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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國內受限於氣候及耕作面積，小麥、黃豆等穀物多仰賴國外進口，

而國內廠商進口方式包含合船採購、自行採購及專船銷售等，其中又

以合船採購為大宗，惟此因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聯合行為禁制規

定，故進口業者須依同法第 15 條但書規定，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合船採購方式於國內已實施多年，但近年國際海運因疫情影響產生變

化，合船採購所生之成本效應已擴及至下游相關製品市場，對於下游

加工市場產生之影響及經濟衝擊，引起多方關注，需採集相關資料加

以研析。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文以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制度為主軸，透過海運市場分析及案例

整理探討合船採購之必要性，並依據實證數據分析合船進口對下游加

工製造市場價格影響，且整理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影響下的特殊措

施所帶來之影響變化。  

三、主要建議事項  

    由於重要原物料出口受國際情勢變化影響，在疫情及貨運的變化

下，原物料價格波動甚鉅，許多重要商品紛紛創歷史高價，對全球市

場造成嚴重衝擊，由於市場供需失衡無法因應價格快速變化，在供需

失衡與價格過高情況下，加深全球資源爭奪的競爭性。為維護相關市

場交易秩序並兼顧執法效率，公平會對於疫情下大宗物資聯合行為例



 
 

 
 

外許可申請案件，除有續行例外許可之管制必要外，對於小麥、黃豆

等申請展延許可期限案件，倘申請文件已齊備，建議可採行書面形式

審查，以加快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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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大宗物資多屬於糧食管理法中的雜糧，而我國因自然環境特性，黃豆

、小麥生產量不足，植物油製造業及麵粉製造業所需之黃豆及小麥，大部

分都仰賴進口。目前國內麵粉市場、黃豆油市場規模有限，且家數眾多，

不可能單獨採購進口，常以多家業者合船採購。而廠商聯合採購或聯合運

輸行為涉及公平交易法管制規定，依法須向執法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合船採購有助於規模經濟，使業者在貨價與運價上，居於有利地位，

並有助於進口調度，避免港口及倉儲壅塞與內陸運輸調度失當，不致發生

產銷失調，產品價格暴漲暴跌。在公平交易法施行之前，合船採購機制多

在同業公會主導下進行物資分配，易發生公會分配聯合行為，影響黃豆油

市場、麵粉市場競爭機制，進而影響消費者權益。1980 年代後期政府開放

穀物自由進口，並逐步解除進口人資格、總進口量及各廠進口配額等限制

後，部分廠商不願再由公會主導，自行合船進口大宗物資。  

大宗物資多以海運進口，故除採購糧食成本外，尚需加計海運及進口

成本，故糧食進口價格實際上會與報關價格有出入，廠商轉售至下游業者

時已經加計多重成本，以往文獻研究未納入天災及不可抗力等因素，本文

進行研究期間發生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造成全球產業及運輸發生重大

變化，各國政府直接面對產業供應鏈斷鏈危機，對於下游加工製品之影響

意值得關注。  

2019 年 11 月，中國湖北武漢市出現新冠肺炎疫情並擴散至全球，各

國不得不採取各類防疫措施，影響全球穀物生產及運輸，致食物成本發生

重大變化，以往學術界對因不可抗力及大規模疫情發生影響經濟之研究很

少，因疫情已持續至 2021 年，各國防疫檢疫措施造成產業鏈全面性衝擊，

海運費用大漲，產地價格不斷上升，形成各經濟體不得不面對的上漲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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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海運順暢甚至運能過剩時尚無具體影響，惟運送大宗物資之散裝貨

輪遇上疫情影響，進口成本大增造成下游加工業者進貨成本上漲壓力，本

文就近期大宗物資聯合進口對下游加工製品市場之影響，及過去合船運送

大宗物資之聯合行為，為法律訴訟及市場經濟層面分析為本研究的重點。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我國大宗物資在合船採購制度下，對下游相關市

場影響，並就近年全球疫情造成原物料及運輸成本之影響，加以分析，其

中主要包括：  

一、  國內大宗物資黃豆及小麥產業發展概況  

二、  公平會就相關進口業者申請合船進口黃豆或小麥之准駁情形  

三、  合船進口是否為聯合行為之訴訟爭議  

四、  美國黃豆及小麥出口市場價格，對我國進口及加工市場之影響  

五、  全球疫情影響下，供應鏈斷鏈，大宗物資進口衝擊  

本研究係以文獻整理歸納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過程包括：整

理相關判決、蒐集學術界與實務界相關文獻、蒐集黃豆油、麵粉業相關產

銷資料、建構產業經濟分析，並就疫情衝擊下相關產業所受影響加以分析

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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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大宗物資黃豆及小麥產業發展概況  

第一節   我國黃豆及小麥需求供給情形  

大豆(學名：Glycine max，英文：Soy beans)在我國又稱為黃豆
1
，進口

來源以北美地區為主，主要用來製成豆漿、豆腐、豆腐皮、醬油等相關產

品。依中華食物網資料顯示
2
，109 年世界黃豆總產量為 3.62 億公噸，主要

產地為巴西(37%)、美國 (31%)、阿根廷 (13%)及其他國家。我國 109 年黃豆

總供給量為 263.2 萬公噸，其中國產黃豆數量約 4,447 公噸，進口黃豆則高

達 259.73 萬公噸，進口占比 98.68%，其中以美國黃豆達 140 萬噸、巴西黃

豆約 104 萬噸為主。  

國內黃豆進口業者約有 109 家，進口模式雖包含專船銷售、貨櫃進口

及合船進口等，惟整體以合船進口為大宗，占 109 年黃豆總供給量約 51%

，其次為貨櫃進口黃豆，占同年黃豆總供給數量比例約 49%。  

至小麥部分，小麥為世界性重要穀物糧食之一，依聯合國糧食及農業

組織發布之糧農組織穀物供需簡報顯示
3
，109 年世界小麥產量為 7.55 億噸

，我國進口小麥 152.37 萬公噸4
(其中 9.94 萬公噸為出口，5.72 萬公噸為貨

物變動量)，國產小麥約 937 公噸，國內小麥之總供給量 136.8 萬公噸，進

口佔比幾達 100%。  

 

表1 小麥黃豆國產進口量表  

年度  
國產小麥

數量 (公噸) 

進口小麥數

量 (公噸 ) 

國內黃豆

數量 (公噸 ) 

進口黃豆數

量(公噸 ) 

99 年  303 1210414 204 2551099 

100 年  298 1433235 105 2344976 

                                            
1
 黃豆、黑豆和毛豆都屬於大豆，因種皮顏色的不同，大豆可分為黃豆、黑豆、青豆和

茶豆四種，由於我國最常見的大豆為黃豆，故講到大豆時多半指的就是黃豆。  
2黃豆統計圖，中華食物網  http://www.foodchina.com.tw/DB/AD/chart/chart -sb.html ，最

後瀏覽日期：2021/7/7。  
3
FAO Cereal Supply and Demand Brief, World Food Situation: http://www.fao.org/wo

rldfoodsituation/csdb/en/ ,last visited 2021/8/2. 
4
 民國109年糧食平衡表，農委會網站 /糧食供需年報：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

ublic/book/Book.aspx ,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7。   

http://www.foodchina.com.tw/DB/AD/chart/chart-sb.html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en/
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en/
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book/Boo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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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338 1431670 159 2348129 

102 年  379 1387292 879 2140611 

103 年  844 1368643 1173 2375162 

104 年  1477 1419538 2725 2696280 

105 年  1384 1442840 3061 2446442 

106 年  1309 1522606 4674 2552988 

107 年  1536 1332247 4404 2632592 

108 年  1367 1447383 4776 2680091 

109 年  937 1523702 4447 2597269 

資料來源：農委會網站 /糧食供需年報  

 

根據美國全穀物委員會（The Whole Grains Council）的資訊 5，由於每

種穀物的成分不同，保存期限也略有不同。一般而言，像是大麥、乾玉米

粒、小麥、裸麥、糙米可以保存較長的時間。若是完整穀物，可常溫保存

6 個月，冷藏保存 1 年，若是磨成穀粉，保存期限將大約減半。我國小麥

進口來源以美國為大宗，約有 9 成應用於麵粉製程，其次為飼料 (約 1 成)

，而醬油及酒品釀造製程僅占小麥需求量約 1%左右。  

國內麵粉業者多屬中小型事業，單次小麥需求量介於數百至數千公噸

，遠低於最小型散裝船 2 萬公噸至 2.7 萬公噸之裝載量，且小麥依蛋白質

含量區分為高筋麥、中筋麥、低筋麥等 3 類麥種，部分穀物供貨商依貨源

差異可能僅供應特定或單一種類之小麥，故麵粉業者如須採購多項麥種產

品，可能須向 2 家以上之供貨商分別採購，議價能力較低，故目前市場上

小麥進口業者多以合船方式，集結多家業者採購數量後，與穀物供貨商協

商，取得較佳交易條件。依經濟部大宗物資產銷庫存動態資料顯示，我國

黃豆及小麥庫存量多維持在可供應國內沙拉油及麵粉製品 5.6 個月至 5.8

個月需求之庫存水準。109 年受美國穀物產區乾旱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5延長食物的保存期限 -種子篇  epochtimes：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3/24/n119

70451.htm ,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7。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3/24/n11970451.htm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3/24/n119704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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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期貨價及小麥現貨價均較前一年飆升約 1 倍左右。  

    我國小麥在民國 49 年時，栽培面積達最高紀錄 25,208 公頃 6，51 年時

總產量則創最高紀錄達 45,574 公噸，此時期多為釀酒使用。後續因美援及

小麥開放進口，導致國內小麥栽培面積急遽下降，栽培僅剩臺中市大雅區

及臺南市學甲區等地，栽培面積合計 70-80 公頃，主要提供釀酒產業播種

用種原使用。農糧署表示 7，國內小麥使用量每年約 100 萬至 120 萬公噸，

目前台灣小麥自給率不到 1%，幾乎全數仰賴進口，將近八成都是來自美國

，去年美國小麥更佔進口小麥總量的九成以上。農糧署說明，日前已向金

酒公司協調，請金酒公司將原先用於製酒麴的金門小麥烘乾，暫做常溫儲

放，若是國際疫情惡化，美國小麥無法正常供應，屆時將請本島擁有專業

機具的大佃農，將二期稻作改為種植小麥 8，以增加國產比例。  

 

第二節  下游加工市場及整體產業鏈  

食品產業供應鏈的上游以大宗物資為主，常見如大麥、小麥、糖、咖

啡、可可、玉米、黃豆、油菜籽、高梁、牛、羊、豬、雞等動植物及水產

的原物料；中游主要為經過加工後製成榖類、澱粉製品（如麥片、麵粉、

米、玉米粉）、食用油脂、果糖、麥芽糖、冷凍肉品、冷凍蔬菜、豆類加

工品（如豆腐、豆皮）等中間食品；下游為再製成冷凍、罐頭、脫水、醃

漬食品、乳製品、營養食品等等可供消費者直接使用之食品。關於黃豆油

及麵粉之產銷情形，依經濟部統計處 109 年工業生產統計年報資料，整理

黃豆油及麵粉生產量及銷售量整理統計，可以看出近 5 年來，黃豆油生產

量及銷售量變化不大，而麵粉生產及銷售量有逐漸攀升趨勢。  

 

 

                                            
6
 林訓仕，臺灣小麥產業現況及多樣化品種介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知識入口網：

https://kmweb.coa.gov.tw/knowledgebase.php?id=412241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7。  
7武肺衝擊》進口小麥安全期僅至六月，農糧署喊話：若疫情惡化，國產小麥將十倍擴

增，上下游News&Market網站：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31675/，最後瀏覽

日期：2021/11/7。  
8
 同註6，生育習性可分春小麥與冬小麥，臺灣適合栽培的種類為春小麥，最適栽培期

間為二期水稻收穫後至翌年一期稻作插秧前之冬季裡作。  

https://kmweb.coa.gov.tw/knowledgebase.php?id=412241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3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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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黃豆油及麵粉生產量及銷售量表  

黃豆油生產統計 (公噸 ) 麵粉生產統計 (公噸) 

年度  生產量  銷售量  年度  生產量  銷售量  

95年  440,277  350,442  95年  784,320  789,179  

96年  398,736  330,136  96年  811,021  812,771  

97年  337,204  279,135  97年  708,516  706,840  

98年  406,494  333,568  98年  793,745  794,682  

99年  409,385  338,434  99年  796,902  806,020  

100年  369,590  294,181  100年  766,285  753,266  

101年  342,473  281,936  101年  819,224  820,506  

102年  309,408  270,689  102年  837,826  837,898  

103年  330,621  282,108  103年  837,299  842,885  

104年  360,563  299,331  104年  862,546  866,709  

105年  360,683  309,805  105年  901,948  905,164  

106年  351,568  286,984  106年  882,726  888,696  

107年  369,654  308,660  107年  894,664  908,112  

108年  389,973  307,496  108年  899,061  912,220  

109年  387,375  308,496  109年  949,670  964,079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109 年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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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黃豆油及麵粉生產量及銷售量趨勢圖  

 

參考食品產業年鑑資料顯示 9，與黃豆及小麥有直接關係之食品加工製

造產業如下：  

                                            
9
 2020食品產業年鑑、2021食品產業年鑑，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初版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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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食用油脂業：從事粗製及精煉動植物食用油脂之行業，如橄欖油、大

豆油、人造奶油、烹飪用油、動物油脂等製造。產業鏈分為動物性油

脂及植物性油脂，我國食用油脂主要以植物油為主，除加工用油外，

以黃豆油為主，榨油原料黃豆主要依賴進口，109年我國食用油脂產

業產值約198.7億元，植物油脂供應量約95.5萬公噸。食用油脂依原料

不同而有不同製造程序，以黃豆油為例，從黃豆提煉出黃豆原油，再

經過脫膠、脫酸、脫色、脫臭等精煉製程後成為精製黃豆油，又稱為

沙拉油。下圖為大豆加工圖 10：  

 

圖2 大豆加工生產流程  

 

                                            
10

 大豆加工流程圖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www.ttet.com.tw/index.php?temp=

tech&lang=cht ，最近瀏覽日期：2020/10/21。  

https://www.ttet.com.tw/index.php?temp=tech&lang=cht
https://www.ttet.com.tw/index.php?temp=tech&lang=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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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麵條粉條業：麵條及粉條是我國重要主食之一，產品可以區分為麵條

粉條及速食麵 11
(即泡麵 )條粉條兩類，由於麵條粉條製作進入門檻及

技術需求不高，產業中小型廠商及餐飲業眾多，競爭激烈。所稱麵條

粉條業，係指將小麥或穀類細粉揉成粉坯，經人工或機器擠軋、拉漏

等操作，製成生、熟麵條、粉條食品之行業均屬之，產出麵條、米粉

、冬粉、速食麵等，速食麵又分成油炸及非油炸兩類。產業鏈可分為

原料、加工、品牌、通路。原料端主要採用的小麥及澱粉主要以進口

為主，加工廠商自營品牌或代工製造相當普遍，且新參者眾多，產業

活絡。關鍵原料小麥主要仰賴進口，當小麥產地價格上漲或供需失衡

，會造成麵條生產成本提高。  

三、  烘焙 12食品業：即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為從事烘焙炊蒸食品製造之

行業，如麵包、蛋糕、餅乾、年糕、蘿蔔糕、米果等製造。產業鏈包

括農產原料、烘焙材料、烘焙產品加工及下游銷售等。上游原料以小

麥、米穀、蔬果及其他國內外香料等為主，中游產業為初級原料加工

或代工，下游產業包括品牌烘焙業、麵包店、餐飲業、量販店、超市

等，銷售管道眾多。  

四、  休閒零食業：範圍廣泛，國際上無明確定義，休閒零食定義多為餐與

餐中間，相較正餐量少，方便攜帶之小量包裝食品，零食成為市場最

佳發展趨勢。休閒零食由於方便攜帶、耐儲存，亦可轉換為緊急避難

或活動用食物，甚至成為伴手禮，其重要性已經被市場肯定。  

休閒零食業大致可以分類為：  

                                            
11

 速食麵 (又稱泡麵、生力麵 )，是一種可在短時間之內煮熟食用的麵條製食品。速食麵

的原理是利用棕櫚油將已煮熟與調味的麵條硬化，並壓製成塊狀，食用前以熱水沖泡或

簡單煮製，用熱水溶解棕櫚油，並將麵條加熱泡軟，數分鐘內便可食用。參維基百科解

釋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stant_noodle  ，最近瀏覽日期：2020/10/21。  
12

 烘焙 (Baking)，又稱烘烤、焙烤，是指麵包、蛋糕、餅乾、西點等烘烤類的食品製作

技術，常見於西式烹飪，一般是用烤箱烤的。參維基百科解釋 : https://en.wikipedia.org/

wiki/Baking ，最近瀏覽日期：2020/1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stant_nood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k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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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烘焙零食 (麵包、蛋糕、餅乾等 ) 

(二)加鹽類零嘴 (馬鈴薯片、爆米花、玉米片等 ) 

(三)糖果類零嘴 (巧克力、糖果、軟糖等）  

(四)冷凍冷藏類 (冰淇淋、蔬果、肉品、優格等 )。  

產業鏈包含原料、加工、品牌及通路等，原料包括各式動植物原料、

調味料及包裝材料，原料供應來自國內外，屬於新興食品產業，重視

文化創意及食物原料間整合設計，具產業競爭力。  

五、  調味品業：凡從事調味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醬油、味精、食用鹽

、蕃茄醬、辣椒醬、食用醋、沙茶醬、沙拉醬、芥末粉及其他調味品

等製造。屬於傳統調味料產業鏈，包含上游農產原料、加工製造及下

游零售或餐飲業。調味品業109年產值約180.7億元，調味品出口值約

26億元。產業原料進口初步處理後，交由中下游加工廠進行混和及配

方調整，後續再透過物流與通路配送，多數產品使用進口原料加工 (

例如米、食鹽、黃豆小麥等 )，涉及釀造業所需之原料。  

六、  植物肉業：即素肉 13產業，係指傳統素菜中的素雞 (由腐皮製成 )及滷

味 (由麵筋製成 )等，向來都是我國常見食物。植物肉 /素肉基本上是由

植物蛋白質製成的食物，外觀模仿肉類。生產步驟是從大豆、小麥或

豌豆等植物來源萃取蛋白質，然後將蛋白質萃取物加熱、擠壓和冷卻

，使之具有肉的質感，最後加入其他配料，以仿製肉的風味、味道及

外觀。產業鏈原料之黃豆及小麥主要為進口，加工後提供餐廳及通路

販售。我國植物肉產業與豆類製品密切相關，從上游植物性原料黃豆

、碗豆、小麥，經加工處理擠壓成型，再經過二次加工，由於產品研

發及口感提升下，銷售對象並不限於速食消費者，可搭配蔬菜或葷食

                                            
13

 素肉 (Vegetarian meat / Vege Meat)又叫植物肉，是指以植物原料製作，模仿動物肉

的口感、味道或外觀的食物製品。在我國的素食食品工業中，指的是絲狀植物組織蛋白

，為專供素食加工的主要原料之一。參維基百科解釋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a

t_analogue ，最近瀏覽日期：2021/1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at_analogu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at_an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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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市場逐漸擴大中，植物素肉已經具有市場接受度，但所謂仿模

真肉的口感仍處於研發階段。應注意的是，我國所謂的植物素肉，基

礎就是植物原料，與近期科技業研發之培植肉 14或人造肉 (透過生物工

程培養動物的肌肉細胞而成。原理是先從動物體內抽取幹細胞，再放

進試管或培養皿上讓其分裂生長，最後產生肌肉組織 )係屬完全不同領

域。素肉在日本又稱代替肉或代用肉，替代動物屠宰所獲得的肉，以

大豆等植物使用的原料，由於業者研發，使植物肉的質地是相近於真

實肉的口感，植物肉可以應對世界人口增加、減少牲畜相關的環境負

擔，顧及動物倫理而受到關注。對於需要避免肉食者及素食喜好者越

來越重要，不僅有開始流行的趨勢，根據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的

全球市場研究，全球四分之一的消費者正在減少肉類消費 15，截至西

元2020年，雖然肉類替代品價格昂貴，但隨著市場的擴大，預計價格

會下降。大型零售業者Costco承諾，到西元2024年，至少一種素食肉

類產品將以與肉類相同或低於肉類的價格出售。各大國際食品廠商近

期紛紛投入大量資金至植物肉業 16，我國雖然植物肉業已經發展一段

時間，但口味上並無太大改進，是否能在這個素肉業興起下搶占商機

仍值得注意。  

七、  鮮食業：鮮食17較狹義的定義指的是便利商店通路業者結合製造商所

提供的即食性食品，如便當、飯糰、三明治、涼麵、包子、熱狗等，

                                            
14

 Cultured meat: Cultured meat is a meat produced by in vitro cell cultures of ani

mal cells. It is a form of cellular agricul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ured_m

eat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20.  
15

 Emily Baker,1 In 4 Global Consumers Cutting Down On Meat Consumption, Repo

rt Reveals, https://plantbasednews.org/lifestyle/food/global -consumers-meat-report/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7.  
16

 Impossible Foods Announces $300 Million Funding Round to Accelerate Scaleup,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90514005236/en/Impossible -Foods-Announc

es-300-Million-Funding-Round-to-Accelerate-Scaleup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7.  
17

 鮮食，鮮食狹義的定義指的是便利商店通路業者結合製造商所提供的即食性食品。參

維基百科解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E%AE%E9%A3%9F ，最近瀏覽日

期：2021/10/2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ured_me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ured_meat
https://plantbasednews.org/lifestyle/food/global-consumers-meat-report/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90514005236/en/Impossible-Foods-Announces-300-Million-Funding-Round-to-Accelerate-Scaleup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90514005236/en/Impossible-Foods-Announces-300-Million-Funding-Round-to-Accelerate-Scaleu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E%AE%E9%A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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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製造商為便利商店量身訂做的商品。而消費者常看到媒體報導提

及便利商店的鮮食，但對於所謂便利商店的鮮食，並沒有一個很明確

的界定範圍。在美國，鮮食指的是通路商結合製造商所提供的即食性

食品，多為製造商為通路商代工量身訂作的商品。但由於我國便利商

店業者操作上的考量，將部份特殊商品也廣泛的劃歸屬於鮮食商品。

鮮食業廠商負責生產製造食品產品後，送低溫物流中心發配到便利商

店。由於產品種類多，且便利商店24小時營業的特性，對即時有實務

需求的消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惟鮮食保存時間不長，未能販售完畢

的食物可能造成食物浪費。鮮食原料多樣，主要包括蔬果原料、禽畜

原料、米穀原料及調味料等。109年我國鮮食市場已達到744億元，加

上便利商店季節食品操作已有相當經驗，可開發各種小眾市場產品，

對消費者而言，是相當方便。  

八、  酒精飲料業：酒精飲料 18分為釀造酒、蒸餾酒及再製酒三大類，依原

料不同，釀造酒分為啤酒、葡萄酒、紹興酒等，蒸餾酒如高粱酒、白

蘭地、威士忌等，再製酒是以酒為基礎再製而成，如藥酒、梅酒、咖

啡酒等。109年我國酒精飲料總量為796萬公石，國產約462萬公石，

進口約334萬公石。近年我國釀造酒類，屢屢獲得國際大獎打開臺灣

酒類知名度，例如金門高粱酒、葛瑪蘭威士忌酒、柏克金黃金拉格啤

酒、初霧清酒等等，並吸引國外專家特至我國參觀考察，且財政部對

酒類品質認證、建立國產酒類形象，經跨越合作，提升國際能見度。

近年，為推廣酒類市場，各家廠商投入開發低酒精及低糖質酒精啤酒

，搭配台灣各類蔬果，已成功開發低酒精即無酒精飲料市場。  

                                            
18

 An alcoholic drink is a drink that contains ethanol, a type of alcohol produced by

 fermentation of grains, fruits, or other sources of sugar that acts as a drug. The co

nsumption of alcohol plays an important social role in many cultures. Most countries

 have laws regulating the production, sale, and consumption of alcoholic beverages. 

See wi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coholic_drink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2/10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coholic_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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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黃豆及小麥主力進口業者及進口方式  

一、  國內黃豆及小麥主力進口業者  

黃豆、小麥為產製黃豆油及麵粉之重要原物料，為減低採購成本及共

同使用運輸工具降低運費，增加產品市場競爭力，進口業者多採合船方式

採購原料。  

依公平會資料顯示
19
，黃豆進口考量裝卸貨物港口地域性，區分為中

部組及南部組等兩組別合船業者，其中中部組合船業者計有福懋油脂股份

有限公司、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聯油脂股

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鼎產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事業；南部組則包含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泰華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及長輝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等 5 家事業。  

至小麥合船部分
20
，則由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僑泰興公司 )

等 21 家麵粉事業、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家為醬油釀造事業及精鍾

實業有限公司等 9 家貿易業者等共 42 家事業進行合船採購交易。  

   依工業團體服務網
21
統計相關大宗貨物進口食品相關公會統計如下：  

 

表3 大宗貨物進口食品相關公會  

公會名稱  主要進口穀物  主要產品  

臺灣區植物油製煉工業同

業公會  
黃豆  

黃豆沙拉油、精製黃

豆油、黃豆源油、黃

                                            
19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109)公聯字第109004號，本會行政決定，公平交易委員會

網站：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ecision/decisionList.aspx?mid=11  ，最後瀏

覽日期：2021/7/7。  
20

 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109)公聯字第109005號，本會行政決定，公平交易委員

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ecision/decisionList.aspx?mid=11  ，最後

瀏覽日期：2021/7/7。  
21台灣工業團體全名錄  http://www.industry.org.tw/company/company.asp ，最後瀏覽日

期：2021/7/7。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ecision/decisionList.aspx?mid=11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ecision/decisionList.aspx?mid=11
http://www.industry.org.tw/company/compan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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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  

臺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  小麥  
小麥麵粉、燕麥粉、

蒿麥粉、稞麥粉  

臺灣區大麥製品工業同業

公會  
麥粒  

麥粒、麥片、麥芽、

麥糠等大麥加工製

品  

臺灣區玉米類製品工業同

業公會  
玉米  

飼料、玉米澱粉、玉

米粉  

臺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

公會  
小麥  

醬油、醬菜、醋、味

噌、調味品  

二、  合船採購流程：  

(一)參與聯合事業個別共同協商運載船隻、船次、船期、裝卸貨港順

序等細節。  

(二)產業公會邀集穀物供應商及船運公司參與投標，並完成後續決標

作業。  

(三)船舶運抵我國，參與聯合事業共同負擔清關作業所生費用 (如卸船

進倉、清倉、貨物檢驗等 )。  

三、  運送方式  

穀物運送多以散裝船運為主，少量以貨櫃運送，散裝貨船運送屬於不

定期船運 22，即運送無固定班期，亦無固定航線，視貨物流動之需求而決

定其航程。不定期船之營運多透過傭船經紀人、貨物承攬業者 23在傭船人

                                            
22謝承宏，不定期航運係指以散裝貨輪、油輪或氣槽船等船型運送大宗原料物資。其營

運無提供固定往返航班亦無固定航線，端視貨物流動之需要而決定其航程。其載運之貨

物大多都單一大物資，運量大、單位成本低、且多整船運送方式進行，貨物種類包括煤

炭、穀物、礦砂、磷礦石、鋁土、木材、肥料、水泥、糖、廢鐵。散裝運送一般皆不經

包裝即進行運送。以包船或包下若干船艙裝貨運送；即租用整船運送。經營無固定航線

、船期、運價、港口碼頭倉棧之海運業務。船舶與海運通訊112期，中華海運研究協會 (

2013)。  
23

 貨運承攬業者  (Forwarder) ，主要包含航空貨運承攬及海運貨物承攬。貨運承攬業者



 
 

15 
 

與船東間接洽，亦有傭船人直接與船東洽訂。散裝船裝運前規劃相當重要

，許多散裝貨船混搭不同貨物，且航向多個不同港口裝卸貨，航程規劃直

接影響到船隻進港貨運裝卸期程，加上理貨、保險、公證及稅務等事項，

程序相當繁雜，非一般食品加工業者得自行安排妥善，故由專門從事船隻

貨運承攬業者安排是較為常見方式。  

傭船方式 24有論程傭船  (VoyageCharter)、論時傭船 (Time Charter)。至

於移轉船舶占有予傭船人方式有光船租賃 (Bareboat Charter)或附帶船員的

整船租賃(demise charter)，性質屬租賃契約。論程傭船係指船東按船、傭雙

方事先之書面協議，以船舶全部或一部分運送傭船人託運之貨物。在運送

期間，船東對船舶營運具有絕對控制權，並對運送負有絕對責任。論時傭

船指船東在一定期間內，或以某確定航程期間航行所需之時間為準，將船

舶讓與傭船人使用。光船租賃：船東將未配置船員及供應品之空船租給租

船人使用。承租期間，租船人對船舶營運及船舶有其絕對控制權。空船租

賃應是一種租賃契約而非運送契約。散裝貨船運送與貨櫃運送方式差異相

當大，且港邊需求設備完全不同，貨櫃方式運送受限於貨櫃大小 25，而食

品廠所需穀物運送多以特別適合穀物送設備之船舶運送，其特點是需要水

密設備以防止穀物受到水濕損害。  

一艘巴拿馬極限型散裝貨船 26可裝載 5~8 萬公噸穀物，而一艘輕便型

船亦可裝載  3~5 萬公噸穀物。一艘船的運送量遠超過我國單一進口業者的

需求量，因此，我國的穀物進口業者通常以「合船運送」的方式進口穀物

                                                                                                                                
的任務主要安排貨物進出口運送，將不同貨主的零星貨物併成整櫃，再交給實際的運輸

業者 (航空公司或船公司 )運送。換句話說，貨運承攬業者乃是介於運輸業者和貨主之間

，受貨主所委託，以自己的名義代為處理進出口貨物裝卸與水陸運輸業務，並收取運費

及手續費為報酬。  
24

 Chartering is an activity with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whereby a shipo wner hires o

ut the use of their vessel to a charterer.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parties is called a

 charterparty (from the French "charte partie", or "parted document").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charter are: demise charter, voyage charter, and time charter.  See wiki: htt

ps://en.wikipedia.org/wiki/Chartering_(shipping)  , last visited on 2010/10/5. 
25

 40呎貨櫃，內徑1203x235x238CM，空櫃約4公噸，最大載重約26公噸。參長榮海運股

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www.evergreen-marine.com/tw/tei1/jsp/TEI1_Containers.jsp#Dry

_2 ，，最後瀏覽日期：2021/7/7。  
26

 巴拿馬型 (panamax)：指散裝船型大小，承載噸數5~8萬噸主要承載穀物。以承載遠洋

貨物為主，為能通過巴拿馬運河的最大噸位。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tering_(shipp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rtering_(shipping)
https://www.evergreen-marine.com/tw/tei1/jsp/TEI1_Containers.jsp#Dry_2
https://www.evergreen-marine.com/tw/tei1/jsp/TEI1_Containers.jsp#Dry_2


 
 

16 
 

。  

四、  合船採購行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一)對未參與事業之影響：未參與聯合行為事業採購進口黃豆成本相

對較高，且未參與合船採購之相關討論，對國際黃豆市場交易資

訊之掌握可能較不完整。  

(二)對下游事業之影響：合船採購是以較大貨物數量，獲取大船運輸

之低價運費之聯合行為，下游事業及消費大眾可因該採購行為所

生成本效益之外部性，取得較廉價原料及相關製品。  

(三)對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之具體效益與影響：合船採購除可增加業

者國際採購議價能力以取得優勢成本，亦可有效掌握原料供應，

穩定市場下游產業鏈及市場價格，或因應急迫偶發性市場需求，

於經濟發展與民生社會安定扮演重要角色。  

(四)達成加強貿易效能之具體預期效果：各參與事業溝通良好，與穀

物供應商維持友好關係，可隨時取得國際市場行情變化，以利安

排船次、船期，且與其他廠商合併較大經濟數量，可獲取大船運

輸之低價運費及分批進口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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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平會就相關進口業者申請合船進口黃豆或小麥

之准駁情形  

第一節  公平會歷年對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案件之統計  

    為避免同業競爭者間所為之聯合行為，妨礙市場競爭機能，並影響消

費者利益，公平交易法明文禁止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市場

功能之聯合行為，惟若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所列8款聯合行為之例

外許可型態，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並經公平會許可者，則不在此

限。  

    109年事業向公平會提出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計有9件 27，較108年增加

5件，辦結10件中，6件為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4件為申請變更聯合行為許

可事項案；81年至109年底申請聯合行為經處理結案計230件，其中194件為

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148 件核准），36件為變更聯合行為許可事項。        

截至109年底，經由公平會許可之聯合行為仍具效力者計10件，其中6件屬

小麥、大麥、黃豆、玉米等大宗物資聯合採購進口案件，參與聯合事業大

多屬食品製造業；2件為金融機構申請信用卡聯合行為；1件為合船運送政

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聯合行為許可案，預期將可降低進口

成本、減少資金積壓、降低採購風險及增加採購的議價能力等，有益於整

體經濟利益，因而給予許可。  

 

表4 公平交易法第15條按聯合行為型態分類  

                                            
27

 109年度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會110年4月出版，23(2021)。https://www.ftc.gov.tw

/upload/57727e53-df33-4eda-adab-eac83ad0fdcd.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1/7/7。  

81 年 -109 年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按聯合行為型態分類  

類型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名稱  
標準化  

聯合  

合理化  

聯合  

專業化  

聯合  

輸出  

聯合  

輸入  

聯合  

不景氣  

聯合  

中小企業  

聯合  
合計  

https://www.ftc.gov.tw/upload/57727e53-df33-4eda-adab-eac83ad0fdcd.pdf
https://www.ftc.gov.tw/upload/57727e53-df33-4eda-adab-eac83ad0fdc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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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截至109年底仍具效力之大宗物資聯合行為許可案  

仍具效力之聯合行為許可案  (截至 109 年底 ) 

申請項目  有效期間  
事業  家

數  （家） 

適用公平交易

法  條  款  

1.申請延展聯合採購黃

豆合船裝運進口 (南部

組 ) 

106.03.13 至  

111.03.12 
5 

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16 條第  2 

項  

2.申請延展聯合採購大

麥合船裝運進口  

107.01.01 至  

111.12.31 
3 

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16 條第  2 

項  

3.申請延展合船裝運玉

米進口(飼料聯盟組 ) 

107.03.01 至  

112.02.28 
35 

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16 條第  2 

項  

4.申請延展合船裝運玉

米進口(大成長城組 ) 

109.06.01 至  

114.05.31 
6 

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16 條第  2 

項  

5.申請延展聯合採購黃

豆合船裝運進口 (中部

109.09.01 至  

114.08.31 
6 

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  

申請  

件數  
27 43 11 0 92 0 1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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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 第  16 條第  2 

項  

6.申請延展聯合採購小

麥合船裝運進口  

109.10.01 至  

114.09.30 
42 

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16 條第  2 

項  

資料來源：公平會網站 /行政決定  

 

第二節  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申請案之准駁  

    國內因糧食生產環境歷來以生產稻米為主，有關大宗物資包括黃豆、

玉米、小麥等，多以進口為主，所謂的大宗物資，依據民國59年經濟部公

告之「大宗物資進口辦法」，大宗物資指的是：黃豆、小麥、大麥、玉米

、油菜籽、高粱、黃豆粉等。當時依「大宗物資進口辦法」允許穀物業者

辦理集中聯合採購，由公會協調申報數量，形成長達15年間穀物進口協調

申報聯合採購制度，進而導致公會主導採購分配數額決定各廠商市占率的

現象。由於進口資格、進口量限制、進口分配額等管制弊病問題衍生，經

濟部遂於民國77年間廢止「大宗物資進口辦法」，開放穀物自由進口，之

後逐漸消各種限制，由穀物業者自由向所屬公會登記進口。   

    公平會於81年成立，公平交易法於同年2月4日生效，第1件同意聯合行

為例外許可的申請案件即是臺灣區麥粉同業公會 (下稱麥粉公會 )及其關係

會員申請聯合採購小麥案件
28
，敘如下：  

 

一、公平會(81)公聯字第 001 號許可決定書 (運送小麥 ) 

    (一)申請人：臺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及其關係會員  

    (二)申請事項：  

1.依據主管機關核定之每年進口小麥預計晝，針對國內市場需求情形

，依季節性需求之變化，研定每年進口船次之順序。  

                                            
28

 公平會 (81)公聯字第001號許可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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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參加聯合採購會員廠申報所需進口原枓小麥之規格、麥種及數

量，委由麥粉公會彙總代辦標購、租船、保險 29事宜。  

3.各廠所需進口數量容有多寡之增減時，則經由會商協調解決。  

    (三 )許可內容：申請人申請聯合採購小麥、聯合裝船保險，符合當前

整體經濟利益，應予許可，期限至民國83年12月31日止。但民國

82年6月1日起申請人對於小麥進口人之資格，不得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限制。  

    (四 )許可理由：申請人申請之聯合行為，析言之，除「聯合採購小麥

」、「聯合裝船保險」外，因現行實務上國內進口小麥，係由麥

粉公會自行協商分配，故尚隱含有由麥粉公會會員「聯合分配全

年進口量」之問題。聯合採購與聯合裝船保險，基於下列原因之

考量，其符公平交易法第14條但書第5款「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

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而有益於整體經濟應是不爭之

事實：  

1. 降低進口成本：聯合採購與聯合裝船保險，在貨價與運價上，

買方居於較有利地位，可減輕進口成本與費用。  

2. 解決業者倉容不足：小麥加工廠單獨進口整船小麥，不僅倉容

不足，資金、利息負擔亦重，儲存過久亦會遭致損耗、變質等

損失，單獨進口整船小麥將使成本增加。  

3. 於目前國內港口散裝縠物碼頭及鐵路車皮有限情況下，可減輕

港口壅塞，並避免內陸運輸調度失當。  

4. 易於配合國內農糧與經貿政策。  

5. 至於「聯合分配全年進口量」，因其會員廠間所獲分配數額，

係經由會員會商協調，有失公平競爭原則，而限制非會員廠參

與進口，不僅對他人設定不當進入障礙，抑且依法無據。但為

顧及現行方式之調整需要時間，故給予一年之期限。  

 

                                            
29

 係指海上貨物保險 (Marine Cargo)，承保貨物因海上運輸途中遭遇不幸災害等意外事

故造成毁損滅失及費用的補償。一般而言，海上保險包括船舶保險、船舶責任險及貨物

保險等，應注意的是，海上保險依傭船方式不同，會有不同種類海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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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申請事項可知，麥粉公會申請事項都是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聯

合行為，而公平會認為，申請人申請之聯合行為，除「聯合採購小麥」、

「聯合裝船保險」外，因當時進口小麥係由麥粉公會自行協商分配，隱含

有「聯合分配全年進口量」之問題。當時年代對於大宗物資進口是有所管

制，對於由麥粉公會主導的分配問題，公平會認為因其會員廠間所獲分配

數額，係經由會員會商協調，有失公平競爭原則，而限制非會員廠參與進

口，不僅對他人設定不當進入障礙，且依法無據，但為顧及現行方式之調

整需要時間，故給予一年之期限。  

    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合船採購小麥」，前經公平會 (89)

公聯字第004、005號許可決定書予以許可在案 30，許可期限3年，嗣於92年

、95年、98年、101年、104年間分別准予延展許可期限，最近一次延展期

限申請係由42家小麥聯合採購事業於109年向公平會提出，經公平會以109

年9月24日公聯字第109005號許可決定書延展許可期限至114年9月30日止。 

   關於公平會近年對聯合採購、合船進口小麥之行政決定 31，整理如下表

：  

表6 小麥合船進口相關行政決定  

文號  案由  決定內容  

公聯字第  

095005 號  

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38

家事業申請延展共同採購合

船進口小麥聯合行為許可期

限案。  

申請人申請延展許可聯合採購合船裝運

小麥期限，符合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

應予許可，期限至 98 年 9 月 30 日止。  

公聯字第  

096004 號  

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事業申請共同採購合船進

口小麥聯合行為許可案。  

申請人申請聯合採購合船裝運小麥，符

合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應予許可，期

限至 99 年 9 月 9 日止。  

                                            
30

 參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聯字第095005號許可決定書許可理由。  
31

 行政決定，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ecision/decisi

onList.aspx?mid=11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7。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ecision/decisionList.aspx?mid=11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ecision/decisionList.aspx?m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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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聯字第  

101007 號  

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39 家事業申請延展合船採購

進口小麥聯合行為之許可期

限案。  

申請人原申請聯合採購合船裝運小麥，

期限至 101 年 9 月 30 日止。本次申請延

展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應予

許可延展，許可期限至 104 年 9 月 30

日止。  

公聯字第  

104006 號  

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37 家小麥進口事業申請延展

合船採購進口小麥聯合行為

許可期限案。  

申請人原申請聯合採購合船進口小麥，

期限至 104 年 9 月 30 日止。本次申請延

展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准予許可展期，期限至 109 年 9 月 30

日止。  

公聯字第  

109005 號  

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42 家事業申請延展小麥聯合

採購合船進口聯合行為許可

期限案。  

申請人原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小麥，

期限至 109 年 9 月 30 日止。本次申請延

展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准予許可展期，期限至 114 年 9 月 30

日止。  

資料來源：公平會網站 /行政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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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黃豆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申請案之准駁情形  

    黃豆合船採購因數量大，早期由台灣區植物油公會為其會員廠申請自

行成立組別合船採購黃豆，後因缷貨港口之地域性與內陸運輸距離考量，

分為中部組與南部組定期向本會申請展延。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業者 (即中部組 32
)前經公平會決議許可進行

黃豆合船採購行為，到期前續申請展延；最近一次申請延展期限，依公平

會109年7月30日公聯字第109004號許可決定書內容，其等業者合船採購期

限至114年8月31日止。大統益公司等業者 (即南部組 33
)最近一次申請延展期

限，依公平會106年2月17日公聯字第106001號許可決定書內容，其等業者

合船採購期限至111年3月12日止。  

關於公平會近年對中部組與南部組合船採購進口黃豆之行政決定，整

理如下表：  

 

表7 黃豆合船進口相關行政決定  

文號  案由  處分內容  

公聯字第  

097001 號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

事業申請共同採購合船進口

黃豆聯合行為許可案。  

申請人申請聯合採購合船裝運黃豆進

口，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應予許可，期限自 97 年 3 月

13 日起至 100 年 3 月 12 日止計 3 年。  

                                            
32

 中部地區油脂相關事業，包括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壽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鼎產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事業為實施合船進口黃豆，依裝卸貨物港口地域性，俗稱「中部

組」。  
33

 南部地區油脂相關事業，包括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泰華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及長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事業為

實施合船進口黃豆，即所謂「南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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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聯字第  

098004 號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事業申請延展合船採購進

口黃豆許可期限聯合行為附

負擔許可期限案。  

申請人原申請合船採購進口黃豆，期限

至 98 年 8 月 31 日止。本次申請延展許

可期限，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應予許

可延展，許可期限至 101 年 8 月 31 日止。 

公貳字第

1000005230 號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 5 事

業申請延展合船採購黃豆許

可期限聯合行為附負擔許可

期限案。  

案關許可內容、許可理由及許可負擔比

照 100 年 3 月 4 日公聯字第 100001 號許

可決定書辦理。  

公聯字第  

101006 號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 5

事業申請延展合船進口黃豆

許可期限聯合行為附負擔許

可期限案。  

申請人原申請合船採購進口黃豆，期限

至 101 年 8 月 31 日止。本次申請延展許

可期限，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應予許

可延展，許可期限至 104 年 8 月 31 日止。 

公聯字第  

104005 號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黃豆進口事業申請延展合

船採購進口黃豆聯合行為許

可期限案。  

申請人原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黃豆，

期限至 104 年 8 月 31 日。本次申請延展

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准

予許可展期，期限至 109 年 8 月 31 日。 

公聯字第  

106001 號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

事業申請延展合船採購進口

黃豆聯合行為許可期限案。  

申請人原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黃豆，

期限至 106 年 3 月 12 日。本次申請延展

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准

予許可展期，期限至 111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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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聯字第

109004 號  

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事業申請延展合船採購進

口黃豆聯合行為附負擔許可

期限案。  

申請人原申請聯合採購合船進口黃豆，

期限至 109 年 8 月 31 日。本次申請延展

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准

予許可展期，期限至 114 年 8 月 31 日。 

資料來源：公平會網站 /行政決定  

 

第四節  合船進口聯合裝運之必要性  

    我國需要自國外進口之原料種類眾多，如發電用煤礦、煉鋼用鐵礦砂

、電線電纜用銅礦、紡織廠所需之棉花及食品生產之大宗物資等等，這些

原料幾乎都以散裝貨輪運輸為主，且我國廠商生產規模小，相較於國外大

廠，所需原料使用量少，很少能單獨採購整船進口原料，因為海上運輸的

特性，倘運送貨物數量不足時，會被收取空艙費 (deaf freight)
34
，而貨物重

量不足時會造成航行安全問題，還需墊艙物或增加壓艙水艙等費用，而空

艙費用幾乎等於滿船運送費用
35
，故廠商多是聯合裝船運送貨物，隨著貨

櫃船數量增加，依照華夏公證行統計資料，110年6月臺灣進口黃豆約25萬

噸，其中散船黃豆為20.2萬噸 (79%)，貨櫃黃豆為5.5萬噸 (21%)，貨櫃運輸

21.4%，散裝船78.6%
36
。  

    散裝船運輸是以運送固態散裝貨物與液態散裝貨物等為主的運輸方式

，不以貨櫃的方式運輸。而此專門載運固態散裝貨物的船舶，稱為散裝船

，所以散裝船運輸是以利用各種專業船舶運送散裝貨物之過程，而散裝船

所運載之貨物包括鐵礦砂、煤炭及穀物等，運量大、且運費較低，通常需

                                            
34

 饒瑞正，海商法論  第二章  海上運送法，253 (2018)。  
35

 輔仁大學黃裕凱博士表示，空艙費基本上是論程傭船要收取一定費用，海上運輸必須

載運貨物至安全吃水線才有適航性，無法因為貨物數量少而節省運費，這與船隻安全有

關，不足的重量需要增加墊艙物或壓艙水艙，防止船隻因風浪導致自由液面效應而翻覆

。  
36

 產業統計，中華食物網網站：http://www.foodchina.com.tw/DB/AD/chart/chart -import

sb.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7/7。  

http://www.foodchina.com.tw/DB/AD/chart/chart-importsb.html
http://www.foodchina.com.tw/DB/AD/chart/chart-imports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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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整船裝運，此為散裝船運輸之特色
37
。  

    有關散裝貨輪營運情形，交通部已有許多委託各大學所做相關研究，

依據國立交通大學研究中，學者曾以數據迴歸分析散裝船運市場運價影響

因素，實證結果發現穀物價格對於散裝船運市場的運價影響並不顯著，原

因為穀物的海運量只佔總散裝海運量的一成五，而煤礦及鐵礦砂的海運量

佔八成，且穀物的增長量遠不及煤礦和鐵礦砂，研究顯示穀物的價格上漲

對散裝船運價的影響不顯著。    

但一般事業認為合船進口可以降低進口成本，聯合採購與聯合裝船保

險，在貨價與運價上，買方居於較有利地位，可減輕進口成本與費用，大

宗物資合船進口可以較有效率之方式採購及裝運進口，由於透過散裝合船

方式進口具有顯著之規模經濟，且此一規模經濟難以藉由個別事業單獨進

口得以實現。復因進口業者眾多、市場競爭激烈，故參與事業有誘因將節

省成本反映在售價及較穩定的供應量上，進而使相關經濟效益得以擴散至

中、下游買方及消費者；另可穩定進口原料品質，對於業者進口成本之降

低及進口意願之提高均具有正面助益，應認有益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益。  

我國業者從美國進口小麥僅採合船採購方式，無法像黃豆、玉米得選

擇採用貨櫃進口或專船銷售。由於造船科技的進步，現代化貨運船隻噸位

更加龐大，關於海上運輸及海上保險等事業分工化及複雜化更是超過以往

的想像，國內因為原物料缺乏，大多需仰賴進口，進口廠商由於大多數為

中小企業，個別廠商所需原料需求不大，國際原物料市場供需走向，並非

本國影響力所能操縱，政府機關不可能有一套機制管制這些國際因素及變

化。個別廠商僅能依據當時國際市場供需情形及產地期貨價格為判斷，在

自由經濟市場機能及消費者需求預測下，決定未來採購數量。  

    在散裝貨船收取固定費用的情形下，即使船未載滿，仍要付空艙及墊

艙費用，不符合經濟效益。相對於乘載不足之情形，當船滿載時，聯合裝

船運送貨主也會認為是節省運費。關於聯合裝船運送的議價空間，一兩艘

散裝貨船的運輸規模顯然無法達到所謂可以議價的經濟規模，也就是說，

                                            
37

 呂學樺，散裝船運市場運價影響因素之分析  ，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碩

士論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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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運輸有一定基本費用，並非單純以重量計算費用，且受到穀物收穫的

季節性因素而有淡旺季分別，一般而言，合船進口在貨價與運價上買方似

應居於較有利的地位。  

    關於合船進口聯合裝運之必要性，依照前述華夏公證行統計資料110

年6月臺灣進口黃豆貨櫃運輸21.4%，散裝船78.6%的統計數據而言，貨櫃

運輸的情形在增加中，這符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在穀物運送貨櫃化對港口

運作之影響分析
38
一文所描述之情形。雖然穀物以貨櫃運輸情形有增加，

但散裝船運輸仍佔絕大比例，而由於國內廠商所需運量通常達不到1艘散裝

貨船運量，空艙部分顯然為不符經濟性，我國進口穀物廠商單次進口量不

多，在比較各型散裝貨輪船隻承載能力後，選擇單位運費較低之運載方式

，儘量將船隻承載穀物至滿船，較符合經濟效益，故多家廠商合船進口聯

合裝運情形未來仍會持續進行。   

                                            
38

 謝幼屏，穀物運送貨櫃化對港口運作之影響分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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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平會對進口小麥、黃豆相關事業之行政處分與

訴訟情形  

第一節   臺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行政處分與訴訟案  

    有關我國事業合船進口穀物，於第三章所述之時代背景下，就違反公

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禁制規定被公平會裁處，進而導致行政訴訟的情形，主

要有「臺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行政處分與訴訟案 (涉及小麥進口 )」、「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行政處分與訴訟案 (涉及黃豆進口 )」2個主

要案件，具有實務及法律上之重要性，首先就麥粉公會處分案之處分理由

與後續行政救濟情形進行說明。  

 

一、麥粉公會處分案與行政救濟過程  

    麥粉公會於86年10月21日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5款規定，向公

平會申請聯合採購合船裝運小麥；經公平會以86年12月31日（86）公聯字

第12號許可決定書略以：其申請符合公平交易法規定，應予許可，期限至

89年12月31日止，惟麥粉公會應將該聯合行為執行情形，包括每船次各進

口人之登記採購量、使用量、庫存量、採購裝船期及價格等，按季函知公

平會，且不得利用許可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各會員自由決定其聯合

採購進口之數量，或禁止自行採購進口，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加入該

聯合採購，亦不得利用該許可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之價格決定維持或

變更，或有妨礙他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等。  

    嗣後麥粉公會被檢舉涉及以減量採購小麥方式，達其全面調漲麵粉價

格之目的，影響消費者權益等情，經公平會調查認定麥粉公會於辦理國內

33家麵粉廠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時，藉協調、配合及邀集會

員廠商召開會議等方式，有不當協議實施總量管制暨配額制，並介入會員

廠庫存撥補管理等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前段規定及逾越86

年12月31日（86）公聯字第12號許可決定書之範圍，乃做成以下決定：  

(一 ) 依公平交易法第 16條之規定，以 89年 6月 7日 (89)公貳字第

0000000119號函，撤銷 (廢止 )前揭 (86) 公聯字第12號許可決定；惟

為避免影響國內麵粉產銷市況之銜接，命麥粉公會至遲於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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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之緩衝期終止前，停止辦理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

，且不得有總量管制暨配額制等違法限制小麥進口數量之行為。  

(二 ) 麥粉公會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前段規定，依同法第41條

規定，以89年6月7日 (89)公處字第91號處分書，命麥粉公會自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並處麥粉公會罰鍰新台幣

2000萬元。  

麥粉公會不服前開處分，以「原處分機關已多次許可其聯合採購，合

船裝運進口，而其協調各會員之裝船量，並非限制其進口量：無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規定。未違反被告原許可決定」為由，提起訴願，遭

行政院於89年12月13日分別以台89訴字第34884號訴願決定書、台89訴字第

34886號訴願決定書駁回。  

    麥粉公會對行政院訴願決定不服，爰以前揭二處分均為公平會所為，

且該二處分所涉及之基礎事實同一，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向臺灣高等行

政法院合併提起行政訴訟，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訴之聲明第二項撤銷訴

訟為確認被告機關 (89)公貳自第00000001019號函之處分違法。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主文以原處分即被告89年6月7日（89）公處字第091號處分及行

政院台89訴字第34884號訴願決定關於罰鍰2000萬元部分均撤銷。兩造上訴

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兩造上訴駁回確定後，公平會修正裁罰金額為1200萬

元，原告仍不服，最終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裁罰適當，駁回原告上訴確定。

相關行政救濟過程整理如下表：  

表8 麥粉公會處分案行政救濟彙整表  

機關 /法院  案號  
決定 /裁判

日期  

行政院  台 89 訴字第 34884 號訴願決定書  89.12.13 

行政院  台 89 訴字第 34886 號訴願決定書  89.12.1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1207 號判決  91.07.19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968 號判決  93.07.29 

行政院  院臺訴字第 0960082584 號訴願決定書  9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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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1484 號判決  97.08.13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505 號判決  99.05.20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重點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兩造之主要爭點，在於麥粉公會辦理國內33家

麵粉廠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時，是否有不當協議實施總量管

制暨配額制，並介入會員廠庫存撥補管理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前段規

定及89年6月7日 (89)公貳字第0000000119號函所為許可之行為？  

    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

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同法第14條但書第5款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

行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

採取共同行為者。」另同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

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又公平交易法第16條規規定：「聯合行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由消

滅、經濟情況變更或事業逾越許可之範圍行為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許

可、變更許可內容、命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認定麥粉公會判定原告於辦理國內32家

(1家停產)麵粉廠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逾越公平會所許可之

範圍，而為廢止許可之處分，並無不當。主要理由說明如下：  

(一 ) 聯合行為之主體：依據檢舉人所提供資料及部分麵粉業者在公平會調

查時說明之紀錄觀之，本案聯合行為之主體，為麥粉公會下轄「聯合

採購業務暨加工技術委員會及聯合採購業務組」，該委員會或業務組

屬麥粉公會之內部組織，對外無代表性，所作成之決議仍須已麥粉公

會名義對外宣布，自係屬麥粉公會之行為。由於本案調查所查獲之證

據，如前述之「86年底比例百分比方案表」、「87年3月順大裕麵粉

廠停產後之重新分配方案表」係在第二屆理事長任期內，至於「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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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使用之庫存撥補表」及87年10月召開之88年預定進口量決議等係

現任（第三屆）理事長任期內，前揭表單資料，麥粉公會代表人於在

公平會調查時，已明確表示確實有上開庫存撥補表之存在。公平會於

公平交易法對同業公會之規範上，即明示不容許有前揭表單或配額之

提議，認有牴觸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本案經如前所述統計表之對照及

部分麵粉廠在公平會調查時說明之陳述意見，前揭表單即確實被採用

並據以執行，則麥粉公會之行為即屬限制特定市場競爭，致妨礙市場

功能者，自應予以認定係本案聯合行為之主體。  

(二 ) 聯合行為的方法：本案聯合行為之方法，係透過麥粉公會下轄「採購

業務暨加工技術發展委員」召開之年終會議及下屬「採購業務組」之

每季或不定期召開分配暨配船會議，由參加會議之會員廠以協議方式

達成合意，並將決議內容通知各會員廠遵守。  

(三 ) 聯合行為的合意：86年年底，麥粉公會為因應統一公司等自行脫離聯

合採購再重回採購體系，所衍生「配額」問題，提出三種新配額表方

案，由大家協調採何案，做為下次進口比例之標準，最後決定採行第

二案，即以82年6月至86年11月止(即以自82年第13船至86年第23船上)

各公司之進口百分比例為「配額」，經對照87年1至2月之採購統計表

發現該2月之比例與前揭新配額第二方案之比例完全相同。87年3月順

大裕麵粉廠停產後，麥粉公會又提出一份依前揭第二方案扣除順大裕

後之百分比新表實施分配，前揭新分配表之「配額」標準，經對照87

年7月麥粉公會提出之「庫存量撥補表」中百分比是一致的，另對照

88年第1至第3季之採購量比例表亦趨向一致。87年10月間麥粉公會於

臺中全國大飯店召集全體會員廠開會討論 88年預定進口量為87萬公

噸，另加5％估計為913,500公噸，其中北部 11家麵粉廠分配比率為

32.909％ (300,624萬公噸 )、中部 15家麵粉廠分配比率為 41.396％

(378,152公噸 )、南部6家麵粉廠分配比率為25.695％ (234,724公噸)，配

船方式為以34000噸船為基準，一年安排27船次，每次間隔13.5天，經

對照麥粉公會88年8月10日確認之修正船期與數量表相近，證實原告

確係依87年10月之開會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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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聯合行為的內容：本案之聯合行為屬共同限制產銷數量之聯合，其行

為態樣有二：  

1. 實施總量管制暨配額制，限制事業自由決定其採購數量。依公平會

調查結果，麥粉公會採購業務組曾製作「86年底比例百分比方案表

」、「87年3月順大裕麵粉廠停產後之重新分配方案表」等，惟經

公平會彙整之調查統計表予以對照及多家麵粉廠之到會陳述說明

，證實麥粉公會有依照前揭表單實施分配情形。實務作業上發現許

多麵粉廠並未每季前2個月依時申報，而在延時申報情形下，竟仍

會發生實際採購量不敷麵粉廠之需求，部分麵粉廠卻又有長期原料

不足現象，只得另循買賣及委託加工等途徑來爭取事業之正常發展

，即可顯示整個採購作業不正常，麥粉公會確實有邀集會員廠召開

會議，以決定未來一年預定進口量及實施配額制。  

2. 不當介入會員廠之庫存管理，妨礙事業公平競爭。87年7月麥粉公

會在採購作業上，進行所謂「庫存量撥補表」，據到會數家麵粉廠

指出前揭庫存量撥補表之主要目的在於調整各廠申報數量與實際

庫存量，以兩個月庫存量為依據，據以決定配船之進貨量，讓庫存

量較多者降低進口量，無須削價競爭，庫存量少者不會斷料而無東

西可賣，此等不當介入會員廠之限制數量即屬限制產量之聯合行為

。  

(五 ) 聯合行為的目的：由於國內32家麵粉廠之產能達到年產200萬公噸，

但國內之市場需求量僅達70萬公噸 39，明顯產銷失調供過於求。從產

業發展角度觀察，將有許多麵粉廠在競爭環境下將遭汰換，故麥粉公

會藉助對外向公平會申請聯合進口採購許可，對內則採取「配額」制

來相互約束、限制全體會員廠之產量，使整個產業發展成「共存共榮

」現象。從而，本案麥粉公會透過下轄「採購業務暨加工技術發展委

員」召開之年終會議及下屬「採購業務組」之每季或不定期會議之便

，涉及以協議方式限制事業自由決定其採購數量之限制競爭行為；87

年7月在採購作業上，更進行所謂「庫存量撥補表」，介入調整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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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需求量係87年當時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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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廠之實際庫存量，並據以決定各會員廠配船之進貨量，此等限制競

爭之行為，已構成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4條聯合行為之

禁制規定。  

    至公平會裁罰2000萬元部分，法院認為麥粉公會之行為固有造成消費

者之損失，然麥粉公會本身並非營利事業而為職業團體，其辦理聯合採購

業務則僅為服務會員，不可能因辦理聯合採購而獲得任何實質利益。而公

平會所計算之消費者剩餘縱認正確，該所謂之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亦係會

員事業獲得，而非麥粉公會獲得，則被告在列計其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

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等項時，亦不應以等級為Ａ列計之，此

部分公平會之裁量亦有瑕疵，於法自有未合，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嫌疏

略。麥粉公會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故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

予以撤銷，由公平會另對麥粉公會作成決定。  

    最高行政法院則認為原處分僅以被處分人系爭行為該當聯合行為之態

樣，即認其行為違法情形嚴重，而未就其逾越許可之情形與程度詳加調查

，並探討違法之動機、目的，認為公平會裁處罰鍰額度有裁量濫用之瑕疵

。公平會嗣以94年9月9日公處字第094096號處分書，就麥粉公會 40辦理國

內32家麵粉廠小麥聯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透過協調、配合及召集

會員廠商開會等方式，不當實施總量管制暨定數分配，介入會員廠庫存撥

補管理等限制競爭行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易法第14條第1項聯合行為之禁

制規定，處新臺幣1200萬元罰鍰。  

    麥粉公會仍不服前述重為罰鍰處分提起訴願，迭經行政救濟程序，終

由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505號判決 41駁回確定。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

處分已經斟酌「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

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

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

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

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等，重為裁罰1,200萬元，依其所重新認定之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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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審理期間臺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更名為臺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  
41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50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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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違法所得利益，較前處分裁罰金額2,000

萬元而言，其裁罰金額減少之比例難謂過低，就麥粉公會認為裁罰過重之

主張審酌後認為不可採。  

研析本案，兩造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同意前

審所持理由，駁回兩造上訴後確定，本文認為在當時年代背景下，公平交

易法施行不久，許多公會組織對於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聯合行為，尚無概

念，且宣導活動不多，公平交易法施行前，許多過去年代施行已久的協議

方式限制事業自由決定其採購數量之限制競爭行為，已不適合我國開放競

爭社會經濟環境，公平交易委員會採取重罰的方式，強力遏阻麥粉公會違

法限制競爭行為，裁罰金額1200萬元。麥粉公會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認

為其為操控原料供給與分配之妨礙市場公平競爭行為，本質上即對國家總

體經濟及社會整體福利有嚴重之影響，對公平交易法所欲維護之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等公共利益之損害尤深，且本件之參與廠商眾多，市場力量

龐大，經公平會依法審酌相關情事，仍認有關「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

害程度」一項，尚難僅因其違法行為期間縮短而有重新調整之必要，駁回

上訴後確定。公平會剛成立就以強力執法令國人印象深刻，此後，公平會

就成為商業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下受害人最常申訴的機關。   

 

第二節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行政處分與訴訟案  

    除第一節研析之麥粉公會案件外，公平會另就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

家公司逾期未申請合船進口黃豆聯合行為許可展延，認違反公平交易法並

處罰其等各新臺幣500萬元罰鍰。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 (未免上訴

人及被上訴人間當事人稱謂混淆，以下皆稱原告 )不服公平會所為裁罰性行

政處分，提起訴願遭駁回，爰提起行政訴訟，本系列訴訟對大宗物資合船

進口之性質具有重要意義，爰進一步分析說明。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行政訴訟案係指原告大統益股份有限

公司、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美藍雷股份

有限公司及泰華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黃豆進口業者於民國86年10

月間向公平會申請許可合船進口黃豆，嗣後並定期於89年、92年間申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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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延展許可期限至95年12月31日止。  

    原告於上開許可期限95年12月31日屆至後，未向公平會申請延展許可

期限，經公平會調查後以原告未依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於原許可期

限屆滿前3個月內申請延展許可期限，並於許可期限屆至後，96年6月25日

及96年7月25日連續2度合船進口黃豆。公平會認為原告於93、94及95年度

合計市場占有率分別高達53.83%、48.68%及48.45%，市場影響力極大，原

告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已足以影響國內黃豆進口市場之功能，違反行為

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依同法第4l條前段規定，

以96年12月4日公處字第096175號處分書
42
命原告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行

為，並各處新臺幣500萬元罰鍰。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97年8月4日院臺訴字第0970088272號

訴願決定
43
，將原處分撤銷，請公平會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惟案經

公平會重行審查，仍以原告於96年2度合船進口黃豆，足以影響國內黃豆進

口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再以97年10月1日公處字第097132

號處分書
44
命原告應立即停止前述聯合行為，並處大統益公司罰鍰500萬元

、統一公司罰鍰300萬元、美藍雷公司罰鍰160萬元、大成公司罰鍰70萬元

及泰華公司罰鍰60萬元。原告不服，提起第二次訴願，經行政院98年4月9

日院臺訴字第0980084024號決定書
45
駁回訴願，嗣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  

    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98年度訴字第1134號判決
46
駁回原告之訴，

再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79號判決
47
廢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審

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更審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

年度更一字第45號判決
48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公平會不服更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案最終由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818號判決
49
駁回被告

                                            
42

 公平會 (96)公處字第096175號處分書。  
43

 行政院決定書院臺訴字第0970088272號。  
44

 公平會 (97)公處字第097132號處分書。  
45

 行政院決定書院臺訴字第0980084024號。  
4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1134號判決。  
47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79號判決。  
4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更一字第45號判決。  
49

 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81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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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後確定。相關行政救濟過程整理如下表：  

表9 大統益公司等處分案行政救濟彙整表  

機關 /法院  案號  
決定 /裁判

日期  

行政院  院臺訴字第 0970088272 號決定書  97.8.4 

行政院  院臺訴字第 0980084024 號決定書  98.4.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134 號判決  98.09.10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379 號判決  100.03.1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更一字第 45 號判決  101.05.15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818 號判決  101.09.13 

資料來源：行政院、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本案迭經行政訴訟程序，在這一系列行政訴訟案中，以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0年度訴更一字第45號判決為決定性的判決，雖公平會再提起上訴最

高行政法院，最終經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確定，結束這一系列訴訟爭議。本

案既經多年纏訟，兩造亦提出相當論述見解及理由，對於問題的釐清，有

顯然成果，且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案情事實及法理分析完整，值得深入分

析探討。爰本節茲就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合船進口黃豆案系列判

決理由整理如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更一字第45號判決認為本案兩造爭執要

點首為原告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是否屬於公平交易法第7條規定之「聯合行

為」，而違反同法第14條第1項本文之規定。次爭點為若原告之行為成立聯

合行為，公平會裁處罰鍰是否有無違反比例原則或其他裁量濫用之情事。

故「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之分析是否為聯合行為就是本案爭執焦點。  

 

一、本案當時所涉法律規定 (民國98年間適用法律 )與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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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第7條：「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

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

行為而言。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

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

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

導致共同行為者。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

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聯合。」  

    公平交易法第14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一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二、為

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

者。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四、為確保或促進

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

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

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

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七、為增進中小企業

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

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理由，主張僅「合船進口」並無「聯合採購」，

係屬「單純託運之共同行為」，並非限制競爭行為，與向來國內大宗物資

之「聯合採購（併同）合船進口」之聯合行為完全不同。公平會事實涵攝

與法律適用錯誤，而提起訴願，經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公平會作成原

處分方變更事實為「合船進口行為」，毫無提及「聯合採購行為」。  

原告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係由各事業主體各自獨立在芝加哥期貨市場

下單採購，因下單時點不同，各家採購價格不同，產地、數量均不同。各

事業主體間互不干涉影響，並無聯合採買之協議，亦無限制進口配額，並

不具有限制競爭之目的，原告共同託運之合意與限制市場競爭無關聯性，

顯不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故本件並非違法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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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過去未能明辨單純合船進口行為之行為本質非屬違法聯合行為，

因而向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規定，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之名，

向被告申請許可合船進口黃豆行為，誠屬原告因不諳法律，致事實涵攝法

律過程發生錯誤；然公平會就本件「單純合船進口」行為之事實，亦未能

明辨「共同託運」行為與「聯合採購合船進口」行為之本質上差異，同有

事實涵攝、法律適用之錯誤。  

本件黃豆進口市場早已全面開放，進口完全自由化，並無任何進口配

額與進口資格限制。任何人欲進口黃豆，都可自由地以散裝或貨櫃型態進

口，故國內黃豆進口市場並非屬一封閉市場，並不存在輸入自然障礙、法

令障礙及企業自行設立等障礙，斷無發生輸入聯合壟斷（即輸入卡特爾）

之可能。  

另比較歐體競爭法規 (後於第三節研析 )，依歐洲聯盟法制之歐體條約

第3篇第6部分第1章「競爭規則」專章，1968年7月29日執委會「關於事業

合作協議、決議及互為一致行為通知」用以向各界說明其執行歐體條約第

81條第1項之立場，免於以個案處分之方式澄清法律狀況，並希望借此使事

業不再需要向其提出否定證明之申請，進而消除事業申報系爭協議之必要

。執委會例示（而非窮盡列舉）其認為僅以共同使用製造、倉儲及運輸設

備為標的之協議
50
，為不構成限制競爭之8種協議類型之一，公平會研究報

告及學者均採相同見解
51
，亦即，聯合進口行為雖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14

條第5款向被告申請許可，但如果只是「合船」而非「聯合採購」，應不生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問題。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更一字第45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但書，係指事業

有同項7款列舉情形之一，且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者，得為聯合行為，故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謂

                                            
50公平會，九十一年度合作研究報告十一，第 12頁。公平會網站：https://www.ftc.gov.t

w/upload/09f7c437-0845-4d44-910e-d79373a3ddc1.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7/7。  
51劉孔中、黃茂榮，「聯合行為之採證與例外許可項目之研究」，公平會網站 /學術園地

/國內學術研討會目錄 /第10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https://www.ftc.gov.t

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874&docid=16603&mid=1874，最後瀏覽日期：

2021/7/7。  

https://www.ftc.gov.tw/upload/09f7c437-0845-4d44-910e-d79373a3ddc1.pdf
https://www.ftc.gov.tw/upload/09f7c437-0845-4d44-910e-d79373a3ddc1.pdf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874&docid=16603&mid=1874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874&docid=16603&mid=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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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只是中央主

管機關據以許可事業為聯合行為時所得考量的條件之一，並非當然即屬「

聯合行為」，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是否構成「聯合行為」，

仍應符合同法第7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之要件，此為文義、論理及體系上

當然之解釋；若事業所為行為非屬聯合行為，即無須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
52
。  

    單純「以合船方式進口黃豆行為」並非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規定「

聯合行為」的內容，必須進一步有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

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始足當之；本件原處分僅以原告連續2次合船進口黃豆，即認定其構成「

聯合行為」之內容，前審判決未查明原告有何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之具體行為，遽認系爭合船進口黃豆行為即屬「聯合行為」的內容，

其適用法律及涵攝事實，容有未洽
53
。  

    惟按聯合行為固不以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例示之行為態樣為限，且

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亦非以實際上發生影響市場功能之結果為必

要，而以具危險性為已足。但依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事業間合意事業

活動之形式行為，若依其合意本質、市場狀況等因素觀之，對於經濟活動

效率之提昇具有關聯性，或為促成競爭力所必須，並無不當限制競爭之效

果者，自不具聯合行為該當性，縱使各該事業未依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

項但書規定向公平會申請許可，仍不能因此即謂其屬於同法第7條規定之聯

合行為，而違反同法第14條第1項本文規定。  

    本件公平會雖認定原告等5家事業有共同採購合船進口，然就原處分所

載，其所認定之違法行為事實係「原告未經申請許可即合船進口黃豆」，

並無敘述「共同採購」之具體事證，是公平會所辯，顯與原處分所載述之

事實不符，無從憑採。公平會未將據為裁罰基礎之違法事實記載於處分書

，亦顯與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相違。再者，公平交易法第

                                            
52參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判決理由六㈠所示  
53參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判決理由六㈡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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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條第1項本文禁止聯合行為，旨在避免交易市場之供需功能因事業間不當

限制競爭而發生不正常之現象，則原處分若認定原告間為降低運輸成本，

而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核與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例示之反競爭行為無

異，確實為法秩序所不許，自應就其行為對於國內黃豆交易市場之價格或

其他交易條件足以產生負面效果，應視為限制市場競爭之行為，予以充分

論述。  

原處分所認定「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性質，乃數事業間合意將各自

採購之黃豆利用同一船具載運至國內港口，但該行為對國外之黃豆交易市

場及運送服務市場可能產生如何之影響，原非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地域效力

所及；更何況該行為固可能因此降低運輸及倉儲成本，且有增加國內黃豆

進口總量之可能，但我國政府已無管制黃豆進口總量或對各事業配額進口

之統制措施，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公平會以原告未經申請許可即合船進口

將使公平會無從確實掌握、監控各事業之黃豆進、銷量及價格變化，且原

告先前係申經被許可始實施合船進口行為等情詞，作為原告行為構成聯合

行為之論據，理由自有不足。是原處分就認定聯合行為成立有關之事實、

理由及其違規構成要件涵攝過程等事項之載述，既無從認定已達於與主旨

相合致之程度，自屬違法而應予撤銷之事由。  

    本件不得因原告先前就合船進口黃豆行為均申請公平會許可，遽謂渠

等事後未申經許可，逕行實施之，即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 項

本文之規定，公平會尚須就渠等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確足以影響國內黃

豆交易市場功能，予以實質認定，始可據以裁罰。是原處分關於原告違法

之行為事實、理由及法令適用之涵攝過程等事項，因有載述不完備，致無

從認定與主旨相合致之情形，核諸上開說明，自構成違法，應予撤銷之事

由，訴願決定未予糾正，於法自有未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818號判決駁回上訴後確定  

    原處分所認定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性質，乃數事業間合意將各自採購

之黃豆利用同一船具載運至國內港口，但該行為對國外之黃豆交易市場及

運送服務市場可能產生如何之影響，原非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地域效力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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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原告等所為固可能因此降低運輸及倉儲成本，並有增加國內黃豆進口

總量之可能，但我國政府已無管制黃豆進口總量或對各事業配額進口之統

制措施。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所主張原告未經申請許可即合船進口將使

該會無從確實掌握、監控各事業之黃豆進、銷量及價格變化，且原告先前

係申經被許可始實施合船進口行為等情詞，作為原告行為構成聯合行為之

論據，理由自有不足。  

    又公平會僅以系爭合船進口之數量占「到港當月」全國黃豆總進口量

之比率，作為認定其「足以影響國內黃豆進口市場功能」之依據，而未斟

酌「參加聯合行為事業之數目」、「參加聯合行為者與不參加者間之數目

比例」及「對於生產、交易關係的影響」等因素，揆諸前開說明，自嫌速

斷；何況原告等於96年間2度合船之進口量雖分別占「到港當月」全國黃豆

總進口量之22.61％及24.84％，但單船黃豆進口量分別僅占96年度全國黃

豆總進口量之2.37％及2.48％，則客觀上自難認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且國

內黃豆進口市場既非屬一封閉市場，並不存在輸入自然障礙或法令障礙，

則客觀上本件合船運送進口行為，尚不致排擠他人進口黃豆空間，也不會

干擾國內黃豆進口市場功能。  

    法院認為公平會所謂對於其他未參與系爭合船進口黃豆之競爭同業而

言，進而形成客觀上具有破壞市場競爭機制、使之偏離交易秩序正常運作

之抽象危險性之輸入型卡特爾，純屬臆測之詞，並無具體事證以證其說。  

    除對合船進口黃豆行為不被認為是聯合行為外，對公平會自始主張的

影響黃豆進口市場的主張亦不被法院所認同，公平會在答辯上以市占率做

為影響黃豆進口市場功能的說法，因黃豆可以自由進口，且非封閉市場，

事業不會因為競爭對手進口黃豆的數量而受影響，仍能自行進口不受阻礙

，故不存在所謂對「黃豆進口市場影響」，且判決結論更表明，公平會應

檢討的市場為「國內黃豆交易市場」。法院認為合船進口黃豆之行為事業

間合意將各自採購之黃豆利用同一船具載運至國內港口，該行為對「國外

之黃豆交易市場及運送服務市場」可能產生如何之影響，原非我國公平交

易法之地域效力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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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案有關歐盟競爭法之討論  

   在第二節討論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案件中，依法院審理案件

實務，對於兩造雙方所提之理由及證據，均會於審理前初步爭點整理，爭

點整理可說是訴訟程序中極重要與關鍵的一環。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

依職權調查證據；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亦同 54。當事人因妨礙他

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審酌情形認

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55。  

    有關於合船爭議訴訟中公平會答辯：「原告不當援引歐盟執委會之認

定標準，復無視各先進國家嚴格禁止輸入卡特爾之立法趨勢，意在混淆視

聽，全無可採。」，且公平會認為「合船進口」為「輸入卡特爾」行為而

惡性重大。依訴訟審理程序，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

人主張之拘束 56。經查，有關輸入卡特爾行為，係引用學者劉孔中研究 57： 

    「德國限制競爭法亦於立法之初採行輸入卡特爾。立法者當時的想法

是鑑於當時德國外匯存底匱乏，因此要建立足以對抗來自外國聯合或獨占

事業商品之相對力量 (Gegenmachtbildung)，俾德國消費者能在國內市場得

到價格下降或交易條件改善之利。然而此制同樣受到學說的詰難。因為經

由輸入卡特爾所獲得之經濟利益很容易被卡特爾成員所獨享，而不移轉給

下一層級的交易市場，以致原本由外國出賣人享有之獨占利益會變成由輸

入卡特爾成員之獨占利益。究其實際，本條規定在實務幾乎已沒有任何意

義58，因此德國限制競爭法此次修正將之刪除」。  

    而法院對公平會所稱「足見學界、實務及比較法上均一致肯認公平交

易法第7條第1項屬例示性規定…。無視各先進國家嚴格禁止輸入卡特爾之

立法趨勢…。」這部分答辯論述並不認同，並載明「如論述之主要事實、

                                            
54

 行政訴訟法第133條。  
55

 行政訴訟法第135條第1項。  
56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審

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告

知，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

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陪席法官告明審判長後，得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 
57

 劉孔中，「論聯合行為規範之革新」，臺大法學論叢，第33卷第2期。  
58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 6 Rdnr. 1 -4 (2. Auf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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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及所依據法令有欠缺或不合致情形，且已足以影響行政處分之結論 (

主旨 ) 者，即構成行政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之事由」等語。而最高行政法

院對「輸入卡特爾」之論述亦不認同，以「被告所謂對於其他未參與系爭

合船進口黃豆之競爭同業而言，進而形成客觀上具有破壞市場競爭機制、

使之偏離交易秩序正常運作之抽象危險性之輸入型卡特爾，純屬臆測之詞

，並無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尚不足採。」載明於判決末段。法院對兩造雙

方所提論證資料必先加以整理剖析，原告於輸入卡特爾問題上提出學者論

文59，採用學者意見而為法院採認。  

比較歐體競爭法規，依歐洲聯盟法制之歐體條約第三篇第六部分第一

章「競爭規則」專章，1968年7月29日執委會「關於事業合作協議、決議及

互為一致行為通知」用以向各界說明其執行歐體條約第81條第1項之立場，

免於以個案處分之方式澄清法律狀況，並希望借此使事業不再需要向其提

出否定證明之申請，進而消除事業申報系爭協議之必要。執委會例示（而

非窮盡列舉）其認為僅以共同使用製造、倉儲及運輸設備為標的之協議，

為不構成限制競爭之8種協議類型之一，相關研究報告及學者均採相同見解

，亦即，聯合進口行為雖可依據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5款向被告申請

許可，但如果只是「合船」而非「聯合採購」，應不生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問題，況「採購及其聯合之效果係在國外，我國公平交易法對其是否有規

範之必要，顯有疑義」，準此，本件合船進口行為僅係以共同使用運輸設

備為標的之協議，為不構成限制競爭之類型之一，僅為「合船」而非「聯

合採購」，為事業為節省成本或提高效率所為不具限制性之共同行為，並

無排除或禁止參與之公司個別從事相同之事業活動，本質上不屬違法聯合

行為，而非「輸入卡特爾」，應不生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問題。  

     

    歐盟條約第101條60關於 (原第81條)競爭限制規範如下：  

                                            
59

 九十一年度合作研究報告十一，聯合行為之採證與例外許可項目之研究，公平會網站

：https://www.ftc.gov.tw/upload/09f7c437-0845-4d44-910e-d79373a3ddc1.pdf ，最後瀏覽

日期2021/7/10。  
60

 Article 101(ex Article 81 TEC),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

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C 326 , 26/10/2012, https://eur-lex.euro

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12012E%2FTXT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

https://www.ftc.gov.tw/upload/09f7c437-0845-4d44-910e-d79373a3ddc1.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12012E%2FTX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12012E%2FTXT


 
 

44 
 

  （第1項）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係足以影響歐體會

員國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體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

與共同市場不相容，應予禁止。包括下述行為：  

（a）直接或間接決定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b）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c）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  

（d）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  

（e）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與商

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第2項）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應自動無效。  

（第3項）但有下列情形時，第1項規定得被宣告不適用：  

－事業間協議或某種協議類型，  

－事業團體決議或某種決議類型，  

－一致性行為或某種一致性行為類型，  

    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分配、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

能享受其利益，而無  

（a）對相關事業課以非必要之限制；或  

（b）使相關事業就系爭商品之重要部分排除競爭等情形者。  

    關於事業合作協議、決議及互為一致行為通知，歐盟執委會例示（而

非窮盡列舉）其認為不構成限制競爭之出八種協議類型：  

（一）共同資料之協議，協議僅以下列為其標的者：  

1、意見與經驗之交換，  

2、共同市場調查，  

3、共同從事事業及行業之比較，共同建立統計數據及計算格式。  

（二）共同帳務之協議，協議僅以下列為其標的者：  

1、簿記上合作，  

2、共同確保債權，  

3、共同收款，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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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的事業或稅務諮詢。  

（三）共同研發協議  

1、共同執行研發計畫，  

2、共同委託研發，  

3、在參與人之間分配研發計畫。  

（四）僅以共同使用製造、倉儲及運輸設備為標的之協議 61。  

（五）僅以共同執行非參與事業無法完成之委託工作為標的而成立共同工

作體之協議。  

（六）共同顧客及維修服務之協議，協議僅以下列為其標的，而且參與事

業間並無競爭關係者：  

1、共同購買，  

2、共同顧客及維修服務。  

（七）僅以共同廣告為標的之協議。  

（八）僅以使用共同標章以標示具特定品質商品為標的且允許任何競爭者

以相同條件加入之協議。  

    有關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早在歐盟競爭法出現

之時即有討論，且因為競爭法聯合行為成立條件有爭議，歐盟執委會於

1968 年 7 月 29 日作成「關於事業合作協議、決議及互為一致行為通知」

(KOMMISSION Bekanntmachung über Vereinbarungen, Beschlüsse und 

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n, die eine zwischenbetriebliche 

Zusammenarbeit betreffen)
62，說明其執行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之立場，

免於以個案處分之方式澄清法律狀況，並希望借此使事業不再需要向其提

出否定證明之申請，進而消除事業申報相關系爭協議之必要，後於 2001

                                            
61

 29.7.68 Amtsblatt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Nr. C 75/5，Vereinbarungen, d

ie lediglich die gemeinsame Benutzung von Produktionsanlagen sowie von Lager - und

 Transporteinrichtungen zum Gegenstand haben :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

/DE/TXT/PDF/?uri=OJ:C:1968:075:FULL&from=FR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10。  
62

 29.7.68 Amtsblatt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Nr. C 75/1，Vereinbarungen, d

ie lediglich die gemeinsame Benutzung von Produktionsanlagen sowie von Lager - und

 Transporteinrichtungen zum Gegenstand haben :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

/DE/TXT/PDF/?uri=OJ:C:1968:075:FULL&from=FR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OJ:C:1968:075:FULL&from=FR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OJ:C:1968:075:FULL&from=FR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OJ:C:1968:075:FULL&from=FR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OJ:C:1968:075:FULL&fro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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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6 月 1 日被執委會「歐體條約第 81 條適用於水平合作準則 63」取代，併

予敘明。  

  

                                            
63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

ration agreements，Official Journal C 3/2-30, 6.1.2001：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OJ:C:2001:003:FULL&from=E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

/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OJ:C:2001:003:FULL&from=EN，%20las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OJ:C:2001:003:FULL&from=EN，%20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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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國黃豆及小麥出口市場價格，對我國進口及加

工市場之影響  

第一節  美國黃豆及小麥國際價格與下游製品價格之關係  

我國高度仰賴進口黃豆及小麥，而該等產品乃我國麵食、烘焙等相關

產品之重要原料，故進口成本之高低將直接或間接影響下游製品成本結構

甚或整體物價水準。  

為進一步瞭解黃豆及小麥國際價格與國內相關製品價格關係，查詢經

濟部109年工業生產統計年報及關務署進出口資料，黃豆及小麥美國期貨價

格及我國進口價格、下游製品售價 (麵粉、沙拉油 )長期均呈現同步狀態，

如圖。另以我國進口小麥價格對比製成品麵粉之價格觀之，相較於96年、

100年間小麥價格之大幅波動，我國麵粉價格相對平穩，有助於平抑相關製

品物價。而黃豆與黃豆油部分，在下一節以 Johansen共整合分析驗證其等

相關性。  

 

圖3 產地小麥價格、進口小麥價格、麵粉價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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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產地黃豆價格、進口黃豆價格、黃豆油價格圖  

 

第二節  運用Johansen共整合分析美國出口市場與我國黃豆進口

市場價格之關聯性  

按經濟學上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且產品市場具有效率下，同質商品價值

應該相同，即符合單一價格法則，而為驗證個別市場間是否具整合性，可

運用整合模型進行檢驗，以推論市場間是否存有運銷障礙，目前經濟學上

以價格時間數列為分析重點之檢定方法主要有Engel and Granger共整合檢

定法64、Ravallion市場整合檢定法 65及Johansen
66最大概似共整合檢定法。  

參照98年臺灣大學農經所莊鈞婷碩士論文「差異性商品之特徵價格與

共整合關係之研究—以臺灣黃豆產業為例」，運用 Johansen共整合分析及

運銷價差分析，研究我國93年至97年間，美國黃豆出口市場與我國黃豆進

                                            
64

Engle,Robert F.and C.W.J.Granger,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on,

Estimation,and Testing.Economertrica,Vol.55(1987).  
65

Ravallion, M.,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68(1986). 
66

Søren Johansen and Katarina Juselius,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on cointegration-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demand for money.Oxford Bulletin of Econ

omics and Statistics,Vol 52(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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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場之價格關聯，而結果顯示美國黃豆出口市場與我國黃豆進口市場間

符合單一價格法則，即我國黃豆市場在具有效率且市場價格可充分反映所

有可利用資訊情況下，黃豆到岸價格（國際穀物商之黃豆報價）、海關黃

豆平均進口價格（業者每月平均進口成本）、黃豆到港自提價格（國內黃

豆批發價）具有長期共同趨勢，進口業者無法從中取得超額利潤。  

考量前揭研究資料係以93年至97年資料驗證所得，為瞭解目前合船採

購黃豆所生成本外部性對下游製品市場之影響，同以 Johansen共整合檢定

法，分析 105年至 109間我國黃豆到岸價格 (CNFT)、黃豆到港自提價格

(AVGSPT)及海關黃豆平均進口價格 (CUSTOMST)數據，釐清相關價格間是

否具有長期均衡關係。  

在進行Johansen共整合前，須先說明定態數列概念。定態與非定態時

間序列的差別在於定態時間序列長期預測下平均值及變異數均將收斂至特

定值，且不隨時間變動而改變；反之，非定態時間數列之平均值及變異數

將不斷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於進行迴歸分析之T檢定及F檢定時，可能

過度拒絕虛無假設，而產生錯誤統計推論，故在進行 Johansen共整合分析

前，須先確認本研究實證過程中使用之變數名稱、定義是否屬於定態數列

。相關變數及資料來源整理如下表：  

 

表10 變數名稱、定義及資料來源  

變數  定義  來源  

CNFT 我國黃豆到岸價格  商品行情網  

AVGSPT 黃豆到港自提價格  商品行情網  

CUSTOMST 海關黃豆平均進口價格  財政部關務署  

SOPT 沙拉油中盤價格  商品行情網  

SMPT 黃豆粉中盤價格  商品行情網  

 

一、  單根檢定(Augment Dickey-Fuller test)：  

時間序列文獻中經常提到「單根」，從字面上的意義來看，「unit」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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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1，而「root」在數學上則是表示根 (或是解)，換言之，unit root 表示

方程式的解等於 1。在特徵方程式 (characteristic equation)中如果有任何一

個特性根(或稱特性解 )等於 1，或落在單位圓之上或之外，則稱此序列具有

單根。  

 因此，特性根是否具有單根可用來判斷一個時間序列變數是否為定態

或非定態的判斷依據，而常見之單根檢定方法計有 Dickey-Fuller(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及 Phillips & Perron(PP)，其中又以 ADF 檢

定最為普遍。  

ADF 檢定中，有三種不同的迴歸方程式可用來檢定序列是否有存在單

根
67
：  

（一）不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項：  

          ∑          
 

   
    

（二）只含截距項：  

             ∑          
 

   
    

（三）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項：  

                 ∑          
 

   
    

其中，  

            

  定態的時間趨勢  

p=落後期數  

   白噪音  

其假設檢定為：  

Ｈ
 
：    

Ｈ
 
：    

若  為定態序列，則拒絕Ｈ
 
假設；反之，若經ADF檢定發現  接受Ｈ

０
，

即代表  非數定態數列，而須進一步將  進行一次差分後再做一次ADF檢定

                                            
67莊宗南、劉財能「應用共整合分析理論探討臺灣股市市場模式」，中華管理評論，Vo

l.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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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結果拒絕Ｈ
 
則表示  為一階差分定態變數，即  為 I(1)時間序列，而可

進行後續共整合檢定。模型如下：  

             ∑         

 

   

   

以ADF檢定法檢定105年至109年相關變數結果顯示 (參表10)，在5%顯

著水準下，我國黃豆到岸價格 (CNFT)、黃豆到港自提價格 (AVGSPT)及海

關黃豆平均進口價格 (CUSTOMST)等數列均拒絕虛無假設，顯示這些變數

均屬一階差分之定態數列且具有相同整合階次 I(1)，因此可進一步進行我

國黃豆到岸價格 (CNFT)、黃豆到港自提價格 (AVGSPT)及海關黃豆平均進

口價格 (CUSTOMST)間之共整合分析。  

表 11 ADF 單根檢定結果  

 

二、  共整合檢定：  

所謂共整合乃指2以上變數間因環境或其他外部因素影響，短期內存有

差異性，惟長期下透過市場機制調節或政府干預等手段，變數特性將趨於

相似並回復均衡水準。  

運用Johansen共整合檢定法進行檢定，模型如下：  

                             

其中，  為nx1向量               
 ，              

  。上式中於等號右

邊同時稱增減        後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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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接著，再於等號右邊同時增減               後可得到：  

                   (       )                     

連續利用上述方式最後得到：  

          ∑            
   

   
 

其中，   [  ∑   
 
   ]及    ∑   

 
     。  

若 rank(  =0，則 矩陣為空矩陣 (null matrix)；若rank(  =n，則向量  為定

態過程；若 rank(  =1，表示存在一個共整合向量且    可以表示為誤差修

正項；若1< rank(  =0<n，則表示存在多組共整合向量。假設 矩陣有n個

特性根，將特性根依大小排列成          ，如果這n個非定態變數

無共整合關係， rank(  =0，此時             ，取其自然對數後

In(1-   )=In(1)=0 ； 如 果 rank(   =1 且 0<   <1 時 ， 則 In(1-   )<0 ， 且

            ；如果 rank(  =2且    及    ，          。

用這樣的原理，可以利用以下兩種統計量來進行共整合檢定：  

（一）對角線元素和或稱軌跡檢定 (Trace test)：  

            ∑        ̂
 

     
  

  ：    

  ：    

其中，  ̂為 矩陣中的特性根。  

（二）最大特性根檢定 (maximum eigenvalue test)：  

                     ̂  

  ：    

  ：      

    為瞭解我國黃豆到岸價格 (CNFT)、黃豆到港自提價格 (AVGSPT)及海

關黃豆平均進口價格 (CUSTOMST)是否具共整合關係，以統計軟體Eviews

進行共檢合檢定，結果顯示在5%顯著水準下，軌跡檢定及最大特性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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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量均拒絕沒有存在一組共整向量的虛無假設，即在共整方程式中可能

存在至少1組共整向量，但確切有幾組，須進一步檢定至少存在1組共整合

向量的虛無假設，結果顯示在Model 2中LR=15.64273(小於5%顯著水準的

臨界值20.26184，或p值為0.1918)，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即最多存在1組共

整向量；而再檢視最大特性根檢定結果，結論亦與軌跡檢定統計結果相同

，顯示105年至109年我國進口黃豆到岸價格 (CNFT)、黃豆到港自提價格

(AVGSPT)及海關黃豆平均進口價格 (CUSTOMST)間具共整合關係，3項變

數長期屬同步均衡變動。  

表12 軌跡檢定結果  

 

表13 最大特性根檢定結果  

 

 

第三節  國內黃豆與相關加工製品之運銷價差分析  

黃豆在擠壓、萃取、倉儲等加工過程中均存在耗損成本。平均而言，1

公斤黃豆精製後約可生產 160 公克至 200 公克黃豆油，及 800 公克至 840

公克黃豆粉，取其平均數黃豆製成黃豆粉與黃豆油之比例約為 8.2 比 1.8

，故以 0.82 及 0.18 作為計算國內黃豆運銷價差 (GMM）之基礎。另以我國

「子仁及油籽類」平均食用率 98.433%作為計算等量運銷價差 (EMM)之耗

損率。兩者以數學式表示如下：  

一般運銷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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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量運銷價差：  

                                         

其中，  

SMPT：國內黃豆粉中盤價格  

SOPT：國內沙拉油中盤價格  

AVGSPT：國內黃豆到港自提價格  

以 105年至 109年我國黃豆到港自提價格 (AVGSPT)、沙拉油中盤價

(SOPT)及黃豆粉中盤價格計算一般運銷價差及等量運銷價差，結果顯示一

般運銷價差下，「國內黃豆到港自提價」與「沙拉油及黃豆粉之加權平均

月均價」兩者之長期趨勢大約一致，一般運銷價差每公斤約在2.55元至4.6

元間變動，尚屬穩定。若進一步將黃豆加工耗損率納入運銷價差概念中，

即等量運銷價差，每公斤波動幅度則介於在2.31元至4.39元，變動幅度亦

不大。  

另觀察一般運銷價差 (GMM)與等量運銷價差 (EMM)占「國內黃豆到港

自提價」之百分比變化情形，可發現105年至109年，其比例約在14.86%至

35.99%間上下波動；比對莊鈞婷（2009）研究所計算93年1月至97年7月間

前揭數據之比例約在0%至30%波動，顯示105年迄今，國內黃豆運銷價差

尚無異常擴大之情形。  

 

圖5 GMMt與EMMt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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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球疫情影響下，食品加工業之衝擊  

第一節  全球疫情導致供需失調情形  

    依第五章所提相關資料，過去10年間我國大宗物資進口相當穩定，價

格並未起伏，產業末端的加工製造及銷售穩定，惟 109年起受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各國紛紛提出防疫管制措施，加上港口作業人員染疫

，致港口無法作業，國際航運業貨櫃短缺，連帶影響國際農產品貿易，調

閱近期小麥、黃豆價格走勢
68
可知，109年至110年小麥及黃豆價格走揚，

極有可能造成物價波動；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農業概況資料
69
，109

年全年農產品進出口值皆呈縮減貿易總值近3年最低。109年農產品進口總

額153.3億美元，其中自美國進口34.4億美元最多，占農產品進口總值之

22.5%，中國大陸12.0億美元居次，占7.8%，併計巴西、日本、紐西蘭、泰

國及澳洲合占近6成，為7大主要進口國；與108年相較，農產進口總值年減

3.7億美元（ -2.3%），其中前7大進口國合計進口值縮減3.0億美元，約減少

3.4%。  

    觀察主要進口國家，與108年比較，以美國進口金額縮減4.23億美元（

-10.9%）最為顯著，主因109年美國黃豆玉米價格高昂，我國進口分別轉單

巴西、阿根廷所致；進口增加部分，巴西受黃豆轉單影響，進口值增加0.7

億美元，占比提高為6.8%（較108年增加0.6個百分點），為我國第3大進口

國；中國大陸、日本、紐西蘭及越南等進口值亦較108年擴增。109年主要

品項合占農產進口總額比重6成4，其中進口重點類別「黃豆、玉米及小麥

」、「魚、甲殼及軟體類」及「咖啡」等合占49.0%。黃豆、玉米及小麥

：為我國最大宗進口農產品類別，109年占農產品進口總值15.5%，進口值

合計23.68億美元，但較108年減少0.53億美元（ -2.2%），主係受國際海運

貨櫃短缺及轉單影響，自美國進口玉米減少1.19億美元（ -41.3%）所致。  

                                            
68國際主要大宗物資計價方式：黃豆  美元 /英斗；小麥  美元 /英斗；玉米  美元 /英斗。英

斗 (bushel)：是容量的單位，而非重量的單位，因此要換算成公斤需要期貨本身的密度

才能做換算。英斗=36.4liter(公升 )，1英斗黃豆約等於24公斤；1英斗小麥約27公斤；1

英斗玉米約25.4公斤。  
69

 109年我國農業貿易概況，吳金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 https://www.coa.gov.tw/

ws.php?id=2512057，最後瀏覽日期：2021/7/6。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12057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1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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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國各駐外機關蒐集當地海運物流情況彙整表
70
情形所知，因疫情

影響，109年疫情期間世界各大港口多呈現停工狀態，貨櫃進出口停滯。肺

炎疫情衝擊全球各航線，對於我國國內的傳統製油製粉產業及食品加工等

相關產業造成壓力
71
，且疫情影響海運進出口時間已持續1年以上，對糧食

安全問題已產生重大考驗。  

    由於疫情從109年初至110年底都沒有趨緩跡象，各國傷亡人數不斷上

升，致碼頭從業人員及貨運轉運人員短缺，港口無法處理貨運，造成港口

壅塞，仍未改善，各類船運費用不斷上升，導致食物供應鏈有斷鏈情形，

穀物產地、轉運港口等皆有停滯現象，各國亦缺乏關於商業供應鏈如何從

流行病或大流行爆發中快速恢復的研究，以往的商業手段及政府政策皆無

法對應這個疫情所導致的供應鏈斷鏈問題。企業在製定供應鏈恢復策略 72

時面臨許多挑戰，資源不足是許多企業面臨的挑戰之一。   

    由於企業難以決定投資優先事項以實現快速恢復，因此需要有效分配

資源。重大的供應鏈中斷還會影響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狀況和之後的消費者

購買力。公司通常在原料供應中斷期間積壓和延遲訂單，這進一步削弱了

公司的供應鏈 73彈性以及制定和實施複甦的能力策略。惡性循環下，食品

產業的運作雪上加霜，在許多糧食不足地區更導致饑荒產生，更由於海運

秩序大亂，各企業在取得原物料上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企業調整生產策

略成為必然趨勢，成本暴增的情形下，消費末端價格也持續墊高。  

    在疫情無法有效控制及變種病毒不斷變異下，各國港口因採取檢疫隔

離措施，港口運作人員缺乏，港口運作滯怠致各港口發生塞港現象無法有

                                            
70

 我國各駐外機關蒐集當地海運物流情況彙整表，交通部航港局網站：訊息發布：http

s://www.motcmpb.gov.tw/Information?siteId=1&nodeId=10141  ，最後瀏覽日期：2021/7/

6。  
71

 TVBS新聞網，110年1月22日，貨櫃有錢也買不到！「全球缺櫃潮」影響這些產業 : 

肺炎疫情衝擊全球各航線，船舶調度、港口裝卸，運輸作業，衍生出的缺艙、缺櫃問題

，已經衝擊全球經濟復甦，搶不到櫃、出不了貨，對於國內的傳產、原物料等相關產業

，都是大問題。  https://news.tvbs.com.tw/life/1453210  ，最後瀏覽日期：2021/7/6。  
72

 COVID-19時期後如何恢復供應鏈 ,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永續發展整合資訊網 : 

https://proj.ftis.org.tw/isdn/Message/MessageView?id=1303&mid=57  ,最後瀏覽日期：202

1/10/12。  
73

 Supply chain recovery challenges in the wake of COVID -19 pandemic,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ume 136 (2021)。  

https://www.motcmpb.gov.tw/Information?siteId=1&nodeId=10141
https://www.motcmpb.gov.tw/Information?siteId=1&nodeId=10141
https://news.tvbs.com.tw/life/1453210
https://proj.ftis.org.tw/isdn/Message/MessageView?id=1303&mi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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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決。全球主要港口都發生塞港問題 74，包括缺工、缺櫃、缺艙，擴大

到缺卡車、缺倉庫情形。長榮海運與陽明海運均表示，這難題到111年第1

季，恐怕都無法完全解決。本文認為，在這次疫情的特徵及染疫死亡人數

太過龐大，各國政府面對疫情的控制已經耗盡資源，無暇顧及其他產業供

應鏈斷鏈危機，如果原本國家內部產業不健全或過度仰賴外援，在疫情造

成內部經濟崩潰將無可避免。  

 

第二節  散裝海運在疫情影響的變化  

    因疫情影響下，全球貨輪及港口相關行業成本大增，且因為港口壅塞

造成船期混亂，依據經濟日報引用中央社110年7月4日報導，疫情打亂海運

，貨櫃運價創下歷史新高
75
一文：「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

肆虐全球，不僅擾亂海運物流鏈，同時推動需求飆升，導致貨櫃運價創下

約18個月來的新高。」另依據經濟日報報導
76
，2020年3月2日散裝船日租

金價格依船型
77
為：海岬型散裝船0.2172萬美元、巴拿馬型散裝船0.8232

萬美元、輕便極限型散裝船0.6827萬美元、輕便型即期散裝船0.5881萬美

元。而2021年5月20日散裝船日租金價格依船型為：海岬型散裝船3.16萬美

元、巴拿馬型散裝船2.58萬美元、輕便極限型散裝船2.61萬美元，輕便型

即期散裝船2.3萬美元，租金價格已經飆高，除港口雍塞外，船員不足亦是

                                            
74

 工商時報，「塞港連環套  長榮、陽明：明年Q1都無解」https://ctee.com.tw/news/ind

ustry/546065.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1。  
75

 經濟日報，「疫情打亂海運  貨櫃運價創下歷史新高」https://money.udn.com/money/s

tory/5599/5577997 ，最後瀏覽日期：2021/7/6。  
76

 經濟日報，「散裝船多頭行情  大爆發」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547

6464#prettyPhoto ，最後瀏覽日期：2021/7/6。  
77

 Baltic Dirty Index，波羅的海乾貨散裝貨船指數，係由四種散裝貨船依噸位組成：海

岬型 (Capesize)，或稱好望角型：8萬噸以上，無法通過巴拿馬運河或蘇伊士運河，必須

繞行好望角或合恩角，主運貨物：焦煤、燃煤、鐵礦砂、磷礦石、鋁礬土等工業原料。

巴拿馬型 (Panamax)：5~8萬噸，為可以通過巴拿馬運河或蘇伊士運河的最大船隻，主運

貨物：民生物資及穀物等大宗物資。超輕便極限型  (Supramax)：5~6萬噸船隻，主運貨

物：磷肥、碳酸鉀、木屑、水泥。輕便型指數  (Handysize)：4萬噸以下船隻，主運貨物

：磷肥、碳酸鉀、木屑、水泥。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546065.html
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546065.html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5577997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5577997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5476464#prettyPhoto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5476464#pretty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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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問題，船員不足會導致無法出航 78。根據國際海運總會數據，印度、

菲律賓和中國大陸是全球前三大船員來源國，全球估計160萬名船員中，有

24萬名來自印度，因為印度疫情太嚴重，各國港口都很擔心到過印度的船

舶或船員會有傳播風險，所以開始限制印度船舶及人員入港。  

    對大宗物資而言，其價格變化除產地期貨報價外仍需考慮散裝貨輪營

運價格，其直接關係到進口總成本而會墊高進口後穀物銷售價格。依美國

農業經濟學家及美國小麥協會市場分析師Claire Hutchins於2021年3月16日

發布「海運費率跟隨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長」
79
一文，略以：2021年3月1日

至  3月2日期間，附近交貨的巴拿馬型貨船報價上漲17%，至每天21,350美

元，比好望角型船舶的運營成本溢價 6,700美元。根據獨立運輸顧問 Jay 

O'Neil
80
的說法，2月期間，PNW

81
到日本附近交貨的巴拿馬型貨船運費上

漲了18%，達到每噸32.00美元。隨著全球需求的增長，用巴拿馬型乾貨散

裝貨船運輸小麥和其他穀物的運費正在飆升。關於穀物運費大增的情形，

航運和物流顧問Michael King在2021年7月19日於世界糧食網刊載「運費飆

升」
82
一文，略以：根據航運協會Bimco

83
的統計資料，2021年前四個月的

散裝貨運輸總量需求達到創紀錄的16.9億噸，比去年同期增長  6.1%。大宗

商品價格正在提升，造成貨運需求增加，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超過歷史峰值

。春季美國玉米和大豆價格接近2012年嚴重乾旱期間所創下的歷史新高。  

     

                                            
78

 保險契約係以船舶為保險標的，如配置船員不足，不具有適航能力，嗣又發生事故導

致船體傾斜沈沒發生全損，應可認船舶發生事故屬不負理賠責任事由。參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975號民事判決。                     
79

 Claire Hutchins, “Ocean freight rates follow rising bulk commodity demand” https:

//www.wisfarmer.com/story/news/2021/03/16/ocean-freight-rates-follow-rising-bulk-comm

odity-demand/4726006001/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7/21.  
80

 Jay O'Neil，堪薩斯州立大學 IGP研究所資深農業經濟學家。  
81

 PNW Freight Systems, Pacific Northwest Freight Systems。  
82

 Shipping costs soaring, https://www.world-grain.com/articles/15566-shipping-costs-so

aring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7/21. 
83

 Bimco, 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 (The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 ：ht

tps://www.bimco.org/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7/21.  

https://www.wisfarmer.com/story/news/2021/03/16/ocean-freight-rates-follow-rising-bulk-commodity-demand/4726006001/
https://www.wisfarmer.com/story/news/2021/03/16/ocean-freight-rates-follow-rising-bulk-commodity-demand/4726006001/
https://www.wisfarmer.com/story/news/2021/03/16/ocean-freight-rates-follow-rising-bulk-commodity-demand/4726006001/
https://www.world-grain.com/articles/15566-shipping-costs-soaring
https://www.world-grain.com/articles/15566-shipping-costs-soaring
https://www.bimco.org/
https://www.bim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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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乾貨散裝船BDI指數  

    Drewry
84
海事研究首席分析師Rahul Sharan

85表示，穀物貿易激增是目

前乾貨散裝航運市場持續上漲的一個關鍵原因，尤其是小型散裝貨船。所

有這些都清楚地反映在 IGC
86

(國際穀物理事會 )穀物和黃豆油仔運費指數

中， IGC的分項指數對於美國、黑海、澳大利亞和巴西，與去年相比分別

增長了115%、168%、143% 和140%。在船舶供應方面，幾乎沒有跡象顯

示運費會在短期內平穩。  

2021年度第四季，全球疫情又更加擴大及嚴重化，關於2021年疫情影

響下，我們發現到糧價與運費雙雙飆漲，這將造成製粉製油業及下游食品

製造業壓力，為反映成本，食品產業漲價的趨勢似已無可避免。由於燃料

成本上升、船舶供應不足以及在COVID-19疫情期間，船隻在港口周轉時間

變長造成成本增加，將穀物和黃豆從美洲生產中心運送到主要消費者的散

貨船的成本比去年增加了大約一倍。因為海運燃料成本和散貨船成本增加

                                            
84

 Drewry is an independent maritime research consultancy offering m arket insights a

nd advisory services to senior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global shipping…  https://www.

drewry.co.uk/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7/21.  
85

 Rahul Sharan,Lead Research Analyst, Dry,Advance Masters in Inte rnational Econo

mics https://www.drewry.co.uk/about -us/about-us/rahul-sharan,last visited on date:2021/

07/21. 
86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https://www.igc.int/en/default.aspx , last visited on dat

e:2021/07/21. 

https://www.drewry.co.uk/
https://www.drewry.co.uk/
https://www.drewry.co.uk/about-us/about-us/rahul-sharan
https://www.igc.int/e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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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肺炎檢疫要求，造成貨物運輸減緩，成本不斷墊高。隨著世界糧食

供應價格在109年5月份快速度上漲，超過10年平均水準，作物運輸成本的

飆升對試圖控制通貨膨脹之政府機關及糧食進口商構成了新的挑戰，尤其

是這種飆漲的情形，並非單純經濟供給需求問題，隨著疫情擴大，將越來

越難以處理。依照WHO公布 2021年 7月 20日統計染疫死亡人數
87
達

4,089,758人，全球所有國家皆受影響，並且有嚴重化並擴大化之趨勢，除

稻米外，我國雜糧穀物國產數量少，幾乎需仰賴進口，而食品下游加工業

者生產成本持續增高，食物價格漲價的條件似乎已經具備。關於海運船舶

租金持續漲價，又發生蘇伊士運河大規模堵塞問題，加上疫情未見趨緩，

經濟日報於110年6月29日社論中特別提出「海運供需失衡及早應變
88
」一

文，得以觀察出海運的供需失衡嚴重性：  

    繼110年3月蘇伊士運河發生大規模堵塞 89後，近來全球海運業再度發

生物流停滯危機。除運河外，受疫情擴大影響，各國港口從110年開始陷入

塞港夢魘，等待入港時間不斷延長，港外船舶大排長龍，貨櫃車缺工缺駕

駛，運輸時間大幅增加。3月蘇伊士運河擱淺事件封鎖運河問題解決之後，

排隊在運河內外的貨輪一口氣湧向歐洲各大港口，變成歐洲港口大堵塞。

對各國廠商而言，從109年第4季起，就持續與運價狂飆、加價搶櫃等問題

周旋至今，除貨櫃船大塞之外，許多貨物也搶散裝貨船艙位，致散裝貨船

價格高漲，但散裝貨船一樣面臨港口缺工缺駕駛，貨物堵塞的情況，致原

物料供應不足。  

    由前述事實及各單位對海運問題所衍生的原物料不足來看，疫情下各

港口發生嚴重停滯問題，海運無法順暢，當疫情時間不斷增長而無法解決

                                            
87

 WHO Health Emergency Dashboard, WHO (COVID-19) Homepage https://covid19.

who.int/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7/21. 
88

 經濟日報，「海運供需失衡及早應變」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5564

308?from=edn_referralnews_story_ch5588，最後瀏覽日期：2021/6/29。  
89

 2021年蘇伊士運河阻塞事件，2021年蘇伊士運河阻塞事件（2021 Suez Canal obstru

ction）發生在2021年3月23日埃及標準時間上午7時40分，400公尺長的長榮海運貨櫃船

長賜輪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擱淺，完全阻塞了運河。擱淺的河段恰屬未擴建區域，河道窄

小，因此其他船隻無法繞行。造成超過300艘船隻排隊等候，其中至少有15艘船隻因此

下錨。最終長賜輪於六天後（29日）成功脫困，蘇伊士運河不久後亦重新恢復雙向航運

。參維基百科解釋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1_Suez_Canal_obstruction  , last vis

ited on date:2021/07/21. 

https://covid19.who.int/
https://covid19.who.int/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5564308?from=edn_referralnews_story_ch558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5564308?from=edn_referralnews_story_ch558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1_Suez_Canal_ob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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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海運的相關費用不斷墊高，必然會造成原物料價格上漲，最終

帶來通貨膨脹的影響，但疫情下海運問題是多個國家港口及整體海運船隻

運作下的結果，這樣的塞港問題恐怕短期無法解決，各國勢必面臨原物料

上漲之壓力。  

 

第三節  疫情及氣候變遷產生糧食安全問題  

    依前面章節所述，糧食產地價格變動、運輸費用飆升、疫情無法有效

控制等多重因素，食品價格通貨膨脹問題已經出現，聯合國在110年7月8

日刊出新聞
90
表示，世界糧食計劃署警告，由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失業

加上高昂的食品價格，使數百萬家庭難以獲得足夠的食物。世界糧食計劃

署表示，那些依賴糧食進口的國家，或氣候或衝突衝擊可能擾亂當地糧食

生產的國家，或遭受宏觀經濟脆弱性的國家，更有可能經歷高糧價通膨，

其中一些最高的價格漲幅在中東。世界糧食計劃署最新的市場監測報告提

供了關於常見主食價格變化的信息，該報告顯示，在過去一年經濟動盪加

速的黎巴嫩，3月至5月的小麥麵粉平均價格比前三年高出50%，價格上漲

了219%。  

    對於食品價格上漲，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刊文表示，全球食品價格正

在上漲
91
，糧農組織的食品價格指數顯示，國際市場的價格比一年前（2020

年5月）上漲了40%。尤其是植物油的價格飆升，在過去一年中上漲了近  

110%，自  2020年年中以來，其他大宗商品價格，如金屬、石油和其他礦

物的價格，也出現持續上漲。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食品價格的同比劇烈變化

部分反映了「基數效應
92
」，即從2020年5月的10年低點反彈，即COVID-19

                                            
90

 United Nations “Amid COVID job losses, ‘high food prices are hunger’s new best

 friend’, WFP warns”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7/1095482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7/21. 
91

 SARA GUSTAFSON、  JOSEPH GLAUBER、  MANUEL HERNÁ NDEZ、  DAVID L

ABORDE、 BRENDAN RICE 和  ROB VOS, 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Rising food prices are a concern but no reason for panic yet” https://www.i

fpri.org/blog/rising-food-prices-are-concern-no-reason-panic-yet , last visited on date:20

21/07/21. 
92

 基數效應（Base Effect）指在同比口徑下，由於上一年度財務或經濟數據因某些因素

導致偏低或偏高，使得本年數據出現高增長或大幅下降的情況。參閱維基百科定義：B

ase effe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e_effect  , 最後瀏覽日期：2021/6/29。 .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7/1095482
https://www.ifpri.org/blog/rising-food-prices-are-concern-no-reason-panic-yet
https://www.ifpri.org/blog/rising-food-prices-are-concern-no-reason-panic-ye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e_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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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後限制措施。國際食品價格已接近2007-2008年和2011-2012年食品

價格飆升期間的水準。  

表14 產地黃豆、小麥期貨價格  

芝加哥榖物價格 (美元 /英斗 ) 

  黃豆  小  麥  

109 年 1 月  8.73 5.54 

109 年 2 月  8.84 5.29 

109 年 3 月  8.86 5.69 

109 年 4 月  8.5 5.3 

109 年 5 月  8.41 5.21 

109 年 6 月  8.84 4.9 

109 年 7 月  8.98 5.31 

109 年 8 月  9.51 5.44 

109 年 9 月  10.24 5.78 

109 年 10 月  10.57 5.99 

109 年 11 月  11.69 5.8 

109 年 12 月  13.15 6.41 

110 年 1 月  13.7 6.63 

110 年 2 月  14.05 6.55 

110 年 3 月  14.37 6.18 

110 年 4 月  15.71 7.43 

110 年 5 月  15.31 6.64 

110 年 6 月  14.5 6.72 

110 年 7 月  14.15 7.04 

110 年 8 月  12.99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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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產地黃豆、小麥價格  

     

    關於疫情對大宗物資的影響方面，依照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主要

國際商品行情 93資料所示，大宗物資黃豆、小麥在疫情期間，產地價格大

漲，隨疫情變化，各國採取各種隔離措施，由於疫情影響，導致大宗物資

漲價，原物料端上漲結果，加上運輸成本上漲，對進口成本必然增加，而

下游加工業食品價格必然有漲價推力。  

    食品價格上揚會帶動通貨膨脹，最近全球糧食價格飆升的原因，在供

應方面，一些主要產區如巴西目前正面臨近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乾旱狀

況，東南亞植物油產量的增長也低於預期，主要糧食的全球市場仍然緊張

。在緊張的市場中，很容易引發價格上漲和價格波動，尤其低收入國家受

國際糧食價格上漲的影響最大。在這些國家，食品約佔消費的一半。因此

，世界市場上不斷上漲的農產品價格往往會對這些國家的國內食品價格產

生重大影響。低收入國家在2020年也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沉重打擊，壓低

                                            
93主要國際商品行情，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

3/bs3/news/11009/t11009_13.xlsx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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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其出口的需求，並且無法獲得足夠的應急資金，導致其匯率貶值，這

進一步推高了進口糧食的成本。  

    依我國糧食管理法第5條規定，主管機關為策劃糧食產銷、糧食自給率

及台糧食品牌建立與推廣，每年應訂定計畫，以穩定糧食供需，確保國家

糧食安全，促進國內農民收益，並提升國產糧食競爭力。近期糧食產地價

格大漲，運輸成本增加，因疫情擴大，使政府再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農

委會發布新聞表示，疫情、極端氣候凸顯糧食安全很重要
94
，為此媒合產

銷成立雜糧國家隊，希望提高糧食自給率至40%。  

    我國生產的雜糧，包含玉米、番薯、黃豆、小麥、花生、高粱、小米

、紅豆等，民國108年種植面積約7萬5300公頃，產量約46萬公噸，產值約

新臺幣104億元；但相對的，紅豆、玉米、小麥等年進口量高達800萬公噸

，國產雜糧僅占全國需求約6%。在以往我國糧食自給率不足之情形下，農

政機關雖然想大力推動國產糧食行銷，惟國產糧食在生產成本上仍居高不

下，農家生產意願低落，但受疫情影響，國際糧食產地價格上升及運輸成

本增加，如何鼓勵農家投入生產雜糧的議題，又成為農政機關的重要課題

。  

    因肺炎疫情與極端氣候影響，導致供應鏈中斷，讓各國開始關注糧食

安全，目前我國的糧食自給率34%。疫情在全球造成影響，明顯涉及糧食

安全之國安議題，這在以往貿易自由化及全球化經濟的概念下，未考慮疫

情或不可抗力可能造成的影響，疫情衝擊產地及運輸效能導致全球交易市

場混亂情形，在無法控制疫情擴散下，短期間各國對於原物料漲價尚無有

效對策方案，更有許多國家因疫情影響，深怕糧食危機出現，紛紛管制糧

食出口，造成原物料市場紊亂。  

 

第四節  疫情下食品加工業者現況  

    我國在108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下，雖然初期疫情控制得宜，但至

110年5月疫情趨於嚴重，導致部分工廠停工停班，國內食品業者面臨無法

                                            
94

 109年7月8日新聞，農委會組雜糧國家隊  拚糧食自給率衝40%，中央通訊社：https:/

/www.cna.com.tw/news/ahel/202007080169.aspx，最後瀏覽日期：2021/7/6。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7080169.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708016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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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市場衝擊，業者不得不採取應對策略，增加各類銷售管道。無論疫

情趨緩與否，食品業也開始從事網路販售的業務。疫情爆發後，不僅是食

品工廠，全球各地工廠紛紛停工停產，並限制人員移動，影響各行各業。

在許多工廠停工停產期間，對食品需求並未減少，而食品加工業關乎民生

基本需要，食品加工業在疫情期間仍然必須正常運作。但食品廠商仍面對

不少挑戰，包括原物料價格上漲、運輸成本暴增、疫情下生產模式改變以

及消費行為限制及改變等。為了降低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政府提出五倍

券發放計畫 95，希望五倍券推出後，各商家、店家、夜市等受衝擊產業能

在疫情穩定情形下，迅速讓顧客回流、商機重現，帶動臺灣整體經濟發展

。  

    在前幾節討論過，因受疫情影響，世界各大港口船舶調度均受波及，

因疫情擴大，港埠碼頭工人無法作業，港口裝卸運輸大受影響，進而衍生

出全球性海運停滯，運費成本大增，而前述BDI指數更居高不下，嚴重影

響業者進口大宗穀物意願，當原物料進口受阻礙，自然更加推升進口價格

。  

    參閱經濟部2021食品產業年鑑 96資料，2021年台灣人口約2,356萬人，

食品工廠約有7,369家，僱用近15萬人，食品業佔我國整體製造業產值比重

約為5.05%，在我國製造業中排行第八。因受疫情影響，在無法有效控制

疫情的不安下，各產業供應鏈受影響甚至斷鏈，食品加工業受重大衝擊。

以往在我國農政單位關心的糧食自給率，卻似過於輕忽大宗物資進口的問

題，過度強調所謂糧食有替代性，更有許多資源用於研發以米粉取代麵粉

的食品製造，忽略原料本身的特性未受到廠商支持，稻米及相關產業以發

展成熟，但要以稻米取代小麥的策略尚非合適。  

    本文調查分析下游食品廠商在生產程序上係依上游原料特性製作加工

                                            
95

 政院公布五倍券政策  各部會將加碼活絡內需   盼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110/8/26)。這段

期間因變種病毒入境，許多內需市場受衝擊，為了防止病毒擴散，政府限定場所、限定

營業運作方式等，讓攤商、商家、夜市、百貨等受到莫大影響，因此當全體國人防疫成

功的此時此刻，政府用最大的誠意、努力及經費預算，計畫推出五倍券。行政院新聞：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f36a0511 -1e56-4e4c-a1f1-ec9a820563b4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6。  
96

 2021食品產業年鑑，1版，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2021)。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f36a0511-1e56-4e4c-a1f1-ec9a820563b4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f36a0511-1e56-4e4c-a1f1-ec9a820563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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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換言之，在推出末端產品計畫時，其生產加工等系列機器已經按原

料特性製造，變更原料在生產過程有其困難度，如要生產以米食為原料的

產品，必須導入全新生產設備及產線。在小麥、黃豆仍需大量依賴進口的

情形下，國產小麥、黃豆仍未無法大量生產，如因海運疫情問題導致原料

供給發生問題時，廠商無法用其他作物替代而致停產，直接影響下游食品

廠的生產。下游食品加工廠商多已經完成機械化及標準化作業，原料選擇

已經固定，無法任意替代，如要以米食替代麵粉必須重新設計機組及流程

，這就產生盲點，我國進口大宗物資情況與日本接近，既使是日本也受到

米食需求下降影響，面臨無法有效以米食代替麵食的問題，而日本的做法

是調控進口小麥，通暢民間流通事業，加強國產小麥育種，日本小麥自給

率從70年代的4%到13%
97，雖然量仍遠遠不及進口，但創造了不易被取代

的競爭力，開創了在地化的價值。  

    關於疫情造成運輸困難的影響，已反映到下游食品加工業者，參本文

第二章所述大宗物資所涉及食品產業下游加工市場，考量因疫情所受影響

及未來趨勢展望分為下列調查報告，特別應注意的是關於植物肉業的新近

發展趨勢，各國已投入研究開發植物肉產品，而我國尚未積極投入研發，

值得食品加工業注意。  

一、麵粉粉條業：109年我國麵粉粉條類食品銷售金額約37.4億元，較108

年減少2.5%，109年速食麵 (即泡麵 )銷售金額為120.3億元，較108年增

加6.7%，由於110年疫情升溫影響，麵條或速食麵需求皆有上升，尤

其是速食麵類為疫情爆發時重要的防疫備用糧食，加上運輸儲存方便

，是緊急時期重要食物選擇。在疫情擴大情形下，消費者改變購物管

道，各大廠皆須發展線上與實體販售，並開發各類口味，以因應市場

需求。  

二、食用油脂業：109年食用油脂業整體產值約198.7億元，受疫情影響，

預估110年整體產值為132.1億元，尤其下游餐飲業者因110年5月起疫

情升溫，三級警戒下限制餐飲內用，既使部分餐飲業者開始轉型加入

                                            
97日本小麥復興，上下游News&Market網站：https://www.newsmarket.com.tw/wheat-repo

rt/4-0/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6。  

https://www.newsmarket.com.tw/wheat-report/4-0/
https://www.newsmarket.com.tw/wheat-repor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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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配餐飲市場，對食用油脂業市場影響很大，預估產值會萎縮66億元

。在疫情衝擊下，食用油脂業受創嚴重，次由於黃豆原物料及海運成

本上升，廠商勢必將成本轉嫁至銷售價格，漲價將無可避免。為因應

疫情下在家自煮市場的商機，開發精緻小包裝油品，是各廠重視的方

向。  

三、烘焙食品業：109年度烘焙食品業產值為330億元，因疫情影響，相較

108年產值減少3.5%，110年疫情升溫影響可能持續，但未來長期需求

應能恢復。在疫情影響下，觀光業遊客驟減，烘焙伴手禮轉型為休閒

點心或禮盒於線上通路販售，但當疫情升溫時仍有許多廠商選擇限縮

營運，降低損失。  

四、休閒零食業：109年度休閒零食業產值約479.2億元，較108年有微幅降

低，而休閒零食的方便性與防疫零食包可以相結合，而各國因疫情關

係，在「防疫零食包」的食物組合都有相關投入，在以往被視為休閒

零食而於正餐外的小型充飢解饞食物，反而被各通路零售業者看好 98

，故疫情升溫時，休閒零食反而受衝擊較小，尤其是被隔離的人員，

精神壓力大增，本文認為以往從未被討論過的休閒零食，在紓解精神

壓力方面有特別功效，因疫情隔離能發揮很大的效果，尤其是廠商運

用巧思開發各種口味豐富的產品，重視食品包裝，讓各類離群工作的

人員 (例如居家隔離人員或船員 )能有精神上的慰藉，這是產業最特殊

之處。110年5月因疫情升溫，造成恐慌性消費及居家隔離人員需求增

加99，估計110年全年產值能達到488.2億元，成長1.9%。  

五、調味品業：109年度調味品業產值約180.7億元，在國際供應鏈及物流

影響下，調味料生產原料黃豆、黑豆、小麥等皆須賴進口，加上海運

缺櫃等不穩定影響，造成原料成本上升。疫情影響下，居家自煮需求

增加，調味料傾向多元及便利性發展，業務用大包裝轉入消費者用小

                                            
98銷售成長近50% 疫情當前零食胃口大開，TVBS新聞網：https://news.tvbs.com.tw/focu

s/1359445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6。  
99疫情下大家都搶購什麼？療癒零食、罐頭成黑馬，盤點台灣消費商品成長＆衰退TOP 

20 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2929/2020h1 -taiwan-cons

umer-goods-selling-under-pandemic ，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6。  

https://news.tvbs.com.tw/focus/1359445
https://news.tvbs.com.tw/focus/135944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2929/2020h1-taiwan-consumer-goods-selling-under-pandemic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2929/2020h1-taiwan-consumer-goods-selling-under-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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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在110年5月疫情升溫下，居家時間變長，預估110年調味料產值

將增加。  

六、鮮食業：主要依賴便利商店發展之鮮食業，109年產值為744億元，較

108年成長8.5%，但110年5月疫情升溫，限制生活模式，消費者大幅

減少，但鮮食業快速投入線上購物及餐飲外帶市場，使產業受衝擊相

對較小，加上與各大餐飲聯名合作而產有推陳出新的新鮮感，預期110

年鮮食市場規模可以超過776億元，成長4.3%。  

七、植物肉業：109年因疫情影響，全球畜產及海鮮產業供應鏈出問題，而

植物肉產業能快速替代，配合國際趨勢，注重環保、健康及動物福利

的影響下，植物性蛋白質需求增加，植物肉產品不再限於宗教人士需

要，轉向對大眾行銷，增加市場通路，在配合國際上對植物肉需求國

家認證下，未來發展上仍有很大空間。國際間因疫情影響，動物屠宰

場大量停工，而植物肉類需求暴增 100，以往認為素肉市場有侷限性的

看法已經不適用，而目前鄰國日本因為看到素肉商機，已經大量投入

研發，各類仿真肉品接連上市，甚至於介類植物肉也開始研發 101，植

物肉市場將大幅度擴張 102，我國食品製造業目前對植物肉興起趨勢應

積極研發，確實掌握商機。  

八、酒精飲料業：因疫情影響，酒類業務通路比例略降，業務通路占整體

銷售31.7%，零售占68.3%，酒精飲料進口量上揚，109年進口量約32.9

萬噸，而國產烈酒及利口酒出口皆有成長。疫情前，國內廠商開發的

酒類已獲國際獎項打開知名度及市場，惟疫情期間，許多國家採取防

疫措施，導致酒類販售量下降，各酒廠可能被迫因應產銷調節及重視

                                            
100

Fake-Meat Startups Rake in Cash Amid Coronavirus Food Worries, https://www.blo

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5-01/fake-meat-startups-rake-in-cash-amid-coronavirus-f

ood-worries,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5.  
101

 EMILY MONACO,Fungi-Based Salmon Burger Joins the Sustainable Meat Alternat

ive Market, https://www.organicauthority.com/buzz -news/fungi-based-salmon-burger-join

s-the-sustainable-meat-alternative-market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5.。  
102「代替肉」の世界市場は2572億円に、国内では植物由来肉を使用した新商品が続々

登場 , 株式会社矢野経済研究所によると、2020年における代替肉の世界市場規模（植

物由来肉・培養肉計）は、メーカー出荷金額ベースで 2,572億6,300万円、2025年は6,7

32億1,900万円に拡大し、 2030年には1兆8,723億2,000万円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

。https://moneyzine.jp/article/detail/217156 ,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5-01/fake-meat-startups-rake-in-cash-amid-coronavirus-food-worrie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5-01/fake-meat-startups-rake-in-cash-amid-coronavirus-food-worrie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5-01/fake-meat-startups-rake-in-cash-amid-coronavirus-food-worries
https://www.organicauthority.com/buzz-news/fungi-based-salmon-burger-joins-the-sustainable-meat-alternative-market
https://www.organicauthority.com/buzz-news/fungi-based-salmon-burger-joins-the-sustainable-meat-alternative-market
https://moneyzine.jp/article/detail/21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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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用酒類。經查，許多酒廠因應防疫需求，生產防疫酒精，而使原

先消費市場酒類暫停生產，各類酒展及行銷紛紛暫停，109年金門酒廠

即因疫情減產，且由於原物料上漲，反映成本調漲產品價格。我國酒

類飲料品質已漸獲國際肯定，而對歐美市場開拓，通路、包裝行銷仍

須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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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經濟分析結果，探討相關業者採行合船進口聯合裝運之必要性，

及對下游加工製品供應鏈之影響發現，大宗穀物進口價格必然隨產地價格

加上運費稅金增加，增加變化情形仍為等加級數變化，表示我國市場大宗

物資價格穩定。但近年遇到無法控制的疫情，導致貨運服務停滯，造成費

用不斷上升，未來勢必對穀物進口價格有嚴重影響。  

    關於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食品產業供應鏈問題，流行病雖然不是

人類歷史上遇到的新事件，因為人類在歷史上曾面臨過各種大流行，但其

共同點是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考慮到食品供應鏈是經濟中最重

要的部分之一，已經可以看到新冠肺炎對從生產到消費者的整個過程產生

了影響。鑑於最近食品供應鏈面臨的挑戰，現在人們對食品生產、加工、

分銷和需求產生了相當大的關切，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工廠工人行動受限、

消費者需求發生變化、食品生產設施關閉、食品貿易政策受限以及食品供

應鏈面臨財務壓力。總之，每個國家都必須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有時應

該根據疫情的蔓延情況採取相對應措施，而食品製造供應鏈應該更為靈活

對應，採取相關防疫措施，以應對疫情中食品供應鏈中的挑戰。  

 

二、建議  

   由於我國屬於天然資源相對缺乏之國家，未生產或生產不經濟之原物料

幾乎都仰賴進口供應，而大宗物資進口方式以海運為主，善用進口資源、

製造附加價值、再出口獲利是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主要方式，故原物料進口

價格的穩定對經濟發展與民生社會安定有著重要的影響力。  

    由於重要原物料出口受國際情勢變化影響，在疫情及貨運的變化下，

原物料價格波動甚鉅，許多重要商品紛紛創歷史高價，對全球市場造成嚴

重衝擊，由於市場供需失衡無法因應價格快速變化，在供需失衡與價格過

高情況下，加深全球資源爭奪的競爭性；除了疫情、貨運、港口等相關因

素影響原物料供應的不穩定性，造成各項成本無法預估，供應鏈亦有斷鏈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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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大宗物資國際價格攀升，造成我國重要民生商品價格高漲，包括

原物料小麥、黃豆成本增加推升食品產業原料價格及食品價格，包括食用

油脂與麵粉製品，生活支出成本增加對於實質所得不增反降的一般民眾而

言，都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為維護相關市場交易秩序並兼顧執法效

率，對於疫情下大宗物資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案件，提出建議如下：  

（一）合船採購有助於規模經濟，使進口業者在貨價與運價的議價上居於

較有利的條件，有助於進口調度與降低進口成本。另為防範進口業

者藉此形成限制產品價格、數量等一致性行為，公平會對於小麥、

黃豆等大宗穀物聯合進口行為，仍有續行例外許可之管制必要。  

（二）目前小麥、黃豆等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案件均為屆期前之申請展延，

且就實證資料觀之，合船採購確實能平穩國內相關加工製品之價格

，在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海運塞港、供應鏈不順當下，為避免國內相

關市場發生產銷失調、產品價格暴漲暴跌之情形，對於小麥、黃豆

等申請展延許可期限案件，倘申請文件已齊備，建議可採行書面形

式審查，以加快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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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大宗物資、輸入卡特爾、例外許可、合船進口、規模經濟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大宗物資合船進口相關影響，由於大宗物資對民

生消費息息相關，涉及經濟部、農委會及公平會相關業務，合船進口是否

有影響市場秩序，其中涉及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事項審查，尤其

是針對其中聯合採購穀物大宗物資之輸入卡特爾例外許可。本國小麥、黃

豆、玉米等穀物雜糧產量不足，該等穀物大都仰賴進口，是以廠商必須負

擔高昂運費成本。  

    一般而言，聯合採購進口該等穀物大宗物資，較具規模經濟效益，是

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節省採購成本之考量，皆例外許可該聯合採購、合

船進口之輸入卡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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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grain materials, import cartels, exceptions granted, 

ship jointly, scale econom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bulk 

materials co-shipment imported by bulk carrier. Since bulk 

materia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 lihood and 

consumption, which involve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nd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lated 

businesses.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of grains such as wheat, soybeans, and 

corn is insufficient. Most of these grains rely on imports, so 

manufacturers have to bear high freight cos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joint procurement of such bulk grain materials may have mor e 

economies of scal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saving 

procurement cost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has exceptionally 

permitted the import cartel for the joint procurement of the joint 

carrier.  

This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purpose of co-shipment imports is to 

reduce loss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other reasonableness, it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reasons for the 

exception of such import cartels. Based on this research experience, 

we will further investigate how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improve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model, or even consider the 

feasibility of deregulation, and hope that this study will help the 

Fair Trade Law's regulatory effect on this top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