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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乳品產業、鮮乳、嬰兒配方乳粉、競爭法、競爭政策、豁免條

款  

一、  研究緣起：  

公平會委託本研究計畫之題目為「我國乳品產業競爭議題與競爭法規

範之研究」，主要之研究範圍為乳品產業中的「鮮乳」以及「嬰兒配方乳

粉」二項產品。首先，以鮮乳市場而言，小農品牌及進口鮮乳參進國內市

場，復加上臺紐經濟合作協定生效迄今，液態乳進口持續增加，消費者選

擇更加多元，惟整體鮮乳市場目前仍處於寡占結構，鮮乳價格過高往往為

國人所關切，每有調價屢成輿論焦點。國內除氣候條件本身不適合乳業發

展外，市場結構、配銷通路利潤、政府訂定生乳收購價格、業者朝向高品

質差異化發展等，其可能衍生的限制競爭議題值得關注。其次，在少子化

趨勢下，嬰兒配方乳粉漲價議題向為各界關切重點，目前未有業者在國內

設廠產製嬰兒奶粉，相關產品均自國外原裝進口，部分廠商與國外乳品廠

簽訂代工合約，並以自有品牌進行銷售，惟市占率遠不及國際知名大廠，

又嬰兒奶粉屬於特殊營養品，需要經由衛生福利部查驗登記方得於市面

上銷售，且 1 歲以下嬰兒奶粉禁止廣告、促銷，使得市場價格不透明，再

加上消費者品牌依賴性及市場結構下，使得國內嬰兒奶粉價格競爭不明

顯，業者採取非價格競爭方式，爰有必要針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嬰兒奶

粉產業之管制、業者行銷態樣，及其衍生的競爭議題深入探討。  

二、  研究設計與執行：  

本研究將分別蒐集乳品產業相關之競爭法與產業政策規範、競爭法主

管機關資料，及司法判決等文獻，並加以分析彙整。除學術與競爭法制度

文獻之外，本研究另針對包括乳品產業之產銷模式進行蒐集整理，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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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利用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官方資料庫蒐集重要法規動態與執法之資

訊，將各國乳品產業主管機關等官方資料庫蒐集重要統計資訊，以及相關

國際新聞資訊。待初步蒐集與本研究相關之中外文相關文獻與產業資訊

後，本研究將進行彙整與比較分析，以了解乳品產業競爭議題及其適用競

爭規範之挑戰。  

三、  重要發現：  

(一) 鮮乳：  

1. 鮮乳垂直結構的中游乳品業者多年來形成寡占市場，而另一方面，

小農獨立品牌近年來也在國人對新鮮乳品的要求下興起。  

2. 鮮乳不但是所有乳製品中，生產與銷售比重最大的產品，而且銷

售數量仍持續維持增加的趨勢，顯示國人接受國產鮮乳的程度有

相當穩定的基礎。國產鮮乳雖然生產成本高，在市場可接受的情

形下，產量全數供應內銷使用，仍未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每年仍

需自國外進口液態乳。  

3. 我國將於 2025 年依台紐經濟合作協定之承諾，取消液態乳進口之

關稅配額，未來將對鮮乳或乳製品市場將造成很大影響，國內乳

品業者應以建立鮮乳品牌，以及增強消費者偏好預作因應。  

4. 畜牧法第  35 條第 1 項立法成立之「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係以

共同議定調整生乳之基礎乳價，謀求「廠農和諧」目的之功效，依

公平法第 46 條規定之意旨觀之，並無牴觸公平法。故畜牧法與公

平法間的適用關係，以及「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之生乳價格決

定，係有限度豁免公平法。  

(二) 嬰兒配方乳：  

1. 嬰兒配方乳整體市場結構為「中度集中市場」，國外廠商之供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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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直接影響此市場之供需。  

2. 衛福部所訂「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中

規定，原則上禁止就嬰兒配方奶為廣告或以樣品、贈品為促銷，故

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似得認發生機會已大幅降低。  

3. 由於「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第 5 條中

所規範之「開罐價」實行日期尚未確定，故現階段仍容許嬰兒配方

奶業者或藥局等下游通路業者以「開罐價」之方式對嬰兒配方乳

粉為促銷。因此，上開條文所禁止之各種促銷方式，仍須依個案判

斷究屬對價格競爭或非價格競爭之限制。  

4. 嬰兒配方乳粉之消費者僅在經濟因素或新生兒對所選用之嬰兒配

方奶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時，方會考慮更換其他不同品牌之商品。

故其「依賴性」是否構成公平法第 25 條所欲規範之「鎖入」情形，

難據以為斷，然而，上開條文之適用，應以「限縮解釋」之審慎方

式為之。  

四、  主要建議事項：  

(一 ) 鮮乳：  

1. 在乳業發展歷程上，無論是民間自發、或由政府主導下，酪農不

約而同地成立「合作社」，作為調節生乳生產及價格之組織，並

藉以提升其對於中游乳製品業者，以及下游通路業者，有效形成

賣方集體議價權力。以各國經驗觀之，美國、紐西蘭、日本、歐

盟部分國家之乳業上游酪農，皆選擇以「合作社」制度作為生產

運銷之團體，且允許以自願性參加或退出。其中最著名者，係紐

西蘭恆天然公司，係由「合作社」進一步與公部門整併，而最終

組成公司企業型態，此一發展模式，或可作為我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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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國在政策上皆以相關政策手段加以保護乳製品產業，無論是收

購價格補貼、提供技術設備、或甚至直接所得給付，使得鮮乳成

為保護色彩濃厚之產品。然而，各國亦了解「競爭法」作為自由

市場基本法制之重要性，故幾乎沒有立法例係直接以「產業豁免」

之概括授權，各國的主管機關與法院，亦傾向將豁免競爭法之爭

議朝「限縮解釋」之方向認定。  

3. 台灣在有限的土地及畜牧產業下，生乳乳源產量幾乎不可能成長，

建議可參考美國與紐西蘭對於市場供需失衡時介入干預之執法

法源。  

4. 建議我國可深入研究日本在關於「指定生乳生產團體」之作法，

訂立類似「正當交易指引」之行業競爭規範，以「負面表列」方

式列舉出可能違法之行為態樣，在立法與執法層面上皆與我國體

系較為接近。  

(二 ) 嬰兒配方乳：  

美國在 2022 年之全面斷貨事件影響該國多數嬰兒之健康，甚至演變

為「國家安全問題」。此案例值得我國深思，由於我國並無直接生產嬰兒

配方乳之工廠，建議持續追蹤嬰兒配方乳進口廠商來源國是否分散，以維

持供貨穩定與分散風險。  

(三 ) 總結性建議：  

1. 建議公平會應持續進行乳製品市場的價格調查與分析，了解上下

游之競爭狀態，尤其對於因特殊事件而引起之物價波動、最上游

的生乳乳源價格調漲、國際貿易進出口影響  (大量進口發生，或

全球供應短缺 )、以及長期趨勢  (如少子化 )、通路的市場影響力等

進行追蹤，方能了解價格波動之原因，或是否涉有限制競爭與不

公平競爭之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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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參考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等比較法上作法，各國競爭

主管機關，係針對乳品產業中影響垂直或水平競爭之情況表達適

度關切，但並不會介入調查產品價格波動的事件本身。  

3. 參考不同國家對於乳製品產業之立法方式，不難發現在基於保護

酪農合作社、市場競爭、上下游供應無虞等等的政策目標上，許

多國家皆有立法針對部分行為有限度地「豁免適用競爭法」，此不

僅給予乳製品業相對的自由空間，亦保留競爭主管機關仍可就限

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發生時，據以調查或介入之法律依據。

我國之公平法與其他產業法規之適用關係及豁免條款設計、以及

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建立，皆為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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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方法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研究主旨 

隨著國人對乳品需求提高，近年我國生乳產量與需求屢創新高。以鮮

乳市場而言，小農品牌及進口鮮乳參進國內市場，復加上臺紐經濟合作協

定(簡稱 ANZTEC)生效迄今，液態乳進口持續增加，消費者選擇更加多元，

惟整體鮮乳市場目前仍處於寡占結構，鮮乳價格過高往往為國人所關切，

每有調價屢成輿論焦點。國內除氣候條件本身不適合乳業發展外，市場結

構、配銷通路利潤、政府訂定生乳收購價格、業者朝向高品質差異化發展

等，其可能衍生的限制競爭議題值得關注。 

此外，在少子化趨勢下，嬰兒配方乳粉漲價議題向為各界關切重點，

目前未有業者在國內設廠產製嬰兒配方乳粉，相關產品均自國外原裝進口，

部分廠商與國外乳品廠簽訂代工合約，並以自有品牌進行銷售，惟市占率

遠不及國際知名大廠，又嬰兒配方乳粉屬於特殊營養品，需要經由衛生福

利部查驗登記方得於市面上銷售，且 1 歲以下嬰兒配方乳粉禁止廣告、促

銷，使得市場價格不透明，再加上消費者品牌依賴性及市場結構下，使得

國內嬰兒配方乳粉價格競爭不明顯，業者採取非價格競爭方式，爰有必要

針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嬰兒配方乳粉產業之管制、業者行銷態樣，及其

衍生的競爭議題深入探討。 

二、研究問題之提出 

本研究透過蒐集我國乳品產業動態，以助瞭解該產業市場結構及競爭

關係，並參考重要國家之規範及競爭案例，研究重點係針對乳品產業競爭

議題與競爭法規範進行分析，茲將本研究之研究重點列出如下： 

(一) 蒐集美國、日本、歐盟、紐西蘭等四國之乳品產業發展概況，並介紹

乳品產業與競爭主管機關之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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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國內乳品產業發展沿革、市場結構、產銷概況，相關政策及事件

對未來乳品產業可能涉及之競爭議題。 

(三) 蒐集並介紹各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乳品之相關查處個案，並

歸納違法案件類型及法院判決見解。 

(四) 彙整我國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針對乳品之指標性個案、法院見解，並

參酌各國經驗，提出本會未來在執法上之具體意見。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有效分析我國乳品產業競爭議題與競爭法規範等議題，並能提出未

來執法建議，本研究將採取「次級資料蒐集與競爭法分析」、「訪談與焦

點座談會」、以及「比較競爭法分析」等研究方法進行，簡述如下： 

一、次級資料蒐集與競爭法分析 

    本研究將分別蒐集乳品產業相關之競爭法與產業政策規範、競爭法主

管機關資料，及司法判決等文獻，並加以分析彙整。除學術與競爭法制度

文獻之外，本研究另針對包括乳品產業之產銷模式進行蒐集整理，同時亦

將利用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官方資料庫蒐集重要法規動態與執法之資

訊，將各國乳品產業主管機關等官方資料庫蒐集重要統計資訊，以及相關

國際新聞資訊。待初步蒐集與本研究相關之中外文相關文獻與產業資訊後，

本研究將進行彙整與比較分析，以了解乳品產業競爭議題及其適用競爭規

範之挑戰。 

二、 業者訪談與焦點座談會 

    本研究擬透過業界專家訪談及諮詢會議等方式，瞭解乳品產業競爭議

題與競爭法規範。其次，由於乳品產業議題涉及不同面向之跨領域分析，

本研究團隊乃組成跨競爭法、產業經濟、企管等領域之學者一同進行研析，

擬依初步研究成果擬定主題與討論提綱，邀請國內具有競爭法案件執業經

驗之法律、經濟、畜牧產業及動物科學、公衛護理及醫界專家學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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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酪農等提供諮詢意見，作為相關政策與執法方式評估之參酌。  

三、 比較競爭法之分析方法 

在全球的乳品供應市場上觀之，美國、歐盟、紐西蘭、日本等地區占

有相當重要之地位，不僅提供該國家或地區內需市場之原料與加工乳製品，

更銷售至境外，其出口量亦為我國相當重要之乳品來源。雖然我國因地理

氣候環境與農牧土地大小等因素影響到乳業之發展，但上述國家對於乳品

之保護程度、補貼措施、管制範圍、以及主管機關間之分工模式等皆不相

同，但又各有特色，該等國家之乳製品產業政策係影響其上下游供應結構

很重要的因素，間接也影響各該國家的競爭政策與法規之制定模式。因此，

本計畫將以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等四個國家 (經濟體) 作為比較對

象，藉以分析乳品產業之競爭法規範模式、違法態樣、指標案件、以及對

我國主管機關就競爭法規範與執法之建議。未來研究主軸會以台灣乳品產

業面臨的問題點出發，再進一步探討有關競爭法之執法案例，以及上述國

家(經濟體)就產業主管機關、競爭法主管機關、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之不

同角色分工與監理模式，作為我國之參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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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乳品產業競爭市場結構與發展概況 

第一節 乳品產業之市場結構 

一、 我國乳品發展沿革 

臺灣在日治時期便已養牛榨乳，但是在養頭數極少；二次大戰期間，

部分乳牛又被日軍宰殺充作軍糧，因此我國的酪農產業是從民國44年成立

「台灣省乳牛事業改進會」之後逐漸開始發展。在政府的輔導下，自民國

54年開辦學童乳，初期是由地方農會或合作社生產鮮乳供應學童飲用，之

後因為民眾對鮮乳需求量逐漸增加，遂於民國62年設立13處平地酪農專業

區，行政院也在民國70年頒布「養牛政策與措施方案」，訂定以「乳牛為主、

肉牛為輔」的養牛政策，使臺灣酪農業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積極輔導下得以

穩健發展。政府在各地開始設置酪農專業區，同時也選派農村青年到美國

與紐西蘭接受專業訓練，並協助設立「青年酪農村」；現今知名的苗栗「飛

牛牧場」，其前身即為民國64年所成立的「中部青年酪農村」。根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資料顯示，民國77年酪農戶數計有1,455戶，達到現有

統計資料的高峰，但自隔年起，酪農戶數開始以每年減少約80戶的幅度逐

年遞減，到84年已低於一千戶，場數降至968戶，至民國91年，台灣的酪農

戶再降到751戶。雖然酪農戶數逐年減少，反觀乳牛頭數則日益增加，民國

87年曾多達66,514頭，年產乳量來到338,369公噸，當年度平均每戶飼養數

為77頭。 

民國91年臺灣成為WTO第144個會員，貿易走向國際化、自由化，為

因應外國乳品進口後對國內酪農業的衝擊，政府在「先期調整牛、羊產業

結構計畫」下的細項「淘汰更新乳牛計畫」中，輔導、補助不具競爭力的

酪農離酪，並獎勵具競爭力的酪農將不符合經濟效益的老弱牛隻淘汰，積

極提升臺灣乳品品質。自表2-1可知，民國91年後酪農戶數持續下降，但戶

數減少的幅度及速度放緩，然乳牛數卻是穩定成長。在政府長期有系統的

挹注資源，調整產銷秩序、進行乳牛群性能改良、提升生乳品質及加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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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民國94年全面開放外國液態乳進口，中央畜產會輔助中華民國酪農協

會建立「酪農剩餘乳共同處理機制」，將剩餘乳集中製成煉乳或調撥處理。

乳牛頭數除在民國91與92年減幅較大，共減少近一萬頭外，在開放外國液

態乳進口後，飼養牛隻數的變動多為增長，民國97年起穩定成長，同年中

國大陸爆發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國人對於食品安全日益重視，至民國100年

每戶平均飼養數突破100頭，顯示酪農戶朝向規模化經營的方向發展 (詳見

表2-1)。國產鮮乳雖然生產成本高，在市場可接受的情形下，產量全數供

應內銷使用，仍未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每年仍需自國外進口液態乳。而

自三聚氰胺事件發生之後，台灣鮮乳市場產生變化，開始增加許多小農品

牌，也使得酪農戶開始改變與不同的鮮乳廠商進行合作。(參見本研究訪談

紀錄五至七) 

表 2-1  民國 76~110 年台灣地區酪農戶數、乳牛頭數及產乳量情形表 

年別 戶數 乳牛頭數（頭） 產乳量（公噸） 平均每戶飼養頭數(頭) 

76 1,383 33,986 144,390 25 

77 1,455 40,140 173,407 28 

78 1,324 44,926 182,421 34 

79 1,237 46,342 203,830 37 

80 1,143 49,433 225,656 43 

81 1,076 53,295 246,281 50 

82 1,082 57,652 278,476 53 

83 1,006 58,812 289,574 58 

84 968 66,377 317,806 69 

85 940 62,846 315,876 67 

86 902 65,284 330,469 72 

87 868 66,514 338,369 77 

88 839 66,175 338,005 79 

89 819 66,140 358,049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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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767 65,125 345,970 85 

91 751 64,517 357,804 86 

92 715 59,467 354,421 83 

93 674 54,615 322,660 81 

94 638 53,151 303,496 83 

95 636 52,269 323,165 82 

96 620 53,171 322,220 86 

97 592 52,566 315,559 89 

98 572 53,170 321,781 93 

99 571 55,296 336,036 97 

100 556 57,196 350,894 103 

101 560 59,145 348,489 106 

102 554 60,500 358,146 109 

103 550 60,103 363,145 109 

104 546 61,859 375,499 113 

105 545 59,601 378,488 109 

106 553 60,523 386,362 109 

107 553 61,967 419,342 112 

108 559 61,813 431,879 111 

109 560 62,916 437,155 112 

110 566 64,974 449,214 115 

資料來源：農業統計年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1) 

    民國102年7月臺灣與紐西蘭簽署「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on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NZTEC)。為保障國內

酪農產業，政府在乳品部分設定「液態乳」為敏感性產品，採取關稅配額 

(tariff quota) 保護措施，以12年調適期，配額量由協定生效後的5,50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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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3年增加1,500公噸，直至第12年（2025年）起，改以取消關稅配額開

放紐西蘭液態乳進口。不少國內乳品專家和業者預期，紐西蘭等外國鮮乳，

恐將對國內乳業造成重大衝擊，此為乳品業未來市場上的重大變化。 

二、 產銷概況 

乳品簡單分為液態乳與固態乳。如液態乳中的全乳 (whole milk) 指未

經離心機分離處理的牛乳，即市售的全脂奶。牛乳經離心機處理後，可因

物質比重之不同而分離出富含乳脂肪的鮮乳油或稱鮮乳油 (即固態乳) 與

脫脂乳(skim milk)；後者即為市售的低脂奶。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制定之

現行相關乳品國家標準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簡稱 CNS) 可知，乳

類產製品可分為鮮乳、調味乳、保久乳、發酵乳（含優酪乳）、乳粉與加

工乳等 12 項，詳細種類與說明如下所示：  

(一) 鮮乳(Fresh milk)：鮮乳是以 CNS 3055（生乳）為原料，經加溫殺菌

包裝後冷藏供飲用之乳汁。  

(二) 調味乳(Flavored composite and recombined milk)：調味乳是以50%以

上之生乳 (CNS 3055)、鮮乳(CNS 3056)或保久乳為主要原料，添加

調味料等加工製成之產品。  

(三) 保久乳(Sterilized milk)：保久乳以生乳(CNS 3055)或鮮乳(CNS 3056)

經高壓或高溫滅菌，以無菌包裝後供飲用之乳汁。其種類包含高脂

保久乳、全脂保久乳、中脂保久乳、低脂保久乳、脫脂保久乳、強

化營養保久乳與低乳糖保久乳。  

(四) 發酵乳(Fermented milk)：發酵乳是以生乳、鮮乳及其他乳製品為原

料，經過乳酸菌、酵母菌或其他對人體健康無害之菌種發酵而成之

製品。其種類可依產品型態分為發酵乳、濃縮發酵乳、調味發酵乳、

保久發酵乳與冷凍發酵乳等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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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煉乳(Condensed milk)：煉乳是以乳或乳製品為原料，經脫除部分水

分、加糖、濃縮所製成之產品。其種類細分包括加糖煉乳、加糖脫

脂煉乳、加糖部分脫脂煉乳與加糖高脂煉乳。  

(六) 蒸發乳(Evaporated milk)：蒸發乳是以乳或乳製品為原料、經脫除部

分水分所製成之液態乳品。其種類包括蒸發乳、脫脂蒸發乳、部分

脫脂蒸發乳與高脂蒸發乳。  

(七) 乳粉 (Edible milk powders)：乳粉用於符合 CNS 10860乳粉類製品

「總則」中 規定之乳粉及鮮乳油粉，可供食用及加工用。依其乳脂

肪含量可分為全脂乳粉、部分脫脂乳粉、脫脂乳粉與鮮乳油粉等。  

(八) 食用調製乳粉(Edible modified milk powder)：食用調製乳粉適用於

由符合 CNS 3055（生乳）、CNS 3056（鮮乳）、CNS 2343（乳粉）

或 CNS 7524（食用乳清粉）等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營養與風味成

分或各種必要之食品添加物予以 調合而成之粉末狀產品。 

(九) 乳酪(Edible butter)：乳酪適用於僅由乳品衍生之油脂製品，經殺菌、

攪動、提煉製成，供食用之乳酪，為一油中水(water-in-oil, W⁄ O)型

態之乳化產品。其種類可分為加鹽與不加鹽等兩種形式。  

(十) 食用乳油(Edible cream)：適用於由符合 CNS 3055（生乳）或 CNS 

2877（乳酪）及其製品為原料，經加熱、殺菌或滅菌製成之半固狀

乳油（俗稱鮮乳油）。其種類係由產品與熱處理方式兩種方式分類。  

(十一) 乳脂冰淇淋(Ice Cream)：乳脂冰淇淋是以牛乳為乳製品為主原料，

加糖、乳化劑、安全劑、香料或食用色素及其他蔬果等調配而成液

狀物，加以凍結處理之食品。  

(十二) 非乳脂冰淇淋(Mellorine)：非乳脂冰淇淋是以動植物油取代全部或

一部分乳脂，並依冰淇淋製造方法製造之食品。1 

 
1  高佳筠，吳佳欣，林淨鈴，王素梅，李河水，乳品產業發展動向分析，財團法

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2014 年 12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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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乳製品產業結構 

    依據我國第八版行業分類，乳製品產業 (細類，分類編碼 0850) 包括

從事奶粉製造(0850-11)、鮮乳、調味乳製造(0850-12)、鮮乳油、乳酪及乾

酪製造 (0850-14)、發酵乳製造 (0850-15)、冰淇淋製造 (0850-16)、奶精製

造 (0850-17) 與其他乳品製造 (0850-99) 等 7 個子類。其中主要使用生乳

之子類僅包含前五項，後續討論將排除奶精製造(如奶油球製造)與其他乳

品製造業(如煉乳及乳糖製造)兩個子類。近 3 年財政資料 (108 年至 110 年) 

顯示，奶粉製造業家數在 110 年由原本 5 家增加至 6 家，且銷售額首度突

破 8 億元；鮮乳、調味乳製造業家數 109 年至 110 年維持在 22 家，銷售

額則增長約 1 億 2 千萬元，成長近 5%；鮮乳油、乳酪及乾酪製造業家數

由 8 家減少為 7 家，110 年銷售額比起 108 年則有超過 3 倍的漲幅；發酵

乳製造則為 4-6 家的業者，110 年銷售額則較 109 年減少約 7 千 6 百萬元；

冰淇淋製造則維持 38 家的業者，3 年間銷售額漲幅接近四成，在 109 年銷

售額首度超過鮮乳、調味乳子類，成為乳製品產業 5 個子類中銷售額占比

最高的項目 (詳見表 2-2)。 

表 2-2  民國 108-110 年度乳品製造業家數 (單位:家、千元) 

年度 108 109 110 

行業別 家數 家數 家數 

0850-11奶粉製造 5 5 6 

0850-12鮮乳、調味乳製造 24 22 22 

0850-14鮮乳油、乳酪及乾酪製造 8 8 7 

0850-15發酵乳製造 4 6 5 

0850-16冰淇淋製造 38 38 38 

(資料來源：財政統計資料庫)2 

  

 
2   財 政 部 統 計 資 料 庫 ， https://www.mof.gov.tw/htmlList/100 。 ( 最 後 瀏 覽 日

202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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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乳品產業之產銷概況 

一、 乳製品產量與產值情形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產品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110

年台灣乳製品生產量以鮮乳為主，占所有乳製品之 58%，將近 42 萬公噸。

其次分別為調味乳、發酵乳、冰淇淋、以及其他乳製品，而奶粉占比不足

1%。 

 

圖 2-1  民國 110 年乳製品生產量（資料來源：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3 

就民國 110 年生產值而言，仍以鮮乳最高，占所有乳製品之 60%，約

230 億元。依序分別為調味乳（約 60 億元，16%）、發酵乳（近 49 億元，

13%）、冰淇淋（近 24 億元，6%）以及其他乳製品（約 19 億元，5%），

相關資料如圖 2-2 所示。 

 
3  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https://dmz26.moea.gov.tw/GMWeb/investi 

gate/Investi gateDA.aspx.。(最後瀏覽日 202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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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民國 110 年乳製品生產值（資料來源：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以銷售量情況來看，110 年我國奶製品銷售量類別排序與生產量相同，

以鮮乳為主，占所有乳製品之 56%，約 40 萬公噸。其次分別為調味乳（14

萬公噸，20%）、發酵乳（11 萬公噸，15%）、冰淇淋（3 萬公噸， 5%）以

及其他乳製品（2 萬公噸， 4%），而奶粉銷售量約 2 千噸，占比不足 1%。

相關資料如圖 2-3 所示。 

 

圖 2-3  民國 110 年乳製品銷售量（資料來源：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進一步以 110 年銷售值來看，仍以鮮乳為主，占所有乳製品之 59%，

約 230 億元。其次分別為調味乳、發酵乳、冰淇淋、以及其他乳製品，乳

粉銷售值約 3.5 億，占比約 1%，相關資料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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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民國 110 年乳製品銷售值（資料來源：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由上述產銷資料，可以清楚看出我國最主要的乳製品為鮮乳，比重超

過 50%。因而有關鮮乳之產銷過程，所可能產生的市場競爭上的議題，值

得特別注意。其他比重較高的乳製品則分別為調味乳、發酵乳、冰淇淋、

其他乳製品以及奶粉。 

二、 乳製品銷售供應鏈 

乳品加工廠使用國產生乳為原料所產製的乳品透過物流配送主要分

為兩類模式，一為零售 (B2C) 通路，包括便利商店、量販店、超市、平價

中心及學校福利社等，消費者可自行於商品貨架選購；另一則為業務 (B2B) 

通路，包括手搖飲料店、便利商店、咖啡館、餐飲業者及烘焙業者等，以

因應含乳飲料調製、餐食菜餚烹調使用及烘焙產品製作所需，另也可以藉

電子商務形式，透過公司官網、網路購物平台等進行訂購，並經宅配到府

或定點取貨。 

角度數據抽樣 2022 年第一季約 10,000 名消費者資料顯示，全聯福利

中心是鮮乳最重要零售通路，占比 25.60%；其次為好市多(Costco) 16.93%，

7-11 為 10.17%、家樂福為 10.13%、再其次為全家及其他。4 

 
4  https://www.facebook.com/9dodata/posts/2824459254529542/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2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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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委會) 截至 110 年 6 月的統計資料，領有

「鮮乳標章」的乳品廠廠商家數共有 19 家，以泌乳牛頭數占比比較，統一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占比最高達 29.6%，其次為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為

19.5%，依序是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4%，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6%。前四大乳品廠所契作的泌乳牛頭數約 78%，由此可知市場結構屬

於寡頭壟斷、高度集中的產業，5 餘者乳品廠皆低於 5%，規模甚小 (詳見

表 2-3)。6 

表 2-3  鮮乳標章乳品工廠乳區及泌乳牛頭數占比 

事業 主要乳區 
泌乳牛頭數

占比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嘉義縣、臺南市、屏東縣 29.6%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彰化縣、雲林縣、臺南市 19.5%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臺南市、屏東縣 18.4%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屏東縣 10.6% 

中華民國農會台農鮮乳廠 彰化縣、雲林縣、高雄市 4.9%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臺中市、彰化縣 3.7%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嘉義縣、臺南市 3.2% 

三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3.1%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彰化縣 1.8% 

四方乳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 1.1% 

高大牧場鮮乳工廠 屏東縣 0.8% 

吉蒸牧場有限公司 花蓮縣 0.8% 

台灣比菲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臺南市 0.7% 

超能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東

分公司初鹿牧場 
臺東縣 0.7% 

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牛乳加工廠 彰化縣、苗栗縣 0.4% 

英茗德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0.2% 

 
5  William Shepherd & Joanna Mehlhop Shepherd,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ill, 1990), at 14. 
6  「乳業戰爭  大廠小農誰好?鮮乳保久乳誰營養等 9 大擂台  誰是贏家?」，食

力，第 26 期，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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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0.2% 

速易達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 0.1% 

台東初鹿乳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 0.1% 

資料來源：食力，第 26 期，頁 24 

(一) 鮮乳市場供需情形 

我國乳品業鮮乳主要供應國內需求：隨民眾飲食習慣西化，乳品消費

需求增加，致我國乳品業產量穩定成長，惟受限於氣候環境及飼養牛隻成

本高昂，國產乳品尚不足供應國人所需，仍需以進口品滿足需求缺口。根

據財政部關務署之資料顯示，我國鮮乳的進口量自 100 年至 110 年間，液

態乳 (含鮮乳及保久乳等) 逐年呈現增長趨勢 (詳見表 2-4)。 

表 2-4  民國 100~110 年液態乳進口量  (單位:公噸) 

年別 
液態乳進口量 

(公噸) 

鮮乳 

(公噸) 

保久乳 

(公噸) 

其他液態乳 

(公噸) 

液態乳進口單價 

(元/公斤) 

100 13,887 7,034 5,757 1,097 31.1 

101 13,171 5,832 5,387 1,952 33.1 

102 16,567 9,505 5,491 1,570 33.4 

103 23,768 15,647 6,196 1,925 35.7 

104 28,115 18,595 7,747 1,773 31.9 

105 35,751 25,539 8,426 1,786 31.0 

106 47,675 34,851 10,574 2,249 30.0 

107 54,344 43,280 8,884 2,180 29.9 

108 62,549 47,801 11,945 2,803 33.4 

109 69,315 55,928 10,184 3,202 32.9 

110 57,534 40,017 12,922 4,595 33.3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7 

 
7  海關進出口統計，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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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呈現我國十年間的鮮乳銷售數據，在這十年間鮮乳之銷售量與銷

售值雖有起起伏伏的態勢，可是若從長期趨勢來看，依然可以看出鮮乳之

銷售數值皆呈現上升之趨勢。銷售數量從民國 101 年之 31 萬公噸，上升

至民國 110 年之 40 萬公噸，而銷售數值從民國 101 年之 168 億元，上升

至 110 年之 222 億元。從鮮乳之銷售趨勢，可以確認鮮乳不但是所有乳製

品中，生產與銷售比重最大的產品，而且銷售數量仍持續維持增加的趨勢，

顯示國人接受國產鮮乳的程度有相當穩定的基礎。 

 

圖 2-5  民國 101~110 年鮮乳銷售量與值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二) 嬰兒配方乳粉市場供需情形 

 圖 2-6 顯示我國近十年來奶粉之產銷數值，乳粉在我國乳製品中比重

只占 1%左右，而且十年間不論是銷售數量或是銷售數值，都呈現大幅下

跌現象。因而就數值而言，奶粉在所有奶製品中，並沒有這麼吃重。不過

由於少子化趨勢日益嚴重，奶粉產品中的嬰幼兒奶粉，其漲價議題向為各

界關切重點，故需特別注意嬰幼兒奶粉產銷情形所產生的市場競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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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民國 101~110 年嬰兒配方乳粉銷售量與值(來源：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相較於其他乳品，台灣由於出生率大幅降低，少子化狀況日益明顯，

使得消費者對於嬰兒用品的態度與其他乳品產業甚至其他奶粉都有所不

同，進而使得嬰兒配方乳粉的主要通路與消費者的挑選考量因素都與其他

乳品不同。消費者購買嬰兒配方乳粉的通路以藥局以及婦嬰用品店購買為

主。藥局為了攬客，可以利用便宜的奶粉吸引顧客，進而增加販售較高利

潤的藥品或營養品的商機。藥局可以透過藥師或銷售人員的推銷介紹，使

得消費者除了購買嬰兒配方乳粉之外，也順便購買營養品，或者是改變消

費決策到藥局的淺貨上。而針對消費者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者第一次取得

嬰兒配方乳粉的通路，最多的是藥局，其次是嬰幼兒用品店，第三則是醫

院。而消費者最常購買嬰兒配方乳粉的通路仍是藥局，其次是嬰幼兒用品

店。消費者最常購買某一品牌嬰兒配方乳粉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小孩

喝習慣 (例如不腹瀉、不過敏等)，其次是安心成分及製程、親友推薦、品

牌知名度和優良完整的營養。而更換過嬰兒配方乳粉品牌的消費者，價格

不是主要更換原因。主要係因是小孩喝不習慣、親友推薦其他品牌、特殊

配方等。8 

 
8  徐雅惠、汪志勇、王震宇，從競爭法觀點探討流通事業行銷策略與消費者需求

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2 期，頁 9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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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數據自 2022 年消費者消費交易資料庫抽樣 9,615 位曾經購買幼

兒奶粉的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連鎖藥局與母嬰商品專賣

店仍為幼兒奶粉主要的銷售通路，購買幼兒奶粉的平均週期為 32 天，中

位數為 28 天，9可呼應王震宇等 2016 年的研究結果，指出持續購買同品牌

主要是受到幼兒對奶粉接受度的情形所影響，故無大量囤貨的消費行為產

生。然而銀髮奶粉的零售銷售通路，則是全聯福利中心為首，其次為好市

多，與嬰幼兒奶粉的通路截然不同。 

不過在衛福部法規管制與母乳政策推動之下，醫療院所、婦產科醫師

乃至於產後護理之家，都鮮少對配方奶進行展示與推薦。母親對於配方奶

的資訊大多來自於自己本身經驗，以及產前自行搜集資訊。反而應注意配

方奶廠商透過口碑，社群媒體分享等型態進行行銷工作的可能。 

我國嬰幼兒奶粉全數由國外進口，民國 111 年 2 月 7 日衛福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登記之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登記許可之產品共 129 項產品，

10 包含嬰兒食品(0~12 個月大奶粉)97 筆，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 (6~12 個

月大奶粉)16 筆，特殊醫療用途嬰兒配方食品 (0~12 個月大奶粉)16 筆。嬰

兒食品產品主要來源國為法國、荷蘭、紐西蘭 (圖 2-7)，較大嬰兒配方輔

助食品主要來源國為法國、澳大利亞、荷蘭 (圖 2-8)，特殊醫療用途嬰兒

配方食品主要來源國則為美國、德國、荷蘭 (圖 2-9)，總產品數則是台灣

雀巢股份有限公司最多有 30 項產品 (圖 2-10)，上述角度數據幼兒奶粉消

費者行為分析中，雀巢乃幼兒奶粉市占率最高之品牌。 

 
9  前揭註 4。  
10  參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專區整合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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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嬰兒配方食品來源國產品數11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2-8  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來源國產品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11  民國 111 年 2 月 7 日登記資料，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

物專區整合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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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特殊醫療用途嬰兒配方食品來源國產品數(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圖 2-10 提供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乳粉公司產品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政府在 104 年 3 月 31 日起，由國發會整合財政部、經濟部、行政院

消保處、行政院主計總處等相關單位物價資訊，正式提供單一入口的「物

價資訊看板平台」，提供民眾即時的物價資訊，其中鮮乳價格放置於民生

用品區飲料及沖泡飲品項下，以量販賣場、便利超商開立的電子發票零售

價格抽樣，每週更新一次；奶粉則獨立設置奶粉專區，分為成人奶粉及嬰

幼兒奶粉兩項，每月訪查賣場或藥局公布零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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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管機關之分工及角色定位 

歷經數次食安風暴後，台灣乳製品從生產到販售均已受政府規範嚴格

的管控，像是選購鮮乳時須認明 CAS、CNS 及鮮乳標章三大檢驗標章外，

衛福部也推行「乳品生產履歷制度」，確保對乳品使用的安全與信心。 

(一) 乳品主管機關：農業委員會 

制定酪農政策，輔導酪農提升生產效率並輔導經營效率較差之酪農離

酪。依據「畜牧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邀集乳廠、酪農及專家學者代

表，組成「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定期開會進行乳價評議，建構一套乳

價調整機制。現行生乳參考收購價格採冬期 (每年 12 月至翌年 3 月)、暖

夏 (4、5、10、11 月)、夏期 (每年 6 月至 9 月) 三段式計價，以乳脂率及

無脂固形物 (SNF) 為計價基準。另為鼓勵酪農朝生產優質生乳努力，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將原本 SNF 之 5 級距再細分為 8 級距計價。為保障消

費者權益另實施「鮮乳標章」行政管理措施，以促使廠商誠實以國產生乳

製造鮮乳，每月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中央畜產會抽驗市售鮮

乳，提供乳品工廠改善的參考。農委會轄下有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該會

運作模式，與日本依「畜產品價格安定等有關法律」12 成立之「獨立行政

法人農畜產業振興機構」類似，依畜牧法第 25 條及民法之規定設立，建立

產銷調節機制，達到事前預警、穩定產銷之目標，是政府與畜牧產業團體

間重要的溝通橋樑。13 

(二) 競爭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設立宗旨在於維護市場自由與公

平的競爭，如果事業所屬產業設有管制法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事業

的經營多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管制法所規範（涉及市場競爭的問題仍

 
12  原文為：「畜産物の価格安定に関する法律」，昭和 36 年法律第 183 号。後

於平成 29 年（2017 年），改名為「畜産経営の安定に関する法律」，詳參

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之說明。  
13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網站，https://www.naif.org.tw/naifOrigin.aspx?frontTitle 

MeuID=7，最後瀏覽日期：20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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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適用公平交易法）；即使事業所屬產業沒有管制法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事業的行為仍然不能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因為在

市場經濟國家，事業的行為仍然要遵守基本的遊戲規則，因此，我國公

平會之職責在於守護市場機制，執行公平交易法之法定職權。 

(三) 消費者保護機關：消費者保護會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6 條規定：「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可知，由於保護消費者之法規眾多，牽涉層面廣泛而難由特定機關單獨辦

理，故係依保護事項之性質，規定分由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辦理。就

此，市售鮮乳價格係由市場機制決定，如有不合理的漲價或聯合哄抬，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及公平會均會介入瞭解，並進行相關查處。 

(四) 嬰兒配方乳粉之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 

由於適用於 1 歲以下之嬰兒配方奶係屬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

「食安法」）第 3 條第 2 款14所規定之特殊營養食品，依同法第 21 條第 1

項15，應經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證，始得製

造、輸入及上市流通；且依同法第 28 條第 3 項16與其子法「嬰兒與較大嬰

 
14  該款條文為：「二、特殊營養食品：指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特定疾病

配方食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得供特殊營養需求者使用之配方食

品。」，又，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本

辦法所稱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其範圍及定義如下：一、嬰兒配方食品：

指特製之母乳替代品，於採用適當之輔助食品前，單獨食用即可滿足出生至

六個月內嬰兒之營養需求。二、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指供逾六個月至十

二個月之較大嬰兒，於斷奶過程中，配合嬰兒副食品所使用之配方食品，但

不適用於六個月以下嬰兒單獨使用。三、特殊醫療用途嬰兒配方食品：指特

製之母乳或嬰兒配方食品之替代品，單獨食用即可滿足出生數月內患有失調、

疾病或醫療狀況之嬰兒之特殊營養需求，直到較大時再採用適當之輔助食

品。」  
15  該項條文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

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其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非

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不得為之；其登記事項有變更者，

應事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准」。  
16  該項條文為：「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

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其食品之項目、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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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第 3 條17及第 5 條18可知，1 歲以下嬰兒

配方奶原則上禁止廣告或以樣品、贈品為促銷，惟現階段仍可採取減價銷

售，例如：開罐價、特價、減價、折扣、會員價、買幾送幾、價格或數量

優惠等，業者可實質反映於價格上直接減價予消費者。 

(五) 物價波動之管理：行政院物價穩定小組 

穩定物價是政府重要的施政，為因應物價波動的可能影響，行政院成

立穩定物價小組，由各部會密切監視國內、外商品價格之變化，定期調查

國內民生商品價格，掌握民生物價變動趨勢，並針對民生必需品價格，加

強從上、中、下游之生產到銷售的整體流程掌握與監控，並適時採取各項

穩定物價措施，確保穩定民生物價，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以鮮乳為例，參

考國家發展委員會所列之分工，農委會負有「監測米、肉類、水產品、蛋、

蔬菜、水果、生乳等農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材等價格」並「研擬並執行穩定

物價的相關措施(糧食及肥料因應對策等)」之責；而公平會係以「針對各

類商品及勞務價格異常案件，主動立案調查業者是否涉有人為操縱、聯合

壟斷等情事」，倘查獲業者涉有違法行為，依公平交易法裁處，並視情形

移送檢調單位。19 二者之職掌與分工不同，若單純係乳製品價格因各種原

因上漲，則應由該小組因應。 

 
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17  該條條文為：「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不得為廣告。但以下列方式刊登

者，不在此限：一、登載於學術性醫療刊物。二、未開放民眾取閱，僅供醫

事人員使用之說明資料。」  
18  現行有效條文為：「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不得以樣品、贈品為促銷」。

該條在民國 103 年 10 月 1 日修正為「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不得以樣

品、贈品、折扣券、優待券、開罐價、搭配其他物品銷售或以特別展示會之

方式為促銷。」，惟該修正條文因立委反應該條文禁止奶粉折扣券、優待券、

開罐價之促銷已造成民眾強烈反彈，且為適切扣合各部會於優生保健、母乳

哺育親善及物資穩定政策之推展，於立法院衛環會第  23 次全體委員會議中，

各委員及相關機關、團體已達成共識，暫緩實施本條修正規定，目前施行日

期未定。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87 期院會紀錄第 148-149 頁、立法院

公報第 104 卷第 11 期院會紀錄第 1 頁。  
19  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運作機制，https://www.ndc.go 

v.tw/cp.aspx?n =070034045F698677&s=4D734CD6F9F5D488。 (最後瀏覽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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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乳品產業可能涉及之競爭法問題 

從完整的乳品產業之上下游供應鏈可看出其中可能涉及競爭法之議題

甚廣。從上游產業「乳源供應」開始，涵蓋飼草飼料、乳牛(羊)養殖、乳源

進口等；中游產業「乳品生產與加工」之液態乳 (含鮮乳、保久乳、調味

乳、其他)、奶粉、加工乳製品等；一直到下游「乳品銷售通路」所涵蓋之

零售式量販、超級市場、連鎖便利商店、百貨、網路通路等。垂直市場間

聯繫緊密，貫穿了農牧業、食品加工業、以及分銷物流業等。(見圖2-11及

圖2-12所示) 

 

圖2-11 鮮乳垂直市場結構及可能涉及之競爭法議題 (本研究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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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配方乳粉垂直市場結構及可能涉及競爭法議題 (本研究自行製作) 

一、 乳品產業可能涉及之競爭法問題 

由於乳品產業所牽涉之產品眾多，以下將分別從本研究重心之鮮乳市

場與嬰兒配方乳粉市場出發，探究其可能涉及之競爭法問題範疇。 

(一) 鮮乳市場 

1. 鮮乳市場中可能發生之限制競爭問題 

考量到目前鮮乳市場中之乳品加工市場仍處於寡占結構20，故首應探

 
20  根據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294 號判決中所揭示，「參據被上訴人 99

年鮮乳市場統計資料庫所示，上訴人三家公司（按：統一、味全及光泉）之

市占率亦分別高達 37.03%、29.56%、17.55%...，足證「國內鮮乳市場」結構

誠應屬「寡占市場」，可知至少在 12 年前國內鮮乳市場應屬寡占市場無疑。  

    另依照國際市場諮詢公司歐睿國際於 110 年之數據，則顯示前五大乳廠分別

為統一(29.9%)、光泉(26.3%)、味全(13.6%)、佳格(10.2%) 與義美(4.2%)，該

五大乳廠之累積市占率超過 84％，其餘小農品牌如鮮乳坊、初鹿牧場等於

105 年至 110 年之累計市占率皆維持在 11.3%至 12.7%。參見羅璿，「全聯、

路易莎為小農鮮乳設專區  6 成消費者願意加價買！」，food NEXT 食力，第

26 期，44-45 (2022)。惟應注意，由於數據來源之國際市場諮詢公司歐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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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於該寡占市場中較可能涉及之限制競爭問題。一般而言，其包括公平法

第10條至第11條所規定之事業結合與結合申報、同法第14條所規定之聯合

調漲產品價格等聯合行為、同法第19條所規定之限制轉售價格、同法第20

條各款所規定之垂直限制交易及其他阻礙或限制競爭行為（例如第1款所

規定之杯葛、第2款所規定之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第3款之低價利誘等不

當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第4款之不當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或第5

款之搭售、獨家交易、地域及顧客限制等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

或同法第25條所規定之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例如：濫用優勢市場地位等）等各種類型。以下將就前揭類型可能之具

體行為加以說明。 

另應留意鮮乳市場之整體結構，自圖2-11「鮮乳上下游垂直競爭市場

結構」可知，鮮乳市場當中除最上游之酪農戶與中游之乳品業者（即圖中

之乳品加工廠）之間可能產生前揭限制競爭問題外，乳品業者與下游之通

路廠商間亦有此一可能。鮮乳產品其下游通路廠商之類型包括有涵蓋便利

商店、冷飲店、烘焙店及咖啡館等之業務通路（B2B）、涵蓋便利商店、量

販店、超市、傳統通路及學校等一般零售實體通路（B2C）、宅配通路與網

路購物、電視購物及型錄購物之虛擬通路等21，各自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占

率。 

是以，在鮮乳市場中上述限制競爭行為之各類型，在上游之酪農戶至

中游之乳品業者之間，由於後者相較於前者具較高之市場力量，故具體可

能呈現為「具一定市場力量之乳品業者間進行結合（公平法第10條）」、「具

一定市場力量之乳品業者聯合調漲（降）生乳收購價格（公平法第14條）」、

「具一定市場力量之特定乳品業者無正當理由而對各酪農戶所提供之相

 
際雖屬全球市場調研公司，惟未就市占率如何計算有所說明，故前揭數據之

可信度仍有待保留。  

 另參註 6，前四大乳品廠所契作的泌乳牛頭數觀之，統一 (29.6%)、光泉

(19.5%)、味全 (18.4%)、義美(10.6%)，前四家占 78.1%，屬寡占市場。  
21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2022 食品產業年鑑，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328-

32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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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品質生乳以不同價格收購（公平法第20條第2款）」、「具一定市場力量之

特定乳品業者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

參與結合、聯合行為或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公平法第20條第4款），例如

促使酪農戶與其他乳品業者訂定較高收購價格之交易條件」、「具一定市場

力量之特定乳品業者要求酪農只能向其賣出生乳（獨家交易之獨賣22）且

已達限制競爭之相當程度（公平法第20條第5款）」等情形。 

而中游之乳品業者與下游之通路業者間之限制競爭行為，由於兩者之

市場力量孰高實不易判斷，故若係乳品業者之市場力量較高，則具體可能

呈現為「具一定市場力量之乳品業者聯合調漲（降）鮮乳銷售價格（公平

法第14條）」、「具一定市場力量之特定乳品業者對下游通路廠商限制轉售

價格（公平法第19條）」、「具一定市場力量之特定乳品業者要求下游通路廠

商只能購買其鮮乳（獨家交易之獨買23）且已達限制競爭之相當程度（公

平法第20條第5款）」、「具一定市場力量之特定乳品業者要求下游通路廠商

僅能在特定區域內銷售其鮮乳或須同時購買大容量及小容量之產品（公平

法第20條第5款）」、「具一定市場力量之特定乳品業者限制下游通路廠商僅

能將鮮乳銷售或不得銷售予特定第三人」、「具相當市場地位之乳品業者未

盡防止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事實發生之義務而漲價，且已實

際減損下游通路廠商選擇之機會並降低下游通路廠商談判協議成功之可

能性（公平法第25條）」等態樣。 

惟若下游通路廠商亦具有一定市場力量且對各乳品業者均具有相當

程度之議價能力，導致中游之乳品業者對下游通路廠商已有依賴關係，足

認通路廠商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時，尚可能有「具一定市場力量之下游

通路廠商無正當理由對乳品業者收取不同之上架費（公平法第20條第2

 
22   獨賣為獨家交易型態之一種，係指買方要求賣方只能向其賣出其所生產的商

品，而不得與其他的需求者進行類似之交易。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

平交易法，19 版，公平交易委員會，193（2021）。  
23   獨買為獨家交易型態之一種，係指上下游間（即交易相對人間），由賣方要

求買方只向其購買所須之商品，而不得與其他供給者有類似之交易。參見公

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2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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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具一定市場力量之下游通路廠商要求特定乳品業者只能向其銷售

鮮乳（獨家交易之獨賣）且已達限制競爭之相當程度（公平法第20條第5

款）」之情形發生。 

上述各種可能之限制競爭行為態樣當中，曾由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下稱「公平會」）所處分者（詳後述第四章），除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

業活動外，多與生乳收購參考價格之調整相關，故以下將就其議定模式加

以說明。 

2. 生乳收購參考價格之議定模式 

目前我國乳品業者向酪農收購生乳之基礎乳價（即生乳收購參考價格）

係依據畜牧法第 35 條第1項24規定，由中央畜產會設置「生乳價格評議委

員會」，該委員會由乳品業者代表、酪農代表、專家學者與畜產會代表所組

成，經開會就冬暖夏季之乳價進行評議後共同議定之25。過去在民國96、

98及100年透過此評議平台共進行3次價格調整，每公斤分別調漲3元、1.65

元及1.9元26，之後約11年間未曾再有價格調整。直至今年（民國111年） 5

月再次召開「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並決議自今年6月起基礎乳價每公斤

調漲2元27。由於收購生乳之基礎乳價高低與鮮乳產品之成本息息相關，縱

然該生乳收購參考價格僅係建議性質，而不具有法律上拘束力，惟實務上

該參考價格具有一定之實質拘束力，各乳品業者亦曾以基礎乳價調整為由

而調整鮮乳之銷售價格。此際，乳品業者若以此為由而採取同步同金額或

同步同幅度之方式調整鮮乳銷售價格，是否該當聯合行為或屬寡占市場下

 
24   該項條文為：「中央畜產會得設置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訂定乳品工廠生乳收

購參考價格，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25   例如，在乳牛飼料所用之 9 種原物料價格調漲達一定程度時即會研議調整生

乳收購價格以反映酪農戶之成本。參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 

_theme=agri&id=4171（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3）。  
2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 

=news&sub_theme=agri&id=4795&RWD_mode=Y&print=Y，最後瀏覽日期：

2022/07/03。  
27  行政院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88F151FFCE5C741E/3902e833-ca0a- 

43d0-bbc7-c4c758402243（最後瀏覽日期：202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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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行行為？就此，因我國公平會與行政法院均有所判斷，故將於本研究

第四章詳述之。又，考量到前揭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之組成涵蓋鮮乳市場

之上游即酪農戶與中游之乳品業者，則由該委員會所評議訂定之生乳參考

收購價格是否涉及公平法第20條第5款之垂直限制競爭？均屬核心之競爭

法議題。惟是否應逕依公平法加以認定，則尚牽涉公平法在法體系中之地

位以及畜牧法上開條文是否符合公平法立法意旨，即公平法與畜牧法前揭

規定間之適用關係為何之問題，以下就此論之。 

3. 公平法與畜牧法第35條第1項間之適用關係 

蓋公平法在民國88年修法之際，將原第46條第1項規定由「事業依照其

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改為「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

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

律之規定。」28，故學者廖義男教授即認為其他法律如有減損市場競爭機

能或違背自由及公平競爭精神之規定者，除公平法就此以其有益於整體經

濟利益與公共利益或更能促進生產效率並有明文得容許之，而可認為「不

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外，應認為因牴觸公平法立法意旨而不得優先適用，

即仍應適用公平法予以規範，以符競爭基本法之地位。另有見解即認為在

修法後公平會對於其他法律關於競爭行為之規定，擁有檢視其具體適用是

否與公平法之立法目的相容之審查權29。至於公平法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

關係，依據公平會於民國105年8月4日所訂定「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適用

基準30（下稱「第46條適用基準」）」第2條及第3條可知，若事業關於競爭之

行為非公平法所禁止者，無同法第46條之適用；若同屬公平法及其他法律

所禁止者，原則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等法律適用原則，於具體個案分別

判斷適用公平法或適用其他法律；惟若係依據其他法律或法規命令所為時，

 
28  民國 88 年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審查報告中，就該條修正之說明

指出：「第四十六條係基於公平交易原則，除其他法律已有規定者外，均有

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惟審查會為擴大本法之適用並確定競爭政策優於其他政

策…」，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 6 期 3006 號二冊 856 頁。  
29  魏千峰，賴源河編，公平交易法新論，2 版，元照出版，112-113（2002）。 
30  公平會公法字第  10515605372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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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應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僅於其他法律或法規命令不牴觸本法立法意

旨時，始得優先適用。以上第46條適用基準條文之內容，經廖義男教授整

理為明文排除公平法適用、其他法律關於競爭規範符合公平法意旨應優先

適用、公平法與其他法規並行適用與其他法律關於競爭規範不符合公平法

立法意旨者等四種類型31。 

前揭畜牧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係於民國93年04月14日修法時所新增，

其立法理由係為協調廠農訂定生乳收購參考價格32，無論條文本文或立法

理由均未明文排除公平法適用。而就該規定是否應優先於公平法而適用之，

則據「公平交易委員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商壟斷及操縱農產品價格等

案件業務協調會議結論（104.7.22）33」之第三點說明「農委會為穩定農業

產銷所為產銷調節措施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34」可知，若屬相關業者

或產業團體配合農委會依法所為產銷調節措施之各項因應行為者，可排除

公平法之適用，惟若前揭行為非屬配合農委會依法執行產銷調節措施之因

應行為者，將由公平會查處。雖然該次會議中就產銷調節措施彙整表35內

之因應行為內容態樣中，未見生乳收購參考價格之訂定，惟並非逕認其即

應由公平會查處，而仍應就該行為是否得定性為屬配合農委會依法所為產

銷調節措施之各項因應行為而排除公平法適用加以判斷。 

以111年5月20日所召開之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為例，該次會議結論為

自同年6月起至12月基礎乳價每公斤調漲2元，嗣後農委會據此於同年6月8

日修正「乳品加工廠收購酪農原料生乳驗收及計價要點」，而該要點係依據

 
31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1 版，89-96（2021）。  
32  立法院公報第 93 卷 18 期 3352 號上冊 122 頁。  
33  公平會 104 年 7 月 30 日公服字第 1041260707 號函。  
34  (一)有關農政主管機關依法所為各項產銷調節措施 (詳參附表「農政主管機關

為穩定農業產銷所為產銷調節措施彙整表」），相關業者或產業團體配合之

各項因應行為，可排除公平交易法之適用者，農委會將不再移送公平會查處。

(二 )公平會受理非本次會議所列產銷調節措施範圍內之案件時，將先函詢農

委會意見，倘業者或產業團體行為非屬配合農委會依法執行產銷調節措施之

因應行為，將由公平會查處。  
35  公平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upload/6dc433c1-e89b-4a89-8dab-

f608f0423 a3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3）。  



 

30 

農業發展條例第44條36所訂之，故似可認由涵蓋乳品業者與酪農代表之成

員共同議定生乳收購參考價格之行為，亦得解為相關業者配合農委會依法

所為產銷調節措施之因應行為而排除公平法之適用。 

縱認非屬產銷調節措施，而須就畜牧法前揭規定是否符合公平法意旨

加以判斷之情形，因其立法理由之說明顯有不足，故參見農委會就此所為

之說明可知，由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共同議定調整生乳之基礎乳價，係為

反應酪農生產成本37，實有提高酪農穩定供應生乳意願及生產效能、進而

保障酪農權益38之作用，且有降低乳品加工業者因酪農退出市場原料短缺

之風險，以達謀求「廠農和諧」目的之功效39，應與公平法第1條「維護交

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所

蘊含使事業提高生產效能之立法意旨間並無牴觸之處而得解為優先適用。 

至於是否屬於前揭與公平法並行適用之情形，廖義男教授指出若其他

法律關於競爭之規範雖符合公平法之立法意旨，但並非對相同條件之同一

事項所為之規範者，即不生法規競合而不排除公平法之並行適用40。是以，

若認畜牧法前揭規定，未考量到由乳品業者代表與酪農代表共同議定、調

整之生乳收購參考價格雖無法定拘束力，惟在實務上確具有一定實質拘束

力，進而將反應、影響甚至轉嫁至最下游通路業者之鮮乳銷售價格，間接

或有雙方合意共同決定商品價格之作用，仍須以該行為已達足以影響生產、

 
36  該條條文為：「主管機關為維持農產品產銷平衡及合理價格，得辦理國內

外促銷或指定農產品由供需雙方依契約生產、收購並保證其價格」。  
37  行政院農委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 theme=ne 

ws &sub_theme=agri&id=8704（最後瀏覽日期：2022/07/03）。  
38  行政院農委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 eme= 

news &sub_theme=agri&id=4795（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3）。  
39  行政院農委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3944&RWD 

_m ode=N（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3）。  
40  例如：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協助農民或農民團體

實施產、製、儲、銷一貫作業」，固有確保原料來源及銷售管道並促進生產

效能之作用，但其「協助」之結果，可能使農民及農民團體成立「垂直結合」

或有「垂直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約定。若其「垂直結合」之規模符

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之條件，仍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參見廖

義男，前揭註 31，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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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或有限制相關市場競爭之虞時，方屬非對

相同條件之同一事項所為規範而須檢視是否並行適用公平法各該相關規

定。況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係由具上下游競爭關係之酪農戶代表及乳品業

者代表、學界代表與畜產會代表所組成，並非單純由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

各乳品業者所決定，故應無適用公平法第14條及第15條聯合行為相關規範

而須向公平會申請許可之必要。至於公平會過去執法實務上，曾基於生乳

收購價格與鮮乳產品之銷售價格密切相關，而肯認具有一定市場力量之各

乳品業者以基礎乳價調整為由，採取具有一致性之超幅調漲，若無法舉證

說明係出於市場客觀合理之因素時，已構成避免競價之聯合行為，而有公

平法第14條第1項之適用41。惟此與前揭畜牧法相關規定是否應排除公平法

適用係屬二事，併此說明。 

(二) 嬰兒配方乳粉市場 

1. 嬰兒配方乳粉市場可能發生之限制競爭問題 

目前未有我國業者在國內設廠產製嬰兒配方乳粉，相關產品均自國外

原裝進口，部分廠商與國外乳品廠簽訂代工合約，並以自有品牌進行銷售，

惟市占率遠不及國際知名大廠，且整體市場結構逐漸從非集中市場轉變為

中度集中市場，依據公平會106年度研究發展報告之內容可知在105年，前

5大嬰兒奶粉進口業者之市占率總和便超過四分之三42，堪認屬寡占市場。

在市占率若未有大幅變化之前提下，目前嬰兒配方奶市場之市場結構應屬

寡占市場。是以，該市場內可能涉及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應與前揭鮮乳市

場不致差異過大，而仍可能有事業結合申報、聯合調漲產品價格或限制轉

售價格等之情事43，其中又因台灣近年之少子化趨勢，以致嬰兒配方奶漲

 
41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204 號處分書。  
42  以 105 年為例，前 5 大嬰兒奶粉進口業者之進口值比率分別為雀巢 30.79%、

亞培 16.84%、雪印 11.45%、友華(含鼎杏 )10.56%及美強生 8.27%，市占率總

和達 78%，國內業者如統一之市占率僅 5.13%；HHI 指數則是由民國 99 年

之 1025 提升至民國 105 年之 1567。參見公平會，我國乳品市場之公平交易

法案例探討，公平會 106 年度研究發展報告，64-65（2017）。  
43  例如，就事業結合之審查，公平會在 101 年 9 月 19 日第 1089 次委員會議中

對於瑞士商 Nestle S.A.公司擬收購美商 Pfizer Inc.公司旗下供應嬰兒、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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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議題動輒得咎，向來為各界關切重點。 

實則公平會自民國100年以來，已數次針對相關事業調整嬰兒配方乳

粉價格之行為進行查處，惟第1055次委員會議、第1108次委員會議、第1239

次委員會議及第1275次委員會議均決議不予處分44，僅在106年6月28日第

1338次委員會議中認依現有事證，尚難認有違反公平法第15條、第19條及

第25條規定，惟為避免爾後觸法，決議去函警示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雀巢公司」）、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華公司」）45。具

體言之，雀巢公司與友華公司於106年3月1日調漲嬰幼兒奶粉價格後，公平

會以聯合行為為調查主軸，經檢視2家公司內部評估及簽核紀錄、電子郵件

紀錄及下游通路調價通知等事證，渠等內部決定調價時點、調價金額、幅

度等情形，均不具備外觀一致性，且亦無事證足資證明渠等進行合意而調

價，目前綜合各項事證，尚難認2家公司調價行為涉有違反聯合行為規定，

復行檢視2家公司與下游通路之合約及證明單等事證所得，亦未發現渠等

有限制轉售價格情事；又客觀實務上消費者衡酌轉換品牌之成本及嬰兒是

否能適應之風險，一旦被鎖入於其已選用之嬰兒配方乳粉，即不具足夠且

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爰認雀巢公司與友華公司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故2家公司雖尚未該當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和產婦營養產品之全球嬰幼兒營養事業而申報結合乙案，即認對於整體經濟

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另就限制轉售價格，在公平會公處字第 094021 號處分書中則認定相關事業

與下游藥局間之加盟合約書中有建議售價銷售商品、不得削價競爭之約款、

建議售價表或有關削價競爭之罰責規定者，屬明顯限制下游藥局決定轉售價

格之自由，致損及市場價格競爭機制而有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 18 條（現行

法第 19 條）之情形。  
44  以上 4 次會議分別針對「嬰幼兒奶粉業者陸續調漲價格」、「奶粉關稅調降

後奶粉業者調價是否涉有聯合行為」、「美商亞培經典系列、友華生技卡洛

塔妮等嬰兒奶粉業者調價是否涉有聯合行為」與「104 年台灣雀巢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雪印股份有限公司及佳格股份有限公司調漲嬰兒奶粉價格」進行

主動調查，惟決議內容均為「本案依現有事證，尚難認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

情事」。  
45  公平交易委員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2/e728a3e9-edea 

-43c7-a4ad-c6026127d8db.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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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特予警示2家公司爾後調價行為須恪遵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46。綜上可知，

嬰兒配方奶市場中之相關事業是否涉有聯合行為（公平法第14條）、是否有

限制轉售價格（公平法第19條）等限制競爭之情事，向為公平會所關心之

議題，惟嬰兒配方奶市場中之相關事業是否有涉及違反其他競爭法規範，

則非僅止於違法證據不足或難以舉證之問題，而須深入檢視該市場之特殊

產業相關規範。以下論述之。 

2. 食安法相關規範下與嬰兒配方奶促銷相關之競爭法問題 

在「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公布施行前，公

平會過去於民國90年曾就下游藥局在奶粉廣告上採取開罐價方式促銷、實

際交易時就價差部分予以折價券之行為，認屬就商品之價格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而有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21條第1項47所規定之不公平競

爭情事48。 

惟在「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於民國103年3

月24日公布施行且在同年10月1日修正同辦法第3條後，除該條但書所規定

之刊登於學術性醫療刊物或未開放民眾取閱僅供醫事人員使用之說明資

料外，原則上禁止就嬰兒配方奶為廣告或以樣品、贈品為促銷，故前揭牽

涉廣告價格與實際售價間差異此類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似得認發生機會已

大幅降低。然而，由於同辦法第5條修正條文中有關限制「開罐價」部分，

業於103年12月29日公告另訂施行日期，惟迄今尚未施行。亦即，現階段仍

容許嬰兒配方奶業者或藥局等下游通路業者以開罐價之方式對嬰兒配方

奶為促銷。是以，食安法相關規範禁止以樣品、贈品、折扣券、優待券、

搭配其他物品銷售或以特別展示會方式為促銷手段，究屬對價格競爭之限

 
46  國家發展委員會物價資訊看板平台，https://price.nat.gov.tw/p/zh_w/neview/6 

41，最後瀏覽日期：2022/07/03。  
47  行為時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條文為：「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

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48  公平會（90）公處字第 04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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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抑或對非價格競爭之限制；另外食安法相關規範現仍允許之開罐價此一

促銷手段又究屬價格競爭，抑或非價格競爭，其是否可能衍生出競爭法議

題，均值深入檢討。 

在前者，倘嬰兒配方奶業者或藥局等下游通路業者係以嬰兒配方奶之

樣品（一般而言，多以「奶粉試喝罐」之形式出現，故同屬嬰兒配方奶商

品），對新生兒父母等需求者進行促銷（可能之形式包括：參加媽媽教室可

領取、出示媽媽手冊可領取、購買其他用品時贈送、透過網路向嬰兒配方

奶業者申請免費/付費索取）時，則須依具體個案中之促銷方式判斷究屬價

格競爭抑或非價格競爭之行為；惟若係以如嬰兒尿布等贈品進行促銷時，

則因非關平均單價變動，似或可認非屬價格競爭之行為。惟過去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3772 號判決曾認為，以贈送等值洗車券方式促銷

油品且因該贈品價值已逾越行為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贈品贈獎

促銷額度案件原則」第2點第1款規定之贈品價值上限，故屬於以利誘之方

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構成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

3款之行為49。依該判決之論理，則以贈品促銷嬰兒奶粉時，尚須留意該贈

品之經濟價值是否有逾越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原則規定，否則即可能構

成違反公平法之限制競爭行為。 

公平法在104年修法時針對該款規定，將就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

從事不當低價競爭或其他阻礙競爭之行為，雖未構成掠奪性訂價，但對市

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者明文規定於現行法第20條第3款，屬於限制競爭之

類型；並將以往處理事業以贈品贈獎方式進行促銷而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

之不法內涵行為，有鑑於其與行為人之市場地位以及行為對於市場造成反

競爭之效果較無關聯，將其移列至現行法第23條，而屬於不公平競爭行為

 
49  惟學說亦有批評，認為法院未就「贈送等值洗車券方式促銷油品」之行為本

身就其所屬事業領域而言，是否真的在商業倫理、道德上應予嚴加非難之對

象，亦未能意識到不同種類的商品、其產品差異化程度高低亦不同，若商品

本身同質性極高而難以進行價格競爭或品質競爭，則禁止實質上屬於服務性

質之洗車券促銷方式，反而實質上不利於促進競爭。廖義男、莊弘鈺、黃銘

傑、謝國廉，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他（非聯合）限

制競爭行為為中心─，公平交易委員會 109 年委託研究報告，408-4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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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之規定50。是故，在現行法下以非屬同類商品之贈品方式促銷嬰兒配

方奶之行為，即應依現行法第23條規定與依據該條第2項授權公平會訂定

之「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第3條，依個案判斷其是否合致同條第4

款所稱「不同商品或服務組合銷售之套餐優惠促銷行為」而排除適用；倘

若仍認屬贈品，則應依前揭辦法第4條第1款判斷贈品價值是否超過商品價

值之二分之一（蓋殊難想像嬰兒配方奶商品價值有在100元以下者），進而

認定是否有違反現行法第23條之情形。 

倘嬰兒配方奶業者或藥局等下游通路業者所採取之折扣券、優待券或

開罐價等促銷手段若係針對交易相對人擬購入之嬰兒配方奶產品為之，應

堪認屬價格競爭之行為；惟若折扣券或優待券之對象係針對同一嬰兒配方

奶業者之其他商品，抑或搭配如嬰兒尿布等其他商品或以特別展示會之方

式進行促銷，則似難認屬價格競爭之行為。若允許採取前揭促銷方式之可

能發生之競爭法問題，則可能包括：若嬰兒配方奶業者與下游通路業者間

約定其若對嬰兒配方奶產品採用折扣券、優待券或開罐價等促銷手段時將

予罰款或斷貨，或約定其若不採取前揭促銷手段將有折扣優惠或獎金回饋

者，均實質具有促使下游通路業者遵守一定價格之效果，而則屬上游廠商

對下游廠商就其供給之商品之轉售價格予以限制，而有前揭違反公平法第

19條限制轉售價格之疑慮51；抑或具有相當市場力量52之嬰兒配方奶業者強

制下游通路業者應以提供對同一嬰兒配方奶業者之其他商品之折扣券或

優待券，抑或搭配其他商品之方式進行促銷，則或有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

 
50  公平法 104 年修法理由，詳參公平會網站，https://law.ftc.gov.tw/law/Download. 

ashx?FileID=695，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51  我國公平法原則上係禁止對於轉售價格予以限制，惟依同條第 1 項但書可知，

若限制轉售價格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惟此際應由嬰兒配方奶業者負舉

證責任而提出相關事證，例如此舉係為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

品質（即從事服務競爭）、屬防免搭便車行為之唯一必要有效方法或限制之

轉售價格較市場上其他競爭品牌之價格為低廉而有利於消費者等。參見廖義

男，前揭註 31，425-428。  
52  依據公平會 105 年 2 月 17 日第 1267 次委員會決議，須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

達 15%以上之事業或市場占有率雖未達 15% , 但該事業因其交易相對人對

其有依賴關係而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始有公平法第 20 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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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款禁止「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疑慮。 

綜上可知，現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第

5條規定所禁止之各種促銷方式，仍須依個案判斷究屬對價格競爭或非價

格競爭之限制。此際，將涉及公平法與前揭食安法相關規範間之適用關係

此一問題。 

又，在不得進行商業性廣告之前提下，對於嬰兒配方奶之需求者即新

生兒父母而言，其獲取產品相關資訊（除嬰兒配方奶之價格外，如其成分、

品質、使用體驗等資訊亦屬之）之管道相當受限（參見本研究附錄一、附

錄二）。亦即，市場價格似難謂已達充分透明53，此際相關事業與消費者之

間實具有資訊不對稱之情形。倘事業利用此一資訊不對稱，以致多數消費

者無充分資訊以決定交易，已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54且涉及公共利

益55時，則或有適用公平法第25條補遺條款之空間。惟相較於公平會曾以

利用資訊不對稱該當公平法第25條之處分案件56，縱然對於嬰兒配方奶之

 
53  在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物 價 資 訊 看 板 平 台 此 一 網 站 上 （ 網 址 ：

https://price.nat.gov.tw/p/zh_tw/index）可查詢嬰幼兒奶粉之平均零售價格（包

括當月價格與歷史價格），其中零售價格為訪查通路之平均價格，嬰幼兒奶

粉訪查通路為賣場或藥局，惟前揭訪查通路實際涵蓋多大範圍、取樣之賣場

或藥局家數是否足夠或是否具有充分代表性、零售價格是否考量到折扣券、

優待券、開罐價之促銷方式、甚至對嬰幼兒奶粉有需求之民眾是否均知悉有

該網站之存在，均不得而知。另可參酌附錄一訪談記錄可知，目前新生兒母

親常見的資訊蒐集方式如以下三點。一、是透過電視廣告 (限為 3 歲以下之 3

號奶粉)、二、雜誌及親朋好友推薦、三、原生醫院所建議使用的特定品牌。  
54  依照公平會於民國 106 年 1 月 13 日修正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公平法第 25 條處理原則」）第

2 點即指出「為釐清本條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

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或本條之

準據，即於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足生影響時，本會始依本條規定受理

該案件；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請其依民法、消費者

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關於「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則應檢視

系爭事業是否係利用資訊之不對稱或憑仗其相對之市場優勢地位，以「欺罔」

或「顯失公平」之交易手段，使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害，並合致「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要件，以為是否適用本條規定之判斷準據」。  
55  廖義男，前揭註 31，637-638。  
56  如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以書面提供交易相對人加盟重要資訊之情

形（公平會公處字第 109037 號處分書）或未給予合理契約審閱期間不動產

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銷售預售屋時，未以書面提供購屋人重要交易資

https://price.nat.gov.tw/p/zh_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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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消費者而言，主觀上或會認為與產品相關之所有資訊均屬於交易上重

要資訊57，然而其似非屬交易相對人顯難自行取得而須依賴事業提供者，

且為取得此交易上重要資訊之所需耗費之資訊成本，似亦難謂已達一般無

法忍受之程度（例如詢問親朋好友或直接造訪住家周遭之藥局）而使消費

者無從對商品進行比較。至於此一程度之資訊不對稱是否已達「以欺瞞、

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

亦有疑問。首先，實應區別各種類型資訊其重要性高低不同再加以判斷，

而不宜一概而論。再者，公平法第25條規定就此所欲規範者，應係具相對

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

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

公平行為，因高度傷害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之方式從事交易時，方應認合

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而得依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處理58。是故，

在相關市場上所有事業均具有資訊優勢地位係因其他法規出於公共利益

之考量所為之情形下，似難認屬以高度傷害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之方式從

事交易，而符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此一要件。因此，似無須由公平會

介入調查或查處。 

3. 與產品依賴性相關之競爭法問題 

此外，公平會在民國106年度之研究發展報告「我國乳品市場之公平交

易法案例探討」當中曾指出若婦女開始以特定嬰兒奶粉品牌哺育嬰兒，就

可能成為品牌依賴者，亦即消費者對於嬰兒配方奶之品牌具有依賴性 。從

本研究附錄一之訪談記錄中亦可發現，嬰兒配方奶之消費者僅在經濟因素

或新生兒對所選用之嬰兒配方奶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時，方會考慮更換其他

 
訊，或不當限制購屋人之契約審閱（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53 號處分書），均

屬交易相對人顯難自行取得重要交易資訊之高度資訊不對稱之情形。  
57  學說上有認是否屬重要資訊之認定標準，應以是否足以對競爭秩序或市場交

易秩序造成影響作為判斷，亦即該資訊之重要性已使相當數量之交易相對人

均認其為重要，始有可能對於市場秩序造成影響。參見牛曰正，「資訊揭露

與公平交易法－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核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0 卷

第 4 期，117-118（2012）。  
58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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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牌之商品。亦即，應探究者係此種對嬰兒配方奶品牌之依賴性，是

否構成公平法第25條所欲規範之「鎖入（lock-in）」？抑或屬於其他類型之

競爭法問題？ 

首先，公平法第25條處理原則第7點在例示顯失公平之行為類型時，認

為「鎖入」屬「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一種情形 ，並對其為以下

說明：「如電梯事業利用安裝完成後相對人對其具有經濟上依賴性而濫用

其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惟如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0條應先依該條處斷），如

收取無關之費用或迫使使用人代替他人清償維修糾紛之款項」。實務上在

判斷是否有「相對優勢地位」時，亦認應從更換交易相對人之沉沒成本、

轉換成本高低來認定是否有產生鎖入效果之見解 。 

學說上，則有認「顯失公平行為」之分類，宜先依其行為影響作用之

對象為「交易相對人」、「同業競爭者」或「表徵權利人」作區分，然後再

依其行為內涵予以分類，藉此判斷其是否符合「競爭法」意義下「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條件，並認公平法第25條在此所欲規範者，係利用交易相

對人對其有依賴關係所形成之「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而收取不當附加費

用或訂定不公平交易條件之類型者 。是故，除非特定嬰兒配方奶之事業，

有利用其相關消費者對其產品具有依賴關係所形成之「相對優勢之市場地

位」，強制收取不當附加費用（例如購買須加入會員並繳交會費）抑或訂定

不公平交易條件（例如須一次購買一箱），否則縱然其轉換其他產品之成本

較一般交易人為高，亦不宜逕認須適用公平法。 

4. 公平法與食安法相關規範間之適用關係 

 首先，自現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中禁

止對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為廣告之規定（下稱「禁止廣告規範」）與現

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中禁止以樣品、贈品、

折扣券、優待券、搭配其他物品銷售或以特別展示會之方式為促銷之規定

（下稱「禁止促銷規範」）之立法背景觀之，早在民國91年起便迭有立法委

員在質詢時指出，嬰幼兒奶粉的廣告宣傳或促銷活動，明顯違反世界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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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WHO）「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59」，為求以觀察員身分加入 WHO，政府有必要

採取適當措施加以規範60。食安法之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之前身衛生署便

曾在函覆立委質詢時說明，為鼓勵婦女哺餵母奶，早在民國81年該署便配

合前揭守則邀集業者討論後訂定「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

行銷活動規範」以俾就嬰幼兒奶粉之相關行銷方式與範圍進行規範61。然

而，雖大部分嬰兒配方奶業者均已自願性配合前述行銷規範，惟該規範究

非法規，僅屬政府與業者共同訂定之自律規範，對於廠商並無拘束力62。

故食安法於民國97年6月11日修正時除將嬰幼兒奶粉明文訂為特殊營養食

品（97年法第2條第2項），並對於其相關廣告採取較為嚴格之管制規範63，

且在民國102年修法時除變更條次為現行法之第28條64外，更參酌國際間如

英國、韓國等對特定食品廣告限制之相關規定，酌修條文文字，並就得限

制廣告之食品項目、限制內容及停止刊播之法規命令，授權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65。 

  實則，在過去公平會便與食安法主管機關之衛福部之間，曾多次進行

行政協調，例如就不實標示與廣告案件、醫療費用收取及麻醉藥品之輸入

等議題所作成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衛生署之協調結論（81.3.19）66」、與

就不實廣告申訴案件所作成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衛生署關於不實廣告案

 
5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 -Milk 

Substitutes,”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241541601 , last visited：

2022/07/03。  
60  如立法院公報第 91 卷第 31 期院會紀錄 250-251 頁盧秀燕委員之質詢、立法

院公報第 91 卷第 42 期院會紀錄第 70 頁廖風德委員之質詢等。  
61  立法院公報第 95 卷第 46 期院會紀錄第 248 頁。  
62  參見立法院公報 97 卷 031 期 3642 號 81-82 頁。  
63  食安法 97 年法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以公告限制特殊營養

食品之廣告範圍、方式及場所」。  
64  現行法條文為：「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

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其食品之項目、

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65  立法院公報 102 卷 038 期 4063 號三冊 1123-1130 頁。  
66  公平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36& 

do cid=203 &mid=36（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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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協調結論(98.8.17)67」等，亦早在於民國89年11月9日便訂定「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與其他行政機關業務協調作業要點（下稱「協調作業要點」）。

雖則依協調作業要點第5點68可知，「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僅係當同一

行為同受公平法及其他法律規範，而該其他法律之規範事項及目的與市場

競爭有關公平會與其他法律主管機關進行協商時最優先考量之原則。惟整

理前揭兩次行政協調之結論後可發現，無論是民國81年行政協調所處理之

藥事法、管制藥品管理條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與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

法，或是民國98年處理之醫療法、人體器官保存庫管理辦法、健康食品管

理法，上述法規中有關標示、廣告之規定，均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由衛福部掌管，公平會僅於上述法律規範未涵蓋部分而屬公平法規範者予

以處理。 

是故，禁止廣告規範與公平法第21條不實廣告規定間之關係是否屬第

46條適用基準第2條第1項第2款之前提「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同為本法及

其他法律所禁止」之情形，實難謂毫無疑問。蓋禁止廣告規範係基於鼓勵

母乳哺育政策所制訂而具有相當程度上公共利益之考量，故採取原則禁止

例外允許之處理方式，亦即其所禁止者係有礙於鼓勵母乳哺育之廣告（可

能為不實廣告也可能不是），並非與公平法第21條所欲禁止之不實廣告其

範圍完全重疊。退步言之，縱認禁止廣告規範與公平法第21條規定為「事

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同為本法及其他法律所禁止」之情形，仍應留意在第46

條適用基準第2條第1項第2款中，該原則僅係於具體個案中用以判斷究應

適用公平法或適用其他法律之法律適用原則之一，並非一經適用即可立即

得出應適用。其他法律之結論就此，在解釋上或可參考前揭協調作業要點

第5點之規範方式，將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解釋為「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67  公平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36& 

do cid=107 21&mid=36，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68  第 5 點規定：「同一行為同受公平交易法及其他法律規範，而該其他法律之

規範事項及目的與市場競爭有關者，本會應依序考量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從一重處斷」原則與主管機關進行協商。但考量他機關之行政資源、效率、

管理手段等因素，得例外依「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本會」原則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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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公平會」之順序處理。另應注意，「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係為「『法

律條文』間的比較排除」，而非「『整部法典』的比較排除」，因此針對規範

事業關於包含不實廣告管制在內之競爭行為的分工，在操作「特別法優於

普通法原則」時，自當仔細觀察各該法規的立法目的、構成要件以及管制

手段，方能精確地把握公平法作為規範事業關於競爭行為的普通法，應於

何時發揮其補充個別行政法規不足之功能69。 

另一方面，在探究公平法與禁止促銷規範間之適用關係時，宜先釐清

禁止促銷規範其實質內容究屬第46條適用基準第2條第1項何款規定之情

形。由於禁止促銷相關規範亦係基於相同鼓勵母乳哺育政策所制訂，惟其

所禁止之促銷手段涵蓋價格競爭（如以較市價便宜之價格取得嬰兒配方奶

試喝罐）與非價格競爭（如搭配嬰兒尿布進行銷售），故應留意該兩類型之

競爭方式在具體個案中所採取之手段是否亦屬公平法所禁止者。例如，若

將嬰兒配方奶搭配嬰兒尿布後要求買受人須同時購買否則不予銷售之情

形，即為公平法第20條第5款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典型，此際即

堪認屬「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同為本法及其他法律所禁止」之情形，而得

適用「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於具體個案分別判斷適用本法或適用其他

法律之空間。 

惟學說上亦有批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認為不適合以產業的

「特殊性」、或僅以已有的法規授權為由而擬排除受競爭法適用的可能，更

恰當的做法是透過評估管制事業或是主管機關所採行之管制措施，在解決

市場失靈問題時究竟具有哪些功能，以決定業法或公平法的適用與否70。

另有見解認為思考上應回歸「公平法作為一項解決市場的工具」之目的導

向思考，試想我國公平法應如何定位、公平法應為我國處理如何之市場問

題，並分析其介入究竟對既存管制架構之運作是否有所牴觸，進而從個別

 
69  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公平會

110 年委託研究報告，141（2021）。  
70  陳志民、陳和全、葉智良，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抗辯之研究，公平交易

委員會 101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17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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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中是否並不存在市場機制、適用公平法是否將牴觸其他業法之立法意

旨、個別管制法規是否已將競爭因素納入考量、產業主管機關是否已對特

定限制競爭行為進行實質監督、公平法之介入是否將違反合理預期原則或

法明確性等諸多因素加以檢視、判斷產業法規與公平法間之關係，實值參

考71。惟若當依前揭各因素所為判斷有所矛盾時，又應如何建立優先斟酌

之判斷，仍屬疑問。以禁止促銷規範為例，若立法者於制訂時之意圖即係

限制嬰兒配方奶相關市場上之競爭，以達成鼓勵哺育母乳之特殊政策任務

時，自然公平法應尊重之；然而，若實際上禁止促銷規範之主管機關衛福

部對該限制競爭行為未實質監督或囿於管理資源與手段而無法實質監督72

時，公平法介入之正當性便相應提高。此際，公平法是否應介入便成為須

綜合各項因素判斷後之答案，雖然具有衡平各種價值之優點，但過多且不

具優先順位之判斷因素反將導致欠缺遇見可能性之缺點。 

  

 
71   楊忠霖，「競爭法與經濟管制」，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1 期，40-41

（2018）。  
72  以 2019 年為例，消基會調查發現 50％以上的醫院未依照 WHO 訂定的「母

奶代用品銷售國際規約」之規定張貼奶粉宣導海報、贈送奶粉樣品及印有奶

粉廠商的育嬰手冊，以及 70％以上的醫院輪流供應各廠牌奶粉供新生兒食

用，促使配方奶粉的使用率不斷上升。參見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網站，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 =506&pid=463，最後瀏覽日

期：202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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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較各主要國家之乳品產業之競爭法主管機

關與執法案例 

第一節 美國 

一、 乳品產業發展概況 

(一)  概述 

 乳業在美國為相當傳統且重要之產業，美國乳製品源頭之供應牧場絕

大多數屬家族方式經營且為合作社社員，約有 83%以上之生乳經由合作社

運銷。因美國乳品供應充足，相對自有生產而言，進口乳品非常少，使得

美國乳製品產業為相當封閉、獨立、且保護色彩濃厚的產業。政府傳統上

僅規範乳品產業的衛生品質及市場交易等大方向，乳製品 (尤其是生乳) 

多為提供該國境內消費者使用，而出口外銷之數量，長期未超過其總生乳

產量的 5%，美國生乳價格係由政府公共政策與供銷交易議價兩制度交錯

形成。由於乳品產業在美國不論消費或生產都是以其國內市場為主，美國

農業部早有制定各項保護酪農法規與價格支持計畫，例如：乳品運銷方面，

酪農採許可制且劃分乳區，依生乳成分等設定公式計算「基本價格」，並由

合作社共同運銷或加工生產，提升生乳價格並增加酪農利益。另外，美國

雖有長期有針對生乳之價格支持計畫，但近年逐漸以市場導向方式降低價

格支持；不過因科技介入使得生產效能提升，故酪農數與乳牛數雖不斷減

少，但產乳量反而大為增加。而由於 WTO 會員對於美國境內價格支持與

出口補貼有妨礙自由貿易與競爭之虞，故關於乳製品的價格保證計畫逐漸

削減，美國農業部為改以直接給付方式補貼酪農。73 

  

 
73  高源豐，美國牛乳產業發展政策與啟示，《農政與農情》，第 134 期，20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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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乳品產業結構 

美國乳製品市場在 2020 年達到 1029.4 億美元，預計到 2026 年將

達到 1372.2 億美元，到 2026 年以 4.96% 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原因是

年輕人口不斷增加、注重健康的消費者不斷增加、以及人均個人消費能力

收入提升等。另外，消費者對於更健康生活方式的需求越來越高，反應在

美國市場對乳製品的需求將會增加，因為乳品被美國消費者認為是一種更

健康的加工食品「替代品」。美國乳品市場在產品類型方面，飲用乳占據主

導地位(尤其是牛奶)，2020 年市場占有率約為 38%。然而，由於消費者對

高質量乳品的偏好增加，美國鮮乳的比例趨勢正在下降，而由於保存期更

長、消費者(年輕族群)口味不斷變化，「調味乳」成為所有飲用乳品中增長

最快之產品。74 (詳見表 3-1) 

表 3-1  美國乳製品業產業基本市場結構統計表 

年出口總值 

Annual Export Volume 

USD $7.66 Billion 
美元與台幣兌換比例為 1:29 

(約折合新台幣約 229 億餘元) 

年產量 

Annual Production 

101.2 million metric tons (MMT) 

約 1.01 億公噸  

全國出口貨物量占比 

Propor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exported 
15% 

全球乳製品市占率 

Share of world dairy production 
8% 

全球乳製品貿易量占比 

Share of world trade in dairy products 
30% 

酪農場數量 

Number of dairy farms 
31,657 

乳牛數量 

Dairy cows 

9.34 million 
(約 934 萬頭乳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USA Dairy Statistics75) 

 
74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2021. Commodity 

Costs and Returns, available at: https://www.ers.U.S.da.gov/data -

products/commodity-costs-and-returns.aspx.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75  CLAL,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airy Sector Statistics , available at: 

https://www.c lal.it/en/?section=stat_usa.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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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生乳主要供作液態乳及起司之用，而乳製品從液態乳、起司、

奶油、酸奶油、發酵乳、奶油與冰淇淋到乾燥或濃縮乳和乳清產品均一應

俱全。美國為世界最大之乳品生產國家，雖然乳製品的生產成本遠比紐西

蘭、澳洲等國為高，但美國生產的乳製品種類非常多元且完整。(詳見表3-

2) 另外，在美國乳製品之銷售通路方面，主要分為百貨商場、便利商店、

超級市場、大賣場、網路店商等，其中以百貨商場較能提供各式各樣乳製

品的供應，因此主導著美國之乳製品市場銷售通路。 

表 3-2 美國主要乳製品產量 (千噸/年) 

Dairy Production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Liquid milk (液態乳) 21,425 21,054 21,031 20,190 N/A 

Cheese 5,914 5,959 6,005 6,217 2,646 

Butter 893 905 973 940 427 

Cream Sour 636 646 663 678 277 

Cheddar 1,724 1,695 1,737 1,784 736 

Mozzarella 1,981 2,039 2,019 2,036 878 

Cheddar american 2,383 2,373 2,421 2,525 1,061 

Cottage Cream 160 162 165 154 63 

Cottage Curd 182 177 172 163 68 

Cottage Lowfat 155 149 140 138 57 

WMP (Whole milk powder) 65 64 63 67 27 

NDM (skimmed milk powder) 806 840 885 918 418 

SMP (skim milk powder) 254 260 315 317 82 

Whey powder 453 443 435 424 182 

Condensed milk (Whole and Skimmed 

Canned Milk) 
194 203 262   

Lactose 525 556 508 522 225 

WPC (Whey Protein Concentrate) 233 223 217 231 99 

WPI 90 (Whey Protein Isolated) 55 54 53 59 27 

Yogurt 2,020 1,986 2,050 2,151 888 

Frozen Yogurt (Mio Litri) 208 215 134 176 80 

Ice cream, regular, hard 2,749 2,685 2,872 2,736 1,133 

Ice cream lowfat, total 1,742 1,794 1,826 1,744 672 

Ice cream, lowfat, hard 770 902 947 870 356 

Ice cream, lowfat, soft  971 892 880 874 317 

Ice cream, nonfat, hard 29 26 21 25 12 

資料來源：CLAL.it: USA: dairy sector 之統計資料76 

 
76  CLAL.it: USA: dairy sector, available at  https://www.clal.it/en/?section=stat_us 

a (Last visited 202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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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乳品產業相關競爭政策與法律規範 

 美國之乳業政策包括聯邦與州政府計畫兩大類。聯邦乳業計畫主要有

「美國聯邦鮮乳運銷法案」(Federal Milk Marketing Orders，簡稱 FMMO) 

與「乳製品利潤保護計畫」(MPP-Dairy)，均早有法源依據，然而，該兩項

計畫的實務運作皆已無法實質提升美國乳製品產業的產銷供需與全球競

爭力，故逐漸放鬆政府管制與補貼，而朝自由市場導向來調整。2002年美

國農場安全暨農村投資法 (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

簡稱 FSRIA)77 增加了依市場價差直接給付酪農的計畫。乳品之推廣則分

別依1983年酪農生產安定法 (The Dairy Pro-duction Stabilization Act)78  與

1990年之液態乳推廣法 (The Fluid Milk Promotion Act)79 由酪農與液態乳

加工業者分別繳交基金由專責協議會辦理推廣促銷之廣告活動。本文以下

針對 FMMO 及 MPP-Dairy 進行介紹。 

(一) 美國聯邦鮮乳運銷法案 (Federal Milk Marketing Orders) 

美國政府為解決 1930 年代之後，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液態乳 (fluid 

milk) 市場混亂與無序狀態，於 1956 年頒布「聯邦鮮乳運銷行政命令」 

(Federal Milk Marketing Orders，簡稱 FMMO)，以建立境內鮮乳業的產銷

體系。FMMO 體系之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酪農間激烈競爭，並致力於提高

乳品品質，避免液態乳處理廠商因酪農間的不當競爭，而降低整體鮮乳價

格水準，並且影響酪農的財務收入。因此，FMMO 體系試圖藉由監督與約

束生乳收購的買方，必須以相同價格購買同類生乳，並保證所有相近地理

區域農場的生乳價格應有一致性，藉以維持全美國乳製品產業「銷售秩序」

(orderly marketing) 的穩定。 

 
77  H.R.2646 - 107th Congress (2001-2002): 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 Congress.gov, Library of Congress, May 13,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congress.gov/. (Last visited 2022/07/14).  
78  H.R.4196 - 98th Congress (1983-1984): Dairy Production Stabilization Act of 

1983. Congress.gov, Library of Congress,  Nov. 9, 1983, available at 

http://www.congress.gov/. (Last visited 2022/07/14).  
79  Fluid Milk Promotion Program , 7 U.S.C. 6401-6417 & 7 U.S.C. 7401., 58 FR 

46763, Sept. 3,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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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及 1980 年代，FMMO 將系統分成四級，藉由支付酪農保證價格

以保護小型家庭牧場，換言之，以價格支持政策保證酪農加工用的最低乳

價，並將所有生乳收購的買方歸類於該分級中，每個分級中都有其對應的

最低管制價格 (minimum regulated price)。80 長期以來，FMMO 經常以較

高的政府「支持價格」(support price) 購買市場上生產過剩的乳製品，以減

少酪農在乳品市場出清或價格波動時，受到嚴重的影響。FMMO 在設計上

是透過不同類別的乳製品，換算出對於酪農收入與支付該加工產品的價格，

再予以均等化，藉以達到公平與效率的基礎。(圖 3-1)81 

圖 3-1  美國聯邦鮮乳運銷法案(FMMO)價格支持政策 (四級種類) 

 

(資料來源：Marin Bozic, Modernizing US Milk Priing: An Exploration. 2002) 

 
80  FMMO 規定，美國生乳依衛生品質分 A 與 B 兩種規格，A 級（飲用規格）

生乳可供作不同用途乳品原料，而 B 級（加工用規格）生乳僅可供作起司、

乳粉等乳製品原料。而為建立維護生產者與消費者權益之秩序運銷制度，  

FMMO 中規定將 A 級生乳依供應不同用途分四類（ClassⅠ、Ⅱ、Ⅲ、Ⅳ）

美國飲用規格 Grade A 級生乳依不同用途別分四類：ClassⅠ：指供應作液態

飲用乳者。ClassⅡ：指供應作乳酪、優格、冰淇淋等軟質乳製品者。ClassⅢ：

指供應作乾酪硬質乳製品者。ClassⅣ：指供應作奶油、脫脂奶粉乾式乳製品

者。  
81  Marin Bozic, Modernizing US Milk Priing: An Exploration, Jan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idfa.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2/01/Mode 

rnizing_US_Milk_Pricing_Working_Paper_012522.pdf . (Last visited 

202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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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美國農業部的 FMMO 乳價計算方式並未受到酪農的支持，

其一是 FMMO 的價格支持政策實際上會因追求公平而拉低鮮乳價格，使

其無法區分產品的差異性；其二是美國農業部所追求的產銷效率 

(marketing efficiencies) 並非酪農最關心的事情。因此，FMMO 在執行上產

生越來越大的衝突，上游的酪農轉而投向以組成乳業聯盟 (Dairy Compact) 

的方式來穩定液態乳價格；中游的加工業者及零售商則反對聯盟將液態乳

原料的價格提高。然而，乳業聯盟逐漸成為酪農與市場的連結管道，並刻

意地消除或扭曲由下游消費者傳遞回市場的價格訊息，使得乳業聯盟在提

高酪農收入的同時，亦造成鮮乳供給剩餘，間接抑制聯盟外鮮乳價格。82  

美國乳業政策及乳業聯盟的最大爭議在於其不斷阻撓市場上的自由

競爭，藉以保護酪農與家庭牧場，更何況，乳製品產業接受 FMMO 之價

格支持計畫補貼，並且受「柯伯爾伏爾斯特法案」 (Capper-Volstead Act) 之

保護，享有豁免反托拉斯法之權利。事實上，上述 Capper-Volstead 法案

豁免農民 (酪農) 適用 1890 年的 Sherman Antitrust Act 法案，甚至在其後

1914 年修正之「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 中，授權酪農集體談判以獲得

更好的工資及工作條件，同時批准建立「農業合作社」。其中 Capper-Volstead 

法案規定適用豁免反托拉斯法的兩個條件：83 (1)合作社之經營必須為其成

員的互惠互利，因為他們是農產品的生產者，包括：農民、種植園主、牧

場主、酪農、堅果或水果種植者；(2)合作社經營非會員產品的金額不得超

過其為其會員經營的產品的價值。因此，基於上述豁免條款，不僅酪農享

有「有限的反托拉斯法豁免權」(limited antitrust immunity)；同時，該法案

使酪農能夠團結起來，共同為其生產定價。84  倘若美國農業部未通過 

Capper-Volstead 法案，酪農民將被控違反反托拉斯法。然而，上述之豁免

 
82  Kenneth Bailey, Are Compacts The Best Way To Save Family Farms? Congress’s 

Dairy Dilemma, Regulation vol.40, p.32-40 (Winter 2001), available at: 

https://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regulation/20 

01/12/v24n4-6.pdf.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83  Capper-Volstead Co-operative Marketing Associations Act, 7 U.S.C.  §§ 291–92.  
84  USDA, Antitrust Statu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The Story of the 

CapperVolstead Act, Sept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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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亦非「行業豁免」，而係有限度之「行為豁免」，亦言之，依上開法案第 

291 條之規定，酪農合作社之豁免反托拉斯法，係為生產乳製品之個人或

實體協會，提供了與乳製品「生產、處理和營銷」等行為有關之法律責任

之「有限行為豁免」。但當酪農合作社或聯盟在從事其他類型之不當競爭行

為時，則並不享有豁免權。例如，不能從事掠奪性定價、採取價格歧視政

策、不能限制其成員之生乳產量、脅迫競爭對手或客戶、與第三方聯合定

價、或與其他公司聯合大幅減少競爭、或抵制市場上之任何競爭者。85 

在長期價格控制過程中，乳業正逐漸喪失全球市場，且因 FMMO 最

低價格的保護政策及措施，令美國政府每年必須支出數十億元的費用，和

預期建立乳品「銷售秩序」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86 近年來，由於生產區

逐漸向西部低成本地區擴張，因增產等因素造成生乳價格下跌，農家平均

仍虧損，但因生產效率提升，故酪農數與經產牛數雖均減少，但產乳量反

而增加。同時，美國大部分地區皆不受 FMMO 法令之管制，或者因為參

與受價格管制之優勢正在消失，許多酪農選擇在 FMMO 聯盟外運營，使

得參加合作社之酪農越來越少，轉向獨立經營者則逐年提高，從而在生乳

採購中獲得更好的競爭機會。87 而在 WTO 對於出口補貼之規範，以及農

業協定中規定政府之「境內支持」不會對生產和貿易造成扭曲效果等規範

下，88 FMMO 之保護計畫逐漸削減，改為以照顧一般酪農基本生活，而直

接以「分離所得」方式補貼。 

  

 
85  Capper-Volstead Co-operative Marketing Associations Act, 7 U.S.C. §§ 291–92. 

“the farm cooperative exemption provides associations of pe rsons or entities who 

produc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 limited exemption from antitrust liability relating 

to the production, handling, and marketing of farm products”.  
86  Ken Baily 著、魯真譯，21 世紀的美國牛乳行銷政策，農政與農情，第 96 期，

2000 年 6 月。  
87  Marin Bozic, Bozic LLC & Blimling and Associates, “Modernizing US Milk 

Pricing: An Exploration”, working Paper,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idfa.org/wordpress/ wp-content/ uploads/2022/01/Modernizing_US 

_Milk_Pricing_Working_Paper_012 522.pdf  (last visited Oct 10, 2022). 
88   WTO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Annex 2, section 6 “Decoupled income support” 

( 分 離 所 得 支 持 ): Domestic Support: The Basis for Exemption from the 

Reduction Commi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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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參加美國聯邦鮮乳運銷法案 (FMMO) 之生產者 (合作社) 

 

(資料來源：Marin Bozic etc., 2022) 

(二) 乳製品利潤保護計畫 (MPP-Dairy) 

美國自2014年農場法案 (The 2014 Farm Bill) 後採取乳品生產商自願

參與的「乳製品利潤保護計畫」(Margin Protection Program for Dairy，簡稱

MPP-Dairy)，89 藉以強化乳品業的風險管理。MPP-Dairy 保證所有參與該

計畫之乳品生產者，依其過去的產值給予保證價格，依據不同產值的酪農

而有不同的計算公式。90  另外，美國也成立「乳製品捐贈計畫」(Dairy 

Product Donation Program，簡稱 DPDP)，DPDP 係由2014年農業法案授權

的計畫，由美國農業部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 USDA) 下轄

的農場服務局 (Farm Service Agency，簡稱 FS A) 與食品營養署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簡稱 FNS) 共同管理。DPDP 透過商品信用公司 

(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簡稱 CCC) 的資金，在乳品低利潤期間啟

 
89  Margin Protection Program for Dairy, available at: https://www.fsa.usda.gov/p 

rograms-and-services/Dairy-MPP/index.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90  USDA FSA, Margin Protection Program for Dairy (MPP-Dairy) Fact Sheet, 

April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fsa.usda.gov/Assets/USDA-FSA-

Public/usdafiles/F actSheets/2018/mpp_dairyprogram_april_ 2018.pdf.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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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收購，以現行市場價格計算收購低價乳品，再轉捐贈給受到景氣影響的

低收入酪農及其家庭，而 DPDP 並不實際介入乳品經營與經銷等活動。91 

(三) 「婦嬰幼兒特殊營養補充計畫」(WIC) 

 婦嬰幼兒特殊營養補充計畫(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簡稱 WIC) 乃隸屬於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及食品營養局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FNS) 所管理。WIC 計畫法源依據來自1966年「兒童營養法案」 

(Child Nutrition Act)。WIC 實施多年以來，已經有許多實徵性研究發現該

政策對於婦女、嬰幼兒的影響利大於弊，92 其中包括降低早產兒人口、減

少低體重新生兒人口、降低胚胎或新生兒死亡率、增加懷孕期間的早期照

護管道、強化孕婦在鐵質、蛋白質、鈣質、維他命 A 與 C 的補充、提升婦

嬰疫苗注射率、促進提升飲食品質等。93  WIC 在2020年已執行屆滿49年，

該計畫成功地守護美國婦女、新生兒、幼兒與兒童的營養與健康，其貢獻

包括使中低收入戶婦女除了懷孕期間獲得免費的食物與營養照護之外，透

過與醫療補助保險及食物卷兩政策的輔助，讓婦女嬰幼兒能免費在醫院產

檢與生產嬰兒、使新生兒獲得免費健保與各項醫療健檢措施，並給予嬰兒

食品與產婦哺乳營養食品、提供產婦新生兒照護與哺乳衛教等。94  

 然而，WIC 計畫是單一承包商制度，亦即各州政府開放廠商競標，鼓

勵廠商盡可能提供優惠，藉此節省公共支出。但其缺點在於，提供最優惠

價格之廠商，將成為該州 WIC 計畫唯一嬰兒配方乳粉之獨家供應商；事實

 
91  Dairy Product Donation Program, available at: https://www.ams.usda.govserice 

/ddp.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92  Colman, S., Nichols-Barrer, I. P., Redline, J. E., Devaney, B. L., Ansell, S. V., 

& Joyce, T. (2012). Effects of the 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 (WIC):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Summary) . 

USDA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Pub., p. 10-21. 
93  Kline, N., Thorn, B., Bellows, D., Wroblewska, K., & Wilcox -Cook, E. (2020). 

WIC Participant and Program Characteristics 2018 . Alexandria, VA: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p. 34 -37. 
94  Bartholomew, A., Adedze, P., Soto, V., Funanich, C., Newman, T., & MacNeil, 

P. (2017).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WIC Program and Its Breastfeeding 

Promotion and Support Efforts. 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Behavior, 

49(7 Suppl 2), S139-S143.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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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WIC 計畫到 2022年時，全美國一半以上的嬰兒配方乳粉都係通過 WIC

供應，取得某一州 WIC 計畫之廠商，實際上便壟斷該州配方乳市場，根本

毫無競爭可言。此計畫在2022年終於爆發全國性的短缺，由於亞培公司在

全美國 50 州中取得 34 州之政府合約，一家廠商之供應量即占全國嬰兒

配方乳粉市場的 47%，此運作方式導致美國各州嬰兒配方乳粉市場被幾家

大廠商分別壟斷，使整個系統運作彈性大幅降低。 

(四) 乳品業相關機關執掌與分工 

1. 主管機關 

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 USDA) 的

前身是 1862 年建立的聯邦政府農業司。主要職責為農產品及各種作物、

畜牧產品的計畫、生產、銷售、出口等；監督農產品貿易、保證生產者與

消費者的公平價格和穩定市場；根據世界與國內農產品生產和消費狀況，

提出限產或擴大生產的措施；負責發展農村住房建設、美化環境、保護森

林、農業教育等。美國農業部的機構設定及其職能基本適應美國現代化農

業發展要求。USDA 經常在不同程度上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既要保障生

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又要確保在法律、法規許可的範圍內實行公平競爭。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FTC) 是執行

多種反托拉斯和保護消費者法律的聯邦機構。FTC 成立於 1914 年，目的

是確保美國國內市場行為具有競爭性，且繁榮、高效地發展，不受不合理

的約束。FTC 也通過消除不合理的和欺騙性的條例或規章來確保和促進市

場運營的順暢。 

2. 分工及角色定位 

長期以來，美國在聯邦政府層級對於乳製品之政策與管理可稱為「多

元監管」。包括：USDA、FTC、FDA、CPSC、海關、商務部等不同部門在

內的機構分別承擔個別的職責，視案件類型與相關的法規適用而有不同的

分工或合作。然而，從其他乳製品生產大國 (澳洲、紐西蘭、歐盟等) 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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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得知，由於生乳乳源的供需以及定價問題相當複雜，且酪農從獨立經營、

到成立合作社、再演變至以公司企業型態等發展路徑，政府的價格管制、

補貼、介入產銷數量與通路等政策，都是干擾市場與扭曲競爭的作法，過

去或許取得階段性的成效，但在現今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競爭環境中，幾乎

都以失敗作收。因此，美國也與其他主要的乳製品生產與輸出大國一樣，

於 2000 年後不斷進行對乳品產業去管制化 (deregulation)、取消補貼、撤

除進出口貿易限制等，政府轉而以乳品品質檢驗為主。 

三、 乳品產業涉及競爭法之案件 

(一) 乳製品公司水平結合審查之限制競爭案 

近年來由於美國人改以「植物奶」替代鮮乳，而使得美國最大之乳品企

業 Dean Foods Co. 宣告破產。95 Dean Foods Co. 過去也因為多起訴訟案件

涉及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而遭判敗訴，本案為 1966 年關於該公司「結合

審查」程序之案件。本案爭點主要係 Dean Foods Co. 與 Bowman Dairy 二

家公司係芝加哥地區包裝鮮乳銷售，且彼此具有競爭關係的兩個主要廠商。

Dean Foods Co. 為該地區第二大乳品公司；而 Bowman Dairy 則為該地區

第三大乳品公司，二家公司合併後合計擁有芝加哥鮮乳市場的 23% 市場

占有率。96 雙方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 (FTC) 之代表會面後簽署了一項合

併協議， FTC 表示合併將引起嚴重的反托拉斯法問題，故當時 FTC 提起

訴訟，要求停止兩家公司之合併程序，FTC 指控該合併協議違反克萊頓法

 
95  植物奶並非「生乳或鮮乳」，僅是長得像牛奶，台灣常見之豆漿、米漿，東

南亞之椰奶就都屬於「植物奶」；歐美地區流行的杏仁奶、燕麥奶、大麻籽

奶等皆然，植物奶也可以加工為純素的冰淇淋、優格、奶油和起司。參閱 Dean 

Foods 宣布破產！「植物奶」是壓倒美國乳品龍頭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https://www.foodnext.net/news/newsnation/pa per/5357407395 最 後 瀏 覽 日

2022.01.28。  
96  FTC v. Dean Foods Co., 384 U.S. 597, at 602 “At the time of the merger, Dean 

was the third or fourth largest distributor of packaged milk in the Chicago area; 

Bowman was at least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at market, and together they enjoyed 

approximately 23% of the sales of packaged milk in the same  area, while the four 

largest dairy companies had a 43% share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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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Clayton Act) 第 7 條97 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案 (FTC Act) 第 5 條，

98 FTC 依據「全令狀法案」(All Writs Act)，99 向上訴法院請求臨時禁制令，

以禁止嚴重干擾 FTC 履行其法定職責之威脅行動，並主張應維持現狀直到

FTC 確定合併之合法性為止。 

 FTC 主張其發現違反反托拉斯法的可能性，以及請求法院發布臨時禁

制令之救濟需要係「令人信服」(compelling)。蓋倘若兩公司合併完成後，

其中一名被告將不復存在，而其鮮乳之生產線及其某些工廠及設備都可能

被出售，其剩餘資產將被合併；倘若該合併案隨後被 FTC 裁定為非法，則

無法恢復其作為有生存能力之獨立公司地位。而被告辯稱，上訴法院將被

剝奪對 FTC 最終命令之上訴管轄權，並將失去法院下達有意義裁定之機

會。上訴法院在初步臨時禁制令聽證會中駁回抗辯，理由係以 FTC 沒有下

達禁制令，也無權提起訴訟，且國會沒有頒布為此目的而提出之法案。因

此上述協議隨即終止，法院針對被收購公司以「重大公司變更為由」發布

初步禁制令，法院認為其有管轄權，且認同 FTC 之主張，雖然國會疏於明

文規定其提起訴訟 (臨時禁制令) 之權利，但倘若 FTC 沒有附帶權利要求

上訴法院依據「全令狀法案」行使請求權，則將使國會委託 FTC 執行克萊

頓法案 (Clayton Act) 並授予其下令凍結資產之目的付諸東流。 

最後，FTC 於本案勝訴，而隨後美國國會亦於 1973 年通過特別立法，

賦予 FTC 向聯邦巡迴法院提起訴訟，以獲得初步臨時禁制令，防止事業在

 
97  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codified at 15 U.S.C. 12 -27 Section 7: “The 

section of the Clayton Antitrust Act prohibiting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certain joint ventures where the effect may be to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 

The Antitrust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 attorneys general, and private parties may challenge 

transactions under Section 7. Transactions meeting  certain thresholds must be 

notified, before closing, to the DOJ and FTC under the Hart -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 of 1976”.   
9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15 U.S.C. 45, Section 5: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99  28 U.S.C. §1651 - U.S. Code - Unannotated Title 28. Judiciary and Judicial 

Procedure § 1651. Writs: “The Supreme Court and all courts established by Act 

of Congress may issue all writ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in aid of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and agreeable to the usages and principle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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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尚未作出裁決前，逕自完成合併程序，造成相關公司財產受到不可回

復之損失。100 

(二) 乳製品公司限制競爭調查之資料舉證 

2011 年美國聯邦政府、威斯康辛州、伊利諾州、密西根州等原告在本

案中主張，Dean Foods Co. 違反克萊頓法案 (Clayton Act) 第 7 條之規定

而併購其競爭對手，擁有兩家液態乳加工廠之 Foremost Farms USA。原告

主張 Dean Foods Co. 之併購將消除其於市場上的最大競爭對手，並且「可

能大幅減少市場上競爭」，亦即影響位於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北部地區所出

售給學生之鮮乳市場；以及位於威斯康辛州、賓州北部、以及伊利諾州東

北部某些郡中零售業者出售之液態乳。具體而言，原告主張 Dean Foods Co. 

之併購計畫，將導致「競爭性」大幅集中位於相關地理市場購買者所供應

液態乳的加工事業。原告接續主張，由於對事業間報復之擔憂，Dean Foods 

Co. 及其少數剩餘之競爭對手，更有可能拒絕為彼此老客戶積極競爭，從

而基於對供應商為客戶提供服務的相互認可，而協商分配彼此之客戶，涉

及共同劃分彼此經營之地理區域、及交易對象之限制競爭行為。101  

然而，Dean Foods Co. 辯稱，為充分抗辯原告之主張，其必須從 Lamers 

等第三方進行事實論述，此乃有助於反駁原告指控其涉及於地理市場內經

營之鮮乳加工廠，且涉及以「非競爭性價格上漲」(noncompetitive price 

increase)與擴大銷售，試圖削弱上述地區銷售新鮮液態乳之其他供應商之

市占率。因此，被告 Dean Foods Co. 進一步向法院提出動議，要求 Lamers 

Dairy, Inc. 應立即遵守法院所發出之傳票，並要求強制 Lamers 提供至關

重要之客戶資料文件，102 以利 Dean Foods Co. 針對美國聯邦政府、威斯

 
100   FTC v. Dean Foods Co. , 384 U.S. 597 (1966); 86 S. Ct. 1738; 16 L. Ed. 2d 802.  
101  Id., U.S. v. Dean Foods Company , Case No. 10-CV-59, (E.D. Wis. Feb. 3, 2011), 

Compl. ¶ 1 & Compl. ¶ 3.  
102  U.S. v. Dean Foods Company , Case No. 10-CV-59, 3 n.1 (E.D. Wis. Feb. 3, 2011), 

Paragraph 4 of subpoena: “Documents sufficient to show, by year, the name and 

delivery location of all customers of any typ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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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辛州、伊利諾州、密西根州等原告就上述問題提出之反托拉斯法指控進

行辯護。儘管 Lamers 已對大部分有爭議之控訴作出回應，但 Lamers 拒

絕提供有關其客戶身份及出售給這些客戶鮮乳數量之資料。同時，Lamers 

提出撤銷或修改傳票之抗辯，並提交一份反對 Dean Foods Co. 強制動議

之抗辯，法院將處理上述兩項抗辯。103 最終判定被告要求強制遵守傳票的

動議，Lamers 則應在本裁定發出日起 30 日內，出示與法院上述裁決一致

的文件。 

本案於 2011 年時，由 FTC 與 Dean Foods Co. 達成和解協議並經法

院公證，擬議之和解協議內容，除要求 Dean Foods Co. 對上述相關併購案

進行撤資外，並要求未來 Dean 倘若收購任何牛奶加工廠，且價格超過 300 

萬美元時，在收購前必須通知 FTC。本案中撤資與和解條款實施後，將恢

復伊利諾州、密西根州、以及威斯康辛州之學校、雜貨店、便利店、以及

其他零售商間，關於鮮乳銷售之公平競爭。104 

(三) 乳製品公司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之政府介入案 

美國乳品酪農合作社 (Dairy Farmers of America，簡稱 DFA) 於 2020

年宣布以 4.25 億美元收購美國最大牛奶生產商 Dean Foods Co. 並承擔後

者所有債務。Dean Foods Co. 於 2019 年 11 月申請破產，在公司財產清算

前的過去 8 季中連續虧損。若破產法庭接納收購，交易仍須經由美國司法

部之反托拉斯調查後始得通過。而於次年 5 月 1 日，美國司法部宣布，對 

DFA 及草原農場乳業公司 (Prairie Farms) 從破產之 Dean Foods Co. 收購

 
retailers, independent Distributors, food service comp anies, School District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wherever located, to whom you have sold Fluid Milk processed 

at each of the plants identified in response to Request 1 and for each customer, 

the monthly volumes of such Fluid Milk sales by UPC.”  
103  Id., U.S. v. Dean Foods Company, Case No. 10-CV-59, (E.D. Wis. Feb. 3, 2011, 

Docket #57, Docket #65 & Docket #66.  
104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Reaches Settlement with Dean Foods 

Company, March 29, 2011,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 e-

depa rtment-reaches-settlement-dean-foods-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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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乳加工廠之擬議收購案調查已正式結束。本案為美國最大的兩家液態

乳加工商 Dean Foods Co. 以及 Borden Dairy Company 處於破產階段，而 

Dean Foods Co. 面臨著迫在眉睫之清算。美國司法部之反托拉斯部門 

(Antitrust Division) 與麻薩諸塞州、威斯康辛州之檢察總長辦公室 (原告) 

於美國伊利諾州北區巡迴法院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 提起反托拉斯

之民事訴訟，藉以阻止 DFA 從位於伊利諾州東北部、威斯康辛州、及新

英格蘭地區之 Dean Foods Co. 中收購三個液態乳的加工廠。105 

司法部亦於報告中提及，對於乳製品業而言，近年來是一個動蕩時期，

兩家最大的液態乳加工商 Dean Foods 和 Borden Dairy 相繼破產，一場 

COVID-19 之大流行導致學校與餐廳業者對於鮮乳的需求量快速崩潰。面

對這些挑戰和 Dean Foods 不斷惡化的財務狀況，司法部門進行快速而全面

之調查，並以行動維護伊利諾州東北部、威斯康辛州、以及新英格蘭地區

液態乳加工廠間的競爭，並透過保持該工廠之營運，將鮮乳留穩定送到消

費者端。最終，在與 DFA 及 Dean Foods 二家破產訴訟中達成之和解，將

確保數十家液態乳加工廠的持續運營，並且對於超級市場、學校、便利店、

醫院和其他液態乳之消費者，不會因 Dean Foods 之加工廠破產而受到損

害。106 司法部之調查最終提及，雖然維持市場上之激烈競爭係很重要的工

作，而當國家正經歷一場疫情大流行時，自由競爭更顯重要；在鮮乳的上

下游供應體系中必須保持原有的競爭結構，以確保向有需求之消費者持續

供應鮮乳。107 

 

 
105  United States,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 state of Wisconsin v. Dairy 

Farmers of America, Inc. & Dean Foods Com ., 85 F.R. 58387 (2020-20642), p. 

58387-58390. 
106  Department of Justice, U.S.,  States Require Divestitures in Dean Foods 

Bankruptcy Sale  (2020), May 1,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opa 

rjutice-department-requires-divestitures-dean-foods-sells-fluid-milk-processing-

plants-dfa (last visited Nov. 7, 2022). 
107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stice Department Requires Divestitures as Dean Foods 

Sells Fluid Milk Processing Plants to DFA out of Bankruptcy , Justice News, May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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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乳製品公司因生乳產量過剩而破產影響市場競爭案 

美國境內生乳產量過剩，除全球生乳產量過剩、價格下滑、使得過去

穩定仰賴出口銷售的美國因此飽受壓力外；美國農業部對乳業的管制政策

失敗，缺乏對牛乳生產量的規範控制也是一大原因。2018 年起，酪農為了

應急謀生，反而拚命地增加產量，藉以換取收入，造成整個產業供需不平

衡的惡性循環，而 Borden Dairy Co. 作為美國境內第二大乳品公司也於

2020 年宣告破產，在其破產申請中另外也提到量販超市與自家乳製品工廠

的市場競爭問題。108 

Borden Dairy Co. 於破產法院中主張，乳製品產業無論係小型家族企

業或該行業之最大參與者，近年來都面臨重大財務危機與不確定性之挑戰。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間，生乳價格上漲 27%，預計將持續上

漲。 此外，包括杏仁、大米、黃豆之植物乳製品日益普及，也對乳品產業

產生了幾百年來未見的衝擊。Borden Dairy Co. 在其提交之文件中指出，

2019 年有 2,700 個美國家庭乳牛場倒閉；自 1992 年以來有 94,000 個酪

農停止鮮乳之生產；此外，自 2015 年以來，美國整體鮮乳之消費量下降 

6%。109 在申請破產保護之前，Borden Dairy Co. 與其債權人達成了一項臨

時協議，以尋求庭外和解之替代重組方案，但 Borden Dairy Co. 與其貸方

未能達成暫緩協議。 

(五) 乳製品產業於反拖拉斯法之豁免規定及其範圍 

美國 FTC 係主要負責執行聯邦反托拉斯法之機關，110 該法是否正確

適用對於聯邦政府有重要影響，因此在 Sitts v. Dairy Farmers of Am 一案中

聯邦政府就法院初步判決提出專業意見。111 FTC 尤其關注對於 Capper 

 
108  In re: Borden Dairy Company, et al., In The United States Bankruptcy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Delaware (2020). 
109  Richard Summerfield, Borden Dairy files for Chapter 11 bankruptcy, Financier 

Worldwide Magazine, March 2020. 
110  United States v. Borden Co., 347 U.S. 514, 518 (1954); 15 U.S.C. §§ 4, 25.  
111  Garret Sitts, et al., v. Dairy Farmers of America, Inc. and Dairy Marketing 

Services, LLC, 417 F. Supp. 3d 433 (D. Vt.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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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stead 法案112 以及其他相關規定中，適用反托拉斯豁免原則時，不應擴

張解釋，因為反托拉斯法係「國家自由市場結構之核心保障」(central 

safeguard for the Nation’s free market structures)。113 另一方面，FTC 亦有意

識到必須確保反托拉斯法之保護機制得以廣泛應用，以便該法案保護之

「競爭」，不僅有利於貨品與服務之購買消費者者，同時亦有利於生產及

銷售者，包括本案系爭之酪農銷售其鮮乳及加工乳製品。114 法院在作成簡

易判決階段時承認，本案係涉及反托拉斯法下的買方獨占壟斷 

(monopsonies) 市場之問題，而又因當事人為「農業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同時必須考量 Capper-Volstead 法案之立法背景與其豁免規

定的涵蓋範圍。115 因此，向美國聯邦政府請求提供對於 Capper-Volstead 

法案之專業法律分析，以幫助法院於本案中進行正確之適用與裁定。116  

FTC 代表美國聯邦政府，在分析意見中認為，美國國會頒布 Capper-

Volstead 法案，主要原因係期待賦予生產食品的農民、加工業者、以及其

他食品製造業者有更大的議價能力。然而，本案被告作為食品加工業者，

卻以獨家壟斷之力量，傷害酪農，並利用上述法案之豁免規定作為免責抗

辯，此行為顯然與該法案之文本及立法目的不符。關於依據 Sherman Act 

第 1 條所提出對於被告涉及密謀勾結之主張，117 Capper Volstead 法案之

條款範圍既不保護合作社與非合作社間的協議，也不應保護合作社之間的

 
112  CapperVolstead Act, 7 U.S.C. §§ 291-92. 
113  The United States submitted a brief amicus curiae concerning the Capper -

Volstead Act in Fairdale Farms, Inc. v. Yankee Milk, Inc., 635 F.2d 1037 (2d 

Cir. 1980); N.C. State Bd. of Dental Exam’rs v. FTC, 574 U.S. 494, 502 (2015).  
114  See, e.g., Mandeville Island Farms v. Am. Crystal Sugar Co., 334 U.S. 219, 236 

(1948) (Sherman Act “does not confine its protection to consumers, or to 

purchasers, or to competitors, or to sellers”)  
115  Sitts v. Dairy Farmers of Am., Inc., 417 F. Supp. 3d 433, 462 -63 (D. Vt. 2019). 
116  Fed. R. Civ. P. 50. 
117  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 15 U.S.C. § 1.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35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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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其豁免反托拉斯之規定僅限於「加工、準備市場、處理和銷售合作

社之產品」。其次，就上開 Sherman Act 第 2 條關於獨占壟斷 (monopsony) 

之規定觀之，118 「掠奪性」行為 (predatory conduct) 之範圍，甚至包括其

他「排他性行為」(exclusionary acts)，皆應考量被告上述行為所產生的總體

產業經濟影響，其對競爭不利之結果，顯然已超越 Capper Volstead 法案之

豁免規定適用範圍。最後，該法案應被視為一種「積極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被告有對於被指控之買方獨占壟斷之行為，負有舉證責任。基於

FTC 之分析意見，法院最終認定，Capper-Volstead 之豁免規定傾向「狹義

解釋」，並與該法案增強農民生產者議價能力之立法宗旨一致，且應作為

積極抗辯來主張，由被告承擔負擔適用豁免規定之舉證責任。119 然而，在

美國推動 TPP 時，Capper-Volstead 法案受到其他成員國的質疑，尤其是澳

洲與紐西蘭等農業輸出大國，對於美國政府保護境內乳品產業且豁免適用

反托拉斯法的立場，提出妨礙自由貿易與競爭之質疑。 

(六) 嬰兒配方乳粉市場壟斷案 

1. 美國嬰兒配方乳粉市場結構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對於嬰兒配方乳粉的管制極為嚴格，加

上進口奶粉的關稅高達 17%，因此，長久以來美國的嬰兒配方乳粉將近

98% 都是來自於國內提供，而少有進口奶粉。美國前 4 家主要嬰兒配方乳

粉製造商 (亞培、美強生、雀巢、培瑞克) 合計擁有嬰兒配方乳粉市場 90% 

的市占率，其中又以亞培擁有 40%以上比例為最高。(詳見圖 3-3) 

 

 

 
118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15 U.S.C. § 2. “makes it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to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 . .”  
119  Statement of interest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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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美國嬰兒配方乳粉市場占有率結構圖 

 

(資料來源：Global Data for Dairy Sector) 

從市場結構上來看，美國配方奶粉的 98%生產係使用於國內消費而非

出口，其中又有將近一半以上的嬰兒配方乳粉直接提供給由美國農業部管

理、針對低收入家庭嬰兒的「婦嬰幼兒特殊營養補充計畫」(WIC)。以 2018

年為例，提供給上述計畫的嬰兒配方乳粉就占全美國生產量的 56%。120 然

而，其中亞培公司 (Abbott Lab.) 擁有約 55%的 WIC 供應契約、雀巢公司 

(Nestle) 和美強生營養品公司 (Mead Johnson Nutrition Co.) 則合計擁有剩

下的 45%。由於市場過度集中於這四間大公司完全壟斷，市場上幾乎沒有

任何的進口嬰兒配方乳粉作為消費替代，121 故形成毫無彈性的供應鏈，在

長期的寡占市場中，只要有一家廠商供應不足，美國的嬰兒配方乳粉市場

就立即陷入危機。 

 
120  亞培獲得 WIC 計畫的政府訂單保障，且該計畫涵蓋美國嬰兒奶粉產量一半，

形成實際壟斷，亞培是計畫內的  34 州簽約供應商，僅亞培就生產美國  43% 

配方奶粉。  
121  無論是採取「限制進口」或「課徵高額關稅」，都是美國政府為了保護本土

產業而設下的貿易障礙，導致許多消費者即使美國國內廠牌缺貨，也沒有任

何其他替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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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嬰兒配方乳粉 2022 年限制競爭之壟斷案件 

美國嬰兒配方乳粉的短缺，主要是因為 2022 年 2 月發生嬰兒死亡事

件，亞培公司「自願召回」疑似遭細菌汙染的嬰兒配方乳粉，造成大量缺

貨危機。美國總統拜登除訴諸國防生產法 (Defense Production Act)，要求

優先供貨給嬰兒配方乳粉製造商外，還出動軍機展開「空運奶粉行動」

(Operation Fly Formula) 從海外進口嬰兒配方乳粉以救急。美國嬰兒配方乳

粉市場長期由少數廠商壟斷，且對海外進口商管制過嚴，長期設下貿易障

礙，奶粉荒短期內恐難解。雖然美國政府目前有傾向推動立法簡化 FDA 審

查外國嬰兒配方乳粉進口流程，藉以打破該市場由少數美國本土企業壟斷

的現況，然而，美國對於嬰兒配方乳粉的貿易保護政策難以撼動，而反壟

斷法也因為諸多特權及豁免而無從調查，若寡占市場的現象無法調整，未

來仍因為供應短缺而產生立即的斷貨危機。122  

3. 美國 FTC 對於嬰兒配方乳粉壟斷案之立場及其調查 

2022 年 5 月起，FTC 針對嬰兒配方乳粉的「持續短缺」現象展開一連

串的調查，該調查旨在了解任何在系爭產品 (嬰兒配方乳粉) 短缺期間，

對家庭之欺騙、敲詐、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行為的性質及其範圍。同時，

調查亦在釐清導致嬰兒配方乳粉市場集中的因素，以及這些關鍵產品供應

鏈之脆弱性。FTC 將審查嬰兒配方乳粉市場之併購模式，釐清當前美國各

州以及整體之市場集中度，以及為未來可能的合併審查提供數據資料。 

FTC 於 2022 年 5 月起發布聲明徵求公眾意見，以了解 FTC 本身、

州政府、或聯邦機構等是否採取了某些措施，導致許多美國家庭「關鍵產

品市場供應鏈脆弱」(尤其針對嬰兒配方乳粉)？FTC 提問問項如下：123 

 
122  David Betson, Impact of the WIC Program on the Infant Formula Marke; 

Sycamore May, The U.S. Infant Formula Crisis Highlights the Dangers of Food 

Monopolies, Food Tank, 2022. 
123  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Launches Inquiry into Infant Formula Crisis: 

Agency Seeks Public Comment on Attempts to Deceive Families and Factors tha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Ongoing Shortage of Infant Formula, Press Release, 

May 24,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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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在嘗試購買嬰兒配方乳粉、或被迫以高價從網路或實體經銷商處

購買配方乳粉時遭受欺騙、敲詐、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行為的情況； 

(2) 在整個嬰兒配方乳粉短缺危機期間，家庭透過 WIC 購買產品之情形

與面臨的問題； 

(3) 零售商獲得該州WIC計畫通常「不涵蓋品牌」之經驗，以及在整個危

機期間，與分銷商或製造商合作之情形； 

(4) 與大型連鎖零售商相比，小型獨立零售商是否在獲得有限的嬰兒配方

乳粉供應方面，持續面臨「特別困難」的情況； 

(5) 併購案對嬰幼兒配方乳粉供應商之數量、資金投入、總產能的影響； 

(6) 各州WIC之競標機制，對於嬰兒配方乳粉供應商數量、資本投資、以

及總製造能力之影響； 

(7) FDA 法規對嬰兒配方乳粉供應商數量、資本投資和總製造能力影響； 

(8) 是否存在其他有形或無形之障礙，阻礙美國以外的公司進入市場。 

FTC 除上述公眾意見調查外，另與管理 WIC 之美國農業部合作，分

析公開調查的結果。由於 WIC約占全美國嬰兒配方乳粉市場 50%，此一

計畫係母親與家庭的重要營養來源。然而，嬰兒配方乳粉市場的「高度集

中化」造成了市場脆弱性，再加上該計劃某些特點，可能會阻礙 WIC 快

速應對冗長的產品召回、工廠關閉、或其他供應中斷的緊急應變能力。因

此，FTC和 USDA將合作對透過此次公開調查獲得的資料進行全面分析，

以確定可能需要進行哪些政策變化，來降低嬰兒配方乳粉市場的集中度，

並擴大產品之供給來源，以防止未來再次出現全國短缺的情況。124  

 
releases/20 22/05/federal-trade-commission-launches-inquiry-infant-formula-

crisis.(last visited 2022.10.11). 
124   FTC, Statement of Chair Lina M. Khan Regarding Solicitation for Public 

Comments on the Infant Formula Shortage , May 2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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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紐西蘭 

一、 乳品產業發展概況 

(一) 概述 

紐西蘭的國土面積僅有 27 萬平方公里，卻是世界最大的乳製品出口

國，其出口總量占全球乳製品交易量的三分之一，由於適合天然放牧的優

越地理環境及氣候，使得紐國出產之各類乳製品質量均優。以鮮乳而言，

紐西蘭年產約 210 億公升，約占全球產量的 3%，屬於全球第八大鮮乳生

產國，雖然以產量而言，不比美國、歐盟、澳洲等地區，但由於該國人口

僅有約 500 萬人，國內消費量相對較少，以至於紐國鮮乳產量的 95% 皆

作為出口，反而擁有較強的競爭力，而成為供應全球的乳製品主要出口國。

隨著生乳產量的增加，除鮮乳以外，紐西蘭在國際市場的市占率也逐年增

加。例如，紐西蘭奶油與全脂奶粉的出口量雙雙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市場

市占率超過五成；另外，在脫脂奶粉市場上，紐西蘭也僅次於歐盟、美國，

成為全球第三大出口國。125 

乳製品是紐西蘭國內經濟最重要產業之一，整體乳製品產業約占紐西

蘭全國 GDP 的三成，無疑是該國最大的出口產業，占紐國出口貨品總額

的四分之一。除了從鮮乳製造 1,500 多種乳品配方、新乳品與高價值營養

品外，許多在牧場研發的科技也獲全球乳業應用，進而提供消費者所需產

品與價值，使得紐西蘭乳業絕大多數都能獨立自主經營，不需仰賴政府補

貼。然而，由於缺少政府的價格支持，當全球乳製品（如生乳原料、配方

奶、或各類起士等）供應過剩時，紐西蘭乳品價格依國際供需價格決定，

亦常隨之大幅波動，對紐西蘭乳業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與影響。整體而言，

紐西蘭政府很早就建立極為嚴格的乳製品質量管理制度，成立「紐西蘭食

品安全局」 (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簡稱 NZFSA)。NZFSA 除

了管理紐西蘭 11,600 多個牧場外，還對全國所有乳品運輸和儲存商、乳品

 
125  FAO, World Food and Agriculture –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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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乳品實驗室、以及乳品風險管理評估機構等實行嚴格監督，實行

「從農場到餐桌」的全程管理，造就其乳製品在全球市場領先的地位。126 

(詳見表 3-3)  

表 3-3  紐西蘭乳製品業產業基本市場結構統計表 

年出口總值 

Annual Export Volume 

NZD $19.7 billion   

紐西蘭幣與台幣兌換比例為 1:18.46 

(約折合新台幣約 3,635 億餘元) 

年產量 

Annual Production 

22.25 million metric tons (MMT) 

約 22.25 百萬公噸 (2,225 萬公噸) 

全國出口貨物量占比 

Propor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exported 
95% 

全球乳製品市占率 

Share of world dairy production 
3% 

全球乳製品貿易量占比 

Share of world trade in dairy products 
35% 

酪農場數量 

Number of dairy farms 
12,000 

乳牛數量 

Dairy cows 

5.8 million  

(約 580 萬頭乳牛) 

產「生乳」之牛群數量 

Milking herds 

4.6 million 

(約 460 萬頭乳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New Zealand Dairy Statistics127) 

(二) 乳品發展歷程 

紐西蘭的第一家乳製品合作社 (dairy producer co-operative) 可追溯至

1871年，當時在但丁尼市的奧塔哥半島 (Otago Peninsula at Dunedin) 上的

 
126  IUF (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s), Dairy Industry Research: New 

Zealand Dairy Industry , 2020, available at: https://cms.iuf.org/sites/cms.iu 

f.org/files/New_ Zealand_Dairy_Indust ry.pdf.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27  LIC & DairyNZ, New Zealand Dairy Statistics 2019-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clal.it /upload/NZ_Dairy_Statistics_2019-20_WEB_FINAL.pdf.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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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農場主人 (John Mathieson’s Springfield farm) 成立了「奧塔哥起司合

作社公司」(Otago Cooperative Cheese Co.)，開啟150年來紐西蘭乳業的主

要模式。由於當時的農場擁有人以合作經營的方式分配利潤，使得自1871

年開始，大量的農場主參加合作社的經營，不但使得紐西蘭的「農業」與

「合作社」經營模式密不可分；該地更成為日後紐國乳業走向國際市場的

發源地。128 在早期的產銷模式中，紐西蘭乳業是典型的「小農經濟」，由

於許多酪農擁有自己的農場，且散布在幅員廣闊的南北島各處，因此，為

整合資源且尋求規模經濟，許多酪農便紛紛集資成立「合作社」加以經營，

共同生產鮮乳、起司、奶粉等產品，再加以配銷至紐國全境或外銷出口。

然而，對小農組成的合作社來說，以有限資源開拓海外市場相當困難，紐

西蘭政府遂於 1923 年政府設立「乳品出口製造管控委員會」(Dairy Export 

Produce Control Board，簡稱 DEPCB)，主導所有的乳品出口。在1920至1950

年代間，DEPCB 對於乳製品採取嚴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大多數乳製品僅向

英國市場出口，直到英國於1970年代加入歐盟後，紐西蘭才著重於開發其

他的乳業出口市場。而即使紐國的出口管制階段維持相當長的時間，眾多

酪農為提升利潤，仍著力於開發新型態的乳製品、進行技術改革 (如開發

生乳採集車、以及冷鏈供應等)、並積極進行合作社整併，以提高生產效率

與規模經濟。在1920年代至1950年代的階段中，酪農的生乳收購保證價格

與產銷型態，從一開始政府完全控制，逐漸演變為「合作社」集結的民間

組織、公私協力的乳產運銷協會等決定，政府的支持力量也逐漸退出乳品

產業的控制。 

1961 年，紐西蘭政府成立「紐西蘭乳品局」 (New Zealand Dairy Board，

簡稱 NZDB) 進一步控制該國所有的乳品出口數量並集中行銷。同時，紐

西蘭的乳品合作社可以自由在紐西蘭境內販售其乳品，但在出口方面，遵

守該國法律，提供乳品給紐西蘭乳品局。自此紐西蘭的乳品產業開始走向

生產行銷整合，並且藉由先進乳品科技，走向更有效率的運作。NZDB 並

 
128  Cooperative Business New Zealand, 150 Years history of NZ.coop. , available at: 

https://nz. coop/Story?Action=View&Story_id=101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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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實質的政府機關，其理事會成員係由紐西蘭政府、乳酪局、以及乳業合

作社推派代表共同組成，其主要功能為協調收購及出口乳製品事宜，以及

將出口所得分配給酪農合作社。然而，為了成為一個出口行銷商，NZDB

更成為該國乳品產業進行外國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

FDI) 的推手，具體重要措施包括：設立海外乳品加工廠、成立海外子公司、

合資或併購海外乳品公司，使得紐西蘭乳品局搖身一變，成為一間跨國企

業，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乳品行銷網絡。129 值得注意者，自1960年代起，紐

西蘭乳品的出口市場及產品開始走向多樣化，紐西蘭政府的角色一直都在

「外部監督」的立場，僅針對「爭取外國乳品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

以及「協調乳品生產與控制品質」等二方面進行管理，並非直接介入定價、

生產、及銷售過程。130 

1984 年，紐西蘭政府實行經濟改革，取消乳品產業的各種補貼，資源

配置一切決定於市場的自由競爭。主要的原因，係基於長期對乳業補貼政

策的結果，常使紐西蘭酪農孤立於市場訊息之外，而喪失國際競爭，造成

農場與酪農的創新能力不足，且因資源的不當配置，生產力不足的酪農亦

投入生產，反而對環境造成負面衝擊。紐國政府實施乳業改革的內容眾多，

大致包括：生乳供應及其價格完全取決於市場、取消生產配額、政府不干

預採購和公共儲備、取消出口退稅、廢除對農民直接補貼與賦稅優惠等。

與美國或其他農業大國乳業政策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紐西蘭政府沒有提

供市場價格支持、行政干預、或其他穩定牧場收入的措施，簡言之，政府

僅提供服務，而不干預市場競爭，但積極鼓勵乳品產業的技術創新。因此，

 
129  Akoorie, M., Scott-Kennel, J. The New Zealand Dairy Board: A Case of Group-

Internalization or a Monopolistic Anomaly in a Deregulated Free Market 

Econom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6, 127–156 (1999). 
130  New Zealand Dairy Board (NZDB), available at: https://natlib.govt.nz/records/2 

237 9413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另可參考，蕭清仁，紐西蘭永續農業之

產銷體系，收錄於王鐘和、黃維廷、江志峰、吳婉麗等編，《建立永續發展

的農業產銷體系研討會專刊》，農業試驗所及中華永續農業協會出版，頁 7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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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農以及乳業協會需依靠自主措施來因應市場價格與收入的波動。131  值

得注意者，雖然紐國政府政策上並未以「價格支持」方式進行補貼，然而

為使紐西蘭乳品為能更成功經營海外市場，紐國政府運用政策將原本早期

數量林立的「合作社」經營模式加以調整，為達到經營海外市場與提升效

率之目的，DEPCB 進一步整併僅剩的 12 家乳品合作社，並建立起全球最

大的乳品行銷網絡，當時 DEPCB 的海外子公司高達 90 家。 

另一方面，在紐西蘭政府指導下建立紐西蘭乳業協會 (Dairy NZ)，成

為乳製品行業最主要的民間組織。乳業協會完全獨立於政府之外，亦非國

營事業 (State-Owned Enterprise，簡稱 SOE) ，乃係由牧場主出資、授權管

理委員會管理，乳業協會對每一位農場主股東負責，進行經營改進、產品

和設施開發、對政府和相關利益主體施加影響、防範乳品行業威脅等工作。

然而，合作社式農產運銷協會的運作方式，使酪農為了爭取成為產業代表，

而不斷引進政治介入徒增紛擾。 

1990 年代起，紐西蘭乳製品產業的改革步伐並未停歇，漸漸將小農集

資的「合作社」模式轉而為委託外部的專業經理人擔任產銷經營，而非由

酪農間選出，使得乳業逐漸轉向公司型態的企業經營。紐西蘭政府遂於

1996 年決定將 DEPCB 的資產，移轉給該國的各乳品合作社，同時，既然

DEPCB 已宣告解散，紐西蘭的出口管制措施也隨之予以正式撤銷，完全由

乳品產業自行決定出口數量與價格。至 2000 年時，New Zealand Dairy Group 

及 Kiwi Cooperative Dairies 兩間公司壟斷了 95% 的紐西蘭乳業，而另外

兩間 Westland Co-operative Dairy 及 Tatua Co-operative Dairy 兩家小型乳

品合作社僅占 5%。而乳品產業人士與紐國政府達成共識，著手將 NZDB、

New Zealand Dairy Group of Companies 與 Kiwi Co-operative Dairies 進行

整併為一間大型企業，以解決紐西蘭乳品公司間彼此競爭的問題，當時有

高達 84% 的酪農投票同意 NZDB 與上述兩大公司合併。因此，就在政府、

 
131  陳政忻、劉依蓁，小農整合邁向全球化的典範—紐西蘭恆天然合作社集團

Fonterra 案例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6 卷第 3 期，2013 年 3 月，

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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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以及股東的支持下，世界上最大的乳品原料公司—恆天然公司 

(Fonterra Co-operative Group Limited，簡稱 Fonterra)132 於 2001 年 10 月成

立，開啟紐西蘭乳品產業的國際化及其全球營運策略 (詳見圖 3-4)。133  

 

圖 3-4  紐西蘭乳品公司整併歷程 (資料來源：van Bekkum, 2001.) 

Fonterra 雖名稱中仍保留「合作社」之名，但其組織型態已改變為「有

限公司」，現在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的乳品出口商及世界六大乳品公司，不但

掌握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乳品貿易，並且向全球 140 多個國家提供乳製品，

是國際乳品貿易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公司，同時也成為紐西蘭境內最大的公

司，其產權屬於全國近 11,000 家牧場的所有酪農主，使得每位酪農都成為

Fonterra 公司的股東，也更能取得正確及透明的市場資訊。 

紐西蘭長久由小農合作社林立的經營模式，自恆天然集團成立之後，

就僅留下 Westland Co-operative Dairy 及 Tatua Co-operative Dairy 兩家小

 
132  Fonterra Co-operative Group Ltd., available at: https://www.fonterra.com/nz/e 

n.html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33  孫智麗、陳政忻，紐西蘭乳品產業國際化策略，農業生技產業季刊，2012 年，

第 31 期，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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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乳品合作社，繼續維持獨立經營的傳統。紐國政府為促進 Fonterra 的誕

生，更在 2001 年頒布〈乳品產業重組法案〉 (Dairy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ct，簡稱 DIRA)，允許該國境內出現壟斷性乳品公司，優先於紐西蘭競爭

法之適用，顯示紐西蘭政府為扶植該國乳品產業的作法，與大多數國家對

酪農直接補貼、或對生乳價格提供保證支持價格等措施，截然不同。(詳見

圖 3-5) 

 

圖 3-5 紐西蘭乳品產業與 Fonrerra 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孫智麗、陳政忻) 

(三) 乳品市場結構 

紐西蘭乳品加工企業有合作經營的傳統。即由牧場主與生產加工、銷

售企業形成合作體，各合作方互持股份。從紐國乳品產業的發展歷程可知，

酪農合作社不斷進行合併，經營規模越來越大，終於在2001年成立 Fonterra

集團，該公司被認為是紐西蘭乳品產業「國家隊」(national champion)，從

其來自於紐國政府在資金與法律上的大力支持，可謂一間由政府資助成立

公司之典範。然而，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卻事與願違，Fonterra 表現並不如

各方利害關係人預期樂觀。該公司2001年成立時，管理階層預期 Fonterra

年收入能以15%幅度增長，且藉由高品質消費產品之市場定位，到2010年



 

71 

時，能達300億美元以上營收。然而，Fonterra 年收入增長幅度僅不到2.5%

的低水準，還必須從失敗的海外投資中，提列超過百萬美元損失。134  

Fonterra 公司自2001成立時市占率為紐西蘭乳業的96%，到2019年下

滑至 81%，六家小型合作社或公司的市場新競爭者，共計19%市占率，讓

紐國乳品業市場結構產生微妙變化。值得注意者，2019年中國乳業龍頭伊

利集團宣布，正式收購 Westland 公司100%股權 (該公司市占率為4%)；同

年，伊利集團亦收購 Oceania 公司100%股權 (該公司市占率為2%)，二間

公司合計市占率為 6%。雖然 Fonterra 目前市占率降至81%，但仍是紐西

蘭最大乳製品企業，掌控該國絕大部分酪農場與乳製品出口，整體乳品市

場屬於獨占市場，Fonterra 公司具有壓倒性市場優勢地位。135 (見圖3-6) 

 

圖3-6 紐西蘭境內乳品產業市場占有率比較圖 (資料來源：TDB Advisory136) 

 
134  TDB Advisory, Fonterra – A Long-Run Financial Assessment, September 26,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tdb.co.nz/wp-content/uploads/2018/09/TDB-

Advisory-Fonterra -Long-Run-Financial-Assessment-Sept-18.pdf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35  Interest.co.nz, Dairy Industry Payout History , available at: https://www.interes 

t.com.nz/rural-data/dairy-industry-payout-history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36  TDB Advisory, The Dairy Sector in New Zealand: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 , 

Octo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productivity.govt.nz/assets/Inquiries/ 

frontier-firms/a977484e51/The-dairy-sector-in-NZ-TDB-Advisory.pdf.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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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分析，紐西蘭乳製品產業在 2001 年後的主要型態為「合作社

企業」與「獨立合作社投資經營」兩種形式。從乳品產業市場結構變化可

以看出，Fonterra 從成立初始擁有 96%的生乳市占率，降低到 81%，一直

維持紐西蘭最大的乳製品加工企業，也是世界最大的乳製品出口商。137 若

加上 Westland 和 Tatua 兩家合作社，2001 年時 Fonterra、Westland 及 Tatua

三間公司主導了紐西蘭乳業 100%的生乳市場，而到 2020 年時，乳製品產

業的市場上則多了 4 家競爭者，合計共有 15%的市占率。另一方面，從生

產的不同的乳製品產量而言，液態乳及起司的生產量變動較小；奶油及脫

脂奶粉近五年有下滑的趨勢；而全脂奶粉的生產量總體則呈現不斷增長趨

勢。(表 3-4)  

表 3-4 紐西蘭主要乳製品產量 (千噸/年) 

年度 

液態乳 

(liquid 

milk) 

起司 

(Cheese) 

奶油 

(Butter) 

脫脂奶粉 

(skim milk 

powder) 

全脂奶粉 

(whole milk 

powder) 

2018 515 370 550 410 1,450 

2019 520 365 525 375 1,490 

2020 525 350 500 362 1,570 

2021 530 390 470 330 1,615 

2022 535 385 485 355 1,600 

資料來源：CLAL.it: New Zealand: dairy sector 之統計資料138 

 
137  Lewis Evans, Structural Reform: the Dairy Industry in New Zealand , APEC High 

Level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Reform 2004.  
138  紐西蘭的乳製品產業季節為每年 6 月 1 日至隔年 5 月 31 日(Dairy Season: 

June 1st - May 31th)，本表格中的 2022 年係統計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之資

料。參考  https://www.c lal.it/en/?section=stat_newzealand ( 最後瀏覽日：

202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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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乳品相關之競爭政策與法律規範 

 紐西蘭的競爭法規體系，主要係包括1986年商業法(Commerce Act 

1986)、1986年公平交易法(Fair Trading Act 1986)。除此之外，針對個別產

業的競爭狀態，紐西蘭政府亦有制定相關的產業競爭規範，較重要者如：

2001年乳品產業重整法(The Dairy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ct 2001)、2001年

通訊法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2001) 、 2010 年電力產業法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Act 2010)等，此等法規乃就產業之發展歷程與特性單獨

訂立專法，優先適用於商業法及公平交易法。以下就乳品產業相關之競爭

法規範加以介紹。 

(一) 1986年商業法 (Commerce Act 1986)139 

 紐西蘭境內主要的競爭法規範係指 1986 年的商業法 (Commerce Act 

1986)，該法禁止限制競爭的行為，包括：「實質減損競爭之限制交易行為」

以及「禁止事業結合後產生減損市場競爭之效果」。商業法的主要立法目的

係「鼓勵市場競爭以使得紐西蘭消費者獲得長期經濟福利」。 

商業法提供了一般競爭法的架構，促進市場上的競爭行為與結構，故

適用於所有行業。簡言之，商業法第 27 節禁止一切實質減損競爭之契約、

協議、或合意，包括第 29 節中對於上述契約、協議、或合意中納入限制競

爭的排他性條款；第 30 節規定禁止競爭者間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價格之

聯合行為；第 36 節規定，禁止擁有市場控制力量者，以限制其他競爭者進

入該市場、阻礙其他競爭者參與競爭、或以消除市場上競爭者為目的之濫

用市場地位的行為；第 37 節與第 38 節則禁止供應商維持轉售價格等限制

競爭態樣。 

商業法上比較特別之處為第四章規定「受管制的商品與服務」，倘若市

場缺乏競爭或一般競爭法規範無效時，紐西蘭總理可依商業部長之建議，

 
139  Commerce Act 1986 (Version as at 30 June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legis 

lation.govt.nz/act/public/1986/0005/latest/DLM87623.html.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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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該市場之商品或服務予以「價格管制」。以目前而言，紐西蘭政府有鑑

於乳製品業、通訊、電力三大產業部門的市場特殊性與複雜性，該產業競

爭狀態無法直接以商業法中的一般競爭法條文進行規範，需有不同的規範，

故針對上述產業進行特別立法規範監督與管理，其中乳製品業與通訊業即

另立專法，而電力產業則以新增章節的部分納入商業法中。然而，特定產

業法規之立法目的與商業法一致，都以鼓勵市場競爭為基本方向。140 

(二) 1986年公平交易法 (Fair Trading Act 1986) 

 紐西蘭1986年公平交易法 (Fair Trading Act 1986) 主要之立法目的與

商業法相同，都是為了鼓勵競爭、維持公平交易、並確保消費者在購買商

品或服務之前獲得正確資訊，而該法主要亦整合過去紐西蘭對於欺罔行為、

顯失公平行為、保障產品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以及以不正當方式進行交易

等之相關法律。任何企業若有誤導或欺騙消費者之行為皆違反公平法。同

時，該法並要求企業必須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正確資訊，且不得對消費者隱

瞞重要訊息。簡言之，1986年公平法係針對紐西蘭境內之一般商品與服務

提供消費者保護的基本立法。141 值得注意者，1986年公平法之主管機關與

商業法相同，都是紐西蘭商業委員會，而公平法亦包含消費資訊、產品安

全、服務安全、行政救濟等規定，屬於消費者保護法之一部分。比較該法

與我國之公平交易法，除體系上不盡相同外；法規內容中亦僅有少數關於

多層次傳銷、欺罔顯失公平、不實廣告等規定較為相同。142 當然，在一般

性的消費者保護規範上，1986年公平法亦可適用於乳製品產業。 

 
140  APEC Competition Policy and Law Database, New Zealand’s Competition Law: 

Questions and Answers , available at: https://www.apeccp.org.tw/htdocs/doc/Ne 

wZealand/QA/nzqa01.html.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41  Fair Trading Act 1986 (Version as at 5 Ma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legislat ion.govt.nz/act/public/1986/0121/latest/DLM96439.html .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42  吳丁宏，簡介一九八六年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季刊，第 6 卷第 3 期，1998

年 7 月，頁 1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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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01年乳品產業重整法 (Dairy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ct 2001)143 

 紐西蘭為了改善長期小農合作社的經營模式，並加強拓展海外市場銷

售，於 2001 年頒布乳品產業重整法 (Dairy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ct 2001，

簡稱 DIRA)，為乳製品業提供市場結構重整的法制基礎，DIRA 係基於 1986

年商業法之授權而制定，最重要的立法目的乃將 New Zealand Co-operative 

Dairy Company Ltd. 與 Kiwi Co-operative Dairies Ltd. 等紐西蘭境內最大的

二家乳品合作社與 NZDB 進行合併，新成立一家大型企業 Fonterra Co-

operative Group Limited (Fonterra，又稱為恆天然集團)。Fonterra 不但合併

二家最大的乳品合作社，同時也接受原本隸屬於 NZDB 之絕大部分資產及

股權，其中更包括以往 NZDB 的「出口壟斷」(export monopoly) 權以及將

大多數的乳製品出口商併入其集團內。然而，為了使 Fonterra 在紐西蘭乳

製品產業中擁有實質市場地位及壟斷之合法權力，DIRA 提供某種防衛措

施  (safeguards measure) 及 賦 予 紐 西 蘭 商 業 委 員 會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 額外的法律授權、監督與執法角色。144  

商業委員會將受理與 Fonterra 產生爭議的對造 (現已存在或潛在的利

害關係人) 所提出的申訴案，由於 Fonterra 主要係以合作社方式為精神所

成立之公司，因此，酪農與生乳供應商等皆為其股東，若產生乳品產業鏈

供需價格或數量爭議時，非逕循一般公司治理或司法途徑解決。另外，

DIRA 也提供商業委員會其他的法定職權，包括：與生乳供應及價格相關

的議定程序、以及解決乳品產業供需的爭端問題。商業委員會得依職權進

行針對乳製品業的監督 (如生乳收購價格或鮮乳市場價格)，145  或藉由利

害關係人作為聲索方，對 Fonterra 違反 DIRA 之法規或條件提出之異議，

 
143  Dairy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ct 2001 (Version as at 28 October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01/0051/laest/DLM06751.html.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44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s://comcom.govt.nz 

/regulated-industries/dairy.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45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 Our approach to the milk price manual 

and milk price calculation reviews , available at: https://comcom.govt.nz/regulate 

d-industries/dairy/milk-price-manual-and-calculation/our-approach-to-the-milk 

-price-manual-and-milk-pri ce-calculation-reviews.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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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限制競爭與商業行為之調查。146 然而，DIRA 雖承認 Fonterra 之獨特

市場地位以及出口貿易權，但也於法規中也保障「新合作社」參與市場競

爭的機會，以避免 Fonterra 濫用市場地位而排除市場上的新競爭者。147 

由於紐西蘭政府於 2001 年制定 DIRA 專法，以該法規範境內乳製品產

業，以及特別針對 Fonterra 加以管理，其中 DIRA 賦予商業委員會最重要

的一項監督工作即為定期發布公開報告，檢視 Fonterra 針對乳品價格的計

算與決策過程，以確保 Fonterra 在追求乳製品營運利潤與效率的過程中，

能與購買酪農生乳的市場競爭維持一致性。商業委員會通常在乳製品生產

季節 (dairy season) 中進行二個不同層次的監督機制。 

首先，第一階段將審查 Fonterra 公司製作的「乳品價格手冊」(milk price 

manual)，手冊中包含該公司據以計算「基礎乳價」(base milk price) 的特定

公式或方法，此價格又稱為「農場交貨價格」(farm gate price)，148 係所有

乳製產品的最基本乳源定價。此階段的審查過程乃基於 DIRA 之規定，檢

視 Fonterra 公司「乳品價格手冊」所研擬的營運計畫，必須依照乳品價格

監督機制中對於提升效率與符合競爭性的要求。 

其次，第二階段為每年定期審查 Fonterra 公司在每個乳品生產季節所

 
146  Gabriel Castañeda, Damian Collins, Paul S. Crampton, Ronan P. Harty, Andrew 

M. Peterson, Andrew Matthews, Ezekiel Solomon & Eric J. Stock, “ International 

Legal Developments in Review: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36 Int’l Law. 287, 301-

302 (Summer, 2002). 
147  DIRA 2001, Art.71.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The intention of this subpart 

(Regulation of dairy markets and obligations of new co-op) is to promote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a)independent processors must be able to obtain raw milk, 

and other dairy goods and services, necessary for them to compete in dairy 

markets; (b)new co-op must accept applications by new entrants and 

shareholding farmers to supply it with milk, as shareholding farmers; (c)new co-

op must not discriminate between new entrants and shareholding farmers whose 

circumstances are the same; (c)shareholding farmers who withdraw from new co -

op, and cease or reduce supply, must receive thei r capital in new co-op without 

unreasonable delay; (d)the amount per unit of milk production paid, at a time, to 

new co-op to become a shareholding farmer must be the same as the amount per 

unit of milk production received, at the same time, from new co -op by a 

shareholding farmer who withdraws from new co-op.” 
148  農場交貨價格 (farm gate price): the amount farmers should receive for each 

kilogram of milk sol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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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制定的「基礎乳價」是否合理，檢視之內容包括該價格是否與 Fonterra

有效提升其生產營運效率與產銷競爭而衍生的成本與營收相當。值得注意

者，在 DIRA 賦予商業委員會的價格監督機制中，政府僅針對「基礎乳價」

(農場交貨價格) 進行審查，至於乳製品零售價格、以及上下游產業鏈中的

價格均在所不問。149 

(四) 商業委員會之職掌與「基礎乳價」之定價問題 

紐西蘭商業委員會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簡稱 NZCC) 

是紐西蘭政府機構中負責執行與促進該國市場競爭之主管機關，並禁止貿

易商的誤導和詐欺行為。NZCC 是一個獨立的準司法機構，根據 1986 年

商業法成立。該法的目的是促進紐西蘭之市場競爭、禁止限制競爭行為、

以及併購企業股份或資產時，導致市場競爭大幅減少的行為。NZCC 除為

競爭主管機關外，同時亦有保護消費者、提供清晰準確透明訊息、減少市

場不實訊息與廣告等之職責。紐西蘭乳製品產業已由公司化經營，且由於

紐國政府係採取低度監管之模式，因此，僅在影響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

受損、或有食品安全疑慮時，政府才會介入管理。 

由於紐西蘭的「基礎乳價」之定價問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程序，即使

商業委員會依農場供應、加工廠供應、批發以及零售等 4 個層次進行乳品

價格之審查，但商業委員會卻無法在商業法及 DIRA 之規定下進行價格的

干預。2011 年時，引起紐西蘭境內相當大的爭議，消費者並非要求乳品價

格降價，而是要求「基礎乳價」之定價過程應該更透明化，因此，在修正

案中，NZCC 依法將於每個「乳季」(dairy season) 結束後150，審查恆天然

對牛奶基礎價格的設定 151，審查項目包括兩個重點：(1)於每個乳季開始

後，審查恆天然計算該季節基礎生乳價格之方法；(2)於每個乳季結束後，

 
149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 Milk price manual, available at: 

https://com com.govt.nz/regulated-industries/dairy/milk-price-manual-and-

calculation/milk-pri ce-manual. (Last visited July 14, 2022). 
150  同前註，該手冊中提及，紐西蘭乳季從每年 6 月 1 日起至隔年 5 月 31 日止。  
151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 Our approach to reviewing Fonterra’s 

Milk Price Manual and base milk price calculation , Project no. 16.03/44926 (Jul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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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恆天然對基礎生乳價格之計算結果是否合理。在 NZCC 審查後即公布

完整年度報告，作為基礎生乳價格透明化之重要機制。152 

三、 乳品產業涉及競爭法之案件 

在全球乳品市場中前二大國 (美國與紐西蘭) 間曾為乳品貿易產生糾

紛。主要係美國乳製品業者指控紐西蘭政府給予 Fonterra 特別權利，DIRA

豁免該公司不受國家競爭法規範，導致 Fonterra 近乎壟斷市場，對其國內

乳品業者及國外競爭者產生不公平之競爭，嚴重扭曲國際乳品貿易市場。

紐西蘭則反駁表示，Fonterra 公司成立時收購 96%之紐西蘭總生乳產量，

目前已降低至84%。此外，Fonterra 成立時，NZCC 強制要求 Fonterra 有義

務收購任何有意願販賣銷售之紐西蘭酪農的牛乳，並且必須提供部分收購

的牛乳給其他競爭之牛乳加工業者。目前 Fonterra 約提供5%牛乳給其他

競爭之牛乳加工業者。惟美國乳製品業者認為，此類措施仍嫌不足。Fonterra

公司則反控美國乳製品產業接受政府價格支持計畫補貼，並且享有排除於

反托拉斯法之權利。153 但是否能逕行認定 Fonterra 公司為一間「政府控制

企業」(State Owned Enterprises，簡稱 SOE)，則容有疑問。154 本案雖非紐

西蘭或美國國內之執法案件，但係於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談判時，兩國

針對乳品產業進出口貿易影響競爭市場的爭議，值得台灣作為參考。 

  

 
152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 Review of Fonterra’s 2021/22 base milk 

price calculation:Dairy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ct 2001 (Final Report) , Project 

no. 16.03/45481 (Sept, 2022). 
153  參閱林麗芳，美國 TPP 談判乳製品市場開放議題研析，農政與農情，第 239

期，2012 年 5 月。  
154 「政府控制事業」(State Owned Enterprises)，依據 CPTPP 第 17 章之定義，係

將 SOE 定義為主要從事於商業活動之企業，而且締約方政府： (1)直接擁有  

50%以上股份資本 (share capital)；(2)透過所有權權益 (ownership interests)，

控制 50%以上投票權；或有權任命過半數董事會 (或同等管理機構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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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一、 乳品產業發展概況 

(一) 供需概況與市場結構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在令和4年（2022年）7月所公布之數據可知，近

年來生乳生產量雖呈現逐漸減少之趨勢，惟在2019年度轉為產量增加。在

2021年度日本全國生乳總生產量為764.7萬公噸，其中北海道地區產量達

431.1萬公噸，約占約56.3%，北海道以外之其他地區（都府縣）生乳生產

量則為333.5萬公噸，更是暌違8年呈現增加趨勢。生乳主要係供牛乳類與

鮮乳油、脫脂奶粉、奶油、起司等乳製品所用，其中以包括鮮乳、發酵乳、

加工乳及成分調整牛乳在內之牛乳類為最大宗，占52.2%；脫脂奶粉及奶

油次之，占24.3%。至於需求面，在牛乳類在2020年度之人均年度消費量為

25.3公升，乳製品當中起司則為2.7公升155。牛奶在2021年之總出口金額為

17.65億日圓，最主要之出口國分別為香港（69.83%）、新加坡（14.00%）

及台灣（11.56%）；嬰兒配方乳粉在2021年總出口金額為132.7億日圓，最

主要之出口國分別為越南（69.75%）、香港（9.21%）及台灣（9.08%）156。 

就影響供需之因素而言，尚有乳製品之進口值得關注。考量生乳係每

天都進行生產且具有易於腐敗不易儲存之特性，故須將日本國內生產之生

乳再區分用於飲用牛乳之生乳與用於乳製品加工之生乳，前者毋須與進口

之乳製品進行競爭，市場交易價格亦普遍高於生產成本；後者須進行加工

以俾保存，且因其所製成之日本國產乳製品與進口乳製品157  進行價格競

 
155  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lin/attach/pdf 

/index-16.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156  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kokusai/attach/ 

pdf/ index-10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出口各國之百分比係本研究

根據網站資料自行計算  
157  以令和 2 年度(2020 年)為例，進口乳製品達到 499 萬公噸，其主要進口國分

別係紐西蘭 (112 萬公噸)、澳洲(100 萬公噸 )、美國 (50 萬公噸)及歐盟 (178 萬

公噸)。參見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li 

n/attach/pdf/index-31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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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導致市場交易價格普遍低於生產成本，故採取以用於乳製品加工之生乳

為對象進行補貼之制度（詳後述）158以求日本國內生乳供需與酪農經營之

安定。又，因乳製品當中之脫脂奶粉及奶油再用於生產幾乎所有乳製品、

其日本國內乳製品與進口乳製品之間具高度價差且在品質方面不易區隔

化，倘隨意進口乳製品將對日本國內整體乳製品有造成不利影響之虞，故

須就進口乳製品其種類、數量、進口季節進行選擇及調整，以求儘可能降

低對日本國內供需之影響159。 

至於整體市場結構，依據日本業界動向調查網站160在2020年至2021年

之數據可知，目前乳製品產業前四大公司分別為森永乳業公司（30.1%）、

雪印牛奶公司（28.9%）、養樂多公司（20.1%）、與明治公司（17.1%）161。

依前揭數據可知，亦是屬於寡占市場之結構。 

另外就嬰兒配方乳粉市場，日本國內較知名之品牌，除包括前揭森永

乳業公司、雪印牛奶公司、明治公司與養樂多公司以外，尚有和光堂等，

惟囿於市占率之相關數據資料難以取得，故實難以確定目前該市場之結構

是否亦屬寡占結構，併此說明。 

(二)  產業流通體系 

由於生乳與其他農產品、畜產品之間具有不易貯藏與加工產品種類眾

多等相異處，故生乳所製成之加工乳製品，除奶油或脫脂奶粉以外，多數

均須加以冷藏或冷凍。相較於其他食品，因生乳具有保存期限較短之特徵，

故有就生乳供需加以調整之必要。另一方面，由於生產生乳之酪農者眾而

 
158  原文為「加工原料乳生産者補給金制度」。詳參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 

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kakou.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159  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lin/attach/pdf 

/in dex-310.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160  業界動向調查網站為一民間調查機構（網址為：https://gyokai-search.com），

其數據來源為上市公司之財務報表，在市占率之計算上因無法涵蓋非屬上市

公司之數據，故與實際市占率之間將有一定程度之誤差，合先述明。  
161  日本業界動向調查網站，https://gyokai-search.com/3-nyuu.html，最後瀏覽日：

2022/7/15。惟應注意該市占率係以各公司總銷售金額計算，然各公司之該數

據非僅限於牛乳及乳製品。  

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kakou.html
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kakou.html
https://gyokai-search.com/
https://gyokai-search.com/3-nyu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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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加工業者寡，故酪農先天上在價格交涉上處於弱勢立場。有鑑於此，

日本長期採取由「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對生乳進行「單一集貨多元販售（原

文：一元集荷多元販売）」之「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制度以強化酪農之議價

能力162。指定生乳生產團體除強化酪農面對乳品加工業者之議價能力外，

其他尚具有協助向生產加工用生乳之酪農交付補助金163、由指定生乳生產

團體統合運送生乳以降低運輸成本、當出於乳製品業者之因素而無法銷售

生乳時，對生乳銷售對象進行調整以避免發生須廢棄生乳之情事等功能164。

另外，因生乳具有多種加工用途，故其價格因用途不同而有異，惟指定生

乳生產團體得將各種加工用生乳之價格經平準化（原文為：プール乳価）

後支付予酪農，再將自酪農處取得之生乳銷售予各乳品加工業者。以下將

就「指定生乳生產團體」此一制度之法源依據、制度架構與相關修法內容

加以說明。 

1. 「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制度」之法源依據與相關修法 

該制度最初之法源依據係為自1966年所公布施行之「加工原料乳生產

者補助金等暫時措施法」165（下稱「暫時措施法」），其屬於1961年所公布

施行之畜產經營安定法166（下稱「畜安法」）之特別法。暫時措施法之立法

背景係因畜安法施行後因酪農戶與乳品業者間之紛爭頻傳、乳價之決定機

制不透明等問題，日本政府為因應農產品貿易之國際化與日本國內生乳流

通之合理化而制訂之。究其立法目的，係透過生乳生產團體對生產加工用

生乳之酪農進行補貼與調控進口乳製品等方式，以謀求生乳價格形成之合

理化與牛乳、乳製品價格之安定為政策目標。暫時措施法在施行50餘年後，

 
162  小針美和，「指定生乳生産者団体制度のあり方をめぐる論点整理」，農林

金融，第 69 巻第 12 号，6（2016）。  
163  小針美和，前揭註 162，8。  
164  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lin/pdf/shitei 

_d antai.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165  加工原料乳生産者補給金等暫定措置法，昭和 40 年法律第 112 号。  
166  畜産経営の安定に関する法律，昭和 36 年法律第 1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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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日本政府為強化日本農業而推動「農業競爭力強化計畫」167，共包括

13項重點政策，其中便包括對鮮乳、乳製品之生產流通等進行改革。推動

政策之目的當中與前揭補助金制度有關者，即係認為應擴張補助對象，以

俾增加酪農出貨端之選擇，進而促進集乳上之競爭。於推行過程中，遂將

補助金制度之法源依據回歸新增於畜安法後，遂在平成29年（2017年）遭

廢止168。亦即，「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制度」在前揭修法後之現行法源依據已

為畜安法。 

2. 「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制度」之內容與生乳通路 

在暫時措施法最初之施行期間，在日本全國之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共有

47間（即在都道府縣各地方行政機關均指定1間），後在2001年4月就暫時措

施法進行修法，將指定生乳團體之數量縮減至10間。在修法後目前日本全

國之指定生乳生產團體仍為暫時措施法時期之10間169，除沖繩縣酪農農業

協同組合以外，多屬日本全國性區域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170。 

在暫時措施法施行期間，依該法第5條與第6條第1項規定可知，所謂

「指定生乳生產團體」係指欲在以一或二以上之都道府縣區域為單位之區

域內受指定之生乳生產團體，得向各該都道府縣知事（申請相關區域未超

過單一都道府縣之行政區域時）或向農林水產大臣申請為指定生乳生產團

 
167  原文為「農業競争力強化プログラム」，詳參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 s://ww 

w.maff.go.jp/j/kanbo/nougyo_kyousou_ryoku/attach/pdf/index -1.pdf，最後瀏覽

日期：2022/11/5。  
168  農林水産省告示第 2081 号。  
169  天野英二郎，加工原料乳生産者補給金制度、50 年ぶりの改革―畜産経営安

定法等の一部改正―，立法と調査，第 392 期，51（2017）。  
170  此處所謂「日本全國性區域」係指北海道、東北、關東、北陸、東海、近畿、

中國、四國、九州等大範圍之行政區域，而不限於單一都道府縣。該 10 間全

國性區域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分別為ホクレン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東

北生乳販売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関東生乳販売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北陸

酪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東海酪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近畿生乳販売農業協

同組合連合会、中国生乳販売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四国生乳販売農業協同

組合連合会、九州生乳販売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沖縄県酪農農業協同組合。

關於各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其各自指定相關之區域，參見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

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kako u.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2/7/15。  

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kako%20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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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獨立行政法人農畜產業振興機構171將在預算範圍內，對由都道府縣知

事或農林水產大臣所指定之生乳生產團體，得就其所為之受託生乳販售相

關之加工用生乳，予以補貼。其中受託生乳販售係指受託將生乳販售或受

託處理或加工生乳並販售與該處理或加工相關之鮮乳或乳製品之業務，以

及尚包括對以日本全國性區域為地區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或他人（須該

生乳生產團體為其直接或間接之成員）為上述委託之情形。 

在修法後，依據畜安法第2條第4項第1款第1目及第2目可知，該法中所

謂「指定業者」包括從事「受託生乳販售」業務或「收購生乳販售」業務

之業者。新法下就「受託生乳販售」之定義進行些微修正，係指受託將生

乳販售予乳品業者又或受託加工生乳並販售該加工乳製品之業務，以及若

係由生乳生產團體（須係由生乳之生產者即酪農為直接或間接成員之農業

協同組合或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進行前揭業務時，包括對以日本全國性

區域為地區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須該生乳生產團體為其直接或間接之

成員）為上述委託之情形。另外，「受託生乳販售」則係指將收購之生乳販

售予乳品業者又或對該收購之生乳為加工並販售其加工乳製品之業務，具

體來說多為生乳批發業者。而前揭指定業者若為生乳生產團體者，即為「指

定生乳生產團體」。 

由上述條文內容可知在現行畜安法下，指定生乳生產團體須為農業協

同組合或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而農業協同組合或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內

又須有身為酪農之成員，惟並非該農業協同組合或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之

成員均為酪農。以北海道之ホクレン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為例，在令和4年

3月底其成員共1806人當中，屬於酪農畜產類別者為330人，其他尚包括穀

物、農產、甜菜相關等不同類別172。 

 
171  原文為「農畜産業振興機構」，其係日本政府基於独立行政法人農畜産業振

興機構法（平成十四年法律第百二十六号）所設置，以有效執行國家農業畜

產相關政策（例如農產品畜牧產品生產者之安定經營、供需調控、穩定價格、

天災或疫病應對等）為目的之獨立行政法人。詳參農畜產業振興機構網站，

https://www.alic.go.jp/ content/001169933.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172  ホクレン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網站，https://www.hokuren.or.jp/about/chart/，

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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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之圖3-7、圖3-8，則分別就日本生乳通路概況在畜安法修法前後

之變化173進行說明。從圖3-7與圖3-8可知，首先無論在暫時措施法施行期

間或現行畜安法施行下，均有未透過指定生乳生產團體而直接將生乳售予

乳品業者之酪農，然而在暫時措施法施行時，此類酪農除無法受到補貼以

外，多難以負擔生乳供需之調整，最終只能轉為透過指定生乳生產團體或

生乳批發業者與乳品業者進行交易。在1980年代之受託生乳比例為94-95%，

到2010年代後半時微幅增加至97%174。從前揭數據上可觀察到縱於畜安法

修法後，生乳通路機制實際上並無明顯變化。惟近年來，亦有酪農為求在

產品品質上之差異化，不透過指定生乳生產團體而逕向乳品業者直接交易

者存在175。此外，無論修法前後，指定生乳生產團體所為之受託生乳販售

業務當中均包含對全國性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之委託。是以，在圖3-8中未

見圖3-7所有之全國聯合會，僅係因圖3-8欲強調者為修法後依畜安法第2條

第4項第1款之指定業者之涵蓋範圍較修法前之原指定生乳生產團體為廣

此點，併此說明。 

 

圖3-7：日本暫時措施法時期之生乳通路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翻譯） 

 
173   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attach/pdf/h 

ourei_etc-26.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174  矢坂雅充，「生乳市場の変容と指定団体の組織・機能をめぐる課題」，農

業研究，第 34 号，167（2021）。  
175  八木宏典，図解知識ゼロからの畜産入門，1 版，家の光協会，140-14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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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日本畜安法修法後之生乳通路（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本研究翻譯） 

 

圖3-9：日本生乳通路示意圖（資料來源：一般社団法人 J ミルク，本研究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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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9則係就「單一集貨多元販售」之運作模式176 進行說明。如前所

述，由於指定生乳生產團體與乳品業者生乳之交易型態多元，包括飲用之

鮮乳以及鮮乳油、起司等加工乳製品，故生乳作為原料之價格依使用面向

不同而會有所差異。在此前提下，為求緩和地理條件對酪農之影響，並確

保各酪農間之公平性177，各指定生乳生產團體支付給酪農之金額為平準化

乳價乘上各酪農之實際交易量。至於平準化乳價如何計算，則係乳品業者

就其購入各種用途之生乳所支付之金額加上政府補助，再扣除相關費用

（包括指定生乳生產團體為共同販售生乳之經費、生乳檢查費、集乳與運

送費用等）除以特定月份之總交易數量後所算出之加權平均單價。因此，

屬於同一指定生乳生產團體之酪農，基本上均將使用相同之平準化乳價，

惟實際上仍將因出貨時生乳之乳成分不同而會有些許差異，故實際計算支

付給酪農金額之乳價（又稱「綜合乳價」），即係以平準化乳價為基準後再

為調整者。另外，各指定團體亦會透過其發行物，揭示從乳品業者處所收

受之金額、來自行政機關之補助金額與相關費用，以求確保乳價計算上之

透明性178。 

    至於乳品業者支付生乳貨款予指定生乳生產團體時之乳價，則係由雙

方合意定之，其議價過程被稱為「乳價交涉」，會綜合考量到生乳供給之情

形、市場趨勢、經濟環境、乳品業者與酪農之經營狀況等要因179。以關東

地區為例，在2022年7月關東地區（包括東京都與鄰近之8個縣）之指定生

乳生產團體關東生乳販售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與雪印公司、明治公司、森

 
176   一般社団法人 J ミルク網頁，https://www.j-milk.jp/news/h4ogb40000006jx5-

at t/h4ogb40000006jyw.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1/28。  
177  北海道農業協同組合中央会網站，https://www.ja-hokkaido.jp/mana ger/wp-

content/uploads/2016/10/5033fb86f7e324ad3cdc0a59d45e8c50.pdf ，最後瀏覽

日期：2022/11/05。  
178  農畜產業振興機構網站，https://lin.alic.go.jp/alic/month/domefore/214/ar/spe- 

02.htm，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179  日本乳業協會網站， https://www.nyukyou.jp/support/farming/index03.html# : 

~:text=%E4%B9%B3%E4%BE%A1%E3%81%AF%E3%80%81%E4%B9%B3%

E6%A5%AD%E3%83%A1%E3%83%BC%E3%82%AB%E3%83%BC%E3%81

%A8,%E3%81%97%E3%81%A6%E8%A1%8C%E3%82%8F%E3%82%8C%E3

%81%BE%E 3%81%99%E3%80%82，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https://www.nyukyou.jp/support/farming/index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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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乳業等達成合意，將製作鮮乳用之每公斤生乳價格調漲10日圓後，達每

公斤約130日圓180。一般而言，乳價基本上係每年決定181，而少見在會計年

度中途進行調整。本次乳價交涉之背景係因占酪農經營成本4到6成之飼料

費中，屬於其主要原物料之玉米受俄烏戰爭波及而大幅上漲，加上日幣持

續貶值導致2022年5月時點之飼料價格相較於前一次調漲乳價2019年4月

時已上漲達3成182。 

    綜上可知，日本乳品業者收購生乳之價格原則上係透過市場機制由指

定生乳生產團體與各乳品業者間經協商後決定，且由於雙方市場力量差異

不大，故相對來說較不致於發生濫用市場地位此類競爭法上之問題。惟在

另一方面，指定生乳生產團體與單一酪農間之交易，由於雙方市場力量差

異較大，故雙方之間較可能衍生競爭法問題範圍較廣（詳後述）。 

3. 透過「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制度」所進行之補貼政策 

    在暫時措施法施行期間，最初在日本全國之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共有47

間（即在都道府縣各地方行政機關均指定1間），而其受到補貼之補助金計

算，係採取就生乳加工保證價格（即確保酪農願意持續生產之價格）與基

準交易價格（乳品業者可能支付之乳價）間差額補助之方式183。有論者指

出當時之制度特徵即係由國家介入市場以達成對乳製品供需之控制，並透

 
180  北海道地區之指定生乳產團體ホクレン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亦在 2022 年 8

月與 15 間中大型乳品業者間達成相同之合意，即製作鮮乳用之每公斤生乳

價格調漲 10 日圓後，達到每公斤約 130 日圓。日本經濟新聞網站，https://www. 

nikkei.co m/article/DGXZQOFC044DE0U2A800C2000000/，最後瀏覽日期：

2022/11/05。若以 2022 年 8 月 1 日台灣銀行之日圓即期匯率（1 台幣可換

0.2282 日圓）計算，大約相當於新台幣 29.66 元。相較於農委會在今年 5 月

之農業公報中所述「基礎乳價維持平均每公斤 26.1 元，惟乳廠平均收購價格

由 100 年每公斤 27.4 元逐年上升至每公斤 34.6 元」，或可認我國乳品業者

之平均收購價格確實較日本為高。農委會前揭農業公報，參見前揭註 37。  
181  因日本會計年度係從每年四月開始起算至隔年三月，故一般來說會在每年三

月結束前決定次年度所適用之乳價。  
182  日本經濟新聞網站，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62764030Q2A72 

0C2 Q M8000/，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183  鈴木宣弘，加工原料乳不足払い制度の機能と乳価引き下げの影響，農業総

合研究，第 43 巻第 2 号，4-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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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前揭政策性價格之設定以確保安定並持續生產鮮乳及乳製品184；後在

2001年4月就暫時措施法進行修法，除將指定生乳團體之數量縮減至10間

外，並將補助方式調整為補貼固定金額185。 

    在將補助金制度之法源自暫時措施法移轉至由農林水產省所主管之

畜安法後，在維持前揭「單一集貨多元販售」之架構下，將對生產者補助

金之補貼對象從過去之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外，擴大及於圖3-8中畜安法第2

條第4項第2款之直接將生乳銷售予乳品業者之業者以及同法同條項第3款

自行加工銷售乳製品之業者。程序186上前揭業者須向農林水產省提出記載

有用於各種加工乳製品之生乳其逐月預定銷售數量與金額之年度銷售計

畫並檢附與乳品業者間所締結之年度契約，經審查該計畫內容是否符合基

於加工用途需求而屬於穩定之交易等基準後，計算出得受補助之生乳數量

再通知前揭業者，再由前揭業者向農林水產省逐月、逐季報告實際銷售數

量、銷售價格及成本，經農林水產省判斷確屬用於加工之生乳數量後，將

該數量通知獨立行政法人農畜產業振興機構187，並由其將依前揭數量乘上

補助單價188後所計算出之補助金發放予前揭業者。 

 
184   清水池義治，不足払い制度と用途別乳価の現代的意義，中酪情報，第 523

期，2（2009）。  
185  依據東京大學鈴木宣弘教授在農業協同組合新聞專欄之說明可知，補貼金

額 約 為 每 公 斤 生 乳 10 日 圓 左 右 。 參 見 農 業 協 同 組 合 新 聞 網 站 ，

https://www.jacom.or.jp/column/2018/02/180223-34697.php，最後瀏覽日期：

2022/11/05。  
186  相關程序細節，詳參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 

/gyunyu/attach/pdf/hourei_etc-26.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187  原文為「農畜産業振興機構」，其係日本政府基於独立行政法人農畜産業

振興機構法（平成十四年法律第百二十六号）所設置，以有效執行國家農

業畜產相關政策（例如農產品畜牧產品生產者之安定經營、供需調控、穩

定價格、天災或疫病應對等）為目的之獨立行政法人。詳參農畜產業振興

機構網站，https://www.alic.go.jp/content/001169933.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2/11/05。  
188  令和 4 年度（2022 年）之補助單價為每公斤生乳 8.26 日圓。日本農林水產

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gyunyu/new_kakou.html，最後瀏

覽日期：2022/11/05。至於補助單價之計算，則是由前一年度補助單價乘上

每 公 斤 生 乳 生 產 成 本 之 變 動 率 後 得 出 。 詳 參 日 本 農 林 水 產 省 網 站 ，

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kikaku/tikusan_sogo/attach/pdf/kakaku -2.p 

df，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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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主管機關概述 

1. 產業主管機關 

在日本，牛乳及乳製品係屬於畜產物，故其主管機關為畜產局，其上

級主管機關則為農林水產省。畜產局之設立目的係為謀求安全且安定地供

給牛乳、肉類等畜產物以及畜產農家經營之安定與健全發展，而綜合性推

動生產、通路與消費之中長期政策189。而在農林水產省所主管之法規當中

與乳製品較具關係者應屬畜安法190與農業協同組合法191（下稱「農協法」）。  

同時，日本農林水產省為確保乳品產業整體發展，避免酪農、乳品業

者與下游通路業者因對由其所主管之畜安法、農協法、以及對由日本公平

交易委員會（詳後述）所主管之獨占禁止法192 之認識不足或縱有認識但未

能適當遵法，爰針對生乳相關交易與乳製品相關交易，分別訂定有「生乳

之正當交易推動指引193（下稱「生乳正當交易指引」）」與「食品製造業．

零售業之正當交易推動指引～牛乳．乳製品製造業194（下稱「乳製品製造

業正當交易指引」）」亦值得吾人參考。（詳後述） 

2. 消費者保護機關 

日本之消費者保護機關為內閣府所轄之消費者廳195。依據消費者廳及

 
189  日本農林水產省，https://www.maff.go.jp/j/chikusan/kikaku/l in/l_tiku_ipan/nde 

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190  如前揭生乳生產業者之補貼（第 4 條至第 16 條）以及乳製品之進口（第 17

條至第 21 條）等均設有相關規定。  
191  農業協同組合法，昭和 22 年法律第 132 号。  
192  相當於我國公平法中限制競爭相關規定。  
193  原文為：「生乳の適正取引推進ガイドライン」。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

https://ww w.maff.go.jp/j/chikusan/gyunyu/lin/attach/pdf/seinyutorihiki -5.pdf ，

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194  原文為：「食品製造業．小売業的適正取引推進ガイドライン～牛乳．乳製

品製造業）」。日本農林水產省網站，https://www.maff.go.jp/j/shokusan/kikaku/ 

attac h/pdf/tekiseitorihiki-26.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195  日本消費者廳網站，https://www.caa.go.jp/about_us/about/main_function/，最

後瀏覽日期：2022/7/15。  

https://www.caa.go.jp/about_us/about/main_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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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設置法196第3條第1項可知，消費者廳係依循消費者基本法197

第2條所規定之尊重消費者權利、支持其自立與其他基本理念，為實現消費

者得安心且安全地度過富饒消費生活之社會，而以處理與保護並增進消費

者利益、確保商品及服務之消費者其自主且合理之選擇、與消費生活密切

相關物資其品質表示等相關事務為其任務。在消費者廳所主管之法令當中，

與乳製品較具有關連者，則包括食品表示法198、食品表示基準、景品表示

法199。另外雖非直接由消費者廳所主管，惟基於景品表示法第31條規定，

須經公取委員會與消費者廳長官認定之飲用乳表示之公正競爭規約（原文

為：「飲用乳の公正競争規約」）及其施行規則，則係業者或業者團體就表

示或贈品等事項自主設置之業界規定200。 

3. 嬰兒配方乳粉之主管機關 

  在日本，嬰兒配方奶雖屬畜產加工品，惟其實非屬最主要之主管機關。

若從嬰兒配方奶之成分等規格之角度出發，則其主管機關應係厚生勞動省

（原文：「厚生労働省」）。蓋其成分等規格須符合依據厚生勞動省所主管之

食品衛生法所授權訂定之「乳以及乳製品之成分規格相關省令201」、「食品、

添加物等規格基準202」。以嬰兒奶粉為例，即屬於前揭省令第2條第38款所

規定之「調製粉乳」；若係嬰兒配方液態奶，則為同條第30款之「調製液狀

乳」。此外，日本食品衛生法與我國食安法在嬰兒配方奶相關規定上最大不

同之處，應在於其並未禁止對嬰兒配方奶為廣告此點203。 

 
196  消費者庁及び消費者委員会設置法，平成 21 年法律第 48 号。  
197  消費者安全法，平成 21 年法律第 50 号。  
198  食品表示法，平成 25 年法律第 70 号。  
199  全文為：「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昭和 37 年法律第 134 号。

中文期刊有將其譯為「贈品與廣告法」者，參見劉姿汝，「論日本不實廣告

之規範與運用－兼論對我國法之啟示」，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

114（2019）。  
200  全国飲用牛乳公正取引協議会網站，http://www.jmftc.org/about/kiyaku.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201  乳及び乳製品の成分規格等に関する省令（昭和 26 年厚生省令第 52 号）  
202  食品、添加物等の規格基準（昭和 34 年厚生省告示第 370 号）。  

203  日本媒體於 2019 年之報導即指出「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此一倫理性

規範在日本縱遭違反，亦無相關罰則。參見ダイヤモンド雜誌網站，

http://www.jmftc.org/about/kiyak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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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由於嬰兒配方奶作為食品之一種，其用途係母乳之代用品，

依照健康增進法204第43條第1項之規定，欲在產品外觀上為屬母乳代用品

之特別表示者，須經內閣總理大臣之許可205。而健康增進法係由前揭消費

者廳所主管，故嚴格來說厚生勞動省及消費者廳應均屬嬰兒配方奶之主管

機關。 

4. 競爭法主管機關 

日本之競爭法即前揭獨占禁止法之主管機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原文：

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公取委」），其係為獨立行政機關206。公取委雖未

直接針對乳製品產業設有個別之行政規則，在其網站上可查詢之過去諮詢

案例集當中亦僅有一例直接與乳製品產業有關207，惟就前揭生乳通路中具

高度重要性之農協組合（相當於我國農會，下稱「農協」），為防範其有違

反獨占禁止法之行為，並促進農業領域中公正且自由之競爭，訂有農協活

動相關獨占禁止法上之方針208（下稱「農協方針」）。農協方針之內容主要

係就農協之何種行為態樣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疑慮並列舉出具體案例，或

 
https://diamond.jp/articles/-/219705?page=4，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另外，

WHO 在 2020 年就前揭守則國內法化之報告書 ”Marketing of breast milk 

substitutes: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de, status report 2020”

中亦指出此點。參見 WHO 網站，https://apps.who.int/iris/rest/bitstreams/12786 

35/retrieve，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204  健康増進法（平成 14 年法律第 103 号）。  
205  該項條文原文為：「販売に供する食品につき、乳児用、幼児用、妊産婦

用、病者用その他内閣府令で定める特別の用途に適する旨の表示（以下

「特別用途表示」という。）をしようとする者は、内閣総理大臣の許可

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06  日本公取委網站，https://www.jftc.go.jp/soshiki/profile/index.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22/7/15。  
207   在該案例中，係兩乳製品業者就其部分牛乳及乳製品委託尚有產能之另一

業者，在部分地區互相利用物流據點，共同購入部分包裝用材料，因僅限於

部分業務上之合作，且未就商品販售價格、銷售量等交換資訊，故公取委認

未違反獨占禁止法。詳參公取委網站，https://www.jftc.go.jp/dk/soudanjirei/h2 

5/h24nendomokuji/h24nendo0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208  原文為「農業協同組合の活動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自平成 19 年

（2007 年）起迄今已進行共 6 次之修訂，以俾追加記載未載於農協方針之問

題 行 為 。 日 本 公 取 委 網 站 ，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30 

/dec/ch ouseika/181227sannkou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 月 28 日。  

https://www.jftc.go.jp/soshiki/pro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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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訪談調查之結果認具高度實施可能性之行為中，列舉有違反獨占禁止

法疑慮者。 

獨占禁止法第22條本文209就符合該條第1款至同條第4款要件之組合

其特定行為設有排除適用規定，例如農協所為共同購入或共同販售之行為，

便無獨占禁止法之適用。蓋本條之立法意旨即係針對事業規模偏小、單獨

便無法有效進行競爭之業者，藉由事業協同而強化其競爭力，進而促進自

由與公平競爭210；惟依同條但書規定，若係使用不公平之交易方法或在特

定交易領域實質上限制競爭以致不當提高對價之際，則不得排除獨占禁止

法之適用，例如農協以事業之立場與其他農協共同就價格或數量為限制之

行為，即屬之。 

例如，公取委在平成23年（2011年）度之諮詢案例集211中，亦曾就農

協之聯合會在銷售農產品之際，對農協之交易對象就交易條件進行交涉之

行為得排除獨占禁止法適用，即是否屬於前揭同法第22條所揭得排除適用

獨占禁止法之行為進行說明。公取委認為若生產特定農產品之事業所組成

之農協（又稱單位農協，規模較小），在銷售該特定農產品時，並非直接與

欲購入該特定農產品之各加工事業（事業數量較多、規模相對較小）個別

進行議價，而係透過由數間單位農協所組成之農協聯合會統一與所有加工

事業間就交易條件進行交涉並達成農協法第10條所規定之團體協約時，則

須視前揭行為之目的以判斷其是否得排除獨占禁止法適用。亦即，考量獨

占禁止法第22條之立法目的係就基於法律所設立之組合，若其行為係以小

規模之事業或消費者間之相互扶助為目的者，方得排除獨占禁止法適用，

 
209  獨占禁止法第 22 條規定：「本法規定對於在具備以下各款所揭要件且係依

法設立之組合（包括組合之聯合會）之行為，不適用之。但在使用不公平之

交易方法或在特定交易領域實質上限制競爭以致不當提高對價時，不在此

限。一、以小規模之業者或消費者間之互助為目的。二、係任意設立且其組

合之成員得任意入會或退會。三、各組成之成員擁有平等之議決權。四、對

組合成員進行利益分配時，其分配限度係規定於法令或章程。」  
210  白石忠志、多田敏明，論点体系独占禁止法，第一法規，2 版，413（2021）。  
211  日本公取委網站，https://www.jftc.go.jp/dk/soudanjirei/h24/h23nendomokuji/ 

h23nendo13.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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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農協聯合會之前揭行為，亦須屬出於改善農協成員其經濟地位之目的者，

乃有免於適用獨占禁止法之可能。惟本件當中，由於在相關市場上單位農

協與加工事業家數眾多，個別單位農協與個別加工事業之市場力量亦未有

太大差異，故縱然僅由單位農協個別向該特定農產品之各加工事業進行交

易條件之協商，亦難謂單位農協在交涉能力上居於劣勢。此際，若逕由各

單位農協所組成之聯合會與各加工事業間就交易條件進行協商且達成團

體協約，則因有實質限制競爭之虞，故難認屬出於改善聯合會成員之單位

農協其經濟地位此一目的之行為，而不得排除獨占禁止法適用。212 

又，濫用優勢地位、獨家交易或限制轉售價格等均可能構成本條但書

所規定之情形213。就此，農協方針在平成30年（2018年）之最新修訂，即

明白指出係為增加農協對其成員不當差別待遇以及濫用優勢地位之相關

規定與具體案例214。至於若組合係與具競爭關係之他組合或他事業間為聯

合行為是否該當本條但書，學說則有認因得適用本條之組合，其設立所依

據之法規中通常均會限定列舉組合所得實施之業務，故前揭聯合行為自始

即不可能該當本條本文之「組合之行為」，更無須檢討是否有本條但書之適

用，而得適用獨占禁止法相關規定215。 

5. 分工及角色定位 

如上所述，日本乳品產業之產業主管機關、消費者保護機關、競爭法

主管機關間之分工及角色定位似非絕對之涇渭分明。農林水產省在訂定前

揭生乳正當交易指引與乳製品製造業正當交易指引時，均明確指出係參考

公取委所訂定之農協方針。此外，如在日本內閣府下所設置之推動規範改

革會議（原文：規制改革推進会議）於令和3年（2021年）6月18日所公布

 
212  日本公取委網站，https://www.jftc.go.jp/dk/noukyou/chouseika/181227noukyo 

ugl.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213  白石忠志、多田敏明，前揭註 210，416-417（2021）。  
214  日本公取委網站，https://www.jftc.go.jp/dk/noukyou/chouseika/181227noukyo 

ug l.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215   泉水文雄，独占禁止法，有斐閣，1 版，618-61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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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改革實施計畫216」當中即指出，為徹底終結禁絕農協違反獨占禁

止法之行為，農林水產省除須對農協之實際運作情形採取調查，特別是對

於酪農領域中應求避免發生濫用優勢地位或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

活動之情形而徹底進行指導約束外，亦有須與公取委及地方行政機關共同

進行合作等因應措施。嗣後推動規範改革會議在令和4年（2022年）5月27

日之答辯書中，更是具體提到在前揭畜安法修法之後，雖然已解除了制度

上之獨占，惟因指定生乳生產團體所進行之行為仍可能有違反獨占禁止法

之虞存在，令和3年（2021年）8月進行全國性之調查（作答數為6,650份）

後發現有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在對酪農出貨對象之選擇以及對乳品業者調

貨對象之選擇上有不當交易之虞之情事，究其原因則可認為係因對新導入

之生乳流通制度以及畜安法、農協法、獨占禁止法等相關法令之理解及應

對不夠充分所致，故仍有強化宣傳「生乳正當交易指引」之必要217。基此，

日本政府在令和4年（2022年）6月7日所公布之2022年度規範改革實施計畫

當中，就前揭議題之延續措施即係在農林水產省向相關事業徹底宣導「生

乳正當交易指引」、「農協方針」之同時，與公取委合作舉辦進修218 及說明

會219，以防止發生不正當之交易，並且在前揭進修及說明會中對指定生乳

生產團體及農協等組織之代表，指導其就遵守獨占禁止法等法規應如何對

外發言。此外，農林水產省亦將延續以酪農及乳品業者等事業為對象之問

卷調查，以俾掌握其對相關法規之熟悉程度與生乳交易之實際情形，而得

在必要之際對前揭指引或方針之內容進行修正220。 

 
216  日本內閣府網站，https://www8.cao.go.jp/kisei-kaikaku/kisei/publication/keika 

ku/2106 18/keikaku.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7/15。  
217  日本內閣府網站，https://www8.cao.go.jp/kisei-kaikaku/kisei/publication/opini

on/220527.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218  例 如 農 協 或 相 關 事 業 可 委 託 公 取 委 主 辦 進 修 會 。 日 本 公 取 委 網 站 ，

https://www.jf tc.go.jp/dk/noukyou/chouseika/kensyu.pdf ，  最後瀏覽日期：

2022/11/05。  
219  此係由農林水產省與公取委所共同主辦之說明會。日本農林水產省，

https://ww w.maff.go.jp/j/keiei/sosiki/kyosoka/k_dokusen/ ，最後瀏覽日期：

2022/11/05。  
220  日本內閣府網站，https://www8.cao.go.jp/kisei-kaikaku/kisei/publication/progr 

am/220607/01_program.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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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乳品產業相關行政規則 

以下將分別就前揭「農協方針」、「生乳正當交易指引」與「乳製品製

造業正當交易指引」之內容進行概要介紹。 

1. 農協方針 

農協方針係以具體案例之方式，欲彰顯農協組合聯合會或單位農協之

何種行為該當不正當之交易方法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所謂「不正當

交易方法」者，係指該當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各款規定而經同法第19條

221所禁止之行為。當中與農協方針較有關係者，包括杯葛、無正當理由在

交易條件上為差別待遇、在事業團體內部或自共同行為中杯葛他事業或無

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為差別待遇、不當廉售、限制轉售價格、搭售、獨家交

易、限制轉售價格、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與濫用優勢地位。 

2. 生乳正當交易指引 

生乳正當交易指引第1章係說明制訂指引之背景、目的與指引內容之

概要，第2章則揭示基於全國性調查或訪談所掌握之案例中，在獨占禁止法、

農協法或畜安法上可能違法之情形，並就獨占禁止法上應留意之點加以整

理。最後在第3章中說明為確立妥適之交易習慣所採取之措施。 

首先在第1章中就相關法令便論及獨占禁止法第22條之適用除外制度。

另外整理前揭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各款「不正當交易方法」相關規定當

中與生乳正當交易指引較具關連者，包括無正當理由在交易條件上為差別

待遇、搭售、獨家交易、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與濫用優勢地位。其他

相關法規尚包括農協法及畜安法。 

在第2章中所舉出之例子包括：(1)若酪農擬將其生產之全部或部分生

乳不透過其所屬農協販售（又稱為「系統外出貨」）時，遭回應若變更銷售

對象日後便無法再透過農協販售或將因此無法利用農協之其他服務（如開

拓銷售通路、提供銷售事業之相關資訊等），倘酪農因此而不得不將其生產

 
221  獨占禁止法第 19 條規定為：「事業不得採取不正當交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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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部生乳均透過其所屬農協販售，此際強制酪農將其生產之全部或一定

比例或數量以上之生乳透過農協販售之行為，將可能構成搭售、獨家交易

或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等行為。此外，若農協對系統外出貨之成員在

透過其販售時就交易條件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自亦屬前揭不正當交易

方法；(2)若酪農擬將其生產之部分生乳不透過其所屬農協販售時，被要求

支付銷售手續費或對不曾利用過之其他服務收取手續費或技術指導費等

費用時，若因此使酪農不得不將其原擬系統外出貨之全部或部分生乳改為

利用所屬農協販售時，將有構成獨家交易或濫用優勢地位之虞；(3)若乳品

業者欲從指定生乳生產團體以外之對象購入生乳時，遭該指定生乳生產團

體聲明與其交易生乳之條件即為不得自其他事業處購入生乳，抑或乳品業

者欲同時自指定生乳生產團體與他事業處增加購入生乳數量時，遭指定生

乳生產團體以與他事業增加交易量為由而減少供貨，此際指定生乳生產團

體之行為係對乳品業者自主交易自由之妨礙，且具有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而有構成無正當理由在交易條件上為差別待遇、搭售、獨家交易、

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等不正當交易方法之虞。 

3. 乳製品製造業正當交易指引 

乳製品製造業正當交易指引之制訂目的，係為促進牛乳、乳製品業者

及其零售業者對獨占禁止法以及下請法222之認識與實務上如何遵法並調

整有觸法之虞的交易慣例。乳製品製造業正當交易指引中所涉及與獨占禁

止法相關之內容，以濫用優勢地位為主，並針對乳製品製造業之業界實態，

整理出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的態樣，以下擬僅就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之設例加以說明。例如：(1)零售業者以低於進貨價格之售價銷售商品時，

乳品業者或酪農遭其他零售業者以此為由要求降低同種商品之進貨價格，

此際該他零售業者之行為即有構成濫用優勢地位之虞；(2)抑或當零售業者

 
222  原文為：「下請代金支払遅延等防止法」，其為獨占禁止法之補完法規，立

法目的主要係為禁止不當的價金給付延宕行為，縱交易未該當下請法之規範

對象，亦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可能。中文有譯為「防止承攬價金給付延宕等

行為法」者，參見黃銘傑，「中小企業公平交易法制之理念與實際」，月旦

財經法雜誌，第 17 期，11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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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正當理由要求乳品業者或酪農以顯著低於供貨成本之價格持續供貨以

致前揭業者難以持續事業活動時，則有構成不當廉售行為之虞；(3) 零售

業者在促銷檔期時要求自乳品業者之進貨價格打對折或者隨人事費用、通

路費用提高導致成本大幅增加時，卻無法在乳價交涉以外之時期調整價格

以轉嫁成本時，亦可能構成濫用優勢地位。 

(五)  乳品產業涉及競爭法之案件 

    以下將介紹日本競爭主管機關針對乳品業相關市場之查處個案，並分

析歸納違法案件類型、日本法院之判決見解，以作為我國執法之借鏡。 

1. 獨占：雪印乳業・農林中金事件223 

    雪印乳業公司與北海道奶油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等」）之前身為北海

道製酪販售組合聯合會，後因在北海道地區之乳業市場係完全獨占而遭分

割為 2 公司，該 2 公司在北海道地區收購及加工處理約 80%之生乳，且就

乳價之決定常採取相同步調。被處分人等在昭和 28 年（1953 年）春天為

增加其工廠周邊酪農飼育之乳牛數量，遂向當時在北海道地區唯一有能力

供給高額度乳牛導入資金之農林中央金庫以及北海道信用農業協同組合

聯合會洽商金額約 10 億日圓之貸款計畫，嗣後在被處分人等完全知情之

情形下，農林中央金庫以及北海道信用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在同年 8 月起，

僅對向被處分人等供給生乳之酪農提供貸款，對於與其他乳製品業者交易

之農協或其組合成員之貸款申請則置之不理，特別是在被處分人與其他乳

製品業者之收購生乳範圍有所重疊之地區，對於與被處分人等之間有交易

關係之酪農提供特別高額度之貸款。此外，被處分人等亦向與其他乳製品

業者交易之酪農以協助爭取貸款為條件誘使其與被處分人交易。 

    以上之行為，因已導致其他如森永乳業、明治乳業等乳製品業者之收

購生乳受到限制而有難以持續事業活動之可能性。公取委基於以上事實，

認為被處分人等之行為係為維持其在北海道地區市占率 80%之地位，已構

 
223  昭和 31 年 7 月 28 日昭和 29 年（判）第 4 号審判審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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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3 條「事業不得為獨占或不當之交易限制」之規定。

此外，農林中央金庫以及北海道信用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之行為則是構成

不正當之拒絕交易與不正當限制條件交易，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9 條規定。 

2. 限制轉售價格：和光堂・明治商事粉ミルクやみ再販事件224 

和光堂公司係嬰兒配方乳粉製造商三協乳業公司之獨家總經銷商，其

在昭和 39 年（1964 年）6、7 月之際為防止其嬰兒配方乳粉遭廉售，遂決

定採取設置零售業者登記制度、感謝金制度與確認商品通路制度。具體而

言，其為維持零售價格，透過批發業者要求零售業者向其提交願遵守和光

堂所設定之零售價格且若未遵守該價格將遭取消登記之切結書；對批發業

者則要求其依和光堂所設定之批發價格銷售，且不得與和光堂登記之零售

業者以外之其他零售業者進行交易，其先將批發業者之利潤高度壓縮至僅

0.7-0.9%，再依照實際銷售數量與批發業者對維持價格之販售方針配合之

程度等，以感謝金（repaid）之名義每年 2 次支付予批發業者，若批發業者

有違前揭銷售方針，和光堂便採取調降感謝金之方式加以處罰。 

公取委在昭和 43 年（1968 年）10 月 11 日作成決議225，考量到因嬰

兒配方乳粉此種商品具有消費者常指定品牌購入，且使用後原則上不會改

買其他品牌之特性，故批發業者若無特別情事將不得不繼續販售相同之嬰

兒配方乳粉，是以和光堂上開行為已對限制批發業者與零售業者之交易造

成不當限制，該當行為時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7 項第 4 款226所規定之不正

當交易方式而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19 條事業不得使用不正當交易方法之規

定。實際上，在與和光堂進行上開行為之幾乎同一時期，明治乳業公司之

獨家總經銷商明治商事、森永乳業公司之獨家總經銷商之森永商事也都採

取類似之銷售方針，而均遭公取委以相同論理加以處分227。 

 
224 最判昭 50・7・10 民集 29・6・888、審決集 22・173。  
225  昭和 41 年（判）第 3 号審判審決。  
226  現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  
227  昭和 41 年（判）第 1 号審判審決（對明治商事）、昭和 41 年（判）第 2 号

審判審決（對森永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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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堂雖提起救濟請求撤銷審決，惟於昭和 46 年（1971 年）7 月 17

日經東京高等法院判決228 維持原處分。嗣後和光堂再上訴至最高法院，惟

最高法院在昭和 50 年（1975 年）7 月 10 日仍肯認公取委之處分，判決駁

回和光堂之上訴。判決中亦同意公取委所指出嬰兒配方乳粉因其商品特性，

故各品牌間縱有價差，消費者指定特定品牌購買實屬常態，原則上在使用

後亦不會更換品牌，故販售業者無論其銷售量多寡，均持續對特定品牌嬰

兒配方乳粉有進貨需求，故學說亦有認此一事件似可解為限制轉售價格未

促進品牌間競爭之類型，亦即嬰兒配方乳粉市場係品牌間競爭並不活潑之

市場，故其市場結構極可能屬於無法期待限制轉售價格具有促進品牌間競

爭之類型229。 

3. 不當之獨家交易：大分縣酪農業協同組合事件230 

大分縣酪農業協同組合（下稱「被處分人」）係基於農協法所設立之農

業協同組合，其組合成員均為大分縣內之酪農。被處分人收集約9成在大分

縣內所生產之生乳後將其售予同縣內之乳製品業者。被處分人自昭和41年

（1966年）起在進行生乳交易時與同縣內之七間乳製品業者（下稱「地方

品牌」）之間簽訂「牛奶交易契約書」，該契約書第1條規定乙方即地方品牌

所加工處理之牛奶應全部透過甲方即被處分人購入。公取委基於上述事實，

認定被處分人透過前揭契約書以維持其在大分縣內生乳市場與飲用乳製

品市場之地位，係不正當限制地方品牌之事業活動，構成違反行為時獨占

禁止法第19條規定。 

(六)  小結 

日本早年無論於鮮乳市場或嬰兒配方乳市場上均曾發生過違反獨占

禁止法而遭公取委裁處之情事，然嗣後迄今卻鮮見公取委有就前揭兩市場

中事業（例如在鮮乳市場中上游之指定生乳生產團體或中游之乳品業者）

 
228  東京高等裁判所昭和 43 年（行ケ）第 150 号判決。  
229  白石忠志、多田敏明，前揭註 200，98（2021）。  
230  昭和 56 年 7 月 7 日昭和 56 年（勧）第 12 号勧告審決，審決集 28 巻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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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進行處分，而僅在其諮詢案例集中就乳品業者有少數案例。惟此非

謂前揭事業之行為便無任何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情事，如公取委針對農協或

農協聯合會仍有相關警告或裁處231，但均非屬針對其於鮮乳市場之行為。

另一方面，日本農林水產省為防免事業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情事，除早從

2007 年起便與公取委合作，由後者訂定農協方針再由農林水產省協助推動

向農協宣傳週知以外，亦針對鮮乳市場透過全國性之問卷調查以掌握業界

實際狀態，再與公取委合作訂定生乳正當交易指引、乳製品製造業正當交

易指引。同時，為協助落實前揭方針及指引，復由農林水產省與公取委共

同主辦相關說明會以加強宣傳。本研究認為即便我國鮮乳市場中相關事業

之行為遭公平會處分之案例非多，惟因鮮乳屬大宗民生物資而其價格波動

或調漲時常為社會輿論關注焦點，故日本農林水產省與公取委之合作方式

（訂定相關方針指引、問卷調查、協同舉辦說明會等）有值得我國參考之

處。  

 
231  日本公取委網站，https://www.jftc.go.jp/dk/noukyou/itiran.html， 最後瀏覽日

期：202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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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歐盟 

一、 乳品產業發展概況 

(一 )  現行概況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就

2020 年到 2019 年對國家、區域和全球主要農產品、生物燃料與漁品市場

供需所做的預測與報告統計數據中顯示：2019 年世界總乳產量達 8.25 億

公噸，其中 81% 為牛乳，15% 為水牛乳，另外 4% 為山羊乳、綿羊乳及

駱駝乳。同時 2019 年世界乳業最大生產國為印度，當年度達 192 億公噸，

儘管如此印度對世界乳業交易影響不大，因其出口交易量小。另外三大世

界乳業生產國則分別為紐西蘭、歐盟和美國，此三大國家或區域在內國與

區域內就乳品消費部分呈現穩定狀態外，而新鮮乳品與加工乳製品在出口

部分則顯示供應量逐年增加的情況232。進一步觀察得知，乳製品是歐盟第

二大農業部門，占所有歐盟農產品產值之 12%233，而德國又是歐盟最大之

乳品生產國，其次為法國與英國。 

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在

2019 年世界乳業發展分析數據可知，歐盟是目前世界前四大產乳地區之一。

依歐盟 2019 年生乳使用與乳品生產統計資料中顯示：2019 年歐盟區域內

酪農農場生產的生乳共計有 158.2 百萬公噸，其中包括乳牛生產之生乳

152.5 百萬公噸、綿羊生產之生乳 3 百萬公噸、山羊生產之生乳 2.5 百萬公

噸與水牛生產之生乳 0.3 百萬公噸。且該年度生乳的絕大部分是作為生產

日常乳品之用，共計有 145.8 百萬公噸（其中 143.1 百萬公噸的生乳是牛

乳，其餘則來其他牲畜所產的生乳，如綿羊、山羊和水牛），另外生產生

乳的農場則保留 12.1 百萬公噸以為農家自用。如前所言，絕大部分生乳送

 
232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aa3fa6a0-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 

omponent/aa 3fa6a0-en#section-d1e19308，最後瀏覽日 2022/1/28。  
233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30345/EPRS_BR I 

(2018)6303 45_EN.pdf 最後瀏覽日：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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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乳製品工廠加工製成新鮮乳品與其他乳製品。乳製品是按重量為標記，

在加工過程將產生各式各樣乳製品，而以比對方式統計原生乳量與各種加

工乳製品的數量是有所困難的。故就生乳經過加工製程的總數量為顯示：

鮮乳與乳製品總數量為 110.8 百萬公噸，其中可分成新鮮乳品與加工乳製

品。在新鮮乳品部分，鮮乳計有 23.4 百萬公噸，其他鮮乳製品則計有 14.8

百萬公噸；加工乳製品部分，乳酪計有 10.1 百萬公噸、奶粉計有 3 百萬公

噸、奶油計有 2.3 百萬公噸、乳清計有 54.8 百萬公噸以及其他加工乳品計

有 0.1 百萬公噸。(詳見圖 3-10) 

 

圖 3-10  2019 年歐盟生乳與乳製品統計調查圖 

(資料來源：EU,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statistics)234 

另外，依歐盟 2020 年最新有關生乳使用與乳品生產統計資料中顯示，

2020 年歐盟區域內酪農農場生產的生乳共計有 160.1 百萬公噸（比 2019

年總產量多增加 200 萬公噸），其中包括乳牛生產之生乳 154.4 百萬公噸、

綿羊生產之生乳 3 百萬公噸、山羊生產之生乳 2.5 百萬公噸與水牛生產之

 
234  European Union,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statistics, 57 (2020); 

https://ec.eur opa.eu/eurostat/documents/3217494/12069644/KS-FK-20-001-

EN-N.pdf/a7439b01-671b-8 0ce-85e4-4d803c44340a?t=1608139005821, 最後

瀏覽日 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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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乳 0.3 百萬公噸。且該年度生乳的絕大部分是作為生產日常乳品之用，

共計有 149.4 百萬公噸（其中 145.2 百萬噸的生乳是牛乳，其餘則來其他

牲畜所產的生乳），另外生產生乳的農場則保留 10.6 百萬公噸以為農家自

用235。 

如前所言，絕大部分生乳送到乳製品工廠加工製成新鮮乳品與其他乳

製品。乳製品是按重量為標記，在加工過程將產生各式各樣乳製品，而以

比對方式統計原生乳量與各種加工乳製品的數量是有所困難的。故就生乳

經過加工製程的總數量為顯示：鮮乳與乳製品總數量為 111.6 百萬公噸，

其中可分成新鮮乳品與加工乳製品。在新鮮乳品部分，鮮乳計有 24 百萬

公噸，其他鮮乳製品則計有 14.7 百萬公噸；加工乳製品部分，乳酪計有

10.3 百萬公噸、奶粉計有 3.1 百萬公噸、奶油計有 2.3 百萬公噸、乳清計

有 55.5 百萬公噸以及其他加工乳品計有 1.8 百萬公噸。(詳見圖 3-11) 

 

圖 3-11  2020 年歐盟生乳與乳製品統計調查圖 

(資料來源：EU,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statistics) 236 

 
235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Milk_and_mil  

k_product_statistics，最後瀏覽日 2022/1/28。  
236  Milk and milk product statistics - Statistics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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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歐盟在 2020 年出版的「農林漁業統計資料（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statistics）」中顯示，2019 年歐盟 27 國和與世界其他地

區進行農產品貿易交易的總額（進口加出口）為 3248 億歐元。占 2019 年

歐盟國際貿易總額的 8.0%，歐盟農產品貿易順差 390 億歐元，出口（1819

億歐元）超過進口（1429 億歐元）。其中在 2019 年歐盟 27 國農產品出口

與進口統計資料（EU-27 Exports and im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中顯

示，乳製品、蛋和蜂蜜貿易順差為 12.5 億歐元237。 

(二 )  乳業之發展  

歐盟在 2021 年出版「歐盟農業展望- 2021 年到 2031 年之市場、收入

和環境（EU agricultural outlook - for markets, income and environment 2021-

2031」報告書中顯示238，由於歐盟以追求永續發展為目標，得預期歐盟未

來乳業產量年增成長率將放緩（每年僅以 0.5%增長之），2031 年的生乳

生產量預計為 1.62 億公噸。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是由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的農業和農村發展總署 (Directorate-General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簡稱 DG-AGRI) 和聯合研究中心 (Joint 

Research Centre，簡稱 JRC) 共同完成的，此發展計畫內容則由 DG-AGRI 

負責執行之。且鑑於未來十年歐盟總體經濟發展與國際貿易關係仍存在著

高度不確定性，故此報告僅對歐盟中期農業的未來前景進行分析與作為中

期發展基準，故當然容有不同發展路徑測試的可能性。又在此發展計畫中

明白揭示，歐洲執行委員會中的農業部門應相應地推動農業實踐之改善，

尤其是聚焦於提高生產效率與提升畜養環境之標準，以達最終生產產品價

值之增加。這套與傳統系統不同的替代性作法將獲得更大的市場占有率，

 
237  European Union,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y statistics, 136 (2020);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3217494/12069644/KS-FK-20-001-EN 

-N.pdf/a7439b01-671b-80ce-85e4-4d803c44340a?t=1608139005821, 最 後 瀏

覽日 2022/1/28。  
238   European Union, EU AGRICULTURAL OUTLOOK- FOR MARKETS, 

INCOME AND ENVIRONMENT 2021 – 2031, 5(2021)，https://ec.europa.eu/inf 

o/sites/default/files/food-farming-fisheries/farming/documents/agricultural-outl 

ook-2021-report _en.pdf，最後瀏覽日 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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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僅可以減少年度需用牧草的用地，也可減少牛隻的數量（到 2031 年

將減少 150 萬頭產乳牛隻）。同時有機牛奶產量也預計將在 2031 年提升

8%（2019 年則預計增加 3.5%），以達經濟價值，利於環境發展與滿足社

會需求（例如推動友善畜牧與動物福利）。 

儘管歐盟生產乳品的產量放緩，但可預期歐盟仍將為世界對最大乳製

品供應區域（在 2031 年預計占全球乳製品 30%的貿易量），以領先紐西

蘭和美國為目標。不可諱言，乳製品需求成長將出現在亞洲，每年將以超

過 17%需求量，但不包括印度。在亞洲收入增加與飲食西化之推波下，乳

酪和新鮮乳製品等最終產品產生將發生高度市場需求，尤其是此類乳製品

為高品質之增值商品。另外，全球對有機乳製品需求也不斷在成長，此也

為歐盟創造增加貿易量機會。值得一提的是，縱在未來十年歐盟乳酪、新

鮮乳製品和黃油消費量相對溫和地保持成長量，但緩升的產能，也將會被

高度出口需求所吸收。 

至於奶粉部分，歐盟也將保持世界貿易產能與銷售之重要地位。而脫

脂奶粉生產量之增加，將來自出口增長之刺激。歐盟內在區域對乳清和全

脂奶粉的需求，也促使乳清和全脂奶粉產量的增加。總體可預期的是，基

於營養與功能性需求，歐盟乳製品產量將會穩定和緩的持續成長，有機乳

品消費也因公共政策措施支持而不斷推升。以植物為基礎的產品在使用性

上也將隨之提升。且從預測未來市場之需求面觀之，有機傳統乳製品，諸

如乳酪、新鮮乳製品和奶油等將有高度獲益的可能性，而有機奶粉也具有

高度發展的潛在性。最後，歸納預測歐盟未來十年乳品發展，預期將在 2031 

年，基於全球對牛奶蛋白的高度需求，乳脂將持續以高價上揚走勢發展，

故歐盟原料乳價格將於 2031 年推升上漲到以 39 歐元/噸計239。 

 

 
239   European Union, EU Agricultural Outlook- For Markets, Income And 

Environment 2021 – 2031, 5(2021)。https://ec.europa.eu/in fo/sites/default/files/ 

food-farming-fisheries/farming/documents/agricultural-outlook-2021-report_ en. 

pdf，最後瀏覽日 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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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主管機關概述 

(一) 歐盟乳品產業之主管機關與其任務 

    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組織下之農業和農村發展總

署 (Directorate-General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簡稱 DG 

AGRI)對歐盟農業中的乳品產業部門此重要經濟活動，提供以下相關協助

與管理240：(1)建立歐洲農業創新夥伴關係，致力於促進具有競爭力和可持

續發展的農業和林業，從中獲得更多和更好(achieves more and better from 

less)理念。俾利於確保食品、飼料和生物材料之穩定供應，並使其與農業

所依賴之基本自然資源相調和；(2)公布一系列農業產業市場、生產和價格

趨勢統計數據，以建立透明化之市場；(3)確認按照歐盟法律要求為養殖或

生產農業產品和相關食品；(4)尋找農產品融資機會與合作夥伴，並進而對

出口農產品予以支持和指導。 

(二) 歐盟消費者保護機關與其任務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組織下之健康與食品安全總

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Health and Food Safety，簡稱 DG SANTE)為歐

盟消費者保護機關，在 2014 年更名前，其前稱為健康與消費者總署

（Directorate-General for Health and Consumers，簡稱 DG SANCO)。其任務

在於建立歐盟健康與安全環境，以保護歐洲市民健康與確保食品安全為使

命。而其以下的任務更是與歐盟消費者之保護息息相關，其中包括241：(1)

建立強大的歐洲衛生聯盟以保護和改善公共衛生；(2)確保歐洲食品之永續

性和安全性；(3)保護農場動物之健康和福利；(4)保護農作物和森林之健康。 

(三) 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其任務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組織下之競爭總署（Directorate-

 
240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agriculture-and-rural-development_en#re 

spo nsibilitie，最後瀏覽日 2022/1/28。  
241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health-and-food-safety_en#responsibiliti 

es，最後瀏覽日 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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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for Competition，簡稱 DG COMP）為歐盟競爭法之主管機關。其

主要任務為242：歐盟執行委員會之競爭總署（DG COMP）與歐盟各內國主

管競爭法之機構共同直接執行歐盟競爭法規範，亦即是以《歐盟運作條約》

（TFEU）第 101 條到 106 條規定為基本依據，以落實確保事業和事業間

之平等與公平競爭，促進歐盟市場更為妥適的運作，以使消費者、企業和

整個歐洲經濟市場獲益之目的。 

(四) 分工及角色定位  

歐盟生乳與乳品共同產業組織（CMO）之法源依據及上述歐盟三主管

機關組織間之關係與角色分工係本計畫欲研究之議題之一。蓋歐盟是世界

乳品重要生產區域，歐盟針對農產品產業組成一個共同市場組織（Common 

Market Organisation，簡稱 CMO）243，當然也包括乳製品。CMO 係依據

2013 年歐盟議會與理事會通過的農產品共同市場組織規則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common organisation of the marke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而組成244。該規則宗旨計有： 

1. 藉由使用市場干預工具（例如，公共干預制度和民間倉儲制度）和特

殊措施為農產品市場提供安全網，從而穩定市場並防止市場危機的升

級。建立透明交易市場，使農業生產者能夠根據市場發展，控制農產

品之生產和投資決策。 

2. 提高農產品生產力和品質，並強化歐盟部門農業更佳適應市場的變化，

 
242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competition_en，最後瀏覽日 2022/1/28。  
243  歐盟生乳主要生產國為德國、法國、波蘭、荷蘭、義大利和愛爾蘭，這些國

家生產生乳占歐盟歐盟生乳產量的 70%。參閱 https://ec.europ a.eu/info/food-

farming-fisheries/animals-and-animal-products/animal-products /milk-and-

dairy-products _en，最後瀏覽日 2022/1/28。  
244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December 2013 establishing a common organisation of the marke 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repealing Council Regulations (EEC) No  922/72, (EEC) 

No 234/79, (EC) No 1037/2001 and (EC) No 1234/200. 關於 2013 年以前有關

歐盟共同市場乳業改革之中文文獻可參，王俊豪，歐盟共同市場乳品改革措

施 ，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2003 年 04 月 （ http://ntur.lib.ntu.edu.tw/hand 

le/246246/151186，最後最後瀏覽日 2022/1/2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UTO/?uri=celex:32013R130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UTO/?uri=celex:32013R130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UTO/?uri=celex:32013R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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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對於對特定部門（特別是水果、蔬菜與葡萄酒）農業的補助，

以提高競爭力。 

3. 鼓勵與建立食品生產者和跨部門組織在供應鏈上之合作。 

4. 規範農業產品最低質量之要求（營銷標準）、規則和條件，以確保生產

過程和產品之質量；規範農產品相關貿易規則和具體競爭規則等。 

三、 對乳製品價格之管制 

(一) 廢除生乳配額制度 

1957 年歐洲六國西德、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在羅馬

簽署羅馬條約，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簡稱 EEC)。各會員國依據羅馬條約第 39 條規定成立「農業共同市場」

(Common Agricultural Market)，自 1962 年起實施「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 CAP)，目的在於建立農業與社會間以及歐洲與其

農民之間的伙伴關係，也是當時歐洲經濟共同體實施的第一項共同政策，

1993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改為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簡稱 EU)。1984

年 4 月 2 日歐洲共同體為解決 70 年代到 80 年代牛乳和乳製品生產過剩，

CAP 乃針對生乳實施配額制度。上開配額制度目的在於穩定酪農業者收入，

採行方式有二：一是限制酪農向乳製品廠運送牛奶之數量；二是限制大型

酪農直銷之額度245。 

在 2001 年 WTO 杜哈回合農業談判後，歐盟在 2003 年推動 CAP 改革

方案，針對生乳配額制度進行評估。其認為歐洲生乳配額制度，不僅不符

合農業開放之市場，同時此種制度也無法保護市場免於價格、收入和生產

大幅波動的影響，2008 年進行制度鬆綁，先增加 2%之生乳配額。同時 CMO

更在 2009 年針對生乳配額制度進行全面性之健康檢查，並決定自 2009 年

4 月 1 日起連續 5 年逐年增加 1％之配額，為全面性取消生乳配額制度進

 
245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Archive:Milk_and_milk 

_products_-_30_years_of_quotas, last visited 2022/7/5；有關歐盟乳品市場共同限制配

額制度改革措施之說明可參，王俊豪，歐盟乳品市場共同改革措施，頁 2-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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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軟著陸的前置準備與作業。2015 年 4 月 1 日歐盟更將實施 31 年的生乳

配額制度予以取消，酪農與生產乳製品者得依市場需求靈活地擴大生產，

更可因世界市場對歐洲乳製品之高度需求而獲利。歐盟取消生乳配額制度，

為歐盟區域內建立了一個更加自信和強大的乳製品行業，2020 年歐盟區域

內酪農農場生產的生乳更高達 1.601 億公噸。 

(二) 對乳製品實施之干預政策 

   如前所言，歐盟在 2001 年 WTO 杜哈回合農業談判後，則

在 2003 年推動 CAP 改革方案。其中在 2006 年 3 月、2007 年 7 月

陸續停止對脫脂奶粉、奶油市場之干預措施；在 2006 年 6 月、2007 年 1

月及 2007 年 4 月陸續停止對脫脂奶粉、全脂奶粉及奶油出口補貼措施。

但在 2008 年因金融危機爆發後，經濟衰退導致全球需求下降，國際乳品

市場價格持續下跌，連帶影響歐盟內部乳品市場之價格也迅速滑落。歐盟

在 2009 年 1 月又重新啟動對脫脂奶粉、全脂奶粉及奶油的出口補貼，並

於 2009 年 3 月恢復脫脂奶粉與奶油的市場干預措施246。 

    值得注意者，歐盟執委會在 2010 年向歐盟議會、歐洲經濟暨社會委

員會與歐洲區域委員會提出「邁向 2020 年之 CAP：面對未來糧食、天然

資源和區域挑戰」通知 (Communication) 中，明確列出 2013 年之後歐盟

共同農業政策目標、方向與潛在之挑戰。基於此通知，歐盟議會和歐盟理

事會在 2013 年 12 月 17 日通過 1308/2013 號規則，建立了有關農產品市場

共同組織規範。為平衡市場與穩定市場價格之目的，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規範市場干預支持工具，諸如公共干預制度、民間倉儲制度、補

貼措施或是其他緊急措施等，以對特定部門農產品之市場參數進行干預。

247 在乳製品部分所實施市場干預政策分別為： 

 
246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WTO 電子報，第 187 期(2009.11.6)，頁 9。  
247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of the European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December 2013 establishing a common organisation of the marke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repealing Council Regulations (EEC) No 922/72,(EEC) 

No 234/79,(EC) No 1037/2001 and (EC)1234/2007, OJ L 347, 20 December 2013, 

671 (歐盟議會和歐盟理事會  2013 年 12 月 17 日 1308/2013 號規章建立農產

品市場共同組織規範，並廢止歐盟理事會 (EEC)922/72 號、(EEC)234/7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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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鼓勵學齡兒童食用水果和蔬菜以及牛奶和奶製品，以期在兒童飲食

習慣形成階段，持續增加該等產品在兒童飲食中之比例，並實現 CAP

之目標，特別是為穩定市場和確保當前和未來供應可用性，歐洲聯盟

應資助教育機構中之兒童能得到此類產品之供應248。 

2. 為維護乳業發展之可行性與確保農生活水平之公平合理性，應加強酪

農在市場之議價能力，以促進其在市場供應鏈上取得公平合理價值之

分配地位，依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簡稱 TFEU）第 42 條和第 43條第2項規定，酪農或

酪農相關協會得組成生產者組織，以集體協商方式簽訂聯合生產協議

條款，其中包括生乳價格或生乳產量249。須注意的是，就生乳生產合

作契約條款之細部規範，是放諸會員國決定，但會員國制訂時應符合

歐盟相關法規範，並遵守市場內部正常運作以及尊重共同市場組織250。 

3. 為追蹤市場之發展，歐盟應及時掌握生乳數量與價格，並充分揭露生

產與價格資訊，俾利酪農對生乳現貨市場及期貨市場進行買賣為決策、

對生乳之存貨量為決定，以及對生產者組織簽定提供生乳產量比例為

決定251。 

4. 對乳品部門而言，如何有效地應對市場干擾與威脅至為重要，故賦予

歐盟執委會針對緊急特殊狀況，如市場失靈，得採取緊急措施以解決

之252。 

5. 為維持乳製品品質與競爭，確保乳製品合理存量，促使市場價格能達

到目標價格，乃特別針對乳製品中的黃油和 SMP 進行公共干預253，

 
(EC)1037/2001 號 和 (EC) 1234/2007 號 規 章 ， 簡 稱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248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說明第 25 點。  
249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說明第 125 點。  
250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說明第 138 點。  
251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說明第 130 點。  
252  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說明第 189 點與第 190 點。  
253  鑑於歐盟於 2015 年廢除生乳配額制度，歐盟生乳生產量大增，過量生產之

生乳則必須加工為得以長期儲存之乳製品，如黃油或 SMP，為維持黃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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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明定干預價格之門檻（黃油每100公斤246.39歐元，SMP 每

100公斤 169.80歐元）、干預期間（每年3月1日到9月30日）以及干預

數量等254。 

6. 為避免市場價格與存量不平衡，造成市場失衡之危機，可藉由民間倉

儲調節季節存量，以降低市場流量或釋出供應市場需求，故特別針對

乳製品中的黃油、SMP 與乳酪進行民間倉儲補助措施。 

四、 對嬰兒配方乳粉之管理規範與措施 

(一 )  1989年特定營養用途食品中攸關嬰兒配方乳粉框架指令  

有關歐盟針對嬰兒配方乳粉進行之管理措施首見於 1989 年歐洲經濟

共同體理事會在 5 月 3 日通過關於成員國對於特定營養用途食品相關法律

指令（Council Directive 89/398/EEC）255，其中規定歐盟會員國應對嬰兒配

方乳粉（Infant formulae）與成長奶粉（Follow-up milk）進行應對之管理措

施。隨後歐盟執委會在 1991 年 5 月 14 日通過有關嬰兒配方乳粉與較大嬰

兒配方乳粉（follow-on formulae）指令（Commission Directive 91/321/EEC）

256，明確要求嬰兒配方乳粉與較大嬰兒配方乳粉之成分與標示；1996 年 2

月 16 日歐盟執委會通過關於嬰幼兒加工穀物食品和嬰兒食品指令

（Commission Directive 96/5/EC ）257；1999 年 5 月 6 日歐盟執委會通過增

訂關於嬰幼兒加工穀物食品和嬰兒食品指令 (Commission directive 

 
SMP 之品質與競爭，確保乳製品合理存量，促使市場價格能達到目標價格，

因而對黃油或 SMP 進行公共干預政策；Regulation (EU) No 1308/2013 第 11

條。  
254  關於黃油或 SMP 干預數量調整修正規章，參 Council Regulation amending 

Regulation (EU) No 1370/2013 as regards the quantitative limi tation for buying-

in skimmed milk powder, Brussels, 19 January 2018 (OR. en), 15436/17.  
255  Council Directive of 3 May 1989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foodstuffs intended for particular nutritional uses 

(89/398/EEC), Official Journal L 186 , 30/06/1989 P. 0027 – 0032. 
256  Commission Directive of 14 May 1991 on infant formulae and follow-on 

formulae (91/321/EE C), OJ L 175, 4.7.1991, p.35. 
257  Commission Directive 96/5/EC, Euratom of 16 February 1996 on processed 

cereal-based foods and bab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 Official 

Journal L 049, 28/02/1996 P. 0017–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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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39/EC)，規定加工穀物類嬰兒食品和嬰兒食品中禁止存有劇毒農藥成

分與農藥殘留之最高限額258。 

(二 )  歐洲食品安全局 (EFSA)對嬰兒配方乳粉進行之風險評估  

歐盟執委會在 2000 年公布「食品安全白皮書(White Paper on Food 

Safety）」，說明共同體消費者需要食品鏈上全面性安全管理系統，並提出

84 項食品安全管理計畫，其中包括成立食品安全管理與評估之機構、食品

安全管理之立法、實施食品安全之系統追蹤與管制措施、資訊透明化等259。

隨後，歐盟議會和理事會更在 2002 年 1 月 28 日通過有關食品法一般原則

和要求暨建立歐洲食品安全局與相關規範食品安全事項程序規章 

(Regulation EC No 178/2002）260，歐洲食品安全局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簡稱 EFSA) 因此誕生，其對歐盟食安法規完整系統之建立與食

安風險評估管理權責之分配為規範。歐盟執委會負責食安風險之管理；

EFSA 負責提供科學建議，並就食物鏈可能出現風險進行評估，並與其他

機關進行風險溝通，為食安決策提供合理性之依據；歐盟食品安全實驗室 

(European Union Reference Laboratories，簡稱 EURL) 負責系統性科學檢驗。

自 2002 年 EFSA 成立後，針對歐盟法規規定嬰兒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

包括由水解蛋白質製成配方奶粉進行之安全性與適用性之科學建議。依時

間近遠 EFSA 完成之重要工作計有261： 

 

 

 
258  Commission directive 1999/39/EC of 6 May 1999 amending Directive 96/5/EC 

on processed cereal-based foods and bab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OJ L 124, 18.5.1999, p. 8–10. 
259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hite Paper On Food Safety, 

Brussels, 12.1.2000 COM (1999) 719 final.。  
260  Regulation (EC) No 178/200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8 January 2002 laying dow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food 

law,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and lay ing down 

procedures in matters of food safety , OJ L 31, 1.2.2002, p. 1–24. 
261  https://www.efsa.europa.eu/en/topics/topic/foods-infants-and-other-groups, last 

visited 20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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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歐盟食品安全局針對嬰兒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之重要工作表 

時間 工作項目 

2021 年 說明控制體重之全膳食替代基本成分之科學證據 

2019 年 更新關於向嬰兒引入補充食品適當年齡之科學建議 

2017 年 

1. 發表補充食品引入嬰兒飲食年齡相關之健康結果進行系統評價報告 

2. 發表對蛋白質含量至少為 1.6 g/100 kcal 嬰兒配方乳粉之安全性和適

用性科學意見 

3. 公布有關準備申請蛋白質水解物製成嬰兒或較大嬰兒配方乳粉之指

南 

2015 年 公布有關準備申請特殊醫學用途食品之指南 

2014 年 發表嬰兒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基本成分之科學意見 

2009 年 發表嬰兒添加副食品適當年齡之科學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 )  2013年特殊群體食品框架規章 (EU609/2013 FSG)立法影響  

    在 EFSA 對嬰兒和兒童食品營養與安全提出科學意見下，歐洲風險管

理者，如歐盟執委會、議會與理事會，針對此部分提出立法工作。例如： 

  歐盟執委會在 2006 年 11 月 22 日通過第 2006/141/EC 號有關嬰兒配

方乳粉與較大嬰兒配方乳粉指令以修訂過去 1999/21/EC 指令之內容262，並

廢除 91/321/EEC 指令。本指令為遵循「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和世界衛生大會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簡稱 WHO）相關決議，促進母乳餵養，

對嬰兒方奶粉之廣告予以限制與禁止。本指令第 14 條規定：「(1)嬰兒配

方乳粉廣告僅限於專門從事嬰兒護理之出版物與科學出版物。會員國得限

制或禁止此類廣告。嬰兒配方乳粉廣告應遵守本指令第 13 條第 3 項至第

7 項和第 13 條第 8 項第 b 款規定之條件，並僅得含科學和事實性之資訊。

該資訊不得暗示或產生奶瓶餵養等同或優於母乳餵養之認識。(2)不得透過

零售方式直接以廣告、贈送樣品或任何其他促銷手段，向消費者誘導銷售

 
262  Commission Directives 2006/141/EC of 22 December 2006 on infant formulae 

and follow-on formula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1999/21/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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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配方乳粉，特別是如以展示、折扣券、贈品、特別銷售、廉價拍賣或

搭售銷售等方式為之。(3)嬰兒配方乳粉之製造商和經銷商不得向公眾、孕

婦、母親或其家庭成員提供免費或低價產品、樣品或任何其他促銷禮品，

其亦不得直接或間接透過醫療保健系統或健康工作人員為之」。 

   歐盟議會和理事會在 2009 年 5 月 6 日通過第 2009/39/EC 號有關特定

營養用途食品相關法律授權指令以監管嬰兒配方乳粉、較大嬰兒配方乳粉、

嬰幼兒食品、特殊醫療用途食品和用於控制體重全膳替代食品等規範263。   

其後，歐盟議會和理事會又在 2013 年 6 月 12 日通過第 609/2013 號有關用

於嬰幼兒食品、特殊醫療用途食品和用於控制體重全膳替代食品規章，並

廢除理事會第 92/52/EEC 號指令，執委會第 96/8/EC 號、第 1999/21/EC 號、

第 2006/125/ EC 號和第 2006/141/EC 號指令，歐盟議會和理事會第

2009/39/EC 號指令，執委會第 (EC) No 41/2009 和 (EC) No 953/2009 規章

264。此重要且嶄新的框架性授權規章中，對嬰兒配方乳粉應做出之相應修

法內容有：保護弱勢消費者，應落實標示以確保消費者能準確識別食品。

對於嬰兒配方乳粉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所有文字與圖片資訊應區分不同

類型之配方奶粉。同時，也應顯示嬰兒確切年齡適用之標示，以避免或阻

礙消費者對產品之識別。 另外，嬰兒配方乳粉必須具備有滿足嬰兒從出生

至較大嬰兒所應有之營養成分，以及作為適宜餵養嬰兒之食品，故如何正

確標示產品對保護消費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對嬰兒配方乳粉之

說明、展示和廣告也應做適當限制265。 

 
263  Directive 2009/3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May 

2009 on foodstuffs intended for particular nutritional uses, Official Journ 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124/21. 
264  Regulation (EU) No 609/2013 on food intended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and total diet replacement for weight control , 

and repealing Council Directive 92/52/EEC, Commission Directives 96/8/EC, 

1999/21/EC, 2006/125/EC and 2006/141/EC, Directive 2009/3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Commission Regulations (EC) 

No 41/2009 and (EC) No 953/2009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181/35(以下簡稱 Regulation EU 609/2013 on Foods for 

Specific Groups 或 EU 609/2013 FSG ). 
264  EU 609/2013 FSG 第 29 項說明。  
265  EU 609/2013 FSG 第 26 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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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WHO 建議，出生低體重嬰兒應餵食母乳。然出生低體重嬰兒和

早產兒可能有特殊營養需求，而母乳或標準嬰兒配方乳粉無法滿足這些需

求。事實上，出生低體重嬰兒和早產兒的營養需求，是取決嬰兒健康狀況，

特別嬰兒與健康嬰兒體重之比較與早產嬰兒之數量。 根據具體情況，在醫

學監督下，決定嬰兒去食用為此特殊醫學目的而開發之食品（配方食品），

以滿足嬰兒營養需求並符合個別嬰兒飲食管理之需求266。 

歐盟執委會 1999/39/EC 有關嬰兒配方乳粉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成分

指令與 2006/141/EC 有關嬰兒特殊醫療用途之食品指令，規定應依嬰兒年

齡為要求。 但 2006/141/EC 指令規定，嬰兒配方乳粉和較大嬰兒配方乳

粉，以及嬰兒特殊醫療用途等食品不得以展示、廣告、促銷以及其他與商

業有關方式為之。 又鑑於市場發展，此類食品需求顯著增加，故有因此有

必要對嬰兒配方乳粉進行審查，例如生產此類配方奶粉中使用農藥之要求、

農藥殘留、標示、說明、廣告和宣傳和商業慣例，同時對於為滿足嬰兒營

養需求之特殊醫療目的而開發的食品，亦應酌予適用之267。EU 609/2013 

FSG 第 10 條規定：「(1)嬰兒配方乳粉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標示、說明和

廣告的設計應避免阻礙母乳之餵養。(2)嬰兒配方乳粉之標示、展示和廣告

以及較大嬰兒配方乳粉之標示不得包含嬰兒圖片或其他可能使此類配方

奶粉理想化之圖片或文字。在不妨礙第 1 項之情形下，應允許以圖形表示

易於識別嬰兒配方乳粉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並說明其製備之方法。」例

如在嬰兒配方乳粉中不應出現與可愛寶寶形象或相關文字，以創造理想化

之廣告效應，以誘導與鼓勵媽媽採用嬰兒配方乳粉，而影響母乳餵養。 

   EU 609/2013 FSG 針對上述嬰兒食品之安全，授權制訂有關嬰幼兒之

食品、特殊醫療用途之食品和用於控制體重全膳替代食品成分與標示之新

規章。目前已相應完成之立法工作有： 

 

 
266  EU 609/2013 FSG 第 29 項說明。  
267  EU 609/2013 FSG 第 30 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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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歐盟 609/2013 FSG 立法項目與法規一覽表 

立法項目 歐盟規章 

嬰兒與較大嬰兒配

方乳粉之成分和標

示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2016/127 of 25 

September 2015 sup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No 609/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specific compositional an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for infant 

formula and follow-on formula and as regards requirements on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infant and young child feeding 

其中包含：禁止以標示、以說明或以廣告方式聲明，嬰兒

或較大嬰兒配方乳粉中具有免除過敏或益於腸道的功效。 

嬰幼兒加工穀物食

品和嬰兒食品 
尚未制訂新法 

特殊醫療用途之食

品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2016/128 of 25 

September 2015 sup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No 609/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specific compositional an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for 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其中包含：禁止在產品標示上使用營養和健康之聲明 

用於控制體重之全

膳食替代食品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2017/1798 of 2 June 

2017 sup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No 609/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specific 

compositional an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for total diet 

replacement for weight control  

其中包含：禁止在產品標示上使用營養和健康之聲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嬰兒配方乳粉監理在數位時代之新衝擊  

WHO 在 2022 年 4 月 28 日發表一篇以「揭露榨取式（exploitative）嬰

兒配方乳粉市場之驚人程度268」為題之新聞稿，WHO 在「數位營銷對母

乳代用推廣之範圍與衝擊(Scope and impact of digital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breastmilk substitutes)269」報告中指出，高達市值 550 億美元之嬰

兒配方乳粉業者，採取榨取性經營方式，在網路上以潛在性與持續性方式

針對父母，特別是母親進行銷售。 

 

 
268  https://www.who.int/news/item/28-04-2022-who-reveals-shocking-extent-of-

exploi tative-formula-milk-marketing, last visited 12.07.2022 
26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46085 , last visited 12.0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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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配方乳粉公司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和支付報酬給有影響力之人，而

與生命中處在脆弱之孕婦或母親直接接觸，而這些每年市值高達 550 億美

元之嬰兒配方乳粉之公司，也正藉由個人化之社交媒體瞄準新手媽媽，而

這些內容卻常不被視為廣告。在「數位市場策略對母乳代用推廣之範圍與

衝擊」報告中具體指出，數位市場經銷方式如何影響新家庭對餵食嬰兒做

出選擇與決定。也就是，嬰兒配方乳粉公司透過應用程式、虛擬支持小組

或嬰兒俱樂部、媒體網紅、促銷、競賽、諮詢論壇或服務等方式，為嬰兒

配方乳粉公司收集個人資訊，並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向孕婦與母親發送促銷

訊息。 

    總結性之研究結果是：對自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止對於發布於

商社業媒體平台之 400 萬篇關於嬰兒餵養訊息社進行抽樣和分析。24.7 億

人被這些訊息覆蓋，同時對這些訊息超過 1200 萬次按讚、分享或評論。另

外，奶粉公司每天在其社交媒體帳戶上發布內容約 90 次，覆蓋率可達到 

2.29 億用戶，而此人數覆蓋量是非商業平台有關嬰兒餵養訊息覆蓋率之 3

倍。上開所置入之嬰兒配方乳粉銷售內容也誤導母乳餵養的作用，同時削

弱婦女對自己能成功進行餵養母乳之能力與信心，違背國際母乳代用品銷

售守則之目的。1981 年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之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是

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之公共衛生協議，旨在保護公眾與母親免受嬰兒食品

業者對母乳餵養產生負面之影響。故 WHO 認為，目前嬰兒配方乳粉業者

採用更潛在性、更持續性，且是無孔不入之數位推銷方式，不僅不利於純

母乳餵養之推展，更應予以制止。WHO 更進一步表示，目前此種潛在性、

持續性與高度滲透性之數位優勢推銷方式，將會使選擇母乳餵養人數比例

下降，從而提高嬰兒配方乳粉業者之利潤。同時，此種新型數位市場營銷

策略，無疑地意味著各國與衛生主管部門必須採行新的審查與管制方式。

WHO 總結性呼籲嬰兒配方乳粉公司停止此種榨取性之營銷方式，並籲請

各國政府應面對此問題，並提出新的監管規定，終止嬰兒配方乳粉之廣告

與促銷行為，以保護新生兒與其家庭之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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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歐盟及其重要成員國之乳品產業與競爭政策 

鮮乳和奶製品占歐盟消費者食品支出總比率之 16%左右，每個歐盟會

員國不僅都有生產乳製品，更是整個歐盟消費中之核心商品之一。生乳形

成之供應鏈是歐盟農業營業額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鏈條中，緊隨其後是奶

製品製造商。奶製品製造商將部分原料奶加工成鮮乳和其他乳製品供最終

消費。也有一部分加工過的牛奶是以奶粉或散裝奶油形式進入食品製造業。

在此產銷製造加工鏈中，亦存在著獨立收購者、經銷商或是批發商等中介

經營者。乳品除具有經濟重要性外，其在非經濟層面上亦有矚目性，即是

歐盟食品在非物質文明遺產與多樣性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酪農產業也為

歐盟的大片領土和環境塑造特殊的地景。 

乳品產業具有諸多特定特徵性，諸如生乳是每日持續性之生產物，且

其未經加工具有易於腐敗性。基此，在生乳產銷過程中，必須具備運作良

好之運輸物流。又作為商品之生乳，重量相對較高，考量物理上特徵與其

反映在成本之特性，此種經濟性也侷限了運輸之距離，同限制酪農在買家

間轉換空間之可能性。故生乳市場往往侷限在會員國境內，而會員國內國

負責競爭法之機關通常也得依其職權，適當解決潛在性之反競爭行為。 

生乳之特殊性為促使歐盟酪農合作組織形成之重要原因之一。透過此

種合作關係，歐盟內之個別酪農得受益於運輸、加工和質量控制方面之支

持，且酪農合作社亦可能為酪農方創造反補貼力量，以對抗歐盟農業持續

整合之進程。酪農合作社亦可能為酪農方創造反補貼力量，以對抗歐盟農

業持續整合之進程。也就是說，酪農作為個體，面對乳品加工企業是處在

不利之議價地位，為提升其談判力，酪農合作組織之建立，也形成反補貼

力量。透過反補貼力量，酪農不僅得為自己爭取更高價格，並簽訂更具穩

定性與可信度之契約。如此不僅提升酪農個人之獲利，同時更影響整體之

經濟利益。270 值得注意者，生乳生產合作協議條款之內容，歐盟原則上是

 
270  Jos Bijman, Explo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operative Model in Dairy: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Sustainability 2018, 10, 2498 

(https://www.mdpi.com/jou rnal/sustainability, last visited 28.0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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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諸會員國決定，關於合作社銷售牛奶百分比，則因成員國內國規範有所

差異，但在歐盟 27 國平均值約為 57%。換言之，依據生乳合作協議，酪

農負有將其生產之生乳交付給合作社之義務，同時合作社亦負收購之義務。

由前述有關歐盟對乳品價格管制之介入可知，乳品行業易受國際市場價格

劇烈波動影響，酪農在投入成本（特別是飼料和能源）增加之情形下，乳

製品價格卻下跌，酪農在何種條件下得進行集體談判，就原料奶交付之共

同價格達成一致，對酪農公平交易之保護，至為重要。 

基上所述，歐盟以及歐盟各國之競爭主管部門特別關注生乳採購之市

場。同時在乳製品加工層面，歐盟以及歐盟各國之競爭主管部門就原料奶

購買者是否產生卡特爾經濟行為，也對之進行調查，在此層面，特別是指

向生乳供應鏈之下游業者，諸如乳品加工業者、乳品製造商或是乳品零售

業而言。另外合作社對其成員和客戶間之行為，也是歐盟以及歐盟各國之

競爭主管部門所關注與進行調查之部分。以下就歐盟及其成員國，針對乳

品產業涉及競爭法之案件為說明： 

(一) 歐盟 

1. 關於「豆乳」名稱之禁令案 

由於市面上常以「豆乳」稱呼豆類經研磨後之飲品，而德國競爭法監

管單位曾向歐盟法院提出訴訟，主張德國企業「豆腐鎮」(TofuTown)以「豆

腐奶油」或「米製擠花奶油」等產品，其產品基礎為豆類製品，卻以「奶

油」等屬於乳製品之產品名稱，可能會導致消費者對於產品來源產生混淆。

歐盟法院於 2017 年 Verband Sozialer Wettbewerb eV v. TofuTown.com 

GmbH271 案中認為，植物物質，並不符合「牛奶」或「奶酪」之要件，換

言之，必須要是透過「乳腺分泌物」(mammary secretion)所生產者，始得稱

之為乳製品。嗣後 2020 年 10 月間，此議題又被提到之歐盟議會，其中關

係最大者，即為俗稱之「第 171 號修正案」(Amendment 171)。該修正案主

 
271   Case C‑422/16 ，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 

X:62016CJ0422，最後瀏覽日期：20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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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係限制「植物奶產品」之行銷手法，亦即，植物奶之產品，不得於廣告

及包裝上，使用任何足以使人聯想到「牛奶」之文字或圖像，引起許多 Oatly、

Flora，以及非政府組織 ProVeg International 等，串連提出請願272，最後於

2021 年 5 月間，歐盟議會否決了第 171 號修正案。類似的個案，最近幾年

亦曾出現。即關於「肉」類之廣告行銷，亦即，應否禁止以「素食漢堡」、

「素食牛排」(vegan steak)為行銷方法？該禁令後來在 2020 年 10 月遭到

否決。 

2. 歐盟對瑞士雀巢收購嘉寶之決定 

歐盟執委會在2007年6月22日收到瑞士生產乳製品雀巢公司（Nestle）

收購美國嘉寶（Gerber）公司之結合申請。歐盟執委會認定，雀巢和嘉寶

在相同產品之市場中並無產生任何垂直關係，該申請結合不會引起歐洲共

同市場經濟競爭之質疑，結合符合併購條例規定，故歐盟執委會為同意273。 

(二) 法國 

1. 法國乳品價格形成之法規範 

在 2008 年以前，法國乳品價格之確定，主要係由 CNIEL(Centre national 

interprofessionnel de l'économie laitière，簡稱國家乳業經濟跨專業中心) 所

制定之「建議」(une recommandation)。至 2012 年時，法國公布「2012 年

11 月 9 日第 2012-1250 號法令關於羊、牛乳，依據其成份及品質之支付規

定」(Décret n° 2012-1250 du 9 novembre 2012 relatif aux modalités de paiement 

du lait de vache, de brebis et de chèvre en fonction de sa composition et de sa 

qualité，以下簡稱法國 2012 年乳品辦法)，274 該規定界定了羊乳價格決定

及支付之方法，並且依據相同的標準，適用於牛乳上。該標準比較特別的

 
272  參 閱 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21/01/14/How-Oatly-Upfield-

and-ProVeg-plan-to-overthrow-Amendment-171， 最後瀏覽日期：2022/1/28。  
273  參閱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688_2007072 

7_2 0310_en.pdf，最後瀏覽日期：2022/11/6。  
274  參閱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loda/id/JORFTEXT000026601681/，最後

瀏覽日期：202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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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於牛乳品質及衛生標準，本來係依據 2004 年 4 月 29 日編號第

852/2004 號法規之規定，以其在 30 度時細菌含量及抗生素殘留量為其評

估標準，但依據 2012 年乳品辦法之規定，增加了許多牛奶價格決定評估

因素，包括乳糖以及牛奶之凝固點等275。值得一提者，為辦法中的「冰點」

乙節。所謂將「冰點」列入考量，係指將測量牛奶之冰點，即牛奶固化之

溫度，來確定添加入鮮乳中可能影響鮮乳質量之「水量」。 

 依據歐盟法規，巴斯德殺菌奶276之冰點不得超過零下 0.520 度，而歐盟

之荷蘭，若冰點高於零下 0.505 度時，每公斤鮮乳將被課與 0.45 歐元之罰

款277。法國境內關於鮮乳價格，在 2009 年前後數年，一直苦於「過低」之

窘境，法國競管理局於 2009 年發布關於乳品行業之運作報告中278，法國

從 2002 年生乳每一千公升 311 歐元，跌到 2006 年每一千公升 267 歐元，

嗣從 2007 年每一千公升 288 歐元至 2008 年每一千公升 336 歐元，但 2009

年卻又急遽下降至每一千公升 226 元。 

近年來因為通貨膨脹，依據法國經濟學者 Benoit Rouillé 在 2022 年 4

月最新乳業經濟報告中，提及近一年來，脫脂奶粉(la poudre de lait écrémé)

及奶油價格上升了 70%，2022 年 2 月時，傳統鮮乳之價格為每一千公升

382 歐元，比 2021 年 2 月同期，上升 55 歐元，上漲比例為 17%。上漲原

因，就乳品之收集量，其實 2022 年只下降 1.2%，主要原因在於乳品業之

各個環節，都面臨成本增加，牛隻育種費用增加，肥料、飼料、改良劑、

 
275   參 閱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codes/id/LEGIARTI000026628686/2013 -

01-01，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5 月 12 日。  
276  為一種鮮乳殺菌方法，乃利用 72 度至 75 度殺菌 15 秒之方式，國內目前有

義美及瑞穗極製 72 度，均係利用此種殺菌法，國外大部分鮮乳均係利用此

種方法，因此種方法溫度不高，不至於產生梅納反應，故較無濃醇香之乳味，

其優點在於能保留鮮乳之原味，參見林世航，多數台灣人不知道的牛奶小秘

密 ： 為 何 外 國 鮮 乳 能 保 存 70 天 ， 台 灣 卻 只 有 2 星 期 ？ 網 頁 資 料 ：

https://www.storm.mg/l ifestyle/213894?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5 月

12 日。  
277  參閱 https://www.lely.com/be/fr/farming-insights/fms-etude-sur-la-qualite-du-l 

ait-point-de-cong elat/，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5 月 12 日  
278  參閱 http://www.senat.fr/rap/r09-073/r09-0731.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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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包裝材料等，都有明顯增加，但是，在零售市場商店內，鮮乳產品

並未漲價，因此，對於法國消費者來說，感受不大279。 

法國競爭管理局認為，法國鮮乳的競爭功能不佳，主要因為法國鮮乳

市場之供需剛性，以及市場參與者彼此間力量不平等。首先，就供需剛性

部分，主要指的是鮮乳生產者，對於供給量並無太多之空間，主因在於鮮

乳不易保存的特性，對於法國乳農來說，乳牛泌乳時，乳農就必須要加以

擠乳，但因不易保存，使得法國乳農必須要趕在很短之時間內將鮮乳銷售

完畢，故在銷售壓力下，鮮乳價格急速下降280。因此，法國鮮乳業所面臨

競爭之議題，短期來說，因為乳品產量過於集中，因季節與氣候因素，只

要牛隻泌乳豐富，就會造成產量過剩。而中期來講，對於產量之調整，亦

非一蹴可幾，乳牛從出生到泌乳，必須經過三年期間，而法國對於牛隻減

量，目前還是使用屠宰方式，如此一來又會造成肉品市場失衡，從而，每

個管制手段，均牽一髮而動全身。此外，對於法國乳農來說，以屠宰方式

達到鮮乳價格調整，亦非至善之道。 

2. 法國鮮乳價格控制 

法國關於乳製行業，目前較為積極者，為「法國乳業跨業組織」(Centre 

National Interprofessionnel de l'Economie Laitière)，其性質上為私營組織，

主要成員由三方組成：鮮乳生產商、乳製品合作社及私營乳製品生產商。

281該組織之決定，係由前揭三方共同決策。為了保障法國乳業，也減輕法

 
279  前揭 2021 年及 2022 年數據，見 https://www.web-agri.fr/prix-du-lait/article/207 

699/pas-de-repit-pour-l-inflation，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10 日。  
280  法國競爭管理局 2009 年報告第 12 頁，法國競爭管理局報告，詳參：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fr/opinion/relatif -au-fonctionnement-

du-se cteur-laitier，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7 月 9 日。  
281  該組織的成立背景，主要是在 2008 年前後，因為法國那幾年之乳品價值急

速下降，例如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4 月間，下降幅度高達 37%，導致法國

參議院經濟委員會注意此事，故法國競爭管理局在評估對於市場競爭規則之

可能方案後，建議生產者與企業間，以透過契約方式，來穩定價格。故在 2009

年，在法國農業部之支持下，由乳品生產業者、乳品加工業者與經銷商，組

成該跨業組織，並且在「農業與海洋漁業法規」中規定「農業契約制度」(Le 

régime contractuel en agriculture (Articles L631-1 à L631-29))，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長期跨專業協議」(Les accords interprofessionnels à long terme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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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在乳業專業決策上之不足，法國在「農業與海洋漁業法規」(Code 

rural et de la pêche maritime)中允許「長期跨專業協議」 (Les accords 

interprofessionnels à long terme282)。該章節主要用來規範農業生產、經銷與

供應商間之契約原則，以規範、平衡生產者、加工者與消費者間之關係283。 

長期跨專業協議之簽訂，並非只有針對乳品業者，該制度主要係用於

處理跨部門資源整合。284 其主要目的在於加速產品之流通，係由代表消費

者之團體，以及全國性或地區性代表產品製造商之組織，不論其是否為私

營或政府內部之組織，均得簽訂285。之所以有這樣的需求，部分原因係因

法國幅員較大，不見得每個農產品的問題，均為全國性，可能會有若干農

產品僅會涉及地區性，因此，保留議題自各的特殊性，由各相關農產品議

題之主管機關與代表組織間，得視具體情況為長期跨專業協議。透過長期

跨專業協議，將包含鮮乳在內之農產品，以協議方式，共同開發內部與外

部之銷售管道，以便在數量與品質上，得以因應市場需求，並提高產品質

量，調整價格，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而為了因應市場變遷，法國亦要求

長期跨專業協議中，必須要明定關於價格調整機制及標準，286 並且從二方

面著手：(一)從生產至經濟形勢之要求；(二)從產品生產、加工與經銷。287 

 
L631-1 à L631-23))，參閱：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fr/communiq 

ues-de-presse/crise-de-la-filiere-laitiere-lautorite-de-la-concurrence-expertise-

dans-un2，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0 月 20 日。  
282  在現行「農業與海洋漁業法規」第 L631-1 à L631-23。  
283  法國農業與海洋漁業法規第 L631-1 第 1 項。  
284  例如法國從 2007 年 10 月 22 日編號第 n° 1234/2007 號關於市場共同組織

(Organisation Commune des Marchés)之行政命令，就建立了關於水果與蔬菜

實踐有關之協議，參閱： https://www.senat.fr/rap/r13-214/r13-214_mono.Ht 

ml#toc157，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5 日。  
285  法國農業與海洋漁業法規第 L631-3 第 1 項、第 2 項。  
286  依照法國農業與海洋漁業法規第 L631-2 條規定，專業或跨專業組織，會對

每種產品之價格提出建議，農業部長及經濟相關部會之部長，會透過跨部會

行政命令 (arrêté interministériel)就會針對該等產品建立清單，並且每一年會

去調整清單內容，倘若某個產品，原先被列為長期跨專業協議之清單中，後

來於修改時遭移出，移出清單本身，不影響當事人間基於長期跨專業協議清

單所為法律行為之效力。因此，長期跨專業協議之價格調整機制及標準，是

由相關行業組織，提出建議意見，再由跨部會之首長，將調整機制及標準，

以行政命令之方式發布，其每年依據市場及經濟環境而調整，並受國會監督。  
287  法國農業與海洋漁業法規第 L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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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長期跨專業協議，必須適用以下一般原則288：首先，必須預先比較

生產量、國內需求量及國外出口量，以便協議國內需求與國外出口之數量。

第二，必須定義相關專業及共同開發之領域與學科，使得對於產銷之評估，

能真正符合市場產銷之需求。第三，由於價格決定因素很多，亦不全然是

賣方之責任，故法國亦要求買方，其有義務透過預約(contrat préalable)，先

針對其所欲購買之數量確定，以確保數量供應穩定，也有助於市場對價格

之預測。第四，也是最重要之原則，即必須依現行法規，確定締約方之定

價方法，以便依近幾年平均產量，確定成本價格，作為定價之參考。289 

3. 優酪卡特爾案 

法國競爭管理局於 2015年 3月 12日發布一項處分，課予乳品生產者

共 11家290共 1.927億歐元之罰鍰。起因主要在於從 2006年 12月 6日起至

2012年 2月 9日止，此等 11家廠商的自有品牌優酪乳或乾酪、乳製甜品

及其它乳製品，彼此間價格達成一致協議，致使消費者基於價格因素而選

擇更換交易對象之可能性降低，甚至可以說消費者等同被廠商「俘虜」

(captif)，屬於最核心之限制競爭態樣 (le centre de gravité de l’entente)。罰

鍰金額最多者為雀巢 Lactalis Nestlé公司，達 5610萬歐元，其次為 Senagral

公司，為 4600萬歐元，及 Novandie（Andros 集團），3830 萬歐元，至於

另一家公司 Yoplait公司，因為在 2011年 8月間即將此等作法揭露並報請

法國競爭管理局，即未遭處罰。 

這些公司間之協議，非常謹慎，彼等間使用專門用於卡特爾使用之專

 
288  法國農業與海洋漁業法規第 L631-7。  
289  依照法國競爭管理局官網介紹，由於 2009 年法國修訂了農業與海洋漁業法

規，跨專業間價格衡量指數的互相傳播，並不構成法國國內競爭法之違反，

但 仍 然 要 受 歐 盟 境 內 競 爭 法 之 規 範 ， 參 見 法 國 競 爭 管 理 局 官 網 ：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fr/communiques-de-presse/crise-de-la-

filier e-laitiere-lautorite-de-la-concurrence-expertise-dans-un， 最後瀏覽日期：

2022 年 10 月 20 日。  
290  該 11 家廠商名稱分別為 Yoplait、Senacral (Senoble)、Lactalis、Novandie 

(Andros 集團)、Les Maîtres Laitiers du Cotentin、Laïta、Alsace Lait、Laiterie 

de Saint Malo、Yeo Frais (組  3A) 和  Dairies H. Triballat (Rians)，以下簡稱

Yoplait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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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動電話卡，且電話並沒有讓客戶知悉，並且在不同之地點、飯店進行，

每次協議之地方都會改變，最後就價格及自有品牌乳製品部門及數量達成

一致。而 Yoplait 公司甚至還查獲了一本秘密筆記本，裡面記載了各種資

訊交換過程所作之決定。各製造商間成立「互不侵犯協議」(Pactes de non-

agression)，亦即競爭者間，詢問了過去價格上漲情況，並且就彼此的經銷

商擬宣布漲價訊息，及如何證明、因應漲價說法，達成一致性之默契。各

製造廠間，甚至還協議分配銷售量，凍結彼此間的頭寸(position)，甚至還

對連鎖超市之要約，製造商們締結互不侵犯協議。 

由於此卡特爾案涉及法國全國，過於大規模，使得法國競爭管理局特

別關注，由於涉案廠商在法國就鮮乳製造之市占率，高達 90%，而聯合事

項就涉及價格、銷售量，顯然屬於核心限制競爭事項，過程又充滿高度隱

密性及複雜度，故法國競爭管理局認為上揭廠商之聯合行為，違反歐盟運

作方式條約第 101條規定，及法國商事法第 420-1規定，而為前揭處分。

然而，廠商不服處分，提出訴訟291，先經巴黎上訴法院於 2017年 5月 23

日作出判決，部分廢棄法國競爭管理局之處分並自為判決292，經法國廢棄

法院293 商事廳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駁回廠商之上訴，並認為廠商此等行

為屬於重大違反競爭秩序之行為(pratiques anticoncurrentielles graves)。廠商

所提之理由，主要集中在論述生乳市場之生態，即鮮乳製造業面臨極其困

難之經濟環境，且上游生乳價格剛性，議價能力較強，而下游鮮乳銷售價

格又不容易轉嫁給消費者，故中間的鮮乳加工業者之利潤其實非常微薄，

並辯稱其等間其實並沒有法國競爭管理局所稱之堅實之價格決策體系，而

 
291  法國關於競爭管理事項，由於是規定於法國商事法第 420-1，故就法國競爭

管理局所為之處分，其訟爭審判權並非屬於行政法院，而屬於普通法院管轄，

此為與我國顯著不同之點。  
292  主要係針對罰款金額作調整，因並非本計畫關注之焦點，爰不贅述。  
293  此即法國最高法院，但由於法國最高法院之組織名稱  (Cour de Cassation) 字

面上即為「廢棄法院」(如果是刑事判決，對應我國刑事訴訟法之用語，應稱

之為「撤銷法院」 )，且我國國內文獻對於該法院之介紹，也都習慣稱之為

「廢棄法院」，故本報告從之。關於詳細法國廢棄法院之介紹，參閱林慶郎，

法國法上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研究，東吳法律學報，第 21 卷第 3 期，頁

200，20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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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極為鬆散、欠缺制度化之體系，且內部間對於違反聯合行為約定之廠商，

也未訂有內部報復措施，同時在廠商間流通、交換之訊息，亦非全然均為

正確之資訊，以及辯稱各廠商之規模不同，造成之影響亦有所歧異，但法

國競爭管理局之處分，並未能彰顯前揭規格及造成實益之影響程度等等。

惟上述理由並未獲法院認同。 

法國廢棄法院認為，294 已確定一定數量的乳品生產商 Novandie 及

其母公司 Andros et Cie 公司（Andros 公司），在市場上既有一定產品數

量，卻在 2006 年 12 月 6 日至 2012 年 2 月 9 日期間，在市場上針對

各自旗下「自有品牌」銷售之新鮮乳製品，實行客觀上協調、一致之做法，

另一方面，又在同一行業中，分別於 2006 年 12 月 6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之間，及 2011 年 1 月 4 日至 2012 年 2 月 9 日之間，就類

似產品系列之價格上漲率，達成一致之作法，以及在 2010 年 6 月 15 日

至 2010 年 2012 年 2 月 9 日，關於經銷之銷量分配，以及對於經銷商

價格標示之採取回應方式：即對於不遵守其價格指示之公司，均處以相同

之處罰，從而，認為該案所涉之乳品業者之行為，確實構成聯合行為。 

惟該案之重點在於，對於聯合行為之業者間，裁罰之基準為何？法國

廢棄法院認為，必須考量聯合行為持續之時間、聯合行為所造成之銷售額

大小，並客觀且具體地評估聯合行為之嚴重性，若係由集團內數個公司或

機構參與，則要「整體評估」其行為之嚴重性，而非僅就其個人或個別團

體加以評估。至於所謂「嚴重性」，則要看該聯合行為造成經濟損害之額

度、是否具有重複性，以及從事聯合行為之公司或機構，在其整個組織、

集團中之地位。 

另外，值得關注者，法國廢棄法院在該案中，也提及個別遭處罰參與

聯合行為之公司，得提出相關證明，以取得「減輕」處罰之法律效果。例

如，如果受處罰之企業或機構，得證明其參與聯合行為，係受到脅迫情事；

 
294  Cass. com., 24 juin 2020, n° 17-20.177.，判決原文請見：https://www.doctrine.fr 

/d/CASS/2020/JURITEXT000042372005，最後瀏覽日期：202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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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競爭管理局為授權或鼓勵；或是證明聯合行為持續期間，曾經有「個

別化」、「差異化」之中斷行為。以該案為例，受處分公司 Novandie公司

曾辯稱，其等從 2006 年到 2010 年間，曾經採取個別行為，且該行為永

久地破壞了卡特爾現象，其等行為符合減輕處罰之規定，主張將罰款減少

至少 60%，惟最後法國廢棄法院認為受處分公司，曾經於 2009年至 2010

年之間，確實有一年左右之時間，曾經有短暫之「價格戰」，該段期間確

實稍微恢復了市場上之競爭秩序，而降低了卡特爾對市場之影響力，故時

間上占總聯合行為之存續期間(5年 2月)約五分之一，而減輕 15%之罰鍰。 

此外，Novandie 公司又提到，其於 2010 年間，之所以從「價格戰」

中停止，又回到卡特爾狀態，係受到其它業者 Yoplait與其它公司之壓力，

而受迫加入乙節，法國廢棄法院認為，在 2010年秋季，因糖與鮮乳之價格

均暴漲，而據 Novandie公司之陳述，當時 Yoplait公司與其聯繫，Senoble

與 Lactalis公司也與其聯繫，從而於 2011年 1月 4日有舉行會議討論，會

中均希望通過增加價格等情，故法國廢棄法院認為 Novandie 公司並非被

動受壓力而加入卡特爾，而係基於自身商業利益之考量而加入，故認為該

部分並未構成得減輕處罰之事由。最後，法院認為，雖然上揭廠商為聯合

行為，但卡特爾行為所造成的產品販售價格仍屬低廉，故在金額基礎之計

算上，應列入考慮。法國競爭管理局在本案中，針對廠商違法情節之性質，

限制競爭之因素(價格、客戶、購買數量)，以及客觀特徵(是否秘密、複雜

程度、處罰報復機制是否存在、是否規避立法)等情節為論述。295 

此外，法國競爭法實務上，也不一定要針對「大規模」的協議才會構

成聯合行為，即便是小範圍之協議，也可能被法國法院認定屬於應該裁罰

之對象，例如法國 2006年時，296 當時巴黎六間豪華飯店間之協議，由於

該六間飯店均屬法國巴黎中較為豪華之飯店，其顧客之特點在於經濟、社

會地位均高，對於價格敏感度較低，而價格之奢華，正好又可以突顯該等

 
295  見法國競爭管理局處分第 286 段，網址：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 

e.fr/sites/default /files/commitments//15d03.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2/11/6。  
296  Paris, 1re chambre H, 26 sept. 2006, Hôtel Le Bristol e.a., BOCCRF 2006,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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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之「尊榮感覺」，從而六間飯店協議針對特定客群，給與房間較高之

價格，並且為價格之協議。 

該六間飯店辯稱，其等係對於特定客群為之，且只適用於巴黎地區的

飯店間，而不是針對全國其它地位的連鎖門市。換言之，並沒有擴及整個

飯店市場，且未使得各個飯店之商業政策自主權受到影響。但法院認為，

該六間飯店之協議，使得六間飯店間，不僅能夠精準地判斷出其競爭對手

之表現，且了解商業政策之變化，從而使得這六家飯店業者之間，大大地

減少了競爭。然而法國仍有學者批評，認為業者間彼此加換訊息，使得競

爭政策的「透明度」增加，未必就會造成競爭秩序之限制。297 

4. 法國補助乳業之情況 

為提高法國諾曼地地區之鮮乳生產及加工乳製品之競爭力，法國參考

歐盟 1308/2013 號指令之規定，於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間，

透過行政命令，進行「為提高諾曼地地區乳業利潤融資之跨專業協議」。

而提供融資補助之原因，並非諾曼地牛乳之生產量少，相反地，依據統計

資料，諾曼地地區每年生產超過 3000 萬公升鮮乳，約占法國全部年產量

之 13.5%298。在諾曼地地區，鮮乳為其農業中非常重要之地位，該地區亦

為乳製品重鎮。 

由於歐盟競爭法的適用對象，不僅僅針對企業，也針對會員國。因此，

會員國對於境內產業之補助，也必須要在競爭法之框架底下，以維持市場

競爭秩序。依照法國競爭法之學理，國家「選擇性補助」(la sélectivité de 

l’aide)若要構成影響市場競爭之效果，必須受惠企業(entreprise favorisée)有

競爭對手，同時受惠企業所獲得之優待，對於競爭對手而言，構成歧視。

而此所謂「競爭對手」並非僅具體之競爭對手，換言之，是否企業具有顯

在競爭對手，或是否有具體之受惠產品，並非影響市場競爭評價所必需。

 
297  Georges Decocq, André Decocq，Droit de la concurrence, LGDJ, 9e édition, 

oct.2021.段碼：252。  
298  Armand Frémont, L'élevage En Normandie, É tude Géographique. Volume II, 

Chapitre III. les industries laitières,p.137.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Cae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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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依法國實務，在若干領域，例如以協議、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或市場

集中度之控制等領域，關於潛在競爭者之存在，極具重要性。 

歐盟法院認為，國家補貼本質上會扭曲或至少可能造成市場競爭秩序

之威脅299。例如歐盟法院曾在 1988 年 6 月 7 日針對希臘就消費信貸對於

出口商為國家補助，具體來說，即希臘之出口商，若迅速將出口之收入，

匯回希臘國內，並兌換成古希臘貨幣，則國家將以退還或減免部分出口信

貸利息為補貼。法院認為此種國家補助，會造成希臘出口商，相較於其它

營運商，在成本上具有更佳之優勢。然而，單純從補貼本身，即推論出造

成競爭秩序之影響，似乎理由稍嫌不足，法國便有學者認為，歐盟委員會

至少必須對於其認定有害及市場競爭秩序之理由為補強300。畢竟在歐盟法

院向來其實對於國家補貼所造成之競爭秩序影響，一直都有採取干預之立

場301。歐盟法院向來立場多數認為，在歐盟境內，不論何種型式補助，都

可能會造成競爭秩序的扭曲，故國家對於特別行業之補助，都必須經過歐

盟委員會之批准，以便使歐盟委員會可以確保國家之援助符合歐盟運作條

約第 107 條所規定之標準。 

若由歐盟經驗觀之，是否影響競爭之原因主要著重在補貼本身，究竟

以何為補貼標準，以及補貼之內容、時間長短，是否構成歧視等，而在疫

情期間，歐盟之所以放寬國家對於航空業之補貼，某程度也與航空業是國

內許多產業均有連結牽動關係，302 而對照乳品業者，國家若要給與補貼，

 
299  CJCE, 7 juin 1988, Grèce c/Commission – « Aides d’État, remboursement 

d’intérêts sur les crédits à l’exportation ».  
300  André Decocq et Georges Decocq, Droit de la concurrence, L.G.D.J, 9e 

édition ,26/10/2021, para.408. 
301  TUE, 13 déc. 2018, aff. T-77/16, Ryanair DAC ; TUE, 16 mai 2019, affs. T-

836/16 et T-624/17, Pologne ; TUE, 27 juin 2019, aff. T-20/17, Hongrie. 
302  以我國為例，交通部於 2022 年 1 月 24 日，公告修正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 8 條、第 12 條，確

定投入將近 60 億元之特別預算，除了針對航空業者以外，也一併對於海運

相關產業提供紓困補貼，補貼對象除了航空業外，也包括整個小三通的相關

業者，紓困時間至 6 月 30 日止。足見補貼合法與否，某程度與該產業牽動

範圍大小有關，牽動範圍越大，政治效應越大，也越容易促成政府對該產業

之補貼，而牽動範圍大，當然也會有「一視同仁」之效果，而減少補貼造成

歧視之疑慮，關於我國航空業之紓困，參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官網，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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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必須嚴守前揭標準以外，也必須衡量乳品業所牽動之範圍大小、程度，

以平衡國家補助與公平競爭間之關係。 

(三) 德國：乳品與嬰兒配方乳粉案例 

1. 德國酪農協會抵制案 

2008 年世界糧價飛漲，但生乳價格卻不斷下滑，為抵制乳製品業者採

行之收購價格政策，德國聯邦酪農協會（Der Bundesverband Deutscher 

Milchviehhalter e. V. ，簡稱 BDM）為 30,000 名德國酪農成員之利益（協

會成員生產交付之生乳量占全德國生乳總產量之 45%）要求並呼籲酪農拒

絕交付與銷售生乳予乳製品業者。DBM 希望透過聯合的抵制行動，能達

到提升生乳收購價每公升不得少於歐元 43 分之目的。同時 DBM 也提出以

體積計算生乳重量之轉換係數，並對生乳生產實施體積控制。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 ）在 2008 年 9 月 9 日認定，BDM

呼籲酪農停止生乳供應行為涉及違反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及事業團體不得意圖

不公平損害特定事業，要求他事業或事業團體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或購

買。」之規定，則 DBM 行為抵觸禁止杯葛之限制競爭規定。其在處分書

表示，身為事業團體之 BDM，呼籲其他業者 (即酪農) 對乳製品業者斷絕

供應生乳，有不合理阻撓之意圖。同時，在 BDM 呼籲抵制之下，已形成

大規模干涉乳製品業者之競爭自由。此種抵制行為不僅迫使乳製品業者與

酪農達成統一價，也迫使最終消費者必須接受一定水平以上之價格。限制

競爭防止法旨在維持自由競爭，即使是不屬於成本所覆蓋之價格也應受到

自由競爭之保護。303 

2. Hippo嬰兒奶粉標示案 

    Hipp公司為被告，因違反競爭行為，被競爭對手 Milupa公司起訴。

 
https://www.caa.gov.tw/Article.aspx?a=3001&lang=1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22/11/6。  
303 BKartA WuW, 200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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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upa公司主張，Hipp公司在所銷售的嬰兒奶粉中，作出兩種配方表示：

一是具「Praebiotik®  + Probiotic®」；另一是具「Praebiotic®  + Probiotic®  

與天然乳酸益生菌 - Praebiotic®  支持健康的腸道菌群」，此兩種標示均不

符合 2006 年歐盟食品營養和健康聲明條例（Health-Claims-Verordnung 

1924/2006/EC，簡稱健康聲明條例），並對被告提起)不作為訴訟與請求賠

償損害。304 

    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在 2011 年 3 月 23 日裁判，原告一部勝訴一部

敗訴。被告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因法蘭克福高等法院在 2012 年 8 月 9 

日之判決中，駁回原告上訴，並表示：「Praebiotik®  + Probiotic®」之配方

聲明符合歐盟健康聲明條例，因該配方未聲稱對健康有關。也就是說，使

用術語與性質或成分有關之簡單訊息，尚不構成健康聲明條例第 2條第 1

款和第 5 條含義內之與健康相關之訊息。而「Praebiotic®  + Probiotic®  與

天然乳酸益生菌 - Praebiotic®  支持健康的腸道菌群」之標示，則顯然與健

康有關，違反健康聲明條例規定。最高法院贊同原審法院之立場，並強調：

企業經營人不應草率提供訊息，並應本於友好消費者，不利於企業經營者

為出發。 

(四) 西班牙：乳業裁罰案 

西班牙國家市場及競爭委員會(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marchés et 

de la concurrence (CNMC)，以下簡稱西班牙競委會)於 2015 年 3 月間，針

對西班牙境內乳品製造商共九家公司，以及二個乳品雇主協會，共處罰總

金額 8820 萬歐元之罰鍰305。其中共有三個法國集團涉入其中，分別是達

能(Danone)、拉達利(Lactalis)與瑟諾博(Senoble)，其中達能集團被處罰最高

 
304 BGH, Urt. v. 26.02.2014, Az. I ZR 178/12.  
305  主要處罰依據乃認為違反西班牙競爭法 (la Loi de défense de la concurrence 

(Ley de defensa de la competencia))第 1 條及歐盟運作條約 (Traité sur le 

fonctionnement de l’Union européenne)第 10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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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306，達 2300 萬歐元，拉達利集團受罰 1100 萬歐元，瑟諾博集團則受罰

92 萬 9000 元歐元罰鍰。另外還有雀巢集團受罰 1060 萬歐元，以及西班牙

境內普勒法食品(Puleva Foods)遭受 1020 萬歐元。在該處分公布時，法國

競爭管理局也同步針對涉嫌操控乳品價格之八家自有品牌(sous marques de 

distributeur, MDD)廠商進行調查，而 Senoble、Novandie 與 Lactalis 集團，

也都是調查對象。307 

西班牙競委會發現，從 2000 年至 2013 年期間，乳品業有反競爭行為，

特別是調查公司在特定區域，或國家境內，進行競爭訊息之交換，以共享

對於鮮乳供應市場之控制權。例如，集團內加工製造商間，會互相交換彼

此支付給鮮乳製造商之價格，包括現在及未來可能之價格、購買的數量及

製造商之身分等。西班牙競委會認為，此等訊息之交換，足以使處於競爭

關係之公司間，能夠藉此調整其等商業行為，以避免向鮮乳製造商提供更

優惠之價格與條件。值得注意者，西班牙競委會主要理由，並不是此等資

訊交換，將影響消費者，而係中間加工製造商之彼此訊息交換，將造成上

游之生乳供應商無法決定其價格或選擇客戶，因為將使得市場對於生乳需

求端更為集中(即集中於少數幾個加工廠商)，造成加工廠議價能力上升。 

2019 年時，西班牙競委會，同樣也針對八家鮮乳加工製造商及二個雇

主協會，課予總金額 8060 萬歐元之高額罰鍰，其中二個協會分別遭罰 6 萬

及 9 萬歐元。該八家製造商與前述 2015 年處罰之情節類似，均係彼此分

享向鮮乳提供者之價格、購買數量及是否有要轉換上游提供商之資訊。其

等聯合之形式，有透過雙邊契約，亦有多邊契約或透過協會內之會議等方

式為之。西班牙競委會認為西班牙乳品市場處於高度集中，故上揭鮮乳加

工業者方式，構成目的性限制競爭(une restriction de concurrence par objet)，

 
306  達能集團為西班牙境內最大之乳品製造業集團，參見達能公司 2015 年公司

介紹，http://media.corporate-ir.net/media_files/IROL/13/131801/reports/DDR_ 

DAN ONE_2015_ FR.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5 月 12 日。  
307  本案之判決，請參閱 https://www.osservatorioantitrust.eu/fr/lautorite-de-la-con 

currence-espagnole-a-sanctionne-a-hauteur-de-882-millions-deuros-plusieurs-op 

erateurs-du-marche-de-la-fourniture-du-lait-cru-de-vache/。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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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予以課處罰鍰。 

(五) 英國：億滋國際收購吉百利案 

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 (CMA) 和歐盟委員會 (EC) 針對億滋國際

(Mondelēz) 308 收購比利時乳製品公司吉百利(Cadbury)之案件，是否構成

壟斷作為判決。億滋國際公司曾於 2016 年間，擬收購巧克力食品之巨頭

好時食品(HSY)，但因好時公司拒絕，遂轉向併購比利時乳製品公司吉百

利。在 2021 年 1 月 28 日，歐盟委員會開始針對此宗併購案為反壟斷調查。

其主要目的，在於調查此宗併購案，是否會造成歐盟成員國之間，透過若

干跨境貿易限制，使得巧克力、餅乾與咖啡等國家市場自由競爭受到限制，

而可能違反「歐盟運作條約」(TFEU) 第 101 條和/或第 102 條。例如，

億滋國際可能透過分割供應市場(segmenting the markets for the supply)之方

向，向歐盟之客戶提供商品或服務。 

 

 
308  其為美國之食品公司，其前身為美國第一、第二大食品公司：卡夫食品。後

來卡夫食品公司分拆業務，其中一家之後即成為億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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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比較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分析 

本研究比較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等國家或地區之乳業發展歷程，

以及乳業相關法規與競爭政策及法律之關係，從中分析其產業特色與競爭

法執法案例，作為對於我國之借鏡。在前四節之各國乳品產業相關內容中，

可彙整比較法之重點觀察角度，包括：(一) 乳品產業政策之發展與特點；

(二) 乳品產業政策之挑戰與隱憂；(三) 乳品法規與競爭法之關係；(四) 競

爭主管機關於農產及消保主管機關分工；(五) 鮮乳之重要競爭法執法案例；

(六) 嬰兒配方乳之市場結構及政策；(七) 嬰兒配方乳之重要執法案例。(詳

見表 3-7) 

表 3-7  我國與各國之乳品產業涉及競爭政策與競爭法比較表 

比較乳品產業政策之發展與特點 

美  國 

乳業政策充滿保護主義色彩，主要生產為供內銷使用，出口占比

不大；在貿易自由化後，目前逐漸改以「分離所得」直接補貼酪

農戶，已符合WTO之農業補貼規範。 

紐西蘭 

自然環境得天獨厚且地廣人稀，鮮乳產量 95% 皆作為出口；酪農

從早期組成合作社，由政府主導公私協力合併成為紐國最大乳製

品公司：恆天然公司。乳業長期以來係以恆天然公司為最大市占

率之獨占市場。 

日  本 
乳製品產業為寡占市場結構，長期採取由「指定生乳生產團體」

對生乳進行「單一集貨多元販售」。 

歐  盟 

乳業以追求永續發展為目標，現為世界前四大產乳地區之一。未

來乳業產量年增成長率將放緩，但產能仍將被高度出口需求所吸

收。歐盟乳業原則上係採取自由競爭政策，但仍得在特定條件下

對市場進行干預。 

台  灣 

先天環境不量且農地面積狹小，生乳產量幾乎全部作為內需使用，

不足需求的部分，則依賴外國液態乳或鮮乳進口。乳製品公司在

產業結構之中游生產部分形成寡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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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產業政策之挑戰與隱憂 

美  國 

消費者習慣調整 (植物乳替代動物乳)、由於寡占結構高度集中市

場 (尤其嬰兒配方乳粉) 且幾乎沒有外國進口，易造成供應不穩

定，包括：過剩、短缺、甚至斷貨。 

紐西蘭 

恆天然公司 2021年時，市場占有率為 81%，屬於獨占市場，恆天

然公司具有壓倒性的市場優勢地位，近年來紐國競爭主管機關亦

開始審查恆天然的生乳價格決定機制是否合理。 

日  本 

「國產」與「進口」乳製品間具高度價差且在品質方面不易區隔

化，倘隨意進口乳製品將對日本國內整體乳製品有造成不利影響

之虞，故須就進口乳製品之種類、數量、進口季節進行選擇及調

整，以求儘可能降低對日本國內供需之影響。 

歐  盟 

乳品行業易受國際市場價格劇烈波動影響，酪農在投入成本增加

情形下，乳製品價格卻下跌，酪農在何種條件下得進行集體談判，

就原料奶交付之共同價格達成一致，對酪農公平交易之保護，至

為重要。 

台  灣 

由於氣候與地理環境的影響，乳產量無法顯著提高，但國人對於

鮮乳之需求日益增加，勢必要以進口「液態乳」補足，目前仍有

關稅配額之保障，2025年後紐西蘭液態乳將因台紐經濟夥伴協定

而享有零關稅。 

乳品法規與競爭法之關係 

美  國 

柯伯爾伏爾斯特法案 (Capper-Volstead) 採取行為豁免，非行業豁

免；亦即與乳製品「生產、處理和營銷」等行為有關之「有限行

為豁免」。 

紐西蘭 

2001年乳品產業重整法，係上以乳製品業另立專法方式優先於競

爭法適用；然商業委員會得依職權，針對生乳收購價格決定之程

序、鮮乳市場價格、產銷供應之情況等，進行監督。每年在乳季

後，紐國商業委員會皆發表「生乳價格審查報告」供大眾閱覽。 

日  本 

畜安法、農協法、獨占禁止法；同時，農協方針、生乳之正當交

易推動指引、乳製品製造業正當交易指引等，以「負面表列方式」

作為乳業與競爭法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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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盟 
歐盟僅針對緊急特殊狀況，如市場失靈，採取緊急措施以解決之；

並未對於乳品業另訂豁免指令或條款。 

台  灣 

在「廠農和諧」之目的下，畜牧法中的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及

其依法所為產銷調節措施之各項因應行為，得優先於公平法適用，

屬於行為豁免，而非整個產業豁免。 

競爭主管機關於農產及消保主管機關分工 

美  國 
農業部在過去歷史中，利用聯邦鮮乳運銷法案 (FMMO)、乳製品

利潤保護計畫 (MPP-Dairy) 等措施補貼酪農。 

紐西蘭 

生乳供應及其價格完全取決於市場、取消生產配額、政府不干預

採購和公共儲備、取消出口退稅、廢除對農民直接補貼與賦稅優

惠等。 

日  本 

農業競爭力強化計畫、畜安法下「指定生乳生產團體」須為農業

協同組合或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而上兩會內又須有身為酪農之

成員、透過「指定生乳生產團體制度」進行乳業補貼政策。各機

關之間相互協調，並非逕渭分明。 

歐  盟 

歐盟以及成員國之競爭主管機關特別關注生乳採購市場。而在乳

製品加工層面，亦就原料奶購買者是否產生卡特爾經濟行為，對

之進行調查。 

台  灣 

農委會作為乳品產業之主管機關，對於酪農之補貼、生乳價格調

整及乳業發展等負責，而在乳業垂直或水平結構中有影響市場競

爭之行為時，則由公平會進行調查與判斷。 

鮮乳之重要競爭法執法案例 

美  國 

Dean Foods Co. 宣告破產水平結合案、併購乳品廠商影響市場競

爭案、受 COVID-19疫情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之政府介入案、Borden 

Dairy Co.生乳產量過剩而破產影響市場競爭案。 

紐西蘭 恆天然公司受美國指控為政府控制企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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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雪印乳業・農林中金事件 (獨占)、大分縣酪農業協同組合事件 

(不當獨家交易)。 

歐  盟 
英國億滋國際收購吉百利案、歐盟關於「豆乳」名稱之禁令、法

國優格卡特爾案、西班牙乳業裁罰案、德國酪農協會抵制案。 

台  灣 乳品業者關於鮮乳價格聯合調漲案。 

嬰兒配方乳之市場結構及政策 

美  國 
婦嬰幼兒特殊營養補充計畫(WIC)下，各州幾乎被單一廠商「壟斷」

(獨家供應商)。 

紐西蘭 
Anchor (安佳)、Anlene (安怡)、Anmum (安滿)、FERNLEAF (豐力富)，

皆是恆天然集團的消費品牌，全球出口量相當大。 

日  本 

嬰兒配方乳粉雖屬畜產加工品，日本食品衛生法與我國食安法在

嬰兒配方乳相關規定上最大不同之處，應在於其並未禁止對嬰兒

配方乳為廣告。 

歐  盟 

歐盟食品安全局針對嬰兒和較大嬰兒配方乳粉之持續進行重要工

作、政策指引、與立法。例如：EU 609/2013 FSG 對於嬰兒配方乳

之立法項目，兼顧安全與質量要求。 

台  灣 

嬰兒配方乳粉幾乎都為進口，僅有少數代理商與國外乳品廠簽訂

代工合約，並以自有品牌進行銷售，但因進口來源國家多元，較

無集中於同一來源之情形。同時，「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

告及促銷管理辦法」中，嬰兒配方乳粉禁止廣告。 

嬰兒配方乳之重要執法案例 

美  國 
嬰兒配方乳壟斷案，FTC 之立場及其調查：美國家庭關鍵產品市

場供應鏈脆弱。 

紐西蘭 過去曾出現毒汙染嬰兒配方乳粉事件，但與競爭法較無關聯。 

日  本 和光堂・明治商事粉ミルクやみ再販事件(限制轉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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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盟 

Hippo嬰兒奶粉標示案、嬰兒配方乳公司停止「榨取性營銷方式」，

並提出新的監理規定，終止嬰兒配方乳之廣告與促銷行為，以保

護新生兒與其家庭之健康發展。 

台  灣 雀巢友華奶粉漲價調查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綜合上述，本研究整理各主要比較法上觀察之國家或地區的經驗，可

得出以下簡要之小結： 

一、 乳品產業具有特殊性：由於酪農與乳牛養殖受到科技進步、天然環境、

社會變遷、消費者習慣、全球抗暖化等複雜因素之影響，無論在酪農

戶數、牛隻頭數、總產量上皆逐漸降低。生乳產量又因各種天然與人

為因素而不易穩定供應，因此，各國政府透過不同方式進行補貼及市

場干預。 

二、 酪農受到政策保障並組成合作社：由於酪農與土地之連結緊密，且各

國的酪農皆以生產生乳為主要收入來源，就產銷供需等並不擅長。在

眾多個別酪農極為分散情況下，多數國家的中游乳品製造業係屬寡占

市場，酪農單獨之議價能力顯與乳品廠商有落差。因此，在乳業發展

歷程上，無論是民間自發、或由政府主導下，為強化酪農與中游乳品

產業的議價能力，酪農不約而同地成立「合作社」，作為調節生乳生

產及價格之組織。以各國經驗觀之，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部分

國家之乳業上游酪農，皆選擇以「合作社」制度作為生產運銷之團體，

且允許以自願性參加或退出。其中最著名者，係紐西蘭恆天然公司，

係由「合作社」進一步與公部門整併，而最終組成公司企業型態。此

一發展模式，值得我國參考。 

三、 乳品法規與競爭法關係為「有限度豁免」或「優先適用」：本研究之

比較國家或地區中，除歐盟未特別規定外，各國傾向採取有限度豁免

競爭法。包括：美國 Capper-Volstead 法案限定「生產、處理和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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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豁免；紐西蘭另立「乳品產業重整法」，優先於競爭法適用，

但商業委員會仍保有監督權責，而該委員會每年均完整公布生乳基礎

價格決定與檢視過程，成本價格予以公開透明，值得借鏡；另外，日

本農協方針、生乳之正當交易推動指引、乳製品製造業正當交易指引

中以「負面表列」規範來替代另立專法，且有效協調競爭主管機關與

農政機關之政策與執法。台灣在有限的土地及畜牧產業下，生乳乳源

產量幾乎不可能成長，故可參考美國與紐西蘭對於市場供需失衡時介

入干預之執法法源，本研究進一步認為，日本在關於「指定生乳生產

團體」之作法，訂立類似「正當交易指引」之行業競爭規範，係我國

可深入研究之作法，在立法與執法層面上皆與我國體系較為接近。 

四、 嬰兒配方乳粉為性質特殊之產品：由於世界衛生組織 (WHO) 倡議

之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中已有相關規範，世界各國之衛生

福利主管機關皆以禁止廣告宣傳為原則。然而，過去各國在嬰兒配方

乳粉發生過的案例中，多集中於「食安問題」(如：三聚氰胺、或美國

安培乳粉污染事件等) 造成「斷貨」而嚴重影響市場供需、或可能發

生聯合漲價行為、而美國在 2022 年之全面斷貨事件 (由於各州市場

壟斷情況嚴重)，影響該國多數嬰兒之健康，甚至演變為「國家安全

問題」。上述各國突發事件或執法經驗，皆可提供主管機關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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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公平法關於乳品產業之執法情況 

本研究為求探討議題之聚焦，本章則針對乳品產業與競法有關之政策

議題集中於探討「乳品產業與競爭法有關之政策議題」、「乳品產業之執

法個案與法院見解」等二部分。完整之研究分析將參考第三章比較各重要

國家乳品產業之競爭政策及執法。 

     第一節  乳品產業與競爭法有關之政策議題 

乳製品是紐西蘭外銷台灣最多的產品，台灣是紐國最大的羊奶市場。

紐國產品在台灣有非常良好的聲譽。台灣乳製品業有生產鮮乳及優酪乳。

礙於距離及運費等，紐國無法外銷鮮乳到台灣與台灣本國產品競爭。紐國

輸台乳品的主要障礙為關稅：(1)奶油(butter)和乳酪(cheese)：5%；(2)羊奶：

20%；(3)脫脂及全脂奶粉：10%；(4)液態乳: 實施關稅配額，配額內之關

稅15%。以我國農業環境而言，近年台灣氣候異常，雨季、嚴冬、酷暑再

再影響國內生乳產銷與消費變化，尤以夏季之缺乳現象最為顯著。另外，

山地多於平地、農牧場之占地與飼養牛隻數量逐年減少，使得乳業並非農

業部門最重要的產業。國內地域狹小且運雜費差異不大，亦無劃分生乳原

料供應區之必要。目前台灣高達 95%以上之生乳乳源均供為製造液態乳，

幾乎只有冬季時才有少許剩餘生乳。且由於國內生乳成本相對於其他乳製

品出口大國高出甚多，故全年只能發展掌握地理新鮮優勢之鮮乳市場，而

幾無發展乳品加工的條件；由近年趨勢可以看出，國人對於乳品需求加大，

國內的生乳產能緩慢成長且供不應求，因此，仰賴外國進口之液態乳則逐

年增加。(詳見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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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國內生乳產量與外國液態乳進口數量比較 (資料來源：楊雋珩)309 

由於2002年我國加入 WTO 成為正式會員，生乳價格支持制度已無法

繼續維持，但「液態乳」被列為重要敏感性的農產品項，而維持以「關稅

配額」(tariff quota) 作為保護國內市場，限制進口數量。WTO 成員的液態

乳進口關稅配額，以配額內（每年14,251公噸）關稅15%，配額外關稅為每

公斤新台幣15.6元，相當每公噸489元美金。配額內的進口權利每年標售2

次 (自2012年5月將增為每年3次)。及至2013年12月1日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生效後，針對液態乳部分，另外給予紐西蘭額外的「關稅配額優惠」，在

配額內零關稅，配額量由協定生效後之5,500公噸，每隔3年增加1,500公噸

（第9年起為1萬公噸），配額外關稅為每公斤14元，並自第12年 (2025年

1月1日) 起取消對紐西蘭液態乳進口之關稅配額。(詳見表4-1) 

表4-1  2011~2020年我國液態乳關稅配額量與實際進口總量表 

 液態乳關稅配額量 液態乳進口總量 

2011 21,298 13,874 

2012 21,298 13,159 

2013 21,756 16,561 

2014 26,798 23,768 

 
309  資料來源：轉引自楊雋珩、田育志，讓臺灣酪農站穩國際賽舞臺！打不了價

格戰，就靠高品質、差異化突圍，豐年雜誌，2021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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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6,798 27,994 

2016 28,298 35,751 

2017 28,298 47,675 

2018 28,298 54,344 

2019 29,798 62,549 

2020 29,798 69,315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貿易調查統計系統) 

除關稅配額外，台灣並對於液態乳 (包含鮮乳) 依 WTO 農業協定第5

條所規定之特別防衛措施 (Special Safeguard Measure)，當進口數量激增或

國產品價格降低時將啟動此機制。此防衛措施只能在超過關稅配額時啟動。

目前數量啟動標準為4,215公噸，並課徵額外的33.3%稅率。台灣液態乳之

需求正逐年成長中，且增加的需求無法經由增產補足，尤其台灣在夏季之

產量低。而在冬季，由於茶及咖啡之消費增加，台灣消費者對液態乳的需

求偏好高於奶粉。奶粉最近受惠於關稅機動調降為7.5%。包括奶粉在內的

7個民生食品，已降了最高50%的稅以抑制通膨。其中包括奶粉，代表其重

要性且食品生產及加工業之需求。可惜此機動降稅無法保證為一長期措施。

綜上所述，「貿易政策」無法與「競爭政策」完全分離 ，實際上乳製品之

競爭問題經常涉及進口貿易措施，以我國而言，氣候條件本身不適合乳業

發展，復加上國人對液態乳之飲用習慣，臺灣鮮乳不僅價格高且不足供應

內需，每年仍需進口補足缺口。由於2025年後，我國因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之簽署，對於自紐西蘭進口之液態乳必須取消全部關稅配額，且不得實施

依 WTO 農業協定第5條所規定之特別防衛措施  (Special Safeguard 

Measure)，對液態乳市場的供需變化勢必造成重大影響。尤其對於鮮乳品

質、以及液態乳應用於相關乳製品，消費者之偏好不容易區分國產乳品或

進口乳品，因此，目前酪農以及乳品相關產業之廠商，紛紛以提高鮮乳品

質，提高國產鮮乳及其製品的消費者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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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乳品產業之執法個案與法院見解 

一、 調漲生乳收購價格相關案例 

(一)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會公處字第 096140

號、第 096141 號與第 096142 號處分書） 

國內三大乳品業者（下稱「被處分人等」）因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生乳

價格評議委員會於民國96年5月23日作成生乳收購價格每公斤調漲3元之

決議，故在同年8月1日均調漲其鮮乳價格，惟各公司之產品漲幅不一，統

一公司約在11%至20%間、味全公司約在6.7%至16.7%間、光泉公司則介於

9.4%至16.3%間。公平會依據行政罰法第10條、公平法第1條、行為時公平

法第24條規定，認具有顯著市場優勢地位，且已充分知悉公平會執法立場

之事業，即負有防止「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事實發生之義

務，倘能防止而不防止者，則與以積極作為行為發生違法事實負相同責任。 

在本件中，公平會除考量被處分人等其合計市場占有率近8成，為高度

集中市場，復考量被處分人等均屬前揭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之委員，除可

直接參與訂定生乳收購價格之過程外，彼此亦得掌握生乳收購參考價格公

告實施時程。較諸其上下游酪農戶、量販通路業者或一般消費者，不論以

市場占有率或資訊取得觀點而言，具顯著市場優勢地位。此際，被處分人

等既具相當市場地位，且已充分知悉公平會執法立場，則其「漲價交易行

為」，即屬危險前行為，而具有「防止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事

實發生」之義務。惟被處分人等未盡防止義務，實已減損下游交易相對人

選擇之機會、亦降低下游交易相對人談判協議成功之可能性，造成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違法事實發生之結果，故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24條

規定而處被處分人等合計新台幣1,150萬元之罰鍰。惟嗣後光泉公司對公平

會之處分不服而提起訴願，並經訴願審議委員會撤銷原處分310。 

公平會在訴願答辯過程中說明訴願人調漲行為本身並不違法，亦非因

 
310 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0970087749 號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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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價太高或各事業漲價幅度一樣而受罰，係因被處分人等各具有防止共同

漲價之不作為義務，該不作為義務係衍生自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不

確定法律概念，及參酌歐洲法院於西元 1983 年 Michelin 案確認之非對稱

管制理論，以被處分人等之巿占率幾達壟斷程度，基於不對稱管制所賦予

之特別義務。 

惟訴願審議委員會認為公平會援引行為時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稱訴

願人有防止同業同時漲價之不作為義務，因能防止而未防止，於 96 年 8 月

1 日與同業同時調漲鮮乳銷售價格之行為係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惟其衍生義務之論據及義務之具體內容是否明確，及有防止不作為之義務，

是否必然導致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 24 條之結果311，容待進一步研明，故

將原處分撤銷。 

(二) 聯合行為（公平會公處字第100204號處分書）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於民國 100 年 9 月 5 日正式發布調漲生乳收購價

格，自 10 月 1 日起每公斤調漲 1.9 元，嗣後國內三家乳品業者（下稱被處

分人等），聲稱為反映成本而同步調價，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 14 條聯合行

為禁制規定（現行法第 15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而遭公平會合計共處新台

幣 3,000 萬元罰鍰312。 

其處分理由概為被處分人等在國內鮮乳市場之市占率合計達 8 成以上、

被處分人等調整參考建議售價之行為具有一致性之外觀，包括一致性超額

調整參考建議售價、品牌競爭性產品維持一致性價格區間、一致性超幅調

漲設定率及議價及調漲時點具一致性等，且被處分人等無法舉證說明，其

 
311  例如，訴願審議委員會即指出公平會對互為競爭對象之被處分人等分別課以

防止同時漲價義務，此際被處分人等如何知悉應防止與哪些同業同時漲價？

若被處分人等尚需以其他形式合意約定價格調漲時程，始能達成該不作為義

務，是否係另一形式之聯合行為？另外，若巿場占有率合計達 8 成之被處分

人等，為達成該不作為義務而違背成本考量之巿場機制，強行錯開調漲時程，

此際對於巿場中其他累積市占率僅 2 成之乳品業者，是否形成另一形式之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312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20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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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調整係出於市場客觀合理之因素，故其共同調高售價之行為係為排除

彼此間價格競爭，謀取不當聯合之利潤，顯足以影響鮮乳之市場功能，不

利於消費者利益。被處分人等雖就公平會前揭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惟嗣後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均肯認公平會之見解313。 

(三) 評析 

前揭兩案均屬國內具市場力量之乳品業者，在生乳收購價格調漲後亦

調漲鮮乳價格，而遭到公平會處分之例子。惟比較兩案之基礎事實可知，

一者屬同日調漲鮮乳價格惟各乳品業者調漲幅度不一，另一者則是調漲時

間不一但調漲之單位金額相同。前者由於各乳品業者之調漲幅度在外觀上

不具一致性，加上考量到用來作為反應成本依據之生乳收購參考價格，係

由處於產銷上下游關係之乳品業者、酪農以及專家學者所組成，故不被認

為屬聯合行為（參見本研究附錄三）。在後者之情形，縱然各乳品業者為因

應生乳收購參考價格變動而調漲鮮乳銷售價格之行為在外觀上具有一致

性，惟其究屬公平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抑或寡占市場結構下有意識之平

行行為，尚牽涉到聯合行為之基另一要件「合意」。 

在104年公平法修法新增第14條第3項規定：「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

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

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明文承認得以相關因素及間接證據合理推定後，雖

係將行政法院向來多數判決所採見解法規範化，然而事業應如何舉證、須

舉證至何種程度方能推翻此推定之問題，由於尚牽涉到刑事犯罪構成要件

該當與刑事責任，故本研究之訪談者中即有認應在欲舉證推翻前揭合理推

定之際，容一併考量「罪疑唯輕」之概念（參見本研究附錄四）。亦即，若

事業能以在寡占市場結構下具有一定程度經濟上合理性或符合之商業習

慣等方式合理解釋其漲價行為時，便似容有推翻之可能性。自事業角度觀

之，若公平會或行政法院就足以推翻前揭合理推定具體應出何種證據（例

 
31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訴字第  573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

字第 29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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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固定期間依成本調整價格抑或定價公式記錄等），或許更加有利於達成

公平法第1條促進競爭之立法目的。 

二、 乳品業者與酪農間合約內容相關案例 

(一) 限制轉售價格（公平會（87）公處字第201號處分書） 

公平會以帝輝公司行銷「國農乳品」時，於經銷合约中約定「低於附

表（一）之價格銷售時，甲方得終止本合約並沒收保證金充為違約罰金、

行使抵押權、給付貨款請求權，乙方破壞市場紊亂價格，損害甲方權益及

商譽，經査獲發現時乙方願按所提貨量總額以每箱新臺幣100元計算作為

損害賠償金給與甲方。」並於獎勵辦法中要求下游經銷商遵守經銷契約有

關约定轉售價格，認其與經銷商约定轉售價格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

易法第18條第1 項之規定，作成處分，命取消轉售價格限制及改正契約書

之內容，並處罰鍰。帝輝公司不服，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決定駁回，

遂提起行政訴訟。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 

本案中原告曾抗辯因其經銷商中有以低於廠價之價格降價（削價）到

處越區銷售求現，致其他經銷商及原告無法經營，故其與經銷商约定轉售

價格之行為係在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惟此項主張並不為法院所

採，認為其行為已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8條第1項之規定。而對於違反

該條規定之行為，雖法條明文其法律效果為「其約定無效」，且條文亦無「不

得」之明確禁止，但行政法院仍認同公平會之作法，認為公平會得以其行

為已「違反本法現定」為由，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41條，行使公權力予

以糾正、制止並予處罰。 

(二) 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公平會公處字第093132號處分書） 

國內具相當市場地位之乳品業者光泉公司在與酪農戶簽訂之民國92

年生乳收購合約書中，不當限制酪農戶對於所產生乳不得自行加工、販售

或交予第三人，另對於冬季收購配額外生乳，除限制酪農戶不得將產乳交

予被處分人之其他酪農戶或自行加工、委託代工，亦不得自創品牌生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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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同性質之乳製品在市場販售，已構成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

法第19條第6款規定（現行法第20條第5款），而遭公平會處75萬元罰鍰。 

光泉公司提起訴願，經遭駁回後再行提起行政訴訟，光泉公司（下稱

「原告」）主張本件之生乳收購合約書當中第13條限制酪農戶不得自行加

工、販賣自產生乳，或擅自交乳予非屬原告之第三人之條款其意圖並非為

達不公平競爭之目的，或其限制約定實質上達不到限制之效果，抑或實施

此類行為，未對市場競爭不利影響者，即與行為時公平法第19條第6款不正

當限制有別；第14條規定酪農戶對於生產過剩之生乳可自行處理，但其不

得將產乳交予同屬之原告契約酪農戶或自行加工、委託代工生產與原告同

性質之乳製品在市場販售，則係為確保生乳品質之穩定，並避免對原告之

商譽造成不當影響。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支持公平會見解，認為酪農戶

自行加工或販賣自有品牌乳製品是否不符安全衛生標準，與原告之乳製品

是否因此不符安全衛生標準或影響原告品牌產品商譽等，係屬二事，故原

告以此理由為上揭限制條款，並無理由，且酪農戶倘已依約履行生乳配額，

就其所生產配額外生乳，應享有營利自主權，無論冬、夏季酪農戶於配額

外之所產生乳過剩問題，本有選擇與他人交易之契約自由，故駁回被處分

人之訴314。 

(三) 評析 

第二案遭公平會及法院所認定之系爭違法行為係行為時公平法第19

條第6款規定（現行法第20條第5款規定），無論在修法前後均以「有限制競

爭之虞」為要件，故其重視者係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有無可能使市

場上競爭產生減損之效果，因而應先審查原告是否具有相當市場地位315而

 
31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度訴字第 2668 號判決。  
315  實務上過往就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力量之認定標準，係認為在相關市場之占有

率須達 10%以上者，惟經 105 年 2 月 17 日公平會第 1267 次委員會決議後，

其認定標準修正為須在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 15%以上之事業或市場占有率

雖未達 15% , 但該事業因其交易相對人對其有依賴關係而具「相對市場優勢

地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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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秩序。是故，應先就本案相關市場為界定。由於前揭違

法行為皆基於有關原告以買方地位，與其交易相對人即酪農戶之間所成立

的生乳交易關係，因此本案相關市場應界定為生乳交易市場。惟本案判決

不僅未能清楚界定出應有的相關市場，即逕依中華民國乳業協會統計主要

乳品工廠生乳收購量資料，即認原告在生乳市場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 

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8條第2項規定可知該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

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

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學說有認該「不正當限制」之判斷，除從

保護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自由或利益之角度外，尚應考量限制之目的及

作用或其限制執行之結果，是否有使市場上競爭產生減損之效果316。惟本

案判決竟僅以原告曾與亦屬酪農之第三人因乳款終止合約並不再續約之

事實，進而認定「縱原告上開行為對於市場暫不生影響，惟如實施該等限

制約款，將可能減損市場之競爭機能，即具可非難性」，似嫌速斷。 

三、 小結 

國內三大乳品業者聯合漲價案，當時個別事業之市占率為味全公司 

37%、統一公司 30%、光泉公司 18%，以下茲將業者主張、公平會意見、

乃至於歷審法院之見解，分為「市場界定」、「漲價行為」、「漲價因素」、「與

有意識的平行行為之區別」等法律主張，整理如下： 

(一) 市場界定 

業者 1. 味全公司 

①. 不爭執公平會界定為國內鮮乳市場與寡占市場結構。 

2. 統一公司 

①. 肯認是寡占市場結構，但未表明市場界定為何。 

3. 光泉公司 

公平會以「一致性行為」理論認定構成聯合行為之商品，僅有公

平會所定義「優質鮮乳」（即味全公司之林鳳營鮮乳、統一公司

之瑞穗鮮乳及原告之乳香世家鮮乳）中之 1 公升商品及 2 公升

商品。公平會僅以上開特定產品為「一致性行為」而構成聯合行

為，卻以業者全部鮮乳商品之市占率認定影響市場供需，其認定

 
316 廖義男，前揭註 31，4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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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違誤。更何況主力商品係光泉鮮乳之 1 公升及 2 公升商品，

乳香世家 1 公升及 2 公升商品並非光泉之主力商品，是縱令公

平會得以主力商品市占率認定妨礙競爭的影響，其所認定的事實

亦屬有誤。  

公平會317 經濟部工業產品分類編碼 SIC0850010 計算鮮乳市場之統計資

料、暨鮮乳產製流程，鮮乳顯有別於其他乳製加工品。其次，就

國內乳品產製業者、通路業者、以及消費者之認知及消費行為均

認鮮乳有別於其他調味乳產品，且國內多認為鮮乳意指牛乳，故

排除羊乳為鮮乳。而鮮乳替代彈性甚低，縱鮮乳調價亦不足以影

響銷量，替代性相當有限，爰本案之特定市場界定為「國內鮮乳

市場」。被處分人味全公司、統一公司與光泉公司之市場占有率

依據約為 37%、30%、18%，誠屬寡占市場結構。 

高等行政法院318 1. 現行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所稱「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其

「市場」究何所指及應如何界定雖無規定，但參酌同法第 5 條

第 3 項就獨占事業所稱「特定市場」明定「係指事業就一定之

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且被告所訂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亦揭示界定特定

市場應綜合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加以判斷，則被告公平會從產

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兩方面判斷而界定本件市場為「國內鮮乳市

場」，核與前揭處理原則所揭示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

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

所構成之範圍，地理市場係指事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交易相

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尚屬

相符，並無原告光泉公司所指市場界定違誤之情事。 

2. 再原告 3 家廠商產製之鮮乳在國內鮮乳市場之市占率合計超

過 80%，是國內鮮乳市場結構誠屬寡占市場，應堪認定。 

最高行政法院319 同高等法院見解 

(二) 漲價行為 

業者 

1. 味全公司 

①. 100 年 10 月 1 日起每公升鮮乳調漲 6 元。 

②. 調漲訊息於 100 年 9 月 7 日通知各通路，並提供建議售價

表。 

③. 未聽聞同業調漲，且調幅均為味全公司自行決定，未參考

市場競爭情形。 

2. 統一公司 

①. 以生乳調漲價 3 倍作為調漲依據。故生乳收購調漲每公升

1.9 元，則最終每公升鮮乳約調漲 6 元。 

②. 8 月底 9 月第一周通知通路調漲，內容僅通知 10 月調漲。 

③. 建議售價屬參考性質，而促銷價及進價則是以建議售價 

作為參考及毛利試算，各通路促銷檔期商議後排定。本 次

 
317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0204 號處分書。  
318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573 號、第 575 號、第 829 號判決。  
319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29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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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價後至 10 月 14 日止，並無發現銷售量有下降之情

形，目前仍有缺乳情形。 

3. 光泉公司 

①. 內部決策調漲時間為 100 年 10 月 5 日。 

②. 避免齊頭式調整(如 0 或 5 元)或調整成整數可能幅度太高，

因此調漲尾數是畸零價非是因計算所得，有時是考慮成本

比較、毛利與消費者感受。故最終每公升調漲 6 元為顧及

上述感受。 

公平會320 

1. 味全公司 

①. 1 公升裝鮮乳，林鳳營由 77 元調整至 83 元。 

②. 2 公升裝鮮乳，漲達 12 元。 

2. 統一公司 

①. 1 公升裝鮮乳，瑞穗由 76 元漲至 82 元。 

②. 2 公升裝鮮乳，漲達 11 元。 

3. 光泉公司 

①. 1 公升裝鮮乳，乳香世家由 76 元調整至 82 元。 

2 公升裝鮮乳，漲達 11 元。 

高等行政法院321 同公平會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322 同公平會見解 

(三) 漲價因素 

業者 

1. 味全公司 

①. 生乳收購價格 

②. 生產原料 

③. 包裝材料 

④. 工資 

2. 統一公司 

①. 以生乳調漲價 3 倍作為調漲依據。且認為生乳收購價漲幅約

8%，而統一末端鮮乳調漲僅 5~7% 

3. 光泉公司 

①. 生乳收購價調漲。 

②. 下游通路之毛利率、年度與條件獎勵金、廣告行銷等因素。 

公平會323 

1. 生乳收購價上漲 2 元 

2. 其餘 4 元雖可能有其餘成本上漲因素考量，然上漲一致性有

聯合行為之構成。 

高等行政法院324 同公平會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325 同公平會見解 

 
320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0204 號處分書。  
321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573 號、第 575 號、第 829 號判決。  
322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294 號判決。  
323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0204 號處分書。  
32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573 號、第 575 號、第 829 號判決。  
325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29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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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有意識的平行行為之區別 

業者 

1. 味全公司 

①. 除生乳收購價格上漲，其他原料成本也上漲，因此係反映成

本上漲而調價之外觀上一致性平行行為，尚非出於聯合行為

之意思聯絡。 

②.  味全公司宣布漲價後，光泉公司及統一公司進行跟隨行為，

即屬「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公平會未明辨一致性行為與有意

識之平行行為之差異，顯有不當。且公平會認定鮮乳替代性

低，縱調價不足影響銷量，惟寡占市場結構仍難以成為推認

合意之依據；況寡占市場產品價格趨於一致乃屬當然結果。

又因生乳價格將於 100 年 10 月 1 日起調漲，始於同年 9 月間

陸續通知下游經銷商將調參考建議售價。公平會以通知下游

通路商調漲之時間點均為同年 9 月，即認定 100 年 10 月漲價

係有共識之聯合行為，不無速斷。 

③. 寡占市場結構均可能基於個別經營「成本--效益」之分析於 10

月 1 日漲價（建議售價均為 6 元），非通謀之一致性行為，乃

平行行為，非法所不許。  

2. 統一公司 

①. 認為除生乳收購價格上漲 2 元外，其他物料、人工、製造等

成本均有上漲，因此調漲目的在於維持上訴人、經銷商及零

售店家「三層銷售體系」之既有毛利率。且公平會認為商品價

格調整額度必須與成本增加額度相同，否則即構成超額漲幅

之主張，顯不符合一般市場經濟產銷體系，不得作為認定聯

合行為之間接證據。 

②. 畜產會調漲生乳收購價格，各鮮乳業者面臨相同時間點之生

乳成本調漲，調整作業均僅約有 1 個月，與下游之確認調整

時間點相近實為正常現象，故以調漲時間相近認定本件有聯

合行為之合意，並不可採。 

③. 在同質性高的寡占市場中，競爭者行為，通常很短時間內即

可得知，且最終往往與競爭對手採取相同行動策略，因而造

成外觀一致性結果，業者定價趨於一致實屬常態現象。公平

會明知卻稱寡占市場亦可作為認定聯合行為之間接證據，不

符合當事人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④. 公平會雖以通知確認調價時點一致、價格調整有超漲情形、

鮮乳市場結構有利於聯合勾結、透過媒體報導以穩固調整後

之價格等 4 項間接證據推定有聯合行為之合意，該等間接證

據均有前述推理錯誤或明顯與事實不符之情，顯不足認定有

聯合行為合意之依據。 

3. 光泉公司 

①. 光泉公司商品價格之調漲除因生乳收購價格成本上揚外，尚

有設備、製造、包裝、運銷及人力等成本，核算後唯有漲價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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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元時方不虧損並能獲利。 

②. 鮮乳業者成本幾乎相同，在各式成本均調漲下，調整幅度本

極易相同或近似，此是商品本質及市場機制所致，故公平會

主張調漲理由、因素不同，竟呈現一致性之調價行為，係出於

合意；並舉出主力商品(1 公升及 2 公升鮮乳) 漲幅趨一致係

屬聯合行為云云，均無可採。縱調漲幅度相同，調整後之建議

售價亦有不同，彼此間仍有競爭關係。 

③. 公平會稱 1 公升裝鮮乳均調漲 6 元，其中生乳收購價格 2 元

為合理解釋，其餘 4 元不可能出現完全相同之漲幅，非有聯

合行為無以致之云云，然自由市場下公平會無權要求業者應

如何決定其商品之價格，何以業者應虧本逸脫價格而為積極

緩漲或競價之義務，或未作出緩漲或競價，即可業者間存有

聯合行為，公平會並未究明泛言有聯合行為，未免草率。 

公平交易法有關聯合行為之規範，並未明定業者如具有「一致性之

外觀」，即可推論有聯合行為，亦未規定如具有「一致性之外觀」，

即有義務舉證證明非屬聯合行為。公平會援引法無明文之一致性行

為理論，規避其應就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聯合行為要件（亦即事業有

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之舉證責任，於法無據。 

公平會326 

公平交易法對於聯合行為之規範，除以契約及協議達成合意者

外，尚包括因意思聯絡而事實上可導致一致性行為之「其他方式

之合意」。因此排除調價係屬業者出於經濟理性之獨立行動外，

除非業者有採取聯合行為，否則無法合理解釋一致性之市場現

象，則可論證屬聯合行為態樣之一。故有關一致性行為之違法證

明，倘未具被處分人間意思聯絡之積極事實，而據間接證據可解

釋被處分人間若無事前意思聯絡，即無法合理解釋其市場行為，

則可推論其間存有意思聯絡。並認為本案中並不存在所謂有意識

平行行為，因被處分人等成本結構不同，卻呈現一致調價結果，

且價格極為相近，此一致性外觀，顯難以單純之平行行為解釋。

且被處分人分別採用不同調價設算方法漲價金額及產品價格竟趨

一致，倘非聯合行為無以解釋此偶然性。 

高等行政法院
327 

1. 聯合行為的一致性行為與有意識平行行為之區別 

①. 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有競爭關係事業間，如以合意共同決定商

品或服務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

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者，即違反公平

交易法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而事業有無聯合行為，係採實

質認定之方式，亦即除以契約及協議達成合意者外，凡藉由

意思聯絡而事實上足以導致一致性行為（或稱暗默勾結行為）

之其他方式之合意，亦為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規範範疇。是

以，兩個或兩個以上之事業，在明知且有意識之情況下，透過

彼此間意思聯絡，就其未來的市場上一致性行為，倘經調查

確實有意思聯絡之事實，或得以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

 
326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0204 號處分書。  
327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573 號、第 575 號、第 82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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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類似之漲價時間或數量、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

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斷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

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即可認定該等事業間有聯合行為。 

②. 至所謂意思聯絡，在客觀上未必先存有預定的計畫方案，其

藉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如利用市場資訊之公開，間接交換與

競爭有關之敏感市場訊息，或相互傳達營業策略，或直接進

行商業情報之交換等，均屬之。 

③. 又聯合行為中的一致性行為，常與寡占市場中有意識的平行

行為（或稱價格追隨行為）混淆，不易判斷，因兩者在客觀上

均有一致之市場行為，然其區別點在於：後者無主觀上的意

思聯絡，前者則有之；後者係寡占市場結構使然，前者則係基

於合意而有一致之行為。蓋寡占市場中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無須意思聯絡，一旦價格領導者漲價、跌價或為其他市場行

為，其他事業隨即跟進，此乃因寡占市場上事業數量少、市場

透明度高、事業間相互依存度高所致，因而平行行為之一致

性實係寡占市場結構使然，與聯合行為中違法之一致性行為，

係因事業間在主觀上有採行特定共識行為之合意，並基此合

意而採行相同之共識行為，以致外觀上存在一致之市場行為，

顯有不同，不可不辨。 

④. 認定違規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

亦包含在內，採用間接證據時，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

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作

用，為合乎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推論判斷，自得作為認定

違法事實之基礎。鑑於聯合行為之合意存於當事人之內心，

若未顯示於外並留下契約、協議之書面紀錄等直接證據，主

管機關於執法上就事實之認定與證據資料的掌握並不容易，

因此在聯合行為的認定上，縱無直接證據可資證明事業間存

有聯合行為之合意，然若透過間接證據之採證與分析，可合

理推論若非事業間採取聯合行為，否則無法合理解釋市場上

一致行為現象時，即可推論有聯合行為合意之存在，亦即在

聯合行為乃事業間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之情形

下，可認定該等事業間有聯合行為。詳言之，如市場上多數業

者同時且以相同幅度調整價格，但市場上並無客觀之供需變

化等因素可資合理說明，應可合理推定業者就該次價格調整

存有聯合行為之合意。事業倘欲推翻上開推定，自須合理說

明或證明其價格之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等因素所

致。 

⑤. 原告等 100 年 10 月調漲鮮乳參考建議售價行為既有一致性

行為之外觀，則在國內鮮乳市場為寡占市場結構下，首應審

究者即係原告等主張上開一致性行為為有意識的平行行為亦

即價格追隨行為是否可採。然根據原告受被告調查之過程可

知原告稱價格為自行決定而非參考同業價格，是被告據此排

除原告等一致性行為係因寡占市場結構使然之有意識平行行

為，核屬有據，原告味全公司主張其率先調漲，其他原告始為

跟進，其為價格跟隨行為之被害人云云，非屬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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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328 

1. 聯合行為的一致性行為與有意識平行行為之區別 

①. 聯合行為中的一致性行為，常與寡占市場中有意識的平行行

為（或稱價格追隨行為）混淆，因兩者在客觀上均有一致之市

場行為，惟前者有主觀上的意思聯絡，以及基於合意而有一

致之行為，是與後者最大之區別，易言之，聯合行為中違法之

一致性行為，係因事業間在主觀上有採行特定共識行為之合

意，並基此合意而採行相同之共識行為，以致外觀上存在一

致之市場行為。衡諸經驗法則，寡占市場上之跟隨行為係在

領導者作出決策後，追隨者方跟進。 

②. 本案中要無在 100 年 10 月初味全公司調漲後，再由統一公司

及光泉公司見其調漲後數日內即跟隨調漲之可能。從而，原

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據此排除上訴人等一致性行為係因寡占市

場結構使然之有意識平行行為（追隨行為），核屬有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評析 

綜上所述，國內三大乳品業者聯合漲價案，係緣於 100年 8月間，因

報載中央畜產會之乳價評議委員會通過調漲每公斤新臺幣 1.9 元生乳收

購價格，而在乳品價格上，因生乳收購價格與鮮乳產品之銷售價格有密切

關聯性，公平會乃本於監控及預防上游乳品業者藉機聯合調整鮮乳價格，

依公平交易法第 26 條規定主動立案進行調查。 

當時味全、統一及光泉三家乳品公司之市占率，分別為味全公司 37%、

統一公司 30%、光泉公司 18%，三家市占率超過 80%，屬寡占結構，有

利於聯合行為之誘因；且於 100 年 10 月間就每公升鮮乳約調漲 6 元，經

公平會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0204 號處分書裁罰，經業者提出行

政訴訟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被告公平會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兩

方面判斷，界定本件市場為「國內鮮乳市場」，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

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所揭示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

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地理市場

係指事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

易對象之區域範圍，尚屬相符。 

 
328  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294 號判決。  



 

155 

其次，就本件三家業者之行為來看，就調漲之時間及幅度，分別為味

全公司於 100年 10月 1日起每公升調漲 6元，光泉公司則在 100年 10月

5 日內部決策調價，但各通路配合檔期活動而有不同之調漲日期，調漲幅

度亦差不多，乳香世家由 76元至 82元，2公升裝則漲 11元；統一公司則

於 8月底通知將於 10月調漲，瑞穗鮮乳一公升裝由 76元漲至 82 元，調

漲幅度亦為每公升 6元，比較三家之調漲時間及幅度，都集中於 10月初，

調幅均相同，為每公升 6元，此經公平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

法院，就該等事實之認定，均為相同。 

再其次，就價格決定機制來說，味全公司抗辯其鮮乳調整之時間、幅

度、品項係按公司自行決策進行，並未參考市場競爭情形，亦未聽聞同業

調價之狀況，且有要求通路業者保密，其他同業不可能拿到味全公司之建

議售價表，而有跟隨行為；統一公司則辯稱其生乳收購成本與末端鮮乳售

價比例，向來均以 1：3之比例為訂價方式，若對照此次調漲生乳每公斤 2

元，則每公升鮮乳售價，將依前揭原則調漲 6元，始能衡平該公司之毛利

率。其次，統一公司就價格之考量，主要考量消費者可接受度，而非同業

調價狀況。且本次生乳收購價格漲幅約在 8%，但統一公司之末端鮮乳調

漲約在 5%至 7%，與生乳成本價格漲幅相符；而光泉公司則辯稱其價格調

整之原因，除考量生乳收購價格調漲 2元之成本增加外，尚應考量下游通

路之毛利率、年度與條件獎勵金、廣告行銷等因素，再由會計部門決定各

品項之調整，由會計跟業務部門討論後，交由業務人員作決策，而未有仔

細之會議紀錄及細部精算之資料，且本次光泉公司之品牌原價之母數較低，

調整後幅度自然會較高云云。 

針對業者上述辯詞，公平會之立場認為，就舉證責任而言，本案若由

相關事證可資合理懷疑三家業者，有調漲鮮乳售價之外觀上一致性之平行

行為，係出於聯合行為之意思聯絡，則三家業者間是否藉由成本等因素上

漲而為調價，應舉證為合理說明始得免責。又本件三家業者之調漲時間，

雖然不在同一天，但一致性行為之認為，並不以同時日調整、等幅價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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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倘相關事證足資證明其一致性行為之合意，縱有時間差或微幅價格

之不同，亦無礙違法性之認定。 

而乳品之特性，公平會認為乳品產業之替代性不高，且產業之調價過

程，通常是由乳品上游業者為與下游業者重新議價，先發出調價通知，後

續再提出「調價前後之建議售價表」，以及各項產品前後進貨價格對照，

並對於通路列出試算之毛利率，而通路商之進價，一旦經上游乳品產業鎖

住價格後，為維持固定毛利，已無誘因降低參考建議零售價格而銷售，故

非促銷期以低於參考建議售價之價格銷售之期待可能性低，因此，參考建

議售價開出之效果，就會成為消費者於非促銷期間之消費價格，縱然三家

業者與其通路，仍然可能推出促銷檔期，但畢竟各類促銷價格均為短期，

價格之長期效果仍然是持續上揚及穩住價格區間。。 

三家業者之主力產品，為 1公升及 2公升裝鮮乳，調漲幅度如前所述，

幾乎都落在每公升 6元及 2公升裝 11元或 12元，決策調漲設定率具相當

之一致性，調漲後之建議價格，1公升裝落在 83元，2公升裝在 160元區

間，3公升裝在 230元至 240元之間，不論調漲幅度及價格，均具有高度

之一致性，且遠遠超過生乳調漲之每公升 2元甚多。而建議售價既然三家

間差不多，未訂定有競爭性之價格，再加上上下游議價模式，使得售價的

上揚區間，亦產生鎖住之效果。 

就調漲之時間點，雖然三家業者內部決定之時間有所不同，但下游業

者接受到調價通知，分別為味全公司 9月 27日、統一公司 9月 27日、光

泉公司 9月 26日，調價時點甚為接近，而就價格決定之機制與因素，味

全公司主張有生產原料、包材、工資與動力等成本，光泉公司則以運銷費

用、紙漿、塑膠原料，統一公司則稱以公式 1：3 進行試算，始能穩定其

毛利率等等。換言之，三家業者之營運成本不同，考量調價之因素亦互異，

彼此間之經營通路比重也不同，相關營業成本攤銷也不同，因應生乳進貨

成本所產現之價格調漲緩衝能力及競爭誘因亦不同，上揭種種因素，卻能

在價格上呈現一致性之調價行為，甚至調漲時間已逐漸步入冬天，鮮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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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降低，理應會出現降價以刺激消費之競爭情況，但卻三家出現一致性行

為，顯見其聯合行為之主觀合意甚明。就歷史上之調漲紀錄來看，前次乳

品業者於 96年間面臨生乳調漲之因應，該次生乳成本收購價格增加 4.5元，

鮮乳價格調整 7至 8元，約生乳成本之 1.7倍，本次生乳成本收購價格增

加 2元，但鮮乳價格卻調整 6元，達 3倍之多，有違於經濟理性，足證其

等確實有聯合行為。 

針對上述公平會之立場，業者提出救濟，首先對於聯合行為之舉證責

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均贊同公平會之見解，認為聯合

行為之證明，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得為之。而針對公平交易

法就聯合行為之「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認定，認定為「國內鮮乳市場」，

則如前述，且三家鮮乳業者在國內鮮乳市場結構，亦屬寡占無訛。 

另就調漲之時間、幅度及調漲後之價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

政法院亦認定公平會之認定，認為具有一致性之外觀。至於一致性外觀，

是否構成聯合行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業者於 100 年 10月調漲鮮

乳參考建議售價行為既有一致性行為之外觀，且根據業者接受公平會調查

之過程，業者既自承價格為自行決定而非參考同業價格，則公平會據此排

除業者之一致性行為係因寡占市場結構使然之有意識平行行為，核屬有據，

味全公司主張其率先調漲，其他業者始為跟進，其為價格跟隨行為之被害

人云云，非屬可採。 

最高行政法院則認為，聯合行為中違法之一致性行為，係因事業間在

主觀上有採行特定共識行為之合意，並基此合意而採行相同之共識行為，

以致外觀上存在一致之市場行為。衡諸經驗法則，寡占市場上之跟隨行為

係在領導者作出決策後，追隨者方跟進。從而，本案中並無在 100年 10月

初味全公司調漲後，再由統一公司及光泉公司見其調漲後數日內即跟隨調

漲之可能。從而，最高行政法院維持高等行政法院關於排除業者一致性行

為係因寡占市場結構使然之有意識平行行為（追隨行為）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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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三家乳品業者聯合漲價案中，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

法院，均認為三家業者於國內乳品市場中，雖然居於寡占市場之地位，但

客觀上一致之調漲價格之行為，並不符合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其見解值得

參考。 

本件公平會之見解，最為成功之處，在於成功地論述了聯合行為之合

意與有意識平行行為間之差別，特別是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中，法院亦肯

認公平會之論理，亦即由各家乳品業者所呈報之價值決定因素不一，「可

知鮮乳價格之調整極為複雜，考量因素多端，且其成本除生乳收購費用外，

尚有生產原料、包材、工資、運輸、營運等各項成本費用，又應維持通路

的毛利率並兼顧消費者感受，則在如此複雜之因素交錯影響下，竟於 100

年 10 月初調價結果呈現一致上漲之情形，且調漲之價格完全相同或極為

相近，此已非上訴人等泛稱係因渠等成本結構與成本上揚因素相似性高所

能解釋。」，此為貫穿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最重要之

理由之一，也是日後公平會在面臨類似案例時，應採取之積極舉證、說理

之態度，以說服法院其執法之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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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係將乳品產業之範圍聚焦於鮮乳與嬰兒配方乳粉二項產

品，並就其發展沿革、市場結構、產銷狀況、以及相關政策事件可能產生

競爭法之議題，以及未來可能對於我國競爭政策與執法之方向提出建議。

乳製品為特殊市場結構的產業，由於工業化社會普及後，從事農牧之生產

者皆面臨成本、資金、人力、營運模式等挑戰，本研究參考世界上幾個重

要的乳品產業國家之發展概況，研究對象包涵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

雖然上述 4 個比較之國家或地區皆為全球乳製品市場中的輸出者，與台灣

乳製品多數用於內銷之情況不太相同，然而，各國乳品產業之政策與法律、

以及競爭法主管之查處、執法、或法院判決見解等，皆有可作為我國借鏡

之處。 

一、 結論 

因此，經過次級資料蒐集、焦點訪談、以及專家學者座談會後可發現，

乳製品為相當特殊之產業，針對我國鮮乳及嬰兒配方乳之市場結構以及可

能面臨之挑戰，本研究結論可歸納如下： 

(一) 鮮乳 

1. 由於台灣氣候潮濕、農地狹小、市場規模不大，對酪農來說並非先

天優良的牧場環境。2002 年台灣加入 WTO 後，酪農戶朝向規模化

經營的方向發展。鮮乳垂直結構的中游乳品業者多年來形成寡占市

場，而另一方面，小農獨立品牌近年來也在國人對新鮮乳品的要求

下興起。 

2. 鮮乳不但是所有乳製品中，生產與銷售比重最大的產品，而且銷售

數量仍持續維持增加的趨勢，顯示國人接受國產鮮乳的程度有相當

穩定的基礎。國產鮮乳雖然生產成本高，在市場可接受的情形下，

產量全數供應內銷使用，仍未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每年仍需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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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進口液態乳。 

3. 台紐經濟合作協定中，我國將於 2025 年取消液態乳進口之關稅配

額，亦即紐西蘭液態乳之進口將成為零關稅，未來將對鮮乳或乳製

品市場將造成很大影響。在進口液態乳成本較低的情況下，本研究

從訪談中亦得知，未來預計在調味乳或加工乳品之負面影響會較為

顯著，而鮮乳市場則仍待觀察。故未來 2025 年關稅配額取消後，國

內乳品業者應以建立鮮乳品牌，以及增強消費者偏好預作因應。 

4. 「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共同議定調整生乳之基礎乳價，係為反應

酪農生產成本，實有提高酪農穩定供應生乳意願及生產效能、進而

保障酪農權益之作用，且有降低乳品加工業者因酪農退出市場原料

短缺之風險，以達謀求「廠農和諧」目的之功效，此觀諸畜牧法第 

35 條第 1 項立法意旨自明；另外，依公平法第 46 條規定之意旨而

言，畜牧法就成立「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之規定並無牴觸公平法

之處，而得解為優先適用。復以「公平會與農委會研商壟斷及操縱

農產品價格等案件業務協調會議結論」提及，若屬相關業者或產業

團體配合農委會依法所為產銷調節措施之各項因應行為者，可排除

公平法之適用，反之，則由公平會查處。由上可知，畜牧法與公平

法間的適用關係，以及「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之生乳價格決定，

係有限度豁免公平法。 

(二) 嬰兒配方乳 

1. 目前未有我國業者在國內設廠產製嬰兒配方乳，相關產品均自國

外原裝進口，部分廠商與國外乳品廠簽訂代工合約，並以自有品牌

進行銷售，整體市場結構為「中度集中市場」。由於少子化趨勢，

嬰兒配方乳漲價議題向為各界關切重點；國外廠商之供貨與價格

直接影響此市場之供需。 

2. 衛福部所訂「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中規

定，原則上禁止就嬰兒配方奶為廣告或以樣品、贈品為促銷，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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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牽涉廣告價格與實際售價間差異此類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似得認

發生機會已大幅降低。 

3. 由於「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第 5 條中

所規範之「開罐價」實行日期尚未確定，故現階段仍容許嬰兒配方

奶業者或藥局等下游通路業者以「開罐價」之方式對嬰兒配方乳粉

為促銷。然而，倘若係以贈品促銷嬰兒配方乳粉時，尚須留意該贈

品之經濟價值是否有逾越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原則相關規定，

否則即可能構成違反公平法之限制競爭行為。因此，上開條文所禁

止之各種促銷方式，仍須依個案判斷究屬對價格競爭或非價格競

爭之限制。此際，將涉及公平法與食安法相關規範間之適用關係問

題。 

4. 嬰兒配方乳粉之消費者僅在經濟因素或新生兒對所選用之嬰兒配

方奶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時，方會考慮更換其他不同品牌之商品。故

其「依賴性」是否構成公平法第 25 條所欲規範之「鎖入」情形，

難據以為斷，無論本研究或於訪談專家學者之意見，皆認為對於公

平法第 25 條之適用，應以「限縮解釋」之審慎方式為之。 

二、 建議 

本研究從比較法之觀察發現，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之乳製品產

業雖然都有獨特之發展歷程，但亦有部分共同的經營型態，而對應到競

爭政策與競爭法上，許多面相皆值得我國借鏡。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

研究之建議如下： 

(一) 鮮乳 

1. 由於酪農與乳牛養殖受到科技進步、天然環境、社會變遷、消費者

習慣、全球抗暖化等複雜因素之影響，無論在酪農戶數、牛隻頭數、

總產量上皆逐漸降低。各國國家在政策上皆以相關政策手段加以

保護乳製品產業，無論是收購價格補貼、提供技術設備、或甚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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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得給付，使得鮮乳成為保護色彩濃厚之產品。 

2. 在 1995 年 WTO 成立後，雖然乳製品業並未如製造業般的大幅進

行關稅減讓，但乳製品隨著自由貿易而進入各國的國內市場，對於

過去具有排他性的保護機制亦逐步削減，本研究可觀察出紐西蘭

與歐盟已逐漸採取完全自由競爭之方向；而美國與日本則維持一

定的國內保護機制，台灣亦以實施「關稅配額」的方式，對液態乳

之進口數量進行管控。 

3. 由於酪農與土地之連結緊密，且各國的酪農皆以生產生乳為主要

收入來源，就產銷供需等並不擅長。在眾多個別酪農極為分散情況

下，多數國家的中游乳品製造業係屬寡占市場，酪農單獨之議價能

力顯與乳品廠商有落差。因此，在乳業發展歷程上，無論是民間自

發、或由政府主導下，酪農不約而同地成立「合作社」，作為調節

生乳生產及價格之組織，並藉以提升其對於中游乳製品業者，以及

下游通路業者，有效形成賣方集體議價權力。以各國經驗觀之，美

國、紐西蘭、日本、歐盟部分國家之乳業上游酪農，皆選擇以「合

作社」制度作為生產運銷之團體，且允許以自願性參加或退出。其

中最著名者，係紐西蘭恆天然公司，係由「合作社」進一步與公部

門整併，而最終組成公司企業型態，此一發展模式，或可作為我國

之參考。 

4. 本研究之比較國家或地區中，除歐盟未特別規定外，各國傾向就乳

製品產業採取有限度地豁免競爭法。包括： 

(1) 美國 Capper-Volstead 法案限定「生產、處理和營銷」之行為

豁免； 

(2) 紐西蘭另立「乳品產業重整法」，優先於競爭法適用，但商業

委員會仍保有監督權責，而該委員會每年均完整公布生乳基礎

價格決定與檢視過程，成本價格予以公開透明，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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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農協方針、生乳之正當交易推動指引、乳製品製造業正當

交易指引中以「負面表列」規範來替代另立專法，且有效協調

競爭主管機關與農政機關之政策與執法。 

(4) 上述國家亦了解「競爭法」作為自由市場基本法制之重要性，

故幾乎沒有立法例係直接以「產業豁免」之概括授權，各國的

主管機關與法院，亦傾向將豁免競爭法之爭議朝「限縮解釋」

之方向認定。 

5. 台灣在有限的土地及畜牧產業下，生乳乳源產量幾乎不可能成長，

故可參考美國與紐西蘭對於市場供需失衡時介入干預之執法法源，

本研究進一步建議，我國可深入研究日本在關於「指定生乳生產團

體」之作法，訂立類似「正當交易指引」之行業競爭規範，以「負

面表列」方式列舉出可能違法之行為態樣，在立法與執法層面上皆

與我國體系較為接近。 

(二) 嬰兒配方乳 

1. 由於世界衛生組織 (WHO) 倡議之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中已有相關規範，世界各國之衛生福利主管機關皆以禁止廣告宣

傳為原則。歐盟對於嬰兒配方乳所頒布之指令最為完整，可作為我

國之參考，而此等規範亦優先於競爭法適用。 

2. 過去各國在嬰兒配方乳粉發生過的案例中，多集中於「食安問題」

(如：三聚氰胺、或美國安培乳粉污染事件等) 造成「斷貨」而嚴重

影響市場供需、或可能發生聯合漲價行為。 

3. 美國在 2022 年之全面斷貨事件 (由於各州的嬰兒配方乳粉係在 

WIC 之計畫下，市場壟斷情況嚴重)，影響該國多數嬰兒之健康，

甚至演變為「國家安全問題」。此案例值得我國深思，在幾乎全部

皆為外國廠商供貨之情況下，倘若遇到外國供貨量不足，或遇上食

安問題時，我國並無直接生產嬰兒配方乳之工廠，持續追蹤嬰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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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乳進口廠商來源國是否分散，則成為預防風險之重要作法。 

(三) 總結性建議： 

1. 建議公平會應持續進行乳製品市場的價格調查與分析，了解上下

游之競爭狀態，尤其對於因特殊事件而引起之物價波動、最上游的

生乳乳源價格調漲、國際貿易進出口影響 (大量進口發生，或全球

供應短缺)、以及長期趨勢 (如少子化)、通路的市場影響力等進行

追蹤，方能了解價格波動之原因，或是否涉有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

爭之態樣。 

2. 建議參考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等比較法上作法，各國競爭主

管機關，係針對乳品產業中影響垂直或水平競爭之情況表達適度

關切，但並不會介入調查產品價格波動的事件本身。 

3. 參考不同國家對於乳製品產業之立法方式，不難發現在基於保護

酪農合作社、市場競爭、上下游供應無虞等等的政策目標上，許多

國家皆有立法針對部分行為有限度地「豁免適用競爭法」，此不僅

給予乳製品業相對的自由空間，亦保留競爭主管機關仍可就限制

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發生時，據以調查或介入之法律依據。我國

之公平法與其他產業法規之適用關係及豁免條款設計、以及公平

會與其他主管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建立，皆為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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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紀錄一 

訪談摘要紀錄 

訪談時間：2022.07.07 14:00-15:00 

訪談對象：新生月子中心護理長 

訪談對象背景：曾任 台大外科部護理師 

                長照機構護理人員 

                新北市及台北市月子中心護理師 

              現任 新北市汐止區月子中心護理長 

訪談提綱: 

本次訪談是透過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例如:產業中會牽涉到的從業人員)，

進而理解臺灣現在的嬰幼兒市場競爭、營業、消費行為等特性。 

討論一、簡述近年來產業樣態的變化及各地區差異?政府對於配方奶的政

策? 

討論二、新生兒母親如何挑選嬰兒配方乳粉?月子中心是否會給予推薦建

議? 

討論三、嬰兒配方乳粉廠商是否會主動接觸月子中心?廠商與月子中心彼

此間的關係?新生兒母親與廠商間的關係? 

討論四、嬰兒配方乳粉是否有鎖入效果? 

討論五、網路世代的來臨，意見領袖是否藉由包含 IG、部落格達到分享效

果? 

一、 嬰兒配方乳粉的限制以及月子中心扮演的角色 

依政府推行母乳哺育政策，各大教學醫院均提倡純母乳哺育政策。然因每

位新生兒及母親的生理狀況不同，包含新生兒脫水情形、黃疸指數過高，

母親奶水量不足、奶水裡含有過高的黃疸激素……等原因，造成實務執行

上的困難。新生母親入住月子中心，已為產後的 3-5 天，新生兒大多於原

生醫院已開始使用配方奶。因此，僅在特殊的情況下，新生兒母親會向月

子中心諮詢配方奶。且政府政策規定，嬰兒配方乳粉(1 號奶粉)不可以廣

告。月子中心主要以推廣母乳為主，僅能在新生兒因用使用特定嬰兒配方

乳粉造成不適後，建議新生母親更換品牌。 

二、 新生兒母親資訊收集方式 

（一） 目前常見的資訊蒐集方式如以下三點。一、是透過電視(3 號奶粉

的品牌廣告)廣告；二、雜誌及親朋好友推薦；三、原生醫院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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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使用的特定品牌。 

（二） 目前於電視廣告中，已可獲取 3 號奶粉的相關廣告資訊。因此，部

分新生兒母親會透過品牌廣告的文案(例如:xx 為銜接母乳的最佳

配方)，以及產地(目前台灣較常見的為歐美、日系的品牌)選定新生

兒 1 號奶粉。 

（三） 新生兒母親於生產前大多已開始準備相關事宜。因此，常常透過周

圍的姊妹、朋友了解使用上的心得。近年因網路發達，部落客、網

紅產業相當發達，許多媽媽在生產前也會追蹤媽媽網紅及部落客，

透過網紅於節目中的經驗分享、開箱介紹，或是廣告連結投射，也

會形成新生兒媽媽在品牌選擇上的參考依據。 

（四） 原生醫院主要負責新生兒的接生，以及生產後 1-3 天的照護。前述

於配方奶限制中已提到，因應新生兒已及母親的狀況不同，純母乳

在實務上的實行不易，部分原生醫院會透過對於特定品牌廠的合

作(例如:每個月與不同的廠商簽約合作)，提供新生兒母親相關建

議。 

三、 廠商與新生兒母親間的關係、廠商與月子中心間的關係 

（一） 常見的廠商與新生兒母親的合作關係為，廠商提供試吃罐給新生

兒母親，而新生兒母親則藉由問卷的填寫、提供相關的使用者資

料、資訊供廠商分析使用。 

（二） 廠商與月子中心的合作關係則以月子中心為一個平台，廠商於平

台上販售自家產品。而廠商則回饋提供媽媽教室課程的協助，藉由

派出兒科醫師提供媽媽哺乳的相關常識(有些媽媽不了解配方奶的

必要性，透過醫師的解說，媽媽也能更了解相關的知識)不只帶進

自家產品，也補足新生媽媽的相關知識，讓月子中心的護理人員因

新生兒生理因素導致(母親黃疸過高、新生兒體質較敏感)而需要更

換配方奶時，能更加順利。 

（三） 因時間序所在的位置(婦產科、醫院=>月子中心=>出院回家)，對於

多數的產品(包含尿布、乾濕兩用紙巾、以及配方奶)，月子中心僅

提供應急使用，並非以業績及銷售為第一考量，則是藉由販售多樣

化的商品，達到服務的豐富度。 

四、 嬰兒配方乳粉的鎖入效果 

新生配方奶為嬰兒直接食用的產品，相較於尿布、乾濕紙巾品牌等外用產

品對於新生兒的直接影響較大。因此，新生兒母親在挑選配方奶時，會更

加嚴謹的蒐集相關資訊及諮詢，只有在上述特殊的情況下才會進行配方奶

的更換(以下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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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錢考量=因部分新生兒在出生的第 1-3 天，將會依原生醫院所提

供的品牌作為配方奶的選擇。但不同的廠商因原物料價格的考量、

成分的不同，會訂出不同的價格。因此，有部分家庭會因金錢的因

素，於入住月子中心後更換配方奶品品牌。 

（二） 新生兒適應不良=新生兒所使用的配方奶，大多為原生醫院提供、

或是由新生兒父母親經蒐集資訊後選定。但因各個新生兒的生理

現象不同(黃疸指數、是否為過敏性體質)都有可能影響新生兒是否

適用選定的嬰兒配方乳粉。因此，此因素也可能使得新生兒於入住

月子中心後更換配方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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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紀錄二 

訪談摘要紀錄 

訪談時間：2022.07.10 19:00-20:00 

訪談對象：婦產科醫生 

討論：因衛福部針對一歲以下嬰兒配方乳粉之廣告規範，不可對嬰兒配方乳粉進

行促銷、廣告等等，因此想透過訪談了解母親是如何進行嬰兒配方乳粉的決策行

為。 

訪談內容摘要： 

一、 母親如何進行嬰兒配方乳粉的決策行為 

他們的醫生、護理人員都不會主動向產婦提到嬰兒配方乳粉相關話題，若產婦向

院方提出母乳哺育的問題，醫生、護理人員會盡力提供資訊協助，但母乳哺育一

定會遇到非常多的困難，尤其是第一胎，在前 3 天沒有母乳是正常的，這種狀況

下可能會餵小朋友喝糖水。如果說產婦詢問關於配方奶的部分，院方會請她們自

己去問家裡的親朋好友、去藥局詢問。有看過產婦的媽媽手冊上蓋了很多參觀母

嬰用品展、媽媽教室等等地方的印章，她們可以透過這樣的管道領取試用品。 

二、 嬰兒出生的流程、所接觸的相關人員 

（一） 媽媽在產房生完嬰兒後，會在產房觀察 20~30 分鐘左右，並交給

母親做肌膚接觸，此時小朋友狀況好的話會有尋乳反射，之後就會

讓他去嬰兒室觀察狀況，然後兒科醫生檢查完沒事之後就完成流

程。 

（二） 因為母乳還是有缺一些成分，所以 6 個月後需要提供副食品補充

營養，但其實嬰兒都是在吃好玩的，重點不是在於母乳的營養，母

乳的營養已經不夠了，可是媽媽會從餵食母乳的過程得到成就跟

滿足，可是餵母乳這件事情，就變成媽媽的壓力，也曾遇過轉借過

精神科來看診的病患。 

三、 母嬰同室 

非母嬰同室的醫院平常就會送到嬰兒房，在完全沒有疫情的時候，母親可以自由

決定嬰兒要待在嬰兒房還是母親休息的房間內，醫院會大概限制一些次數，醫生

覺得將嬰兒送到嬰兒房這樣沒有不對，因為生產後真的是累，也只有在醫院這段

時間可以有人幫忙帶小孩，除非有去月子中心。 

四、 小結 

公立醫院是完全沒有廣告配方奶狀況發生，無論是醫生、護理師都會尊重母親的

選擇，若有詢問配方奶的狀況，院方會請母親自己去詢問親朋好友，僅會給予親

餵上的諮詢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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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紀錄三 

訪談摘要紀錄 

訪談時間：2022.07.11 16:00-17:00 

訪談對象：黃教授 

訪談對象背景：經濟學系教授 

訪談提綱: 

討論一、台灣鮮乳產業訂價及價格合理性討論?台灣鮮乳價格相較於他國

有無競爭優勢?與競爭法的連結與關注? 

討論二、各國鮮乳、配方奶產業現況、訂價討論? 

討論三、物價上漲的波動與公平法之間的關聯? 

討論四、案例討論:雀巢與友華案討論 

討論五、時事討論:紐西蘭生乳進口是否會影響台灣業者? 

一、 台灣鮮乳產業定價及價格合理性 

我們的乳品產業為寡占，國內乳品業主要為統一、味全、光泉三大業者，

當他們有同時漲價的行動就是聯合行為。違法要素要考慮是否有「反映成

本的合理性」，從鮮乳市場來看就是生乳收購價，生乳的收購價格漲價是

季節性的，夏天會比較貴。在臺灣的鮮乳收購價是有管制的，會由評議委

員、農委會、專家學者、酪農、乳品工廠等等一同開會決定，委員會的成

員常是垂直的關係，同時為生乳業者與鮮乳業者，所以對於生乳的調漲是

有影響力的。公平會民國 96 年的案例為此情況，決議不構成聯合行為。另

一案例為民國 100 年的漲價案，觸犯聯合行為的構成要件「鮮乳漲價幅度

超過生乳收購價」。 

二、 台灣鮮乳價格是否相較於他國無競爭優勢?與競爭法的連結與關注？ 

（一） 臺灣的鮮乳產業規模不大，氣候條件也不是很適合，要給予溫度控

制等等，因此成本較高。但跟國際做比較是困難的，因為當中影響

的因素較多，例如政府補貼。 

（二） 台灣鮮乳是否為世界第二貴也是比較難做定義的，與之比較的標

準可以再做研究，但可以檢視國內的鮮乳價格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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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方奶產業現況、定價討論 

（一） 在臺灣配方奶粉都是進口的，形式多為公司以及旗下品牌，所以會

出現許多品牌一起漲價的狀況，進口國總公司決議漲價，因此台灣

進口商會跟進漲價，因為每個品牌的漲價因素皆不同，因此不構成

聯合行為的要件。 

（二） 嬰兒配方乳粉在構成違法的要素是「是否有替代性」，但嬰兒配方

乳粉是有替代性的，因此要考慮「漲幅」，以決定是否構成違法條

件。 

（三） 嬰兒配方乳粉的定價內包含行銷、給藥局的利潤等等，可以去了解

醫療行銷部分是否有影響到價格的訂定。一歲以下嬰兒更換配方

奶粉容易有不適性，因此配方奶粉容易失去市場機制，值得注意

「鮮乳」部分是否有聯合行為，「配方乳」為整個結構從進口到配

銷的管道，在這中間有沒有限制價格的部分。 

四、 公平法第 25 條與業者訂價權之探討 

（一） 公平法第 25 條為一種補充法則，前面條文若無法涵蓋的，便可探

討此議題是否有涉及欺罔顯失公平。處理的原則為一些曾經出現

的個案中，會出現列舉事項，且稱之為其他欺罔顯失公平。欺罔就

是積極的去做欺瞞，然後消極的隱匿，顯失公平，進而變成以前的

個案。個案並非表示永遠不會被改變，僅能說以此研擬出各類型。

因此，各單位也經常針對公平法第 25 條進行討論。 

（二） 舉鎖入效果為例，此效應最早發生在電梯業。因此，在調查嬰奶粉

的議題時，也針對嬰奶粉是否構成鎖入效應進行探討。透過文獻研

究、問卷調查以及專家訪談，了解嬰兒配方乳粉對於消費者可達到

一定的鎖入效果。 

五、 嬰兒配方乳粉案例討論 

（一） 台灣並無自行生產配方奶，嬰兒配方乳粉主要仰賴國外進口，產業

鏈的結構為國外品牌廠=>台灣進口商=>藥局或其他通路商=>消

費者。因此，廠商的訂價方式，主要通過總公司經過成本考量、人

事成本等因素，決議最後的定價。因此，在案例中台灣多數的進口

商紛紛表示，訂價為國外總公司決議，進口商僅反應最終價格，並

無聯合漲價的行為。 

（二） 與各領域從業人員及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新生兒父母在選擇特定

品牌的嬰兒配方乳粉後，不會輕易的更換使用品牌。且因嬰兒配方

乳粉僅能在藥局及原生醫院推薦購買，因而，達到鎖入效果。未來

可再深入研究，進口配銷階層中的醫療行銷行為，藉此了解配方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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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價上，進口商與授權販售的業者，是否有業者在漲價中獲得不合

理報酬。 

六、 紐西蘭生乳進口議題討論 

（一） 2025 年後紐西蘭生乳將可以零關稅進口台灣，而紐西蘭為以酪農

業為主的國家，包含所擁有的乳牛頭數、生乳的生產量相較於台灣

高出許多，而因大量生產的緣故，生產成本低，進口價格將低於台

灣。(就如同之前所發生的鹿茸事件)因此，紐西蘭生乳進口後，在

價格上勢必會對台灣既有業者造成相當大的競爭。 

（二） 要了解此項議題便須清楚了解產銷結構，包含由上游了解全球鮮

乳供應價格，供應商在數量上的供應是否可以達成壟斷，每一階層

批發商多少，可制定及決定價格的為何者?與消費者接觸的量販業

者、銷售業者，最後到終端的消費者手中，是否在任何環節中造成

聯合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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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訪談紀錄四 

訪談摘要紀錄 

訪談時間：2022.07.11 下午 2:00-3:40 

訪談對象：執業律師 A、執業律師 B、執業律師 C 

訪談對象背景：從事公平交易法與經濟法案件之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問題提綱： 

「我國乳品產業競爭議題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專家座談題綱（暫訂） 

一、「鮮乳」相關之競爭法議題 

1. 國內之鮮乳業者對於鮮乳價格常見在漲跌方向或漲跌幅上有一致性之調整行

為，請問您認為是否有構成「聯合行為」之問題？抑或僅係「平行行為」？ 

2. 我國生乳收購參考價格係依據「畜牧法」第 35 條規定，由乳廠、酪農及專

家學者代表，組成「生乳價格評議委員會」，定期開會進行乳價評議，若國內

之鮮乳業者據前揭參考價格之調整而同步調價，請問您認為是否有構成「聯

合行為」之問題？抑或僅係「平行行為」？此際，國內之鮮乳業者應如何舉

證說明，其價格調整行為係出於市場客觀合理之因素？  

3. 由於上游生乳市場競爭激烈，若下游之鮮乳業者自主調高收購價格，並反映

在末端零售價格上，此間是否有違反市場競爭？或有限制競爭之虞？ 

4. 就您所知，國內之鮮乳業者與酪農戶間之生乳收購合約書當中，是否有可能

該當不當限制酪農戶事業活動之條款？   

二、「配方乳」相關之競爭法議題 

1. 由於嬰兒配方乳粉在國內係受衛福部管制之特殊營養品，且 1 歲以下嬰兒配

方乳粉禁止廣告、促銷，故國內之嬰兒配方乳粉價格競爭不明顯，請問您對

於國內之嬰兒配方乳粉業者係採取何種非價格競爭方式是否有所知悉？  

2. 國內之嬰兒配方乳粉業者對於嬰兒配方乳粉價格常見在漲跌方向或漲跌幅上

有一致性之調整行為，請問您認為是否有構成「聯合行為」之問題？抑或僅

係「平行行為」？ 

3. 過去國內之嬰兒配方乳粉等配方乳業者如臺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曾因提供

建議批發價格及建議零售價格，而遭公平會以「限制轉售價格」為由而處分

之，請問您是否知悉目前嬰兒配方乳粉等配方乳市場上仍有類似之行為？ 

4. 請問您是否有觀察到國內之嬰兒配方乳粉等配方乳產品有因品牌依賴性而發

生「鎖入」之情形？相關業者若據以調漲價格，是否有「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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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律師： 

(一) 現在鮮乳價格似乎過高，所以常常要被關切，若要調漲就可能有問題，

但「關切價格」與「價格過高」是二回事。另外，嬰兒配方乳粉需要

查驗、登記、禁止廣告促銷，所以使得「市場價格不透明」，然後，

再加上「品牌依賴性」與「市場結構」等，似乎一開始就比較偏向有

預設立場。 

(二) Covid-19 後所有東西都在漲，業者會說因為原物料在漲，所有東西都

在漲。公平會可能覺得業者們都串連在一起，可是實際上業者彼此間

是有競爭關係；在市場上本來就是競爭關係的事業來講，業者間去了

解同業的狀況，是屬於很常見、很合理的商業行為。不能只因為某特

定的市場（當然市場怎麼界定是另外一個問題）價格的調整有一致性，

或者時間接近的狀況下，就預先認定有「聯合行為」的問題，而應該

去多方考慮其他因素。 

(三) 生乳收購價係依照畜牧法中規定的「價格評議委員會」，某個程度上，

就是政府在調控或管理，我不認為畜牧法是一定優先於公平交易法適

用，但我認為公平法在考慮要不要裁罰的時候，的確應該要考慮到這

些評委會做出來的決定，還有參考當時各種價格。各種成本組成都是

不一樣的結構，絕對不會一樣；但是從「結果」上來看，可能會很類

似；但這並不表示其中一定是基於直接或間接的「聯合行為意思聯絡」，

產業它會發展成什麼樣子、什麼規模，都是有其背景脈絡。 

(四) 有時候受到社會民情輿論的影響，就要來調查一下；或者當遇到選舉

的時候，就會去說什麼東西太貴等，這都是需要再思考的。 

二、 B 律師： 

(一) 以鮮乳案來講，能不能夠用「漲跌幅一次性調整」就構成「聯合行為」，

顯然我覺得法院在這邊的看法是有一點點超過。比較有獨占性質的廠

商，其實你要去講他是聯合行為，困難就比較多；而在寡占市場上，

要去蒐集對方資訊，就是比較簡單的狀況。所以不需要合意。 

(二) 如果有一個機制會去影響大家作定價的話，會不會因此完全排除公平

法？我個人其實比較贊同公平會的見解，除非條文明文讓主管機關去

作價格審定，否則，只要你能夠讓廠商有自己決定價格的空間，多半

還是有公平法的介入。 

(三) 公平會在做這些調查或處罰時，其實會連動到整個產業，業者在做交

易時的行為模式。例如：某國營事業以前被裁罰過聯合行為，後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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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撤銷罰鍰，法院就覺得說價格調整有一個浮動機制，可是公平會

常常會講事業間可能就會透過同業公會或各種方法去傳送一些訊息，

讓對方知道可能會調到多少價格。 

(四) 關於衛福部公告的「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促銷管理辦法」，其實他最大

的問題是，不准打廣告之後就會變成在市面上競爭的時候，陷入一個

無從判斷的狀況。如果在這個架構下，要說完全不適用該法而會是公

平法優先使用？我個人覺得殊難想像。 

(五) 談到「品牌性依賴」的問題，嬰兒配方乳粉真的不同小孩，就是喜歡

喝不同品牌的奶粉。在這個時候「鎖入」的情況，好像不是經濟學的

問題，因為資訊不對稱，所以到底消費者能不能去判斷現在這個業務

報給我的價格、以及他說有沒有貨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狀況？我

建議如果要用公平法第 25 條去執法的話，是不是可以多強調「資訊

透明化」。 

三、 C 律師： 

(一) 任何競爭法執法，或任何競爭制度建構，必須要從了解「市場結構」

做起。兩個案子其實都跟市場結構的特殊性有關，都剛好是其結構性

會導引出競爭政策跟競爭法必須要跟其他一般案件不一樣的典型狀

況。 

(二) 從鮮乳市場來看，它的市場結構特殊性在於其供應端，最主要原料（占

七、八成）的「生乳」，其收購價格是政府控制的，也就是說一般收購

價格是固定的。所以不但價格固定，且台灣的生乳供應量與鮮乳的需

求量其實是不足的，這就是第一個市場結構必須釐清的問題。 

(三) 競爭法其實就在了解市場結構後，從市場結構作競爭規範，先從市場

結構去理解起，理解完之後或許就會發現這個行為其實是符合經濟理

性的。反之，如果只執著於行為面而質疑：「怎麼價格大家都調漲了？」

而忽略結構面供需關係所提供的答案：「當占原料七、八成的生乳價格

調漲的時候，鮮乳價格怎可能不漲？」則於認定及論理過程難免有未

盡之處。 

(四) 「聯合漲價」裁罰的不應該是「漲價」，而應該是「聯合」，所以公平

法第 14 條第 3 項，「推定」的規定中少了「溝通證據」的要求，個人

認為用以推定合意是有所欠缺的。 

(五) 當鮮乳市場結構是呈現生乳為主要原料占七、八成，而生乳漲價、鮮

乳就一定會漲，這部分如果了解市場結構，就應該會認為漲價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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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容認漲價並不當然允許聯合行為，這我完全同意，因為容認漲

價，還是可能有聯合行為，畢竟還是有競爭存在。 

(六) 在市場競爭中，公平會若認定「超漲」，似乎表示公平會自己去當那隻

看不見的手，去認定合理漲價幅度，如此似乎過度介入業者決定價格

的自由，似有未當。所以如果認為，業者因為生乳漲價，跟著漲價，

而認定聯合行為的原因是認定業者「超漲」，這個邏輯可能有待商榷。 

(七) 在很多產品銷售端，價格調整並不是業者說的算，而必須與通路商量，

甚至有時決定最終價格調整幅度的是通路。在供應端，鮮乳相當比例

都不是直接配送的，國內市場絕大多數都是透過通路進行販售，無論

是賣場通路或是便利商店通路。而這些通路都同樣有相對市場優勢力

量，所以什麼時候調整？漲多少幅度？為什麼會各個通路不一樣？從

這裡可以看出不是業者想漲就漲，必須理解通路於價格調整過程中的

角色。 

(八) 當如果一個政策目標達到比較高的位置，比如說要鼓勵母乳，所以配

方奶要讓它從市場上看不見、買不到，那或許應該回到有點像「公用

事業」、「準公用事業」或「供應配銷」的概念，也就是有需求就用配

售的，會不會是比較好的一個整體性政策目的。 

(九) 所謂「依賴性」的概念，品牌依賴性概念，應該要有一定的群體性，

因為所有的產品每個人都有「偏好」，而「偏好」跟「依賴性」不一樣。

「依賴性」是表示他轉換上會有成本，會有很大的犧牲，會有很大的

不利益，才會有「依賴性」，才會有「鎖入」的效果。要考慮轉換成本，

判斷當價格影響的因素達到一定比例的時候，對於品牌的執著還有沒

有這麼大？主管機關或許應該定期性的做市場上面的模組分析。 

(十) 至於放寬第 25 條的適用，個人抱持非常反對的立場。無論如何，市場

優勢地位、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濫用優勢地位等都有足夠的條

文作處罰，應該在既有的法體系下找到法律適用的空間，應該都已經

足夠了，我看不出第 25 條還有必要擴大適用、建立過多態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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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訪談紀錄五 

訪談摘要紀錄 

訪談時間：2022.08.02 10:00-11:30 

訪談對象：鮮乳廠商執行長 

訪談題綱: 

本次訪談是透過供應鏈的上、中、下游，(例如:鮮乳品牌業者)，進而理解

臺灣鮮乳市場競爭、營業、消費行為等特性。 

討論一、簡述台灣鮮乳品牌業者的產業樣態? 

討論二、品牌業者與酪農業者所扮演的角色? 

討論三、品牌業者與通路間扮演的角色? 

討論四、品牌業者與政府間扮演的角色? 

討論五、紐西蘭生乳進口對於品牌業者的影響? 

一、 台灣鮮乳品牌業者產業樣態 

(一) 台灣的生乳市場長久以來主要以三大業者(統一、光泉、味全)為市場

上消費者的首選品牌，而後又加入義美，形成了四強鼎立的現象。近

年來因應市場需求，又增加了許多新進業者，此類業者主攻利基市場，

從源頭的改善、生乳品質的把關、再到行銷方式的改變(由一般傳統的

平面廣告轉至網路、社群……等相關行銷方式)。期望透過差異化行銷

模式打入市場。 

(二) 雖市場上小農品牌於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然而礙於台灣主要

的鮮乳消費群年齡限制、對於既有品牌的既定印象、以及通路上有限

的品牌選擇，目前消費者還是以四大品牌為主要的消費。 

二、 品牌業者與酪農業者間所扮演的角色 

(一) 酪農業的進入門檻較高(包含土地限制、養育牛隻的技術……等)因此，

目前台灣的酪農業，主要還是以家族事業為主。然而，台灣酪農業主

要為代代相傳的職人專業牧場經營，並非如企業般擁有健全的組織架

構，因此，酪農業者在與較大品牌業者交涉時，經常出現合約條文及

制定上的糾紛，以致部分酪農僅能承擔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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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台灣四大品牌於產業中的話語權大於酪農業者。而酪農業隨著台

灣產業轉型，多面臨人才斷層，在新技術以及新資訊的接納程度也相

對保守。 

三、 品牌業者與通路間扮演的角色 

(一) 目前台灣的主要通路業者分為超商、超市、以及量販業者。台灣的超

商密度相當高，對於時間需求較高的民眾則會以超商做為購買鮮乳的

首選。而兩大超商在販售鮮乳品牌的行銷策略上也有差異。統一超商

上架自營品牌的比重較多，而選擇性較多的則是全家。超市為家庭式

消費者購買的大宗通路，台灣超市每年貢獻營業額為三通路業者之冠。 

(二) 台灣主要的量販業者分為兩類，其一為以台灣大集團為主的兩大量販

業者，此兩大品牌的同質性較高，品牌多樣性也高。另一家為美式賣

場，美式賣場主要販售的鮮乳產品分為兩類，一為國外進口的鮮乳、

第二則為台灣四大品牌商所販售的鮮乳。 

四、 品牌業者與政府間所扮演的角色 

(一) 以以色列為例，以色列乳牛的單位生產量約為台灣的 30 倍。目前全

球眾多國家皆將鮮乳列為戰備物資，目前台灣尚未將鮮乳納入，因鮮

乳也擁有高營養價值，希望政府未來也能考慮將其列入戰備物資中。 

(二) 政府有推出優良鮮乳標章，然於規章中有規定，必須擁有自己的加工

廠才可達到申請的標準，然近年市面上出現相當多的小農品牌，礙於

尚未做到規模經濟且無加工廠，因而無法取得優良鮮乳標章。 

五、 紐西蘭生乳進口對於品牌業者的影響 

(一) 2025年紐西蘭鮮乳的開放政策，確實將對於酪農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

響。飼料的漲價幅度沒有盡頭，上等的乳牛主要以進口牧草為飼料，

而較一般的乳牛則是以台灣草為主要的飼料，飼料的不同將直接影響

牛隻的產乳量以及乳品的品質，因此，飼料的漲價將直接影響酪農業

者的成本，也同步會反映到消費者身上。 

(二) 紐西蘭酪農產業在牛隻的飼養上、以及鮮乳的加工上數量皆為台灣的

好幾倍，單位成本相較於台灣也低許多，售價也低於台灣的鮮乳，因

此，對於成本高，收購價格低的酪農業將造成直接的影響，2021年台

灣的酪農數量有明顯的下降，淘汰了部分的酪農業者，這對於 2025年

是好事，酪農將會開始注意品質以及提升競爭力以因應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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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訪談紀錄六 

訪談摘要紀錄 

訪談時間：2022.09.30 15:00-17:00 

訪談對象：台南牧場經營家族成員 

訪談提綱: 

討論:酪農業目前發展狀況、面臨問題。 

一、目前酪農產業缺工問題嚴重，各牧場也陸續有在引進機器人。 

二、合約目前是 3 年簽一次，會隨著成本變動，但酪農本身議價空間不多，

議價的狀況是，同一家品牌收購的酪農戶會組成聯誼會，一同與品牌

溝通。各品牌會依照政府給予的乳品標準訂定獎勵及懲罰政策，分為

A、B、C 等級。通常不會頻繁更換配合品牌，他家品牌獎勵政策較好

時會更換品牌。 

三、紐西蘭液態乳：酪農業者對於將要引進的紐西蘭液態乳是抱持擔憂的

態度，因為消費者的嘴巴並沒有這麼厲害，若是將其加入咖啡、飲品

內，消費者可能接受度會高。台灣酪農業成本較高，因為人工貴、飼

料又是進口，較無競爭力。 

四、冬夏乳量不均：夏天對於鮮乳需求量較大（製作飲料等），但夏天牛隻

產乳量較少;冬天的鮮乳需求較小，但牛隻產乳量較大，品牌業者都會

將其收購，但價錢會有差異。 

五、酪農業沒落：酪農業成本高、又有進口乳的低價競爭，陸續關掉許多

家牧場，三聚氫氨事件出現後，有短暫提升消費者對於鮮乳的重視與

需求，但效果並沒有很久。牧場的接班人普遍對此產業不樂觀，大多

選擇將設備、牛隻販售後關閉牧場。 

六、 未來的發展：更多的使用機器人等設施，減少人力成本。自創品牌需

要設立加工廠，成本過高，大多數酪農業者不考慮往此方向發展，目

前採取與品牌廠商溝通，更強調本土鮮乳優點，以及應扶植本土產業

的消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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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訪談紀錄七 

訪談時間：2022.10.03 11:00-11:30 

訪談對象：雲林牧場經營家族成員 

訪談提綱: 

本次訪談是透過採訪崙背當地酪農戶，進而理解酪農戶於產業鏈扮演的角

色、酪農戶與品牌間關係。 

討論一、簡述訪談者背景以及雲林崙背鄉酪農背景 

討論二、酪農業者與品牌間扮演的角色? 

討論三、酪農業者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一、 簡述雲林崙背鄉酪農發展背景 

民過六十三年，為改善農民生活，雲林縣崙背鄉為台灣第一個成立的酪農

專業區(又稱為崙背酪農專區)，多數酪農業者飼養約 100 頭。早期品牌商

皆有地域性，各地區皆有一品牌商，不互相競爭，頂新事件發生前，崙背

酪農專區乳源皆由味全統一承攬。小農品牌也是由此次事件後開始發展(ex.

品牌商:鮮乳坊；牧場:許信良牧場、幸運草牧場)。  

二、 品牌業者與酪農業者間扮演的角色 

(一) 酪農與品牌之間合約皆為 3 年，若需達規模化，一天產乳量約需達

1,000kg，便較有機會與品牌廠在售價、合約條件上有談判的空間。在

與品牌商合作前，品牌商皆會要求牧場每年開立牛隻的健康證明，認

可後才可進行簽約。 

(二) 隨著科技進步，品牌商開始要求酪農業者導入自動化設備，藉由自動

化設備提升產乳量以及牛乳的品質(ex.擠牛乳為例，過往皆由人工進

行擠乳，現已為半自動化，透過管線將生乳直接傳送至冰箱內)。 

(三) 近年來，小農業者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小農業者在獸醫及飼養

方式上，皆給予相當大的協助，並且協助酪農業者(透過支付違約金等

方式)，成功轉換品牌。酪農業者提到，近年來由小農所輔導的酪農業

者，在品牌成功的行銷輔助下，乳源皆是供不應求的情況。 

三、 酪農業者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下一代接班意願不高、合約主導權普遍掌握於品牌商手上、牌告價格的

調整無法趕上原物料上漲的速度與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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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訪談紀錄八 

訪談時間：2022.09.26 

訪談對象背景：農委會畜產試驗所組長、畜產與生物科技系、動物科學系教

授 

一、 農委會畜產試驗所組長 

(一) 國內的乳品產業的發展沿革 

1897年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引進乳牛，國人開始飲用牛奶 

1955年代 

1. 成立台灣省乳牛事業改進會。 

2. 味全公司、福樂公司當時創立。 

1965年代 

1. 光泉牧場成立食品加工廠 

2. 政府開放乳粉進口，影響液態奶供應，面臨第一次乳業危機，而成立

台灣審乳業發展小組，對進口乳品開放乳業捐。 

1975年代 

1. 開放冷凍牛肉進口，引發另一次乳業危機，政府與廠農建立保證價格

收購辦法。 

2. 統一成立乳品部門，三大乳品廠確立。 

3. 廠農和諧 

(1) 確保酪農生產出的牛奶，有工廠購買。 

(2) 廠農間就乳品價格有所爭議，政府實施冬夏收購乳價措施，管制

液態奶進口，也確立廠農間如何購買生乳。 

(3) 農民廳依據乳廠收購的國產生乳量，也就是乳廠與農民間的買賣

契約，來核發鮮乳標章 

2002年 加入WTO，開放液態奶進口，訂定關稅配額的規定。 

2003年 農委會輔導業者成立生乳總量管制，目前國內有 84%生乳用來生

產鮮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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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奶粉需要進口原因 

1. 生乳來源不足：國內生乳量僅有 16萬頭泌乳牛左右，生產成本因飼

料價格上漲而上升，且有 84%生乳用於製作鮮乳，剩餘 15-16%用於

製作其他如調味乳、冰淇淋等。 

2. 無噴粉設備：目前只有味全有較舊的設備，國內缺乏噴粉設備。 

(三) 乳牛產業目前農委會走向 

1. 穩定乳價結構，訂立一個廠農都可接受的計算公式 

2. 乳業多元化發展，使消費者買單 

二、 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教授 

(一) 市場結構、產銷概況 

1. 市場結構：工廠向牧場收購的基礎乳價 30 元，加工成本 10 或 20

元，但最後售價是 95 元。通路與行銷與主要通路乳價成本變動較

高。 

2. 生乳品質呈現M型化落差，政府可介入輔導生產品質較差的酪農轉

型或離牧。 

3. 羊乳也有相關問題，亦可進行探討。 

(二)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生效後，對於液態乳關稅配額之實施於 2025 年將

屆，對於我國鮮乳市場之影響為何？ 

工廠可以較低成本，購買國外液態乳或濃縮液態乳，對國內生乳需求量降

低，也降低對國內酪農的依賴性，且國外產品品質好、商品多元，因此對

國內市場是具有一定的衝擊。 

(三) 台灣正面臨少子化問題，在國人飲用鮮乳需求日增、嬰兒奶粉全部由

外國進口、乳源供應短缺等方面隱憂，您有何看法或建議？ 

可朝向乳品多元化發展，年長者族群與運動者族群，都是近年來不斷增加

的兩大乳品需求族群，可朝此兩方向發展。 

(四)我國生乳價格決定機制是否平衡酪農、產銷商、消費者等之關切需求？

在組成、決定機制、價格維持、價格公告等，有無進一步修正之建議？ 

消費者認為鮮乳價格過高。酪農與廠農間的衡平機制，應給予酪農較高的

保護，避免如實務上近期發生，廠農片面的與酪農解約的情況，由於生乳

無法久放，因此若酪農生產生乳無廠農收購，將使酪農面臨冏境。建議可

建立申訴機制或將調解機制更加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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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人對於鮮乳價格上漲、定價較高、品質要求等敏感度越來越高，對

於我國乳製品產業有何影響？產業又應如何因應？ 

目前台灣乳品品質良好，可加強多元產品及增加產品銷售。中小型廠可搭

配休閒農業或地方創生的方式，進行轉型。但目前小農鮮乳也有不透明的

問題，雖然小廠農業者會以高於基礎乳價的價錢向酪農收購，但加上相關

成本，亦難以達到目前較高的鮮乳售價，過程的透明化，是有必要的。  

三、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一) 生產成本過於昂貴，但生乳收購價格沒有相對應的調整：飼料與飼養

成本上漲(漲幅：黃豆：四成，玉米：六成，木薯：四成，燕麥：二到

三成)2022年 5月前，有 11年未調整生乳收購價格，即便自 26.12調

整到 28元多，對酪農而言，仍然不符成本。我國生乳收購價格相對美

國高於 1.7 倍、紐西蘭 1.8 倍，但鮮乳價格也高，但加工成本相對較

低，因此鮮乳價格較高的原因，可能是廠農需有一定收益情形下導致

的結果。生乳乳價參考除九大原物料成本外，應將其他生產成本(如，

汙水處理、人工)納入。 

(二) 面對 2025年的狀況，可提升養牛技術及生產品質，目前從產乳量來看，

酪農業於此部分是有所努力的。產乳品質的提升可降低生產成本，由

於乳品加工廠成本高昂，需達到一定的生乳量(500噸)才可開工，目前

我國主要是由四大乳加廠為加工(占 79%生乳資源)，不過近年有許多

小農與其他乳加場合作，致力提升乳產量及品質，是值得鼓勵的。 

(三) 產品多元化的部分，可參考歐盟乳品產業結構，將升入製作成水解蛋

白的配方奶，在歐盟乳清蛋白及乳粉部分占有很大的比例。除了鮮乳

其他開發或是功能性的乳製品，可以多加注重。 

(四) 嬰兒奶粉價格居高不下的情形，或許源於對食品安全的擔心，需要高

品質需求的結果。 

四、 台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教授 

(一) 台灣乳業結構與外國不同 

1. 須用鮮乳製作的產品多，如咖啡、飲料、優酪乳、調味乳。若要販賣

鮮乳使用本國生乳成本效益是最高的，原因在於生乳進口困難。 

2. 目前有很多冬季剩餘奶，可做為其他運用。 

3. 結構上問題在於台灣生乳產量較國外不足，且生乳成本較高，較難於

後續產品製作上，選擇比例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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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5年問題 

1. 可用低溫殺菌方式，與外國進口類似保久乳口感的鮮乳區隔，但目前

冷鏈技術上仍需要提升。 

2. 商品多樣化：可多加利用冬季剩餘奶 

3. 食農教育：教導孩童認識鮮乳的口感，以配合低溫殺鮮乳發展，提升

對本國鮮乳的選擇。 

(三) 嬰兒奶粉 

噴粉成本過高，嬰兒配方乳粉可進口國外成本較低的奶粉進行調味製作。 

(四) 須對小農生乳進行管理 

小農生乳須由非大廠進行代工，並由包銷公司代銷，品質參差不齊 

(五) 乳業成本問題 

1. 可朝自動化，降低成本 

2. 加工端須將檢驗費納入成本，利潤不高，必且給予後端上架須有 25%

的上架費、運銷費，因此實質上問題在於後端零售價格的調節。 

3. 提升乳量於我國有困難性：我國飼養的牛多為荷蘭牛，非耐熱品種，

在全球暖化的情況下，有所困難，並且要提升乳量須耗費更大的成本。 

4. 可考量區隔高品質與其他鮮乳的市場。 

(六) 可朝向多元化及市場區隔，與國外競爭 

1. 利用冬季剩餘奶研發其他產品，研發鮮乳以外其他產品。 

2. 市場區隔，如製作需求高新鮮、無法進口的 mozzarella起司，做出市

場區隔。 

五、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教授 

(一) 酪農生產的生乳價格高：位於亞熱帶產量低、飼料進口因此價格比其

他生產國高，有降低價格的困難。 

(二) 乳品加工廠：需要加工的自動化設備、包裝、運輸，程序固定、設備

固定，降低價格困難。 

(三) 販售：賣場將鮮乳出售 

1. 可參考國外，以商品於貨架上的時間計算成本，鮮乳在貨架上至多 3-

4天，於銷售系統中的成本應該可壓低。 

2. 可以「鮮」為優勢，台灣從生乳到鮮乳的過程 48小時以內，如果生產

端具有清潔乾淨的流程、好的冷鏈系統，並可於第三販售部分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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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就算比進口鮮乳價格稍高，消費者仍可接受。且教育水準提升，

雖然有少子化問題，但鮮乳消費不會減少。 

(四) 乳價評議委員會的運作： 

由中央畜產會主導，有酪農端與乳品工廠端參與。乳價調整機制辦法： 

1. 以牛群結構定義，即牧場有 200頭牛以上、泌奶牛 40%以上才才列入

乳價評議會做成本考量。 

2. 亦以九大原物料配方納入進行考量，將此成本套入荷蘭牛平衡制量組

成的計算模式進行計算，取得平均值。如果平均值與調整價格相差 1.5

元以上，就要進行調整。 

(五) 補貼： 

農委會有對設備進行補貼，協助酪農進入農業 4.0，在缺工的情況下，可以

更換自動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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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乳品產業競爭議題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關鍵詞：乳品產業；鮮乳；嬰兒配方乳粉；競爭法與政策；豁免條款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係將乳品產業之範圍聚焦於鮮乳與嬰兒配方乳粉二項產

品，並就其發展沿革、市場結構、產銷狀況、以及相關政策事件可能產生

競爭法之議題，以及未來可能對於我國競爭政策與執法之方向提出建議。

乳製品為特殊市場結構的產業，由於工業化社會普及後，從事農牧之生產

者皆面臨成本、資金、人力、營運模式等挑戰，本研究參考世界上幾個重

要的乳品產業國家之發展概況，研究對象包涵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

雖然上述 4 個比較之國家或地區皆為全球乳製品市場中的輸出者，與台灣

乳製品多數用於內銷之情況不太相同，各國乳品產業之政策與法律、以及

競爭法主管之查處、執法、或法院判決見解等，皆有可作為我國借鏡之處。 

在鮮乳部分：由於酪農與乳牛養殖受到科技進步、天然環境、社會變

遷、消費者習慣、全球抗暖化等複雜因素之影響，無論在酪農戶數、牛隻

頭數、總產量上皆逐漸降低。各國國家在政策上皆以相關政策手段加以保

護乳製品產業，無論是收購價格補貼、提供技術設備、或甚至直接所得給

付，使得鮮乳成為保護色彩濃厚之產品。在 1995 年 WTO 成立後，雖然乳

製品業並未如製造業般的大幅進行關稅減讓，但乳製品隨著自由貿易而進

入各國的國內市場，對於過去具有排他性的保護機制亦逐步削減，本研究

可觀察出紐西蘭與歐盟已逐漸採取完全自由競爭之方向；而美國與日本則

維持一定的國內保護機制，台灣亦以實施「關稅配額」的方式，對液態乳

之進口數量進行管控。在眾多個別酪農極為分散情況下，多數國家的中游

乳品製造業係屬寡占市場，酪農單獨之議價能力顯與乳品廠商有落差。因

此，在乳業發展歷程上，無論是民間自發、或由政府主導下，酪農不約而

同地成立「合作社」，作為調節生乳生產及價格之組織，並藉以提升其對

於中游乳製品業者，以及下游通路業者，有效形成賣方集體議價權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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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經驗觀之，美國、紐西蘭、日本、歐盟部分國家之乳業上游酪農，皆

選擇以「合作社」制度作為生產運銷之團體。其中最著名者，係紐西蘭恆

天然公司，係由「合作社」進一步與公部門整併，而最終組成公司企業型

態，此一發展模式，或可作為我國參考。 

在嬰兒配方乳方面，由於世界衛生組織 (WHO) 倡議之 「國際母乳代

用品銷售守則」中已有相關規範，世界各國之衛生福利主管機關皆以禁止

廣告宣傳為原則。歐盟對於嬰兒配方乳所頒布之指令最為完整，可作為我

國之參考，而此等規範亦優先於競爭法適用。過去各國在嬰兒配方乳粉發

生過的案例中，多集中於「食安問題」造成「斷貨」而嚴重影響市場供需、

或可能發生聯合漲價行為。美國在 2022 年之全面斷貨事件，影響該國多

數嬰兒之健康，甚至演變為「國家安全問題」。此案例值得我國深思，在

幾乎全部皆為外國廠商供貨之情況下，倘若遇到外國供貨量不足，或遇上

食安問題時，我國並無直接生產嬰兒配方乳之工廠，持續追蹤嬰兒配方乳

進口廠商來源國是否分散，則成為預防風險之重要作法。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首先，本研究建議公平會應持續進行乳製品市場

的價格調查與分析，了解上下游之競爭狀態，尤其對於因特殊事件而引起

之物價波動、最上游的生乳乳源價格調漲、國際貿易進出口影響、以及長

期趨勢、通路的市場影響力等進行追蹤，方能了解價格波動之原因，或是

否涉有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態樣。其次，建議參考比較法上各國競爭

主管機關作法，針對乳品產業中影響垂直或水平競爭之情況表達適度關切，

但不介入調查產品價格波動的事件本身。最後，參考不同國家對於乳製品

產業之立法方式，不難發現在基於保護酪農合作社、市場競爭、上下游供

應無虞等等的政策目標上，許多國家皆有立法針對部分行為有限度地「豁

免適用競爭法」，此不僅給予乳製品業相對的自由空間，亦保留競爭主管

機關仍可就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發生時，據以調查或介入之法律依

據。我國之公平法與其他產業法規之適用關係及豁免條款設計、以及公平

會與其他主管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建立，皆為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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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etition Law and Issues of the Dairy 

Industry in Taiwan 

Key Words：dairy Industry, fresh milk, Infant formula,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Exemption claus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scope of the dairy industry on “fresh 

milk” and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 and discusses issues relating to 

competition law that may arise from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market structur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conditions, and other policy events, as well as possible 

future impact on Taiwan’s competition policy and enforcement. Dairy products 

are an industry with a special market structure. After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dustrialized society, producers engaged i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cost, capital, labor, and operating models. This 

study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leading dairy industr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namely the United States, New Zealand,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lthough the above four countries or regions compared are all exporters in the 

global dairy market, 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at Taiwan’s 

dairy products are mostly used for domestic sales, we still could explore their 

experiences regarding to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court opinions,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etc., as the references for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fresh milk, as dairy farmers are affected by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changes, consumer habits, 

and global warming resistance, the number of dairy farmers, cows, and the total 

output are gradually reducing year by year. Many countries have adopted 

relevant policy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dairy industry, including subsidies of 

basic purchasing pric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equipment, or even direct income 

payments for farmers. So did make the fresh milk a highly protective product. 

When WTO established in 1995, the dairy industry did not reduce tariffs as much 

as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fulfill the goal of free trade approach,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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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of dairy products was gradually reduced 

afterward. It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research that New Zealand and the EU 

have gradually adopted the direction of completely free competition. However, 

the US and Japan maintain a certain domestic protection mechanism, and Taiwan 

also implements “tariff quotas” to control the import volume of liquid milk. With 

many individual dairy farmers scattered, the mid-stream dai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most countries is a “oligopoly market”, and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individual dairy farmers is significantly weaker compared to dairy 

manufacturers. Therefor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iry industry,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voluntary by the individuals or co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dairy farmers have invariably established “cooperatives” as an organization to 

regulate raw milk production and prices, and to enhanc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midstream dairy industry and downstream distribution companies with 

effectively forming the seller’s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various countries, dairy farmers in the U S, New Zealand, Japan, 

and some countries in the EU have chosen to use the “cooperative” as a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rganization. Among them, the most famous one is 

Fonterra Co. of New Zealand, which is a corporative enterprise. This 

development model may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 

In terms of infant formula milk, due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 advocat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health and welfare auth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dopted the above principle of prohibiting advertising. The EU’s 

directives on infant formula are the most complete and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 and these norms also take precedence over competition laws. In the 

past cases of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 in various countries, most of them 

focused on “food safety issues” (melamine, or the U.S. Ampere milk powder 

pollution incident etc.), which caused “out of stock” and seriously affected 

market supply chain, or there may be joint behavior for price increasing. The 

total shortage of goods in the US in 2022 will affect the health of most bab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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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ry and even become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The above case is worth 

pondering in Taiwan. Due to Taiwan does not have any factory directly produces 

infant formula milk, so that almost all of them are supplied by foreign 

manufacturers. It’s suggested that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continue to 

track the source countries of infant formula milk import manufacturers, which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prevent risk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ndings, it’s first suggested that the FTC 

should continue to conduct price surveys and analysis of the dairy market to 

understand the competition statu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specially for 

price fluctuations caused by special events, price adjustments of the most 

upstream raw milk sources, etc. Only by tracking price fluctuation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mport and export, long-term trends, and the market 

influence of channels can we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price fluctuations, or 

whether there are restrictions on competition and unfair competition. Secondly, 

it is suggested that FTC refered to the practice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comparative law, and express moderate concerns about 

the situation that affects vertical or horizontal competition in the dairy industry, 

but do not get involved in investigating the event itself of product price 

fluctuations. Finally, consideringing the legislative method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n the dairy industr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limited exemption” clause for certain behaviors based on the policy goals of 

protecting dairy cooperative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upply. “Limiteted exemption clause of competition law” not only 

gives the dairy industry a relatively free space, but also retains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to investigate or intervene when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or unfair competition occurs. The applic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s Fair Trade Law and other industrial regulations, the design of 

exemption claus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Fair Society and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ies are al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