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策略聯盟會成為市場競爭策略之主流 

零組件廠商的生存空間將被擠壓 

環境所逼，勢在必行 

市場規模有限，沒有整合之誘因 

 

合計 

6

5

3

2

16

37.5 

31.3 

18.8 

12.5 

 

100.0 

75.0 

62.5 

37.5 

25.0 

 

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四）公平交易法對業者入會後因應作為的影響 

由表 29.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面對產業競爭環

境的改變，您認為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的入會後之因應作為會有

何影響？」複選題計有 11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

本所勾選者，僅有協助維持市場秩序一項(100%)。該結果顯示業者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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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法多抱持肯定的態度，也有某方面的期許。另一方面可能是本研究以

公平會合作研究案的名義進行調查，而實際訪談也發現部份業者對公平交

易法的瞭解並不深入，以上因素皆可能使受訪者在選答時有所保留。 

 

表 29.第 14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加入 WTO 後，面對產業競爭環境的改變，您認

為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的入會後之因

應作為會有何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協助維持市場秩序 

協助業者抗衡外國廠商 

限制產業之發展 

阻止購併事件之發生 

 

合計 

8

3

0

0

11

72.7 

27.3 

0 

0 

 

100.0 

100.0 

37.5 

0 

0 

 

137.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五）針對公平交易法對業者入會後因應作為的影響，業者的反應方面 

為進一步測試廠商對公平交易法的真實態度及因應作為，本研究延續

上一題的主旨，設計該 15.題項，冀能從廠商的回答中，比較與第 14.題的

相似與矛盾之處，從而獲得更確實的內容。由表 30.分析顯示，8 個受調

樣本對「針對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之入會後因應作為的影響，貴

公司會作何反應？」複選題計有 11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僅有加強與國外廠商合作(75%)，相似前述第 14 題

情況，可能因為本研究是以公平會合作研究案的名義進行調查，另一方面

也許受訪者對公平交易法的瞭解並不深入的緣故，致使作答有所保留。另

外，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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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第 15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汽車 

針對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之入會後因

應作為的影響，貴公司會作何反應？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加強與國外廠商合作 

擴展國外市場，提昇競爭籌碼 

聯合國內業者，固守市場 

積極溝通，進行購併 

其它 

降低生產規模 

 

合計 

6

3

2

1

1

0

13

46.2 

23.1 

15.4 

7.7 

7.7 

0 

 

100.0 

75.0 

37.5 

25.0 

12.5 

12.5 

0 

 

175.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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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機車產業之調查結果與實證分析 

一、資料收集 

本研究於 2002/08/15~2002/09/20 期間對機車整車廠進行問卷調查（問

卷如附錄三），主要針對目前仍持續生產機車之國內 8 家車廠施測（三陽、

光陽、台灣山葉、合騏、台鈴、台灣偉士伯、永豐、摩特動力），回收問

卷 6 份，有效問卷計 6 份。 

 

二、問卷資料分析 

本研究皆以 SPSS 10.1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執行分析，以下對實

證結果逐一說明。 

（一）生產規模方面 

分析顯示（如表 31.），50%的整車廠表示已達最適生產規模，50%可

以繼續擴大生產規模或有產能過剩的現象。依個別資料分析，此現象與公

司的市場領導地位無關，可能原因在於公司對自身設備規模評估結果所造

成的差異性。 

 

表 31.第 1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次數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最適生產規模。 

有產能過剩的現象。 

可以繼續擴大生產規

模。 

 

合計 

3

2

1

8

50.0

33.3

16.7

100.0

50.0

33.3

16.7

100.0

50.0 

83.3 

100.0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競爭策略方面 

由表 32.分析結果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貴公司與國內同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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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採用的策略為何？」複選題計有 17 個勾選次數，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的策略，依序計有產品創新、完善的售後服務、價格策

略、、拓展行銷據點等，以上的四種策略約合佔被勾選次數的 82.2%, 此

也表示各整車廠的主要策略大致趨同。另外，電子商務的應用方面並無廠

商勾選，因此機車業者對電子商務持保留態度者居多，值得後續再觀察。 

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產品區隔（差異化）」。 

 

表 32.第 2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請問貴公司與國內同業競爭，最常採用的策略為

何？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產品創新 

價格競爭 

拓展行銷據點 

完善的售後服務 

上、下游垂直整合 

其它 

行銷通路創新 

高密集度的廣告 

電子商務的應用 

 

合計 

5

3

3

3

1

1

1

0

0

17

29.4 

17.6 

17.6 

17.6 

5.9 

5.9 

5.9 

0 

0 

 

100.0 

83.3 

50.0 

50.0 

50.0 

16.7 

16.7 

16.7 

0 

0 

 

283.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與外商合資或技術合作的關係方面 

由表 33.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國內機車業者多有與外商合資

或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此現象對國內機車業的競爭會產生什麼樣的情

形？」複選題計有 12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

勾選者，依序計有擴展國際市場(66.7%)、加速產品開發(50%)、喪失產品

主導能力(50%)等，此結果也指出國內機車廠的產品自主性偏低，開發新

產品及拓展國際市場的能力較為缺乏，但基本上對母廠的奧援較持正面的

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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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第 3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國內機車業者多有與外商合資或從事技術合作

的關係，此現象對國內機車業的競爭會產生什麼

樣的情形？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擴展國際市場 

加速產品開發 

喪失產品主導能力 

削弱本身的研發能力 

 

合計 

4

3

3

2

12

33.3 

25.0 

25.0 

16.7 

 

100.0 

66.7 

50.0 

50.0 

33.3 

 

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加入 WTO 後，與外商合資或技術合作的關係方面 

由表 34.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此種國內機車業者與

外商合資或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將對國內機車業的競爭情形產生什麼樣

的影響？」複選題計有 13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

本所勾選者，有擴展國際市場(66.7)、削弱本身的研發能力(50%)等二項。

此結果顯示入會後，由於國內市場的飽和，國內機車廠愈益重視國際市場

的拓展，但在開發國際市場的同時，甚難避免與母廠的市場相重疊，母廠

或許會採取降低技術援助的手段，因此使國內業者有本身研發能力將被削

弱的顧慮。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分別為「國內業者積極與

國外尋求合作或策略聯盟。」、「依各母廠國際分工策略而定，基於台灣環

保法規及安全法規為全世界最嚴厲而喪失產品主導性。」。 

表 34.第 4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加入 WTO 後，此種國內機車業者與外商合資或

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將對國內機車業的競爭情

形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擴展國際市場 

削弱本身的研發能力 

加速產品開發 

喪失產品主導能力 

其它 

合計 

4

3

2

2

2

13

30.8 

23.1 

15.4 

15.4 

15.4 

100.0 

66.7 

50.0 

33.3 

33.3 

33.3 

216.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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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方面）方面 

由表 35.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近年來國內機車業者不斷拓展

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複選題計有 10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

僅有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83.3%)及其它(50%)，此結果一方面是由於國內

市場的飽和，另一方面也顯示現階段機車廠對海外市場的營運存有多方面

的考量，需要再深入觀察。 

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分別為「基於競爭成本的考量，

業者紛採國外投資生產之策略，國內生產規模僅能繼續維持現狀或縮

小。」、「降低生產成本」、「國內市場逐年萎縮，以台灣作為研發基地整合

資源開拓市場競爭力。」。 

表 35.第 5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近年來國內機車業者不斷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

大陸），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

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 

其它 

加速業者間的整合 

降低業者間整合的可能性 

 

合計 

5

3

1

1

10

50.0 

30.0 

10.0 

10.0 

 

100.0 

83.3 

50.0 

16.7 

16.7 

 

166.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六）加入 WTO 後，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方面）方面 

由表 36.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此種拓展海外市

場（含中國大陸）的趨勢發展，對國內機車業者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

影響？」複選題計有 9 個答案，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

者，僅有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66.7%)。或許在國內市場趨於飽和下，積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99

 

極營運海外市場，降低國內生產規模，普遍成為機車廠因應入會後的共識。 

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分別為「降低價格，開發新產品，

促使國內競爭優勢降低。」、「降低生產成本，增加研發能力。」。 

 

表 36.第 6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加入 WTO 後，此種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

的趨勢發展，對國內機車業者的競爭局面會有什

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 

降低業者間整合的可能性 

其它 

加速業者間的整合 

 

合計 

4

2

2

1

9

44.4 

22.2 

22.2 

11.1 

 

100.0 

66.7 

33.3 

33.3 

16.7 

 

15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七）多角化策略方面 

由表 37.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近幾年來國內機車業者積極參

與業外投資，此種多角化的經營策略（例如車貸、中古車買賣），對國內

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複選題計有 12 個勾選次數，其中

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是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83.3%)、降低營運成本(50.0%)。此結果指出業者咸認多角化的經營策略，

可提供顧客更完善服務，有效提昇競爭優勢。 

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現存的生產設備與人力逐年

縮遍，投資目標移轉，國內產業空洞化。」、「維持通路之經營成本，業者

對通路經銷商輔導其業外投資，目的在於便利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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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第 7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近幾年來國內機車業者積極參與業外投資，此種

多角化的經營策略（例如車貸、中古車買賣），

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降低營運成本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其它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合計 

5

3

2

2

0

0

12

41.7 

25.0 

16.7 

16.7 

0 

0 

 

100.0 

83.3 

50.0 

33.3 

33.3 

0 

0 

 

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八）加入 WTO 後，多角化策略方面 

由表 38.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此種多角化策略

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將會產生何種影響？」複選題計有 11 個勾選次

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是提昇業者之競爭

優勢(83.3%)、降低營運成本(50.0%)。此結果與入會前（第 7 題）做比較

並無太大差異性。 

 

表 38.第 8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加入 WTO 後，此種多角化策略對國內現存的競

爭局面將會產生何種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降低營運成本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合計 

5

3

2

1

0

11

45.5 

27.3 

18.2 

9.1 

0 

 

100.0 

83.3 

50.0 

33.3 

16.7 

0 

 

183.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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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電子商務方面 

由表 39.分析顯示，8 個受調樣本對「為因應網際網路的興盛，也使

國內機車業者相繼投入電子商務（例如企業對消費者的行銷服務網路，企

業上下游之間的電子供應鍊），此對產業的競爭態勢會產生什麼樣的影

響？」複選題計有 10 個答案，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

者，依序是降低營運成本(88.3%)、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66.7%)。由於機

車業者現行採用電子商務的策略並不明顯，此結果或許只能代表業者對電

子商務所抱持的態度，至於實際執行情形，仍有待持續觀察。 

 

表 39.第 9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為因應網際網路的興盛，也使國內機車業者相繼

投入電子商務（例如企業對消費者的行銷服務網

路，企業上下游之間的電子供應鍊），此對產業

的競爭態勢會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降低營運成本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合計 

5

4

1

0

0

10

50.0 

40.0 

10.0 

0 

0 

 

100.0 

83.3 

66.7 

16.7 

0 

0 

 

166.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加入 WTO 後，電子商務方面 

由表 40.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業者發展電子商

務將會對產業的競爭態勢產生什麼樣的影響？」複選題計有 9 個勾選次

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是降低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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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66.7%)。以上結果與第 9 題類似，或許也

說明業者對發展電子商務的認知態度。 

 

表 40.第 10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加入 WTO 後，業者發展電子商務將會對產業的

競爭態勢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降低營運成本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合計 

5

3

1

0

0

9

55.6 

33.3 

11.1 

0 

0 

 

100.0 

83.3 

50.0 

16.7 

0 

0 

 

15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一）加入 WTO 後，政府優惠措施取消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方面 

由表 41.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機

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並調降關稅及貨物稅，也取消自製率規定及自

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優惠，以上的措施對國內汽車市場的競爭環境，將會

產生什麼樣的影響？」複選題計有 11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

於 50%）樣本所勾選者，僅有其它(50%)，答案分佈甚為分散及平均。此

結果顯示機車業者對入會後之優惠措施取消影響，尚未形成共識，或是各

車廠實際面對的狀況並不一致，另方面也或許入會後對機車產業所造成的

衝擊並不完全是負面，在拓展國際市場、零組件獲得、及重型機車引進方

面乃是有利的商機。 

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分別為「將喪失在台灣自主開發

生產之利基優勢，有可能無法抵擋中國大陸低成本之攻勢。」、「產業競爭

力無優勢，相對營運成本增加。國內市場萎縮，無法達到經濟規模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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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利可圖。」、「重車開放進口，拓展休閒市場。」。 

 

表 41.第 11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機車進口地區與配

額的限制，並調降關稅及貨物稅，也取消自製率

規定及自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優惠，以上的措施

對國內汽車市場的競爭環境，將會產生什麼樣的

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其它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降低營運成本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

可能性 

 

合計 

3

2

2

2

2

1

12

25.0 

16.7 

16.7 

16.7 

16.7 

8.3 

 

100.0 

50.0 

33.3 

33.3 

33.3 

33.3 

16.7 

 

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二）加入 WTO，政府優惠措施取消後業者的因應措施方面 

由表 42.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針對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

消汽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調降關稅、貨物稅、取消自製率規定及自

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等優惠措施，貴公司將如何因應？」複選題計有 13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為加強與

國外廠商之合作關係(83.3)、全球化尋找零組件供應商(83.3) 、降低生產

規模(50.0%)。此結果也指出大部份與外商有合資或技術合作關係的國內

業者，希望藉由加強與國外廠商的合作，來確認入會後競爭優勢的維持及

拓展國際市場，另以全球化尋找零組件供應商來降低生產成本，也是機車

業者所能利用的入會後貿易無障礙特點。而以上作為與第 11 題的調查結

果，基本上是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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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第 12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針對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機車進口地區

與配額的限制、調降關稅、貨物稅、取消自製率

規定及自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等優惠措施，貴公

司將如何因應？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全球化尋找零組件供應商 

加強與國外廠商之合作關係 

降低生產規模 

增加與同業整合的趨勢 

對未來的產業環境影響不大，不特別作修正 

 

合計 

5

5

3

0

0

13

38.5 

38.5 

23.1 

0 

0 

 

100.0 

83.3 

83.3 

50.0 

0 

0 

 

216.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三）加入 WTO 後，業者對產業購併行為的看法 

由表 43.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政府對於加入 WTO 後的產業輔

導措施之一是鼓勵企業朝大型化及國際化發展，並已修正公司經營相關法

規，制定企業併購法。請問 貴公司對國內機車產業進行水平週邊事業或垂

直上下廠商購併之看法如何？」複選題計有 11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

（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依序為零組件廠商的生存空間將被擠壓 

(66.7)、市場規模有限，沒有整合之誘因(50.0%)，策略聯盟會成為市場競

爭策略之主流(50%)。由於各機車廠合作或合資的外商背景不一，且各別

車廠的獨立性高，市場高度集中於前三大廠商，致使合併具困難性且意願

不高，因此藉由策略聯盟來整合上、下游業者以提昇競爭力，或許是業者

比較可能進行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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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第 13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政府對於加入 WTO 後的產業輔導措施之一是鼓

勵企業朝大型化及國際化發展，並已修正公司經營

相關法規，制定企業併購法。請問 貴公司對國內

機車產業進行水平週邊事業或垂直上下廠商購併

之看法如何？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零組件廠商的生存空間將被擠壓 

市場規模有限，沒有整合之誘因 

策略聯盟會成為市場競爭策略之主流 

環境所逼，勢在必行 

 

合計 

4

3

3

1

11

36.4 

27.3 

27.3 

9.1 

 

100.0 

66.7 

50.0 

50.0 

16.7 

 

183.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四）公平交易法對業者入會後因應作為的影響 

由表 44.分析顯示，6 個受調樣本對「加入 WTO 後，面對產業競爭環

境的改變，您認為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的入會後之因應作為會有

何影響？」複選題計有 10 個答案，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

勾選者，有協助維持市場秩序(66.7)、協助業者抗衡外國廠商(50%)。以上

結果指出業者對公平交易法，多抱持肯定的態度，也有某方面的期許，另

一方面也可能因為本研究是以公平會合作研究案的名義進行調查，致使業

者的選答有所保留。 

勾選「其它」欄位之個別樣本的回答為「對抗大陸仿冒廠商不當競爭，

尤其是削價惡性競爭，如越南、印尼等地。」、「上下游的結合（特別是下

游經銷商），必須採聯合策略，以維持競爭力，此方面公平會干涉太多，

反而有助於國外廠商之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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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第 14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加入 WTO 後，面對產業競爭環境的改變，您認

為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的入會後之因

應作為會有何影響？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協助維持市場秩序 

協助業者抗衡外國廠商 

其它 

限制產業之發展 

阻止購併事件之發生 

 

合計 

4

3

2

1

0

10

40.0 

30.0 

20.0 

10.0 

0 

 

100.0 

66.7 

50.0 

33.3 

16.7 

0 

 

166.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十五）針對公平交易法對業者入會後因應作為的影響，業者的反應方面 

為進一步測試廠商對公平交易法的真實態度及因應作為，本研究延續

上一題的主旨，設計該 15.題項，冀能從廠商的回答中，比較與第 14.題的

相似與矛盾之處，從而獲得更確實的內容。由表 45.分析顯示，6 個受調

樣本對「針對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之入會後因應作為的影響，貴

公司會作何反應？」複選題計有 11 個勾選次數，其中超過 50%（或等於

50%）樣本所勾選者，僅有加強與國外廠商合作(83.3%)，可能因為本研究

是以公平會合作研究案的名義進行調查，另一方面也許是受訪者對公平交

易法的瞭解並不深入的緣故，致使作答有所保留。 

表 45.第 15 題問項之次數分配表—機車 

針對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之入會後因

應作為的影響，貴公司會作何反應？ 

勾 選

次數

勾選次數

百分比 

樣 本 百

分比 

加強與國外廠商合作 

擴展國外市場，提昇競爭籌碼 

聯合國內業者，固守市場 

降低生產規模 

積極溝通，進行購併 

 

合計 

5

3

2

1

0

11

45.5 

27.3 

18.2 

9.1 

0 

 

100.0 

83.3 

50.0 

33.3 

16.7 

0 

 

175.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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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平交易法適用性與互動性之建議—

代結論 

 
公平交易法之施行目的在於防止獨、寡占事業濫用市場力，及規範事

業從事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以維護市場競爭機能正常運作，並期

使社會資源合理、有效分配，強調的重點之一是對廠商競爭行為的規範。

而世界貿易組織章程強調「自由、平等、互惠」的精神，在非歧視、互惠、

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等基本原則下，規範各會員國的權利與義務，重點在

國際貿易。台灣於 2002 年加入 WTO 之後，政府必須針對多項汽、機車

稅率與優惠政策做重大的改變，將使得汽、機車業者較以往面臨更為嚴重

的國際競爭力，為了因應即將面臨的競爭態勢，國內汽、機車產業朝向水

平或垂直整合、異業策略聯盟、多角化投資等競爭行為，都可能成為業者

維持競爭力的手段。 

而本研究即針對入會後之汽、機車業者所可能採用的市場競爭模式與

公平交易法之間的關係，經由相關文獻探討後，進行問卷調查與廠商訪

談，得到相關結論如后。 

1. 市場競爭策略方面，汽、機車業以強調售後服務、價格、產品創新及

拓展行銷據點為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汽車整車廠也重視上、下游的

垂直整合所帶來的競爭優勢。 

2. 與外資或外商母廠合作部份，機車廠較持正面的態度，認為加入 WTO

後，母廠有助於其開拓國際市場。而汽車廠雖然也認為有益於國際市

場的拓展，但更關心產品主導能力的喪失。 

3. 拓展海外（大陸）市場方面，加入 WTO 後，汽車整車廠表示零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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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的整合將加速，有將台灣的中衛體系模式移植海外的趨勢。機車

廠的情況也大致類似，在國內市場日漸飽和下，大部份車廠可能採取

降低生產規模，或轉向海外投資策略。 

4. 多角化策略方面，汽、機車廠普遍認為能有效提昇競爭優勢、降低營

運成本。就汽車廠而言，入會後的高度競爭，為穩固市場佔有率，可

能會提昇對水平或垂直事業購併的趨勢，尤其是進入下游相關事業，

如車貸、保險、中古車買賣等。 

5. 電子商務方面，汽、機車廠多持正面的態度，但就執行面而言，機車

廠仍處於觀望階段，至於大部份汽車廠則停留在內部管理應用上，對

從事線上交易的顧慮因素仍然很多，例如中古車的電子市集形成並未

成熟，因消費者的習慣仍偏好親自試駕。 

6. 加入 WTO 後，政府優惠措施取消與業者因應作為方面，汽車廠多持

較悲觀的態度，大部份咸認將損失國產車的競爭力，因應作為在加強

與國外廠商合作與尋找全球化零組件供應。而機車業的反應較為不一

致，或許加入 WTO 對機車廠的衝擊較小，甚或可帶來有利商機。 

7. 加入 WTO 後，業者對購併行為的看法上，汽車廠之間的合併受限於

合作外資干擾、車廠獨立性高等影響下，似無合併的可能性；機車廠

也大部份表示市場規模有限，沒有整合誘因。但「零組件廠商的生存

空間將被擠壓」及「策略聯盟會成為市場競爭策略之主流」卻是汽、

機車廠一致的共識。 

8. 公平交易法對業者入會後因應作為影響與業者反應方面，汽、機車廠

多對公平交易法持肯定的態度，大都認知該法在協助維持市場秩序，

尤其是機車業者較希望公平交易法能協助業者抗衡外國廠商。而上述

的結果也不排除受調查廠商在公平會研究案之名義下，對所提出的答

案較為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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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結論，以下針對加入 WTO 後，汽、機車產業的競爭行為

與公平交易法適用性與互動性提出一些建議。 

建議一、策略聯盟趨勢與公平交易法的適用性 

在全球化的浪潮中，產業環境朝向競爭又合作的趨勢，而策略聯盟是

現行企業間最常運用的經營模式之一，主要是希望其透過產業相互間之合

作，優劣互補，，創造產業成長或開發新市場。而「策略聯盟」不僅發生

在同業之間或異業之間，也存在上游及下游之間、國內與國外企業之間等

等，呈現出水平、垂直、多角化等企業整合的趨勢。而面臨國際性之市場

競爭，不論是政府部門或企業本身為提昇升企業競爭條件，因應國際上之

競爭壓力，將促使企業朝向「策略聯盟」發展，本研究顯示該現象的確存

在汽、機車業者的競爭行為中，於加入WTO後，此種運用策略聯盟的競

爭手段將愈趨明顯。 

關於公平交易法對策略聯盟應如何規範的問題，目前公平交易委員會

偏向以策略聯盟即聯合行為，必須申請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張向昕，

2000）。但〞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企業聯合採「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

事先申告制度．．．有鑒於我國目前大部份企業之聯合活動均集中於電子、

電機、電腦、通訊與電機等產業，且其合作活動之內涵以共同研發開發產

品新興科技相關產品之商品化為主．．．此類聯合研究專案應係配合國家

產業政策且有益於整體經濟利益者，理應視為合於公平交易法所允許之聯

合行為，故應予自動許可，以加速各項聯合研究專業之進行，並降低主導

機構，參與廠商對違法之不確定性。〞（吳青松，1999，p.339）。至於其

他產業或產銷階段的聯盟研究，大多也認為策略聯盟屬於利弊互見的產業

形式，故不宜以「當然違法」的原則處置（張向昕，2000），而應考量以

「合理原則」進行個案分析。 

而在世界貿易組織的貿易自由、平等、互惠原則下，策略聯盟已成為

本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或捍衛本地市場方式之一，因此，策略聯盟所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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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議題，不僅是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調和，還包括了國際貿易政策

與競爭行為之互動等問題（張向昕，2000）。而就競爭又合作的產業趨勢

概念上，如何定位「策略聯盟」在競爭法上的架構與邏輯，並對策略聯盟

予以適當之管制，以符合產業需要及維護競爭利益，使企業在急於發展「策

略聯盟」之際，能知所進退，應可成為執法機關重視的議題。 

 

建議二、協助抗衡外國廠商 

依本研究的調查結果，汽、機車廠對公平交易法多朝向正面態度，而

對相關執法機關在維持市場秩序上，也有一些期待，例如機車業者關心開

發中國家的仿冒與傾銷議題，也有機車業者希望能放鬆結合下游經銷商的

管制，以維持對國外廠商的競爭力，而汽車廠（例如裕隆、中華）也關切

聯合採購原料與零件是否觸及公平交易法之限制等。有關機車產業行銷體

系及銷售行為問題，長久來一直是公平交易委員會重視及持續改正業者的

議題（例如公平會，1996）；而對汽車廠的聯合採購原料與零件議題上，

建議對此行為在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聯合行為的認定上可持較寬鬆的態

度，以維持本土業者的國際競爭力。 

以上的問題，雖然貿易主管機關可運用ＷＴＯ的防衛條款、反傾銷及

平衡措施來解決，但針對公平交易法對業者入會後因應作為的影響，業者

的反應大部份趨向加強國外廠商合作關係或擴展國外市場，一方面是產業

特性使然，在競爭環境愈激烈下，愈需依賴外商或海外市場，另一方面也

或許是業者對公平交易法不夠瞭解或心存忌憚，使公平交易法不能完全發

揮維持市場競爭秩序及自由化效益之立法良意。 

 

建議三、多角化結合、購併行為與公平交易法之互動性 

大體上，公平法對於事業結合管制的態度是朝向較寬鬆的態度（張鴻

基，2000），而本研究調查亦顯示汽、機車廠普遍認為多角化策略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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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競爭優勢、降低營運成本。就汽車廠而言，入會後的高度競爭，可能

會提昇對水平或垂直事業購併的趨勢，尤其是對垂直下游事業的介入，例

如車貸、保險、中古車買賣、汽車租賃等。但現階段大部份是以關係企業

（或集團）或強調策略聯盟之模式在操作，是否會產生大規模的購併行

為，仍有賴加入 WTO 後的持續觀察，因此，建議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在產

業發展過程中，最好採取較為審慎的因應態度，並不適合至最前線「指導」

業者的未來發展，應是在對市場干預最少的情況之下，對不當的行為予以

必要處置，進而維持一個活潑而健全的市場運機制，相信是業者及公平交

易委員會所樂見並共同努力的目標（單驥，2001）。 

 

另外，本研究僅就汽、機車產業，進行入會後市場競爭行為與公平交

易法之間關係的分析，因此在問卷設計與訪談內容上，皆受此一目標限

制，而無法窺知國內整體產業的實況。另外僅對汽、機車整車業者實施調

查，對於零組件業者，只能由相關文獻略知概要。而本研究係對未來競爭

行為之預測，因此未對相關法條進行深入剖析，僅概略將公平交易法之適

用性與互動性作初步的探討。此外，本研究受限於問卷調查方式，其結果

可能顯示了廠商對公平交易法的適用看法及部份公平交易法的適用情

形，惟就實務意義而言，本研究以問卷寄發方式，配合部分深度訪談的資

料作推論，其結果對汽、機車產業入會後的競爭考量與行為，應具相當的

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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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台灣五大汽車廠之產銷與經營策略 

（資料來源：余榮輝，2000，汽車產業競爭策略之研究—以和泰汽車為例，

中山大學企管所未出版碩士論文。） 

 

（一）台灣五大車廠之產銷策略 

1. 中華汽車 

(1)  提昇產品層次，進一步刺激市場成長。 

(2)  由過去裝配生產的價值活動，朝向上游及下游整合的行銷服務，

提昇競爭優勢。 

(3)  堅信必須在「成本」、「技術」及「規模」取得優勢，否則會被淘

汰。 

(4)  透過國際化之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來建立價格優勢，以超越進口

車的競爭。 

(5)  積極投入新一代的各車種研發，以滿足消費大眾多樣化的需求。 

(6)  進入 WTO 後，「強者恆強」，台灣經濟成長率遲緩，消費能力減

退，「俗大碗」的價格戰，仍將延續。 

2. 裕隆汽車 

(1)  爭取技術母廠技術、資材、時效等最大支持，帶動公司產銷量持

續成長。 

(2)  深耕市場，佈建完整銷售網路，強化服務能力。 

(3)  總公司統籌進口車處理。 

(4)  推動 MRP，降低庫存，提高生產力。 

(5)  強化內控管理，推動企業改造。 

(6)  採標竿學習方式，提高生產力、營業戰鬥力，以降低成本。 

(7)  加強品管及研發整合。 

(8)  持續強化協力廠輔導，使對公司（品質、價格、交期）方面之配

合更密切。 

3. 和泰汽車（國瑞） 

(1)  開發符合台灣市場之商品並適時導入市場。 

(2)  加速地開發及國產化擴大。 

(3)  增強研發及技術力與母廠結合成為東南零件供應中心。 

(4)  加強八大經銷商之經營改善指導。 

(5)  建立直銷通路，補足現有經銷商通路不足之外。 

(6)  建立完善供應鏈，精確配合市場狀況。 

(7)  成立客製化汽車生產規則小組，進行客製化生產推動。 

(8)  藉由 WTO 加入，引進日本 TOYOTA 新車種，擴大市場佔有率。 

4. 福特汽車 

(1)  產品開發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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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各項新產品週期在世界市場均保持絕對競爭優勢，永遠是市

場中的領導品牌。市場所需求的各型產品都應開發涵蓋，但是要

避免同質性產品重複開發，更需強調不同產品彼此共同開發技術

及零件的重要性，以及兼顧製造部門得以靈活運用之生產技術，

避免與市場需求脫節。 

(2)  品質與生產資源整合 

品質、成本及時效三大目標更應齊頭並進。 

5. 三陽汽車 

參與技術母廠之國際分工計劃，擴展產品線。由於該公司目前生產之

車種只有喜美與雅哥兩大車型，雖然產品形象良好，在同級車也佔有

一席之地，但為因應市場激烈之競爭，該公司正積極參與技術母廠日

本本田公司之亞洲車開發計劃，取得第三車種，預計短期即可上市，

藉時將可擴大品戰力。 

 擴大零組件鑄模，治具輸出，增加營業收入。 

 配合政府鼓勵汽車零組件回銷之政策，該公司近幾年來之回銷均

達成政府之政策目標。 

 增加代理進口本田之車種，強化產品線，提高競爭力。 

 為因應加入 WTO 後，可能進口關稅降低，進口車進入國內市場

所帶來之衝擊，該公司亦藉此引進高級車種，向上延申雅哥汽車

之產品線，擴大銷售。 

 強化生產合理化、自動化為提昇生產效率，減少人力依賴，繼續

強化熔接線之機械人化，提高熔接之自動化率。 

 擴充生產線控制系統(LINE CONTROL SYSTEM)之系統功能，將

生產資訊與銷售資訊結合，協助銷售。 

 導入同步工程，縮短與技術母廠上市之時間差。 

 該公司自本田引進電腦圖檔，直接交由衛星廠商開鏌製造，期降

低製鏌時間與成本，提高鏌具製造品質，並且在開發過程之設計

管制方面，建立電腦檔案交換系統，提昇開發品質，計劃將與技

術母廠上市之時間差縮短至六個月以內。 

 參與共同引擎研發，投資共同引擎製造公司。 

 為降低引擎成本，爭取貨物稅優惠，計劃上半年投資引擎製造公

司。 

 

（二）台灣五大車廠之經營策略 

6. 中華汽車 

(1)  「研發、製造及行銷中心」投資計劃。 

(2)  深耕台灣市場。 

(3)  擴大國際分工。 

(4)  拓展大陸事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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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開水平週邊事業。 

7. 裕隆汽車 

(1)  訂定具競爭優勢的行銷策略、 計劃，妥善規劃廣告、促銷活動，

全力達成銷售目標。 

(2)  因應台灣開放汽車進口，擴充產品線，引進高級進口車。 

(3)  整合銷售通路，提升經銷商經營管理及銷售能力，並落實售後客

戶關懷制度，以增進客戶滿意度。 

(4)  有效掌握汽車市場消費動態，適時推出改款車，或全新車型，以

利產銷量的增加。 

(5)  強化外銷市場的開發，拓展委製品的業務，增加零配件的銷售實

績。 

(6)  國產化的零件項目，引進具競爭力的協力廠，參與國際化開發，

並尋找第二採購來源，達成進口零件成本降低目標。 

(7)  持續推動成本及費用降低活動，控管人員及各項費用的支出。 

(8)  持續推動品管圈活動，落實內部各項品質稽核、追蹤、改善措施，

並遵守 ISO-9002 品質維護系統，增進全公司品質指標之提升。 

(9)  強化人員教育訓練、建構高效率的人力組織，並推動以績效為方

向的獎工制度。 

(10)  導入 MRP 作業系統，降低產銷變動率，縮短訂購前制時間

及降低停線工時，確保生產體制的確遵行及低庫存政策的達成。 

8. 和泰汽車（國瑞） 

(1)  健全管理制度。 

(2)  完善週密之電腦網路，第三代電腦導入。 

(3)  強化銷售企劃能力。 

(4)  建立現代物流作業，成立物流與研修中心。 

(5)  加強人才培訓，成立和泰學院。 

9. 福特汽車 

(1)  對員工放權授能以發揮所長 

全世界各地員工即代表福特汽車公司，每一位被放權授能的員工

皆使公司的力量倍增。 

(2)  經由最佳的工作流程創造最高效率 

在此一科技與知識急遽轉變的時代，領先的關鍵就是要快速前

進，走在時代尖端。 

(3)  創造全球最優越的產品 

達到領先的基礎在於製造顧客樂於購買及使用的優越產品。 

(4)  成為低成本的製造廠 

成本是獲利的根源，而獲利能力則是幫助公司製造優越產品、業

務成長以及面對經濟挑戰的根本。 

(5)  成為領先全球的優秀企業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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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積極在產品本身的優越性，福特汽車也要不斷在環保、社區

事務、教育及藝文上努力，增進其在全體消費大眾心目中的全方

位企業形象。 

(6)  達到獨步全球顧客滿意度 

顧客的購買忠誠度及相互推薦介紹是衡量銷售及服務品質的最

佳標準，唯有透過不斷領先的顧客滿意指標，才能確保福特汽車

在業界的最佳競爭力。 

(7)  促進福特整體成長 

未來成長將是屬於能夠同時把握成熟及新興市場的企業，福特汽車勢

必要不斷積極追求全球策略。一方面在既有市場佔有領導地位，同時

也要在各新興市場取得先機。 

10. 三陽汽車 

(1)  短期發展計劃 

參與技術母廠之國際分工計劃，擴展產品線，由於該公司目前生

產之車種只有喜美與雅哥兩大車型，雖然產品形象良好，在同級

車也佔有一席之地，但為因應市場激烈之競爭，該公司正積極參

與技術母廠日本本田公司之亞洲車開發計劃，取得第三車種，預

計短期即可上市，藉時將可擴大品戰力。 

 擴大零組件與鏌、治具輸出，增加營業收入配合政府鼓勵汽

車零組件回銷之政策，該公司近幾年來之回銷均達成政府之

政策目標。 

 增加代理進口本田之車種，強化產品線，提高競爭力為因應

加入 WTO 後，可能進口關稅降低，進口車進入國內市場所

帶來的衝擊，該公司亦藉此引進高級工種，向上延申雅哥汽

車之產品線，擴大銷售。 

 強化生產合理化、自動化為提昇生產效率，減少人力依賴，

繼續強化熔接線之機械人化，提高熔接之自動化率。 

 擴充生產線控制系統之系統功能，將生產資訊與銷售資訊結

合，協助銷售。導入同步工程，縮短與技術母廠上市之時間

差。該公司自本田引進電腦圖檔，直接交由衛星廠商開鏌製

造，期降低製鏌時間與成本，提高鏌具製造品質，並且在開

發過程之設計管制方面，建立電腦檔案交換系統，提昇開發

品質，計劃將與技術母廠上市之時間差縮短至六個月以內。 

 參與共同引擎研發，投資共同引擎製造公司為降低引擎成

本，爭取貨物稅優惠，計劃上半年投資引擎製造公司。 

(2)  長期發展計劃 

 強化國際分工，爭取整車出口。 

 建立二勤生產體制，充分發揮產能，降低製造成本。 

 開發生產高附加價值零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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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建立車身與底盤設計能力。 

 擴充產品線。 

 積極拓展汽車零組件外銷市場。 

 原材料、零組件國際化採購。 

 汽車開發與本田同步上市。 

 強化經銷通路，提昇服務品質，提高市場佔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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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汽業廠商之訪談記錄 

（記錄內容之 Q 代表本研究訪問者之問題，A 代者受訪人員之回答） 

 

（一）中華汽車公司 

日期：91 年 9 月 9 日 

受訪人員：行銷業務部協理 左自生 先生  

 

Q1:中華汽車與三菱合作情形,據我們所知三菱企業股份佔了 25%,這種外

資合作就你們而言情形如何與加入 WTO 前有何不同？而是由誰為主導

地位？ 

A1:和三菱合作是在技術上及投資，行銷是由我們自己來做，包括產品企

畫、到整個行銷通路都是由我們來決定，屬於產銷合一。 

Q2：那在你們組織架構下有一個造型所，他大概的工作內容為何？ 

A2：我們有百分之八十的產品是以三菱設計為背景，只有百分之二十是

自己研發出來的，但是三菱產品並不能完全符合台灣需求，因此研發部

門就針對台灣及大陸市場做一些改型，改型第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外

型，這也是造型所的目的，一般台灣顧客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因此我們

的研發部門也因應而生。 

Q3：那據我們所知，政府是有投注一些資金在推動汽車產業研發的動作，

關於這點和你們的合作情形是？ 

A3：我們是有一些研究計畫案子在合作啦！像是『共同引擎』這個案子，

中華汽車相當配合，當初有五大廠，包括裕隆、國瑞、三陽、福特及中

華，但最後只有中華汽車真正有使用這個引擎；政府主導這些專案時，

當然每個母廠都有其限制，到最後只剩我們能夠克服這個困難。 

Q4：那你們在加入 WTO 之後，這種外資合作的關係對你們有什麼影響

嗎？ 

A4：其實再加入 WTO 之前我們就已經做了一些準備的動作了，像成立研

發中心部分，在 98 年我們就正式成立了中心來做車身的改造。 

Q5：所以加入 WTO 對你們並無很大的影響？ 

A5：當然，這裡面有一些可能跟 WTO 沒有直接關連的，但多多少少在這

種型態上會有一些變化，像研發中心的成立，使母廠對我們有一些戒

心，因為我們也漸漸在國際市場上有一些地位，所以對我們來說是有正

面的影響。 

Q6：在大陸的東南汽車也漸漸在發展，那現在整個情形是如何呢？ 

A6：目前我們是在福建設廠，和福建省政府一人一半股權，三菱並沒有

涉入，但是他看我們在大陸做得越來越好之後，也想要入股一起來合作。 

Q7：當初是怎樣一個因緣際會去大陸設廠生產？ 

A7：其實大陸市場的成長我們也一直在觀察，他們是一個成長相當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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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在我們正式去設廠之前我們就有成車外銷進去，有一些合作的

對象，感覺不錯，但是如果一直以代工的方式進去，獲利也無法一直在

我們這邊，因此我們也一直找機會和大陸政府談判；至於在產銷方面，

由於福建省政府對汽車並不甚瞭解，因此我們派了四五十個幹部過去協

助，不管是在管理或是技術方面。 

Q8：那加入 WTO 之後，此種拓展海外市場的趨勢發展，對你們有何影響？ 

A8：就大陸市場來看呢？這幾年的成長都是以倍數成長，我們是在 96 年

才開始投資大陸的，那時得利卡先生產，去年就已經做到了三萬台，每

年都是以倍數去跑，那當初廠房的的設計是能做到六萬台，而根據目前

的銷售量來看，預估明年可以生產到十萬台，因此整個產能規模都還在

擴充，但是以福建為擴充地，目前還沒有想到要去別的地方設廠。因此

對我們來說，是件好事，拿得利卡來說，在大陸生產大概一個月三四千

台，台灣大概只剩三四百台，因為車型較舊，當然會幫助我們，因為很

多零件是共用的，甚至我們很多模組已經移過去了，然後再產銷回來，

而現在關稅又較便宜，因此就創造了我們生產零件的最大規模，對我們

在台灣的生產競爭力是可以提升的；而藉著大陸廣大的市場，同一個模

具可以生產更多的車子，大大降低了我們的成本。 

Q9：那在整個生產規模調度上，原本合作的零件廠商現在彼此關係如何

變化？ 

A9：基本上，當初我們在東南設廠時，就帶了三十家協力廠過去，是我

們特別去挑選的，我們帶過去的廠都是比較具有優勢，能夠帶來經濟成

長規模的，而原本合作的協力廠有一佰多家，但未來的趨勢勢必有也廠

會關掉或被合併，這是避免不了的。 

Q10：據我們所知，你們有許多相關企業，那關於加入 WTO 之後這種多

角化發展對你們的影響在哪裡？ 

A10：其實在加入 WTO 之後我們也觀察到一些東西，相對於進口車而言

我們也在尋找其競爭又是在哪裡，可能設計研發無法贏它們，但是在服

務方面我們可以做得很完善，像我們全省有兩百多個據點；而我們也成

立了很多水平周邊事業，像是行將企業，格上汽車租賃，正源科技等等，

目前我們也在導入 CRM 的階段，ERP 在之前我們就已經導入了，是找

惠普為我們導入的顧問，而正源科技我們是有委託其進行一些據點的 e

化，但基本上比較多是外包的形式。像順益汽車及匯豐汽車基本上我們

各自擁有了 40%及 15%的股權，他們經銷商扮演的角色比較像是執行部

門，當然在當初行銷企畫的同時我們也會找他們一起來參與一些設計，

畢竟他們是站在第一線，可以及時將顧客需求回饋給我們。 

Q11：像目前政府有推動所謂的電子交易平台，你們使用涉入的情形為

何？ 

A11：交易平台我們是有局部在用，但是像汽車這種東西，他不是一種規

格品，裡面可能有一些東西是可以丟在上面一起共用的，但是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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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差異的，當初工業局是有推動一個所謂的 A 計畫，就是期望我們

與協力廠之間可以利用這個交易平台來互動，做一些資訊串流的溝通，

取代以往以書面流通的方式。 

像是電子商務方面，我們有所謂的試乘預約與保養預約，以及汽車製造

線上歷程，ERP 我們也已經在導入第二階段了，但是實際上呢？這種東

西是很難從網路上去判斷的，例如二手車市場，光看有些照片並無法看

出問題，一般消費者還是希望能有 TEST DRIVE 的體驗，才能決定是否

真正去買車；因此在電子商務方面，現在還是宣傳告是效果較大，是告

知消費者一些訊息，但實際上的購買要視真正試車過後才能決定。 

Q12：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汽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調降關

稅及貨物稅，也取消自製率及自行設計的一些優惠，你覺得對你們來說

最大影響為何？ 

A12：對我們來講影響最大的是自製率優惠的取消，像我們的研發中心都

有爭取到一些政府的補助，在貨物稅上來說，但這些東西在 2004 年的

時後就會全部取消；政府給我們三年的緩衝時間，當然這段時間我們也

一直想辦法去因應，像最近我們一直在做成本降低的活動，像是內部體

質的改善，另外向在水平周邊對顧客的服務，都是在創造競爭優勢，我

們也有所謂汽車代步的服務，如果你保我們的新安產險之後，我們提供

一種所謂的 TOTAL SOLUTION，即使在修車那幾天，我們會提供免費

的車讓顧客代步；甚至是車子過了三年五年想賣之後，我們也提供中古

車買賣的服務，幫助顧客處理一些繁雜的事物，這些意都在創造顧客忠

誠度，這樣即使二次購車依然會選擇中華汽車，這是我們所強調的競爭

優勢。 

Q13：像政府最近所制訂的企業購併法，對你們與水平周邊事業的影響為

何？ 

A13：其實像是正源科技、格上汽車租賃或行將企業，都是屬於我們集團

的，它不只是對中華產生效益，對裕隆也產生效益（因為我們是同一公

司的），那因此整個下游部分我們已經緊緊綁在一起，至於上游部分，

我們也投資了很多協力廠，這個好處在於，有些零組件我們沒有投資的

話，那他可以去服務三陽，也可以去服務國瑞，那在 QCD 的投資來講，

有投資就比較容易掌控，像一些零組件的優先順序上，比較佔得優勢，

當然現在是產能過剩所以不會有問題，但如果是供不應求的時候，他就

必須優先來替你服務，甚至在成本降低的配合上也比較容易。 

Q14：那你認為加入 WTO 之後，公平交易法對你們有何影響？ 

A14：公平交易法對我們汽車產業好像在加入 WTO 前後並沒有多大的影

響，而且對其管轄範圍不太瞭解（我方稍微解釋了一下公交法的作

用………） 

反而跟工業局的交集較大，像是研發啦，配額限制啦，都是在跟工業局

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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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加入 WTO 之後其實對我們來說更能夠有全球化的動作，而目前

的經營策略也是以大中華為目標，期望在零件上能夠互相流通，在最有

利的地方生產最佔優勢的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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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裕隆汽車公司 

日期：9 年 9 月 11 日 

受訪人員：裕隆汽車製造（股）公司總經理室經營規劃科張世昀課長 

 

Q1:目前國內的汽車業者多半與外商有合作的關係，以裕隆汽車而言，與

日產的合作情況如何？ 

A1:基本上，這涉及技術母廠對於台灣業者的看法。以中華汽車為例，技

術母廠的主控或限制沒那麼嚴格，那可能給國內汽車業者更多的輔

助，這與母廠的心態有關。此外，技術母廠所投資的股份也有影響，

像國瑞、福特六和，技術母廠所投資的股份較高，可能母廠的主控也

較大。而日產在裕隆汽車所投資的股份為 25%，以目前裕隆與日產的

合作情況，在產品的研發方面，我們仍舊有參與，不過研發的參與程

度仍掌握在技術母廠。而在行銷資源上，產品臨上市前母廠會加以支

援，不過整體而言，相較於其他的公司，我個人覺得母廠對於我們的

限制越來越緊，但是別的廠商是越放越開，所以這是我們對於技術母

廠較為抱怨的地方。 

Q2:加入 WTO 後，這種與外商合作的關係會對於國內汽車業造成什麼影

響？ 

A2:在台灣，如果要販賣國產車必須與國內廠商合作，但目前產生一個情

況就是外國的汽車業者可以不和本地的廠商合作，而直接進入台灣投

資，例如日本的本田汽車，這樣對於國內的汽車業者會造成相當程度

的衝擊。就台灣的汽車產業而言，好不容易在幾十年所培養的實力，

似乎於一夕之間就消失。也因為如此，像本田就可以直接引進一些在

日本研發的新一代產品來台灣銷售，在過去業者間的作業模式沒有太

大差別，而他們這樣的方式可能對其他的技術母廠有示範的效果，他

們如果能順利在台灣經營，那麼其他的技術母廠可能也會有這樣的想

法產生。 

Q3:近年來，國內的汽車業者已不斷地向海外發展，而裕隆汽車也向大陸、

菲律賓開拓市場，這樣對於業界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A3:對於整車廠而言，業者間的整合是不太可能發生，因為個自的品牌、

技術母廠、政府、社會等主客觀因素，在現階段不會有太多的變化。

而對於汽車的零件業者與通路業者，就有可能整合，甚至調整其生產

規模，以達到收益最大。  

Q4:我們知道，裕隆汽車朝著多角化的經營，相關的汽車週邊事業也相繼

發展，如產物保障、租賃等，而在垂直事業的整合方面，公司是否也

加以考量？ 

A4:一般而言，垂直整合指的是上下游的整合，因為各家公司的策略不同，

以我們公司而言，我們也一直有在考量，只是可能向上整合與向下整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適用之探討 

 

126

 

合的程度於加入 WTO 後有所不同。加入 WTO 後，因為零組件關稅降

低，所以對於上游整合的誘因就沒那麼強，不過，我們也不會一下子

就放掉。WTO 的加入對於汽車業的垂直整合有影響，但是沒有加入

WTO，隨著市場的改變，汽車業者也會進行上下游的整合，基本上這

是一個趨勢，而加入 WTO 只是讓這個趨勢更快發生。 

Q5:那麼這種水平或垂直的整合對於裕隆的經營有什麼影響？ 

A5:以長期的觀點而言，會有實質的幫助。以垂直整合的部份來說，很明

顯的就是在向下整合通路部份，公司有幾個直營點存在對於其他不是

直營點會產生示範作用，當業績不佳時，他們比較不會提出因為銷售

不佳而要求促銷，基本上還是希望他們提供服務給顧客 

Q6:電子商務於近幾年蓬勃發展，政府也開設了 TANX 車輛產業網路交換

系統，這種 B2B 及 B2C 的電子商務，對於汽車業的競爭會造成什麼樣

的影響？ 

A6:以汽車業而言，對於 B2C 汽車業仍在思考階段，當然福特、GM 已經

有做，不過他們的規模其實不大。而我覺得業者不會因為電子商務的

發展，就增加購併的可能性，基本上，供應鏈架起時也需透過發包的

程序，以我們而言，有這樣的電子交易平台，可以讓我們更掌握母廠、

零件供應商的狀態，可以知道他們是不是會斷料等，不過，是否會牽

扯到購併，那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不過，電子交易平台可以協

助業者降低營運成本，如同我所說，透過電子平台可以控制存貨的問

題，這樣存貨成本可以因而降低。而對於 B2C，這可能會對於目前的

通路體系有所干擾，整車廠直接向顧客銷售這部份仍在考慮中。基本

上，這樣的方式是讓消費者可以直接與生產者連繫，不過，裕隆仍在

苗栗三義的這個點，車輛本身體積大，如何能服務到各地是一個問題。

所以各地經銷商的存在也是有其必要的，所以這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

問題，如何做才會不傷害經銷體系甚至可以幫助經銷體系。 

Q7: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全面取消汽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並調

降關稅及化物稅，也取消自製率規定及自行設計的貨物稅抵減優惠，

對你們而言有什麼重大的影響？ 

A7:自製率規定及自行設計的貨物稅抵減優惠的取消，對我們而言影響較

大。我們要生存就必須要有自己獨特的設計，來吸引台灣的消費者。

因為台灣市場小，要 cover 這樣巨額的研發成本不容易，而目前已取

消自行設計的優惠，賠錢的生意沒人做，這樣而言就會影響到我們的

競爭力。對於進口業者則降低他們的營運成本，不過對於國內整車業

者為了因應市場的需求所投入的許多財力則難以回收。 

Q8:那面對這樣的情況，裕隆汽車有什麼因應的策略？ 

A8:我們希望能與同業對於共通的物料與零件加以整合，或與政府合作，

進而降低成本。而既然已經沒辦法花錢做研發，那可能就是以零件或

整車向國外銷售，畢竟能夠向外拓展就是一個機會。此外，我們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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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海外投資，目前裕隆就在大陸及菲律賓有下投資，透過這樣的海

外投資可以和台灣作互補，不過我們還是會根留台灣。 

Q9:那麼裕隆汽車目前於大陸及菲律賓的投資經營情況如何？ 

A9:我們在大陸和東風汽車集團合作，在風神汽車公司已取得 40%的股

權，風神汽車也從去年起，生產裕隆汽車幫助設計開發的風神三號房

車，銷售成績不錯，同時在大陸我們也有 5 家配套廠來配合汽車零件

的供應。我們希望兩岸的汽車業可以共同研發出華人風格的利基車

種，強化競爭力。而在菲律賓，裕隆汽車投資了菲律賓日產廠，我們

目前已握有 70%的股份，由裕隆汽車主導經營，生產房車及小貨車。

不過，因為菲律賓的政局較不穩定，因此經營較有影響。 

Q10:在加入 WTO 後，政府已修正了公司經營的相關法規，且制定企業購

併法，對於裕隆汽車的水平週邊事業有何影響？ 

A10:基本上，企業仍是以營利為目的，而受大環境的影響，我們也會考量

到上下游的整合、購併。目前我們已建構出一個多功能的 e 化服務

平台，結合電子地圖、衛星導航、客戶服務中心等功能，而且在產

物保險、融資貸款及租賃等汽車週邊事業持續投資，對於汽車的下

游已發生了整合作用。就裕隆而言，我們目前仍是很重視國產化的

自製率，所以我們不會一下子就放棄投資國內的零組件廠商，不過

企業的經營還是考量有利可圖，零件要有競爭力，我們第一步會 push

零組件廠商提昇零件品質，給予他們一段時間，如果真的不行，才

會放棄他們，當然成本的壓力是很重的。 

Q11:據我們所知，裕隆成立了亞洲技術中心，那麼這個技術中心，母廠是

否有加以支援？ 

A11:在這技術中心，絕大部分為台灣人，日本也有派駐的一些技術及主管

人員，不過就我先前所提到，一些主要的研發仍控制於技術母廠。

台灣的技術中心比較著重於台灣式樣的設計部份，包括車體外型的

設計，因為以汽車而言，只要改幾個部份，消費者對於汽車的觀感

就有所差異，所以我們的研發中心，從事計畫的掌控，像目前我們

所開發的 TOBE 系統，如何讓這樣的系統和汽車一體化，並且要了

解台灣的消費者需求為何，才能進一步加以設計、改良。 

Q12:加入 WTO 之後，公平交易法對於你們的經營有什麼影響？ 

A12:可能對於行銷或採購會有所影響，基本上加入 WTO 之後，市場會

變成大者恆大，公司必須要有實力才能和人對抗。就裕隆集團而言，如

果裕隆及中華汽車透過聯合採購原材料及零組件，是否公平交易法會有

所限制，因為這是掛於公司層面之上，公平交易法對於這樣的情況是否

能加以清楚規範，也是我們所關切的。就福特汽車而言，他們以全球觀

點進行零件的採購，所以對於全球零件廠家的議價能力相對也較大，所

以他們可以買進較為便宜的零件。相對於我們而言，我們也希望能向母

廠取得較為便宜的零件，如果在進口的零件無法降低成本，我們就得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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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降低其他的零件，可是以集團觀點而言，兩家公司的市佔率又不小。

福特汽車比起我們，他們對於零組件的議價力量就很大，相對成本也可

降低許多。我們想辦法要降低成本，不過可能某些行為又會受到公平交

易法的限制，這是我們所關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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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陽汽車公司 

日期：91 年 9 月 5 日 

受訪人員：三陽工業四輪行銷課曹盛光課長 

 

Q1:您提到在今年一月份已與本田分家，在與外商的合資，是否在今年九

月與現代汽車簽約？ 

A1:不是的，我們三月就與現代簽約了，而新的機種已製作完成，準備於

下個月推出，因為尚未正式推出，所以無法展示。而目前所展示的汽

車是由慶眾所製，因為他們先前已於現代有合作的關係，而慶眾也屬

於慶豊集團之一，所以只是將其轉移，而 ATOS 是從韓國直接進口至

台灣銷售，銷售不錯，早期是由王記銷售後來又交由慶眾銷售，而目

前慶眾又將其轉給南陽銷售。 

Q2:您提到與外商合資或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會削弱本身的研發能力，那

貴公司目前與現代汽車合作，你們的研發部門發展的情況為何？ 

A2:坦白而言，三陽在汽車方面並無研發，我們注重於二輪方面（摩托車）

的研發。 

Q3:貴公司於今年九月底會推出一款國產車 Elantra，那是由台灣研發的

嗎？ 

A3:這款車不是經由台灣所研發，那是由韓國所研發，不過這款車在韓國

與美國都賣的很有實績，十幾年來已累積將近一百萬輛。 

Q4:那這款車是直接進口？ 

A4:不是，是直接在台灣製造。 

Q5:貴公司目前與現代汽車技術移轉的情形為何？ 

A5:一般而言，所謂的技術有二種，製造技術與研發技術。在製造技術方

面已移轉，以往與本田合作也是製造技術的移轉，我們並無作研發，

因為一個新機種開發投入成本很高。以前裕隆有從事開發（飛鈴）也

花了很多錢，不過依舊沒辦法成功。所以台灣的汽車業都不太敢接觸

研發，因為投資成本高，但經濟規模不大，產量不大，很容易虧本，

所以研發通常由技術母廠來作。 

Q6:那在技術移轉方面，是不是台灣會派員去韓國還是韓國人員會過來指

導？ 

A6:兩種方式皆有。就三陽而言，製造技術已沒有問題，熔接、車台製造、

塗裝、噴漆、組合，按照規格就可以。 

Q7:您提到與外商合作會喪失產品主導能力，目前與現代汽車合作，那在

產品的推動上的情況如何？ 

A7:產品的推動，依目前的情況而言，最重要的是產品形象的問題，韓國

車的產品形象在台灣幾乎沒有，因為近來的韓劇及足球賽，國人才對

於韓國有所接觸，大部份人在以前對於韓國較為陌生，不過近來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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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風盛，所以我們認為產品形象，應是消費者會繼續購買。以往，本

田的產品形象很好，現在韓國車較沒有產品形象，因此消費者不會繼

續購買，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從頭開始建立產品形象。 

Q8:目前的產品形象與行銷策略方面是由三陽主導，還是韓國提供相關的

方案？ 

A8:韓國並沒有提供，因為投資比例的問題，現代汽車並沒有投資股份，

但本田所投資的股份還在。基於市場考量，它們希望能於台灣經營，

而且之前也於台灣失敗多次，剛好有與三陽合作的第三次機會，而彼

此皆有需要所以才合作。 

Q9:所以在台灣，現代汽車的推動由三陽汽車主導？ 

A9:現代汽車將其品牌授給三陽，如何運作由三陽決定。三陽必須生存，

我們僅花了三個月的時間，換了品牌依舊運作。 

Q10:貴公司是否有想過拓展海外市場？ 

A10:目前汽車還沒開發海外市場，但機車就有向海外市場開拓，我們也將

機車賣回日本，而在韓國、越南、歐洲都有銷售，不過，大陸不好

銷售。 

Q11:那目前二輪在海外設廠的情況為何？ 

A11:在越南有賺錢，不過在大陸虧本，因為市場很亂，且仿冒很多，新產

品推出，大陸人就以低價競爭，很難在大陸市場銷售。本田因此與

其第一大的仿冒廠商合作，它們常採用逆向思考。 

Q12:那三陽工業與南陽實業的情況為何？三陽只負責製造，而行銷交由南

陽負責？那麼三陽本身的行銷課之情況為何？ 

A12:本身為其雙方的溝通，如新產品的企劃、規劃，而且必須加以調查分

析台灣的市場，並提供意見，確定市場定位，還有產銷的調整配合

等事宜。瞭解各國汽車法規，才能加以分類是否進口汽車或由台灣

製造汽車，並且計算成本，決定生產何種汽車至後續的行銷。 

Q13:那早期與本田合作時，行銷是由三陽主導嗎？ 

A13:沒有，大家共同合作。本田提供世界情報給三陽。而摩托車就一貫由

三陽自己作，從研發至行銷，針對市場的需求設計產品。不過，汽

車業僅作後段，只有製造、販賣，我們針對市場的需求，視其技術

母廠之機種，因為它們不會特別為台灣的市場需求加以設計，母廠

會針對需求，就其現行生產的機種加以支援。而進口的車款為南陽

決定。 

Q14:目前政府已推動電子交易平台，那目前貴公司的情況如何？ 

A14:三陽汽車已和工業局合作，訂單可用 ERP 系統與衛星工廠連繫。但

目前我們由財務系統做起，而製造系統較為複雜，而公司內部設有

Intranet。 

Q15:汽車的關鍵零組件是否都是從國外進口？ 

A15:汽車的關鍵零組件多，如變速箱目前台灣尚無人做，因其研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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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所以大部份直接由母廠進口。一般開發時間長的零組件會進口，

而一些較粗重且價格低的簡單零件就國產化。 

Q16:那加入 WTO 後，進口的零組件，價格是否差異很大？ 

A16:不會，只有關稅的優惠。不過，對於國內的零件商就比較不公平，它

們的營業空間變小。 

Q17:加入 WTO 後，政府取消汽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並調降關稅及

貨物稅，也取消自製率的規定，那您覺得對國內汽車市場的競爭環

境會產生什麼樣的影響？ 

A17:市場開放後，價格會較混亂，各種車子都能進口，以本田而言，價值

可以自行決定，那對於同業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Q18:那針對這方面，三陽將如何因應？ 

A18:加強與海外廠商的合作關係，但是因目前三陽與現代有合約，所以無

法找其他的海外零組件供應商。 

Q19:目前國產車與整車進口的比例為何？ 

A19:以往的策略以國產車為主，進口車為輔，而區隔市場，就會進口高級

車。但因為目前沒有國產車，所以慶眾代加工，交給南陽販賣，再

支付加工費給他們。ATOS 由韓國進口，ELANTRA XD 由台灣製造。

台灣只進口比它等級高或低的汽車，或是不同系列的 RV 車。 

Q20:那目前三陽是否有進行水平週邊事業或垂直上下廠商之購併？ 

A20:因為三陽本身投資於汽車業不多，而在摩托車業就有進行上下廠商的

垂直整合，目前我們都外移至越南，鍛造、壓鑄都在越南。 

Q21:加入 WTO 後，您認為公平交易法對於公司的營運有何影響？ 

A21:目前尚無直接影響，因為台灣的汽車廠個自獨立且太多，彼此利益之

關係，對汽車業不見得有直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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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瑞汽車公司 

日期：91 年 9 月 4 日 

受訪人員：經營企畫部/公共事務室公共事務 GROUP 張世昌先生 

 

Q1:據我們所知，該公司是日商合資，而向國內汽車業者與外商合資或從

事技術合作的關係，對你們會有什麼影響嗎？有沒有跟外商合作？ 

A1:由於我們是由日本 TOYOTA 集團在我公司持股比率佔約 56%，因此本

質上我們的主要決策是由日本總部下達，而國瑞本身是專門在製造方

面，其餘像銷售及售後服務方面試交由和泰汽車來做公關及打廣告；

因此加入 WTO 後對我們其實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還是接受日本總公

司的命令去做事，有點像是 TOYOTA 汽車的海外子公司。 

Q2:那哪一些技術移轉問題呢？ 

A2:剛開始當然會，他們會不給我們，但後來我們也有在學，然後他們慢

慢放給我們自己做，其實台灣市場大家都知道，顧客什麼都要，像是

衛星導航等等，現在還是市場需求導向阿，因此我們會開始主動去要

求一些技術來回應顧客的需求；因此早期是他們給我們什麼，我們就

拿什麼，現在是我們主動去要求一些技術的轉移，當然還是會有其困

難在拉。 

Q3:那向您第四題選擇了削弱本身研發能力，是為什麼呢？ 

A3:其實這題很難回答，當然加入 WTO 之後對一些關稅的配額會取消，

一些零件的價格也較低拉，所以就直接採購就不需要研發了，可能從

國外整車進來，或是零組件進來。 

Q4:那會不會以後演變成純粹代工或代經銷，有考慮過這些問題嗎？ 

A4:會，但我只是選擇一個較可能發生的問題，我們也怕演變為代工或代

經銷，因此今年我們也成立了一個研發中心，總共大概花了 80 億元，

整個策略來說我們也不希望只做代工，因此我們和母廠爭取要成立研

發中心；其實兩年前就欲成立，而真正參與是從 PREMIO 開始，而

ALTIS 更多，外觀和底盤都由我們設計出來，在市場上也頗受好評，

所以母廠才真正開始支持。我們公司比較特別的是即使在加入 WTO

之後整體策略也不會變，我們本來就是屬於其集團的一小部分，因此

公司的大方向也就是要走全球化，本來就有一些國際觀的東西，而我

們只是繼續在台灣推動而已；不過如果我們想出去發展，也必需要經

過母公司同意才行，因此不像中華、裕隆這麼自由，受限於日本很多。 

Q5:公司內部高階主管的中日比例呢？ 

A5:總經理是日本人，協理一半一半 

Q6:那目前整個大公司有沒有要去大陸發展，因為聽說和泰已經有過去設

廠？ 

A7:是的，和泰汽車在那裡有經銷點；而 TOYOTA 在大陸也已經與別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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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技術合作簽訂契約，目前我們公司是還沒有要過去，還是要看總公

司的意思。但像是技術及管理人才是有過去支援。 

Q8:那像一些水平整合周邊事業呢？有沒有合作的對象？ 

A8:說有也是有拉，但是整合的東西倒是沒有，因為我們也算是和泰集團

的旗下，國瑞只管製造，而行銷的部分是由和泰負責，因此這方面不

太清楚。 

Q9:那像目前政府有推動一個電子交易平台，你們運用的情形大概是怎

樣？ 

A9:目前我們是沒有加入，我們自己本身有一些固定的中衛工廠，也沒有

打算要跟其他公司合作，我們公司和別的公司型態不同，只要我們選

擇一家合作對象後，我們會比較偏向長期合作關係，有點像共生共榮

的型態，會去輔導合作對象；而做決策也比較偏向考慮期很長，但是

一旦決定之後便會馬上著手，不會部門互相牽制，這點非常像日本組

織。    這個平台是可以加入，但是決定權不在我們，而且我們內部

也已經導入 intranet，要在改變有點困難。 

Q10:那會不會產生和同業之間無法交流，像是車身一些技術無法分享共

用？ 

A10:由於體系問題，我們組織比較封閉，作法比較保守，和其他業者並沒

有交流的必要。 

Q11:那就加入 WTO 之後，政府取消很多限制，像是汽車進口地區與配額

的限制，關稅及貨物稅的調降，自製率的規定等等，就你們而言，有

什麼影響嗎？您選擇水平周邊事業購併的可能性，那你們目前有這個

打算嗎？ 

A12:由於今年才加入第一年，所以關於一些關稅的限制並沒有很大的影

響，而且剛剛也有提到，我們的決策主要是由母公司來下達，他們決

定併購誰我們就跟從，但目前我們本身並沒有這樣的打算。而未來我

們也覺得台灣毀只剩下幾家車廠而已，不是關掉就是合併。 

Q13:針對加入 WTO 之後一些政府的措施，貴公司會以加強與國外廠商合

資來因應，那你們目前有和別家廠商合作嗎？ 

A13:像 TOYOTA 在泰國及新加坡也都要設廠，整個會比較國際化，零件

共通的話會內部自己去流通；像以前我們有所謂的根東南亞的政府作

關係，那現在已經拓展到北美及中東、巴西、澳美也有，彼此零件也

有在共通。 

Q14:那像關鍵零組件的發展呢？ 

A14:這是一定要的，這也是政府一直極力推廣的，如果這也做不到的話，

就只能關廠直接跟別人購買零件。 

Q15:有沒有想過脫離 TOYOTA 集團？自己收集資金成立自己的公司？ 

A15:有想過，但是技術面還是需要他們的幫助，如果脫離他們，有想過，

但是還無此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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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那公平交易法對你們有和影響呢？ 

A16:其實不是很瞭解公平交易法在幹嘛？？ 

（經過訪談人員一番解釋）那其實公平交易法對我們不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並沒有要進行合併或是購併動作，而且本身是跟隨總公司的策

略，因此對我們是沒有很大的影響的。 

Q17:那目前你們進口車的比例大概佔多少？ 

A17:目前的比例是國產比進口大約８：２，但加入ＷＴＯ之後預估比例會

調整為７：３，還是以國產車為主，而去年ＡＬＴＩＳ在東南亞的銷

售奇佳，因此母廠也較重視台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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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對汽、機車業者之郵寄問卷 

 

                   您好：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為了能確實幫助業者提昇競爭優勢，特別委託

進行「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車產業競爭行為與公平交易法之適用性」

研究。由於貴公司為汽、機車產業之主要經營者之一，因此必需有貴公司

的參與，此研究計畫的結果方具參考價值。敦請您能撥冗填答後附之問

卷，您寶貴而真實的資料，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分析，所得結果亦可提供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做參考。 

 

為了配合研究計畫進度，請您於 2002 年 9 月 6 日前，完成該份問卷填答，

並請裝入所附之回函信封內寄回給我們。研究所得資料，僅供研究分析之

用，個別廠商資料絕對負責保密，敬請惠予協助，不勝感激。 

恭祝 

     時祺 

 

 

淡江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 李培齊  敬啟 

 

 

 

 

附註： 

如有任何疑問或聯絡事項，請洽本計畫研究助理  

黃凱溶小姐：電話：02-26217109   手機：0926033622 

李家悅小姐：電話：02-26297376   手機：092252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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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以下是請教您有關 貴公司所處之產業環境的競爭情形，請依您的瞭解賜

與寶貴意見，並就問項（共計十五題）內容勾選出適合的答案，非常謝謝

您的協助！ 

 

1. 請問 貴公司的生產規模（或產能）相對於整個汽（機）車市場（包

括內、外銷市場）規模之比例如何？（單選題） 

(1) □最適生產規模。 

(2) □可以繼續擴大生產規模。 

(3) □有產能過剩的現象。 

 

2. 請問 貴公司與國內同業競爭，最常採用的策略為何？（可複選） 

(1) □價格競爭 

(2) □產品創新 

(3) □拓展行銷據點 

(4) □完善的售後服務 

(5) □高密集度的廣告 

(6) □行銷通路創新 

(7) □電子商務的應用 

(8) □上、下游垂直整合 

(9) □其它（請說明）                                              

 

 

3. 國內汽車業者多有與外商合資或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此現象對國內

汽（機）車業的競爭會產生什麼樣的情形？（可複選） 

(1) □削弱本身的研發能力 

(2) □加速產品開發 

(3) □擴展國際市場 

(4) □喪失產品主導能力 

 

 

4. 加入 WTO 後，此種國內汽車業者與外商合資或從事技術合作的關係，

將對國內汽（機）車業的競爭情形產生什麼樣的影響？（可複選） 

(1) □削弱本身的研發能力 

(2) □加速產品開發 

(3) □擴展國際市場 

(4) □喪失產品主導能力 

(5) □其它（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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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年來國內汽（機）車業者不斷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對國內

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可複選） 

(1) □加速業者間的整合 

(2) □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 

(3) □降低業者間整合的可能性 

(4) □其它（請說明）                                              

 

 

6. 加入 WTO 後，此種拓展海外市場（含中國大陸）的趨勢發展，對國

內汽（機）車業者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影響？（可複選 ） 

(1) □加速業者間的整合 

(2) □降低國內之生產規模 

(3) □降低業者間整合的可能性 

(4) □其它（請說明）                                              

 

 

7. 近幾年來國內汽（機）車業者積極參與業外投資，此種多角化的經營

策略（例如車貸、中古車買賣），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會有什麼樣的

影響？（可複選 ） 

(1)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可能性 

(2)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可能性 

(3) □降低營運成本 

(4)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5)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6) □其它（請說明）                                              

 

 

8. 加入 WTO 後，此種多角化策略對國內現存的競爭局面將會產生何種

影響？（可複選） 

(1)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可能性 

(2)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可能性 

(3) □降低營運成本 

(4)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5)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6) □其它（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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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因應網際網路的興盛，促使國內汽（機）車業者相繼投入電子商務

（例如企業對消費者的行銷服務網路，企業上下游之間的電子供應

鍊），此對產業的競爭態勢會產生什麼樣的影響？（可複選） 

(1)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事業週邊業者之購併的可能性 

(2)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事業相關業者之購併的可能性 

(3) □降低營運成本 

(4)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5)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6) □其它（請說明）                                              

 

 

10. 加入 WTO 後，業者發展電子商務將會對產業的競爭態勢產生什麼樣

的影響？（可複選） 

(1)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週邊事業之業者購併的可能性 

(2)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上下事業之業者購併的可能性 

(3) □降低營運成本 

(4)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5)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6) □其它（請說明）                                              

 

 

11. 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汽（機）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並

調降關稅及貨物稅，也取消自製率規定及自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優惠

（詳見附表），以上的措施對國內汽（機）車市場的競爭環境，將會產

生什麼樣的影響？（可複選） 

(1)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水平週邊事業之業者購併的可能性 

(2) □增加整車廠對從事垂直上下事業之業者購併的可能性 

(3) □降低營運成本 

(4) □減少新型車款生產規模 

(5) □提昇業者之競爭優勢 

(6) □其它（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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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針對加入 WTO 後，政府全面取消汽（機）車進口地區與配額的限制、

調降關稅、貨物稅、取消自製率規定及自行設計之貨物稅抵減等優惠

措施，貴公司將如何因應？（可複選） 

(1) □降低生產規模 

(2) □增加與同業整合的趨勢 

(3) □全球化尋找零組件供應商 

(4) □加強與國外廠商之合作關係 

(5) □對未來的產業環境影響不大，不特別作修正 

(6) □其它（請說明）                                              

 

 

13. 政府對於加入 WTO 後的產業輔導措施之一是鼓勵企業朝大型化及國際

化發展，並已修正公司經營相關法規，制定企業併購法。請問 貴公司對

國內汽（機）車產業進行水平週邊事業或垂直上下廠商購併之看法如何？

（可複選） 

(1) □環境所逼，勢在必行 

(2) □市場規模有限，沒有整合之誘因 

(3) □零組件廠商的生存空間將被擠壓 

(4) □策略聯盟會成為市場競爭策略之主流 

(5) □其它（請說明）                                              

 

14. 加入 WTO 後，面對產業競爭環境的改變，您認為公平交易法對 貴

公司所採行的入會後之因應作為會有何影響？（可複選） 

(1) □限制產業之發展 

(2) □協助維持市場秩序 

(3) □阻止購併事件之發生 

(4) □協助業者抗衡外國廠商 

(5) □其它（請說明）                                              

 

15. 針對公平交易法對 貴公司所採行之入會後因應作為的影響，貴公司

會作何反應？（可複選） 

(1) □降低生產規模 

(2) □積極溝通，進行購併 

(3) □聯合國內業者，固守市場 

(4) □擴展國外市場，提昇競爭籌碼 

(5) □加強與國外廠商合作 

(6) □其它（請說明）                                              

《問卷到此全部結束，再次感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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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我國加入 WTO 之汽車產業相關諮商結果 

項目 內容 

小 汽 車

進 口 配

額 及 地

區限制 

配 額 數

量 

1.國家配額 

 日、韓等原屬禁止進口地區國，入會當年國家配

額為 10,000 輛，爾後每年成長 20%。 

 入會後第一年美、歐盟各 159,220 輛，加拿大 12,912

輛，其後每年成長 20%。 

2.全球配額：為彌補前述國家配額之不足，另提供

入會後第一年 7,500 輛，年成長率 4%之全球配額，

供競爭力較強國家使用。 

3.X
註 1+9 年取消配額制度。 

4.入會後兩年後開放柴油小客車生產、進口及領牌。 

小 汽 車

整 車 進

口關稅 

1.配額內關稅：入會年起由 30%逐年等幅調降到 X+8 年的

17.5%（調適期最少兩年）。 

2.配額外關稅：入會年至入會第 5 年為 60%，第 6 年降為 30%，

配額限制取消後不再適用。 

重 車 進

口關稅 

入會起，由現行 37%逐年等幅降至 2008 年的 25%（調適期最少

兩年）。 

汽 車 零

組 件 關

稅稅率 

109 項關稅稅率將由現行名目稅率 14.58%降至入會第四年之

8.9%。其中 75 項允許 X+3 年之調適期，惟至遲應於 2004 年前

達成最終降稅目標，另 34 項允許 X+2 年之調適期，惟至遲應於

2002 年前達成承諾之最終降稅目標。 

原 材 料

關 稅 稅

率 貨 物

稅 

1.鋼材將於 2004 年由目前約 10%降至零關稅。 

2.鋁錠目前為零關稅，合金鋁錠目前為 1.25%。 

3.塑膠原料關稅稅率降至 5%以下。 

級距 原規定為三級制：2000c.c 以下 25%，2001~3600cc 為

35%，3601cc 以上 60%。入會後前五年：2000c.c 以下

25%，2001c.c 以上為 35%。入會後第六年：2000c.c

以下 25%，2001c.c 以上為 30%。 

國 人 自 行

設計抵減 

自入會日起取消申請，已申請者享有三年緩衝期（至

2004 年 1 月 1 日止）。 

貨物稅 

完稅價格 銷售價格註 2／（1+稅率）。 

自製率 入會時即取消汽機車自製率規定。 

註 1：X 表入會年。註 2.：若無中間批發商者，銷售價格得扣除批發商毛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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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我國加入 WTO 之機車產業相關諮商結果 

 原規定 入會後規定 

150c.c以下機車限向歐美地區進

口。 

立即全面開放進口。 機 車 限

制進口 

150c.c 以上機車禁止進口及領

牌。 

入會後 6 個月開放領牌。 

機車稅率 25%。 入會年起由現行 25%逐年等幅

調降至 18%，調適期最少 2 年。 

關 稅 稅

率 

機車零件平均名目稅率約 14%。入會起逐年等幅調降至 2004 之

承諾水準 8%以下。 

自製率 電動機車（1999 年起）50%。 立即取消自製率規定。 

貨 物 稅

完 稅 價

格 

出廠價格／（1+12%+稅率） 銷售價格／（1+稅率） 

註：若無中間批發商者，銷售

價格得扣除批發商毛利 

禁 止 性

補貼 

3. 購置國產自動化或防治污染

設備可抵減營業稅額 20%，

優於進口設備抵減率 10%。

4. 建立國際品牌形象支出抵減

10%、15%。 

立即取消。 

自 行 設

計 貨 物

稅 之 減

免 

使用自有品牌，且引擎、車架及

外型皆自行設計製造之機車，減

免 3%貨物稅（首次出廠起三年

內）。 

至 2001 年底停止申請，入會後

三年完全取消貨物稅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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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在經濟起飛，國民生活水準大幅提昇之下，大眾運輸系統已不能滿足

國人在交通上的需求。雖然政府極力的在都會區建造大眾捷運系統，但在

道路日漸拓寬、公路網路系統逐漸成熟的態勢之下，汽、機車是國人用以

代步的主要選擇之一，也因此汽、機車產業內各廠商的競爭程度與日遽

增。此一競爭態勢在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TO 後，將因為國外競爭品

牌的侵入而更加明顯，汽、機車業者為了應付其所面臨的競爭威脅，在作

法上可能會採取合縱連橫的方式，或產生其他一些與公平交易法相抵觸的

競爭行為。為了維持汽、機車市場在公平競爭環境下的長期性發展，同時

使國內的汽、機車業者不至於因加入 WTO 後而抵觸國際競爭環境的規

範，因而構思執行本研究計畫。本計畫將探討國內汽、機車產業的歷史及

廠商彼此間競爭行為的演變過程，從其間分析出汽、機車產業的競爭行

為，藉以研判在入會後，我國汽、機車產業在維持競爭優勢下所可以採行

的因應之道，並從公平交易法的適用性上，討論業者與政府間所應產生的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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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 could no longer satisfy consumers’ transportation 

needs aft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the subsequent dramatic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ely 

developing mass transit systems in metropolitan areas, the more and more fully 

developed highway systems have made motorcycles and automobiles two of the 

major alternatives as consumers’ transportation choices.  The competition within 

the two industries, respectively, is therefore intensified over the years; and the 

situation could only get more heated than ever after Taiwan becomes a member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ergers, acquisitions,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other competitive behaviors that might be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Fair Trde Law 

would all occur.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herefore two-fold.  One is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industries 

under a fair and balanced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other is to avoid any 

pos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fter Taiwan being a member of the WTO.  

This project will first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s within the two 

industries and the competitive behaviors of the domestic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makers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predict domestic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makers’ possible strategic moves.  Finally, the Fair Trade Law will be 

applied to see what interactions should be initiated between automobile and 

motorcycle makers and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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