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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國不生產小麥，麵粉業所需之小麥原料，均仰賴進口，因此，個別麵粉廠不可能單

獨採購進口，需仰賴公會協調多家合船採購。雖然，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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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聯合採購機制係在公會主導下

進行，以致在原料進口、加工生產數量及市場分配等環節上，有助於業者默契之培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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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發生聯合行為，從而扭曲麵粉市場競爭機制，影響消費者權益。但是，小麥聯合進口制

度仍然有甚大的整體經濟利益。因此，本研究建議：公平會的短期政策應繼續准許業者合

船採購，並且增加對麵粉市場產銷及價格資訊的掌握，以強化執法能力，減少業者利用聯

合採購壟斷市場的可能。而中期政策則為透過一段以分組採購為主流的過渡時期，使國內

麵粉業回歸正常經營的軌道，最後的長期政策則為全面檢討刪除聯合進口規定。 

 

關鍵詞：小麥、聯合採購、聯合行為、進口 

 

第一章 緒論 

 

我國不生產小麥，麵粉業所需之小麥原料，均仰賴進口。因台灣屬海島型之淺盤經濟

結構，加以若干制度面因素的影響，形成國內麵粉市場規模有限，且家數眾多，個別麵粉

廠即令如統一等大廠亦未有小麥原料年需求量超出 15 萬噸者，然而，穀物散裝貨輪多在 4.5

萬噸，因此，個別麵粉廠不可能單獨採購進口，需仰賴公會協調多家合船採購。雖然，聯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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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由於聯合採購機制係在公會主導下進行，以致在原料進口、加工生產數量及市場分配等環

節上，有助於業者默契之培養，甚易發生聯合行為，從而扭曲麵粉市場競爭機制，影響消

費者權益。因此，如何在不影響市場競爭的架構下，發揮聯合採購的規模經濟優勢，頗值

主管單位預為因應，並採取相關措施。 

本諸上開理念，本文旨在探討我國麵粉業聯合採購制度下，相關市場競爭秩序之規範

標準，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細項：國內麵粉業市場結構與概況研究、影響麵粉市場競爭

關鍵性因素之分析、「合船採購、聯合進口」制度的本質及其對麵粉市場競爭之影響及競爭

法主管機關對於聯合進口管理制度之設計。 

本研究結論認為：短期內公平會恐需繼續准許業者合船採購，而中期政策則為透過一

段以分組採購為主流的過渡時期，使國內麵粉業回歸正常經營的軌道，而長期政策則為全

面檢討刪除聯合進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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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麵粉業的市場結構與小麥聯合採購之歷程 

 

第一節 小麥與麵粉的產品特性 

 
小麥 (wheat) 屬於禾科大麥族植物，學名為 Triticum Valgare Vill，其原產地在西亞伊拉

克境內的兩河流域，為人類所栽培最古老的作物之一，其生長條件因為受到雨量、土壤、

溫度及日照等條件影響甚鉅，因此，世界各地所生產之小麥品質各有差異，不同品質小麥

則產製出不同特性之麵粉，分別使用在不同用途上。小麥品種極多，單以美國而言，就有

二百種以上，不過在分類上，主要是根據三項特徵區分，即「生長習性與播種期」、「麥粒

顏色」及「種實硬度」。 

一、以生長習性與播種期區分，主要分為冬麥 (winter wheat) 和春麥 (spring wheat) 二

類，春麥多直立，葉寬、色淡，於春天播種並於秋初收割，產地多處緯度偏高之處，冬麥

則於秋天栽種，次年 6、7 月成熟，產地多在緯度較低、氣候較暖之區域。 

二、以「麥粒顏色」可區分為「紅皮麥」與「白皮麥」二類，紅皮麥筋性及蛋白質含

量高，可製作成麵包及麵條，白皮麥筋性及蛋白質含量則較低。 

三、以「成熟種實硬度」可區分為「硬粒小麥」與「軟粒小麥」，前者多生長於春麥區

及緯度較高之冬麥區，後者則多生長於緯度較低之冬麥區。 

就我國小麥之主要供應國---美國而言，較常見之大宗小麥有「硬紅春麥」、「硬紅冬麥」、

「軟紅冬麥」、「軟白麥」及「杜蘭麥」等，硬紅冬麥因蛋白質含量高且筋性強，適合製做

硬式麵包；軟紅冬麥因含筋量較差，適合製做蛋糕及餅乾；硬紅春麥因蛋白質含量高，可

做高品質麵包；白麥蛋白質低筋性亦差，適合做速食麵點；至於杜蘭麥只適合做通心麵及

實心麵。 

最後，關於麵粉的用途，依公平會 (2001) ，以製作麵條之用量最多，約占 34%，其次

依序為麵包類約占 26%，傳統式（中式）麵食約占 20%，麵筋類約占 6%，西點糕餅類及餅

乾類亦各約占 6%，飼料用（魚飼料等之凝結原料）僅約占 2%。 

 

第二節 國內小麥進口及麵粉生產概況 

 
我國小麥年需求量約 100 萬公噸，依據麥粉公會所提供之資料，91 年 103.1 萬噸、90

年 98.6 萬噸、89 年 108.3 萬噸。由於國內幾無生產小麥，故麵粉業所需之原料，完全依賴

進口供應，其中，以自美國進口占絕大多數，餘則來自加拿大及澳洲。至於小麥經由加工

後，製成麵粉的比率，雖然各廠略有差異，但是，多介於 70%至 75%之間，以 89 年資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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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各廠平均製粉率約為 75%之間，換句話說，每製造 1 公斤麵粉，約需 1.33 公斤小麥，

因此，如以國內年小麥需要量 100 萬噸推估，國內每年麵粉消費量約在 75 萬噸左右，而實

際上，目前國內麵粉產出自 89 年至 91 年的 3 年之間，均約維持於 78 萬公噸左右的數量，

如以時間趨勢觀之，平均每年約成長 2.6%。（詳請參閱表一） 

至於國內麵粉廠家數目前則為 32 家，歷年來，家數變化比例不大，且業者均係台灣區

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會員，並分布於北、中、南三區，北部地區（新竹以北）共有十一廠，

中部地區最多，共有十五廠，南部地區（嘉義以南）最少，僅六廠。依據公平會 (2001) 針

對民國 89 年國內各區麵粉銷售量比率之統計，北部廠銷量約占 29.9%，中部廠約占 40.1%，

南部廠約占 30%，即南、北部廠各占三成，而中部廠占四成。 

至於麵粉種類，可約略區分為高筋、中筋、低筋麵粉及粉心粉等，其用量占麵粉總量

比率大致為高筋粉約占 29%，中筋粉約占 41%，粉心粉約占 16%，低筋粉約占 14%。惟由

於經濟、社會不斷朝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各種麵粉之需求也愈來愈多樣化，現在依其用途

可區分為特高筋麵粉、高筋麵粉、中筋麵粉、低筋麵粉、全麥麵粉（含麩皮）、高洗麵粉、

低洗麵粉及專用麵粉等，與早期分類方式已有顯著差異。其中專業用粉的發展趨勢更已日

益普遍化，即為配合下游製品之加工需求，如為製造烏龍麵、通心麵、拉麵、披薩、蛋糕、

各式點心、水餃皮或冷凍麵糰，而依據不同筋度、拉力等性質之麵粉，經由精密計算及專

業調配製成，與以往用配麥方式製造各類麵粉之加工方式比較，其精緻度自不可同日而語。 

此外，因為目前麵粉關稅高達 20%，以致於 83 年起開放麵粉進口以來，每年進口量仍

屬有限，即 83 年為 1,434 公噸，84 年為 5,203 公噸，85 年為 4,593 公噸，86 年為 2,616 公

噸，87 年為 8,864 公噸，88 年為 21,914 公噸，89 年為 15,669 公噸，90 年為 15,060 公噸，

91 年為 13,658 公噸。但是，目前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未來若關稅調降市場將更為開

放，故進口量可能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 

 

第三節 小麥聯合採購之歷程 

 
麵粉業聯合採購小麥原料，有其時代背景，1970 年代全球穀物市場因受穀物減產、蘇

聯大量採購及油價大幅上漲影響，榖價發生空前異常之變化。經濟部國貿局為執行所謂「穩

定國內原料市場，掌握原料來源」之政策目標，遂於 67 年 11 月修訂「大宗物資進口辦法」

允許麥粉公會成立聯合採購機構，集中辦理採購，翌年更責成公會負責協調預計申報量事

宜，致形成長達 15 年之久的小麥進口「協調申報，聯合採購」制度，其間小麥進口人資格、

進口總量及各廠原料配額，均交由麥粉公會協調各會員廠，統一與經濟部辦理進口簽證及

其他行政事宜，至於麵粉廠自行進口小麥加工之個別行為，則在禁止之列。由於麵粉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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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國內麵粉產銷及價格 
麵        粉 

生  產 銷        售 進口量 售 價 
年 月 

公  噸 公  噸 百萬元 公  噸 元／公斤 

70 459,526  457,132  6,036.4  NA 13.2  

71 494,904  492,480  6,692.6  NA 13.6  

72 498,576  499,664  7,057.1  NA 14.1  

73 512,772  513,590  7,436.0  NA 14.5  

74 519,991  518,584  7,393.5  NA 14.3  

75 571,627  576,882  7,680.7  NA 13.3  

76 619,392  618,320  7,325.3  NA 11.8  

77 620,466  620,780  6,759.6  0.000  10.9  

78 619,343  614,527  7,205.3  0.200  11.7  

79 621,624  621,082  7,178.7  18.000  11.6  

80 629,286  630,810  7,319.0  0.125  11.6  

81 635,375  634,427  7,077.6  0.000  11.2  

82 653,720  652,109  7,064.0  0.000  10.8  

83 682,307  676,214  7,429.6  1,434.100  11.0  

84 711,259  721,121  7,774.7  5,203.045  10.8  

85 707,930  700,098  8,794.0  4,593.259  12.6  

86 761,551  763,987  8,253.4  2,616.265  10.8  

87 745,886  747,557  9,208.8  8,863.746  12.3  

88 738,221  738,711  8,794.8  21,914.230  11.9  

89 785,492  770,865  8,044.0  15,669.317  10.4  

90 784,254  782,857  7,756.4  15,060.319  9.9  

91 781,230  780,695  8,390.9  13,658.847  10.7  

1 71,894  68,914  672.2  822.318  9.8  

2 59,291  65,398  647.8  673.527  9.9  

3 69,468  65,738  651.7  1,198.406  9.9  

4 63,493  58,959  596.1  1,193.404  10.1  

5 64,274  63,114  643.4  1,095.601  10.2  

6 59,823  58,009  586.2  1,387.238  10.1  

7 67,585  74,680  757.2  1,150.844  10.1  

8 70,920  72,983  738.0  1,398.866  10.1  

9 62,155  65,856  732.9  1,269.320  11.1  

10 65,652  68,029  829.1  986.700  12.2  

11 69,821  69,203  900.1  1,099.679  13.0  

12 56,854  49,812  636.2  1,382.944  12.8  

92      

1 62,927  65,735  834.9  953.652  12.7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商業生產及進出口統計。（網址：www.moea.gov.tw） 

 



 
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 

單純之加工製品，產品具有極高之同質性，加以各廠加工技術相同，成本一致，並以小麥

為主要原料。因此，麥粉公會分配之小麥配額即決定了各廠產量、市場占有率及加工利潤，

而該配額除決定於各廠歷年加工量外，主要取決於生產產能 (capacity) ，致形成業者競相擴

廠，以爭取配額之怪異現象。 

此外，公會主導聯合採購易形成壟斷力量，限制小麥進口數量，以提高麵粉售價，而

協調申報進口又係以歷年實績及產能大小等人為因素，作為分配市場依據，與市場價格機

能背道而馳，而引起各界非議，例如：於 74 年召開之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即鑒於限量進

口小麥及配額制度弊病叢生，決議自 76 年小麥應開放自由進口；陳朝威 (1986) 亦指出，

以人為方式，協調申報劃分市場，將導致若干邊際廠商不事生產，僅靠聯合採購配額進口

小麥原料轉售圖利而已，未來僅有「自由申報，自由採購」方能根本解決弊端。但是，小

麥真正開放自由進口卻遲至 81 年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九條之授權，與經濟部及農委會等相

關研議1，並決議給予麵粉業者一年緩衝期，而在 82 年 6 月 1 日完全取消小麥進口人資格限

制、總進口量限制及各廠進口配額限制等，改由業者自由向麥粉公會登記進口。 

既然，制度上，小麥已經開放自由進口，何以各廠仍須向公會登記聯合進口呢？按國

內市場狹小，加以麵粉工廠數目甚多，致各廠規模有限，即令如統一等大廠亦未有小麥原

料年需求量超出 15 萬噸者，但是，穀物散裝貨輪多在 4.5 萬噸，因此，個別廠商不可能單

獨採購進口，需仰賴公會協調多家合船採購，以致麵粉雖已開放自由採購，但實際進口仍

需透過公會協調船運組合，遂便利業者透過公會繼續管制小麥進口總量及按產能分配原料

配額，藉以取得聯合獨占利潤之卡特爾行為。 

在此背景下，國內一個重要的反托拉斯案例於是成立---89 年 6 月 7 日公平會針對製麵

公會檢舉麥粉工業同業公會聯合獨占國內麵粉市場案，認定麥粉公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

四條對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處罰鍰新台幣 2000 萬元整，並限期該公會停止、改正及更正

                                                         
1 公平會曾於 81 年間，就小麥進口事宜，函請相關部會、學者專家及相關業者表示意見，並召
開座談會深入討論，綜合各單位意見略以： 
一、經濟部認為，小麥暫未開放自由進口係為配合農糧政策，惟該部同意放寬進口人資格，

不限於麵粉廠才能進口。 
二、農委會認為，米麥有替代性，不希望小麥大量進口。建議在短期內維持原進口方式及平

準基金操作，進口制度之改變，請以漸進方式為之。 
三、學者認為，可理解政府配合農糧政策，採行限量進口之需要，惟進口「配額」為國家資

源，不應交由業者私自分配。又原進口配額之分配方式係依各廠產能，造成進入障礙及
排除競爭，應予改善。 

四、麵粉業者中有少數認為，原小麥進口量分配方式影響產業發展，建議取消限量，由各廠
自由登記進口，惟多數業者則希望維持依原配額比率分配進口。 

五、下游業者則認為，限量進口小麥及分配制度弊病叢生，不僅影響該業發展，亦損害消費
者及國家利益，建議小麥進口儘速自由化，且不准許公會聯合採購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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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聯合行為。2 

 

第四節 麵粉市場結構分析 

 
國內麵粉廠正式註冊者雖有 32 家，其中主要的 10 家廠商資料如表三，該 10 大麵粉廠

之市場占有率約占國內麵粉市場總胃納七成半。依據馬泰成 (2003b) 對麵粉業產業結構的

統計分析，麵粉業的產業結構可分別由市場占有率、生產成本、設備利用率與獲利率等層

面說明，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麵粉業所長期存在的超額產能。 

 

表二、麵粉業產量及市場占有率等相關資料（83-87 年資料） 
 產量 

（83-87 年平均值，單位

噸） 

市場占有率 
(單位：%) 

產能 
（83-87 年平均值，

單位：噸） 

設備利用率 
(單位：%) 

小麥成本 
（單位：元/ 
每公斤麵粉）

1 33760 4.68 100980 33.43 7.30 
2 33853 4.69 114000 29.70 6.24 
3 34564 4.79 87120 39.67 8.13 
4 35507 4.92 90000 39.45 6.63 
5 36543 5.01 94900 38.51 6.60 
6 36913 5.11 109500 33.71 7.09 
7 41199 5.71 86400 47.68 7.09 
8 53629 7.43 98940 54.20 6.85 
9 53713 7.44 69677 77.09 6.64 
10 110412 15.30 128986 85.60 6.71 

平均數 
47009 

(39965) 
6.51 

(5.53) 
98050 

(94613) 
47.90 

(43.72) 
6.93 

標準差 
23546 
(8087) 

3.27 
(1.12) 

16623 
(13339) 

19.10 
(14.59) 

0.52 

附註：平均數及標準差攔位之括號數字為不含編號 10 公司之數值。 

資料來源：馬泰成 (2003b) 整理自公平會 (2001) 相關統計及經濟部統計處出版之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2 其中，麥粉公會需立即停止之行為包括 (1)不得要求各會員廠預報下一年之進口量、召開會議
討論訂定全年採購總量及介入會員廠庫存管理等事項。(2)取消以各會員廠歷年進口量平均值
作為配額定量之分配標準。至於公會需改正之行為則有： (1)各會員廠應依農委會所頒訂「申
請小麥進口辦理平準基金作業程序」第二條及公平會(86)公聯字第０一二號許可決定書中附
負擔條件第三點之規定，自由登記下一季預定進口量。(2)配船作業應修正為，以每季登記後
總數量配船，無法配船之餘額量則併入下季船期同時採購。 後，公會需採取之必要更正措
施為：(1)船期招標應機動，俾便縮短船運時間，以滿足並配合各會員廠生產需求為 大目標。 
(2)公會對於每次招標資訊應通知全體會員廠知悉，不得有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加入聯合
採購之行為。 

目 
廠 商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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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麵粉廠的市場占有率約略相當： 

表二顯示十大麵粉廠除了編號 10 為樣本極端值 (outlier) 外，其餘 9 家廠商之市場占有

率均約略相當，並分布於 5%左右，顯見除 10 號業者外，該卡特爾集團成員之市場占有率

相當平均。此外，不論由 CR4.CR8 或是 H.H.而言，麵粉業的市場集中度均不甚高，依據公

平會 (2001)，麵粉市場是一個介於低度集中與中低度集中的市場。 

 

二、麵粉業成員之成本條件頗為一致： 

麵粉業加工技術層次甚低，各廠生產技術一致，小麥成本占生產總額約七成。此外，

國內麵粉廠所需之小麥原料多來自進口，政府又設有小麥平準基金，當個別廠商進口價格

高於平準基準，政府補貼差額，進口價格低於平準基準者，則收取差額，故理論上，在同

一時間點，各廠之小麥進口成本完全相同，因此，表二所列之 10 家主要廠商之原料成本相

差無幾，每公斤麵粉成本分布於 6.24 元至 7.30 元之間，平均水準則約 6.93 元。而即使小麥

平準基金取消後由於業者係以聯合採購的方式取得貨源，因此，小麥成本仍然大致相同。

如果依據 Slade (1987) 的做法，不考慮臨時工人薪資與水電費用，並假設麵粉生產呈現規模

報酬不變，則小麥成本可同時作為麵粉生產的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此時，各家的成本狀

況頗為一致。 

 

三、麵粉業設備利用率極低： 

表二顯示，10 家麵粉廠在 1994 年至 1998 年期間，平均設備利用率僅及 48%，其中有

6 家甚至未達 40%，與同期間經建會所統計國內產業之平均水準 80%相較，實屬偏低，而麵

粉業者長期維持 30%至 40%極低之開工率，雖有可能係因遭逢短期景氣波動，形成超額產

能。但是，就長期而言，包括產能在內一切之生產要素均屬變動投入 (variable input) ，倘

有投資過剩，廠商自應依實際市場需要予以調整，不應長期維持偏低之開工率。至於長期

定義雖然極度抽象，單憑公平會資料所涵蓋之 5 年期間，並不足以斷言麵粉業有充裕時間，

可調整產能數量，但是，陳朝威 (1986) 指出麵粉業之超額產能至少於 1980 年代即已存在3，

該業在將近 20 年的時間長期維持如此龐大之超額產能，實悖乎企業經營常理，極需一具體

合理之理論模型予以解釋。 

 

四、麵粉業獲利率並不偏高： 

依據公平會 (2000) ，麵粉業既然存在聯合行為。理論上，由於卡特爾會限制生產，藉

                                                         
3 按陳朝威 (1986) 依麥粉公會提供之資料統計，麵粉業於 1984 年產能為 160 萬噸，加工量為

66.9 萬噸，設備利用率僅及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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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產品售價，從而獲取聯合獨占利潤，使其投資報酬率高於一般水準。但是，就實際

情況而言，麵粉業獲利率與其他產業比較似並不偏高，依據 87 年經濟部工業統計調查報告，

製粉業之附加價值率4僅及 1.95%，除低於整體產業之 7.65%及食品製造業 10.68%外，亦低

於與其性質接近之產業，例如：食用油脂業 4.67%、烘焙食品業 6.42%及麵條食品業 18.08%。 

 

 

 

 

 

 

 

 

 

 

 

 

 

 

 

 

 

 

 

 

 

 

 

 

 

                                                         
4 該附加價值率為全年營業收入減營業支出，後者包括員工薪資、耗用原物料、電力費用、折
舊及其他營業之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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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合船採購、聯合進口」經濟面因素探討 

 

第一節 超額產能與聯合行為 

 
依據前述對於麵粉業產業結構的分析，麵粉產業結構最大的特點就是，業者長期維持

一個龐大的超額產能，而在賽局理論被廣泛地運用於市場結構分析之前，經濟學者相信當

產業內部存有超額產能時，由於降價可導致銷售量及利潤大幅增加，故會誘使卡特爾成員

違反減產協定，秘密增產，從而造成價格下跌，故超額產能不利於價格聯合。但是，自 1980

年代以來，若干模型將重複賽局 (repeated game) 的理念，引入產業經濟的理論研究，並發

現與前述結論完全相反的事證，例如：Osborne and Pitchik (1983, 1986, 1987)，Fershtman and 

Muller (1986)，Davidson and Deneckere (1990)，以上文獻多強調超額產能可作為卡特爾用以

威脅成員不得秘密增產的一種可信賴威脅 (credible threat) ，並發現超額產能常被利用為達

成聯合行為的一種策略性工具。 

為說明以上理論模型的經濟意義，馬泰成 (2003a) 曾援引一個基礎的賽局—囚犯兩難

困境 (prisoner’s dilemma)，來檢視卡特爾如何藉由一個超額產能之建立，以維持默契性之聯

合行為，在這個簡單的賽局中，事業甲及事業乙有兩個策略可供選擇：(a) 訂定一個壟斷性

之低產出策略，以聯合提高市場價格；抑或 (b) 訂定一個非合作的 (noncooperative) 高產出 

策略，進行古諾數量競爭，並獲取合法之寡占利潤。5 
 

                                                         
5 古諾模型 (Cournot Model) 是一個分析廠商數量競爭行為的理論，其主要考慮點在於寡占市
場中因廠商數目較少，所引伸出的相互依存關係。此時，廠商在制定數量決策時，即須考慮
其他廠商的反應。針對此一現象，古諾模型假設每一個廠商在其他競爭對手產出數量不變的
前提下，追求利潤極大化，並以產出作為決策變數。如果產業內廠商家數為n ，廠商邊際成
本固定為一個常數c，並且面臨一個反需求函數 bQap −= ，而 nqQ = 為整體產業產出，q
為個別廠商產出，在此一架構下，透過利潤極大化過程，各個廠商將可獲取 2

2

)1(
)(

+
−=
nb
ca

cπ 的超額利
潤（或稱寡占利潤）。因此，古諾模型允許超額利潤存在，以反映寡占市場內部廠商彼此間
的互動關係，並設定其隨產業內部廠商數目之增加而減少，一方面頗能符合經濟現實，另方
面則凸顯出價格競爭模型超額利潤為 0 之不切實際。值得注意的事，古諾模型是一個非合作
型態的賽局，因此，其間不存在任何勾結或壟斷市場的密謀。雖然，寡占廠商具有若干壟斷
力量，以致會獲取 2

2

)1(
)(

+
−=
nb
ca

cπ 的超額利潤，但是，寡占產業結構亦同時能為社會帶來大規模生產
效益以及創新能力，使其對整體經濟的效益高於寡占成本，因此，任何競爭法執法機關均應
容忍寡占廠商獲取寡占利潤 2

2

)1(
)(

+
−=
nb
ca

cπ 。但是，其先決條件應在於寡占廠商係進行前述非合作的
古諾數量競爭 (non-cooperative Cournot quantity competition) ，倘寡占廠商為進一步獲取更大
的獨占利潤，合作採行若干機制，破壞市場競爭，以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從而使個別廠商
獨占利潤 ( mπ ) 由非合作的古諾模型 2

2

)1(
)(

+
−=
nb
ca

cπ 增加至 bn
ca

m 4
)( 2−=π ，即有競爭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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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囚犯兩難困境賽局 (prisoner’s dilemma) 下之獲利表 

 
 

低產出 高產出 

低產出 6,6 ─3,9 

高產出 9, ─3 1,1 

 
倘若事業甲及事業乙進行聯合行為，意圖壟斷市場，並同時採取低產出策略，則雙方

均獲致高於古諾利潤之非法利潤 (6,6) ；反之，如果雙方互不合作，採取數量競爭，則雙方

之古諾利潤為 (1,1) ，至於上表左下方之 (9, ─3) 則代表甲欺騙乙，秘密增產後，雙方所獲

致的利潤，因為當乙為履行聯合協定，採取低產出策略，努力拉抬市場價格。但是，甲卻

採取較乙為低之價格 6，並秘密增產，搶走乙方客戶，使乙虧損─3，而甲則擁有較原先履行

君子協定下利潤 6 為高之利潤 9，形成甲方採取秘密降價之誘因。又由於本表係一對稱之賽

局 (symmetric game) ，故右上方之獲利 (─3,9) 代表事業乙出賣事業甲。 

而為抑制卡特爾成員秘密增產之欺騙行為，卡特爾組織勢必須設立一個市場機制，以

提高對於欺騙行為之處罰，以本表為例，該懲罰即為古諾數量競爭，即當某一方發現為對

方出賣時，即永遠改採非合作的高產出策略，而使雙方利潤均為 1，而就此一設計而言，該

懲罰額度似屬過低，對於欺騙之懲罰僅為正常的古諾數量競爭，參賽者雖無法取得獨占利

潤，但仍可保有非合作下的寡占利潤，惟如卡特爾組織，可以設立一種機制，使處罰額度

由原先之 (1,1) 提高至極端高之水準，例如 (─1000, ─1000)，則意味著倘集團內部成員有欺

騙增產行為，則所有其他成員均將採取兩敗俱傷之價格競爭報復措施，使產業內所有廠商

均面臨破產(─1000, ─1000)之恐怖均衡，從而形成一種可信賴的威脅。 

而就產業的實際運作層面而言，超額產能係構成可信賴威脅的最佳工具，實務上，產

業內各廠商如果不約而同地均建立起一個大量之閒置產能，從而形成甚低之設備利用率，

即係卡特爾組織為提高對於欺騙懲罰機制，所進行的一種集體意識行為。在此一機制下，

若有事業違反君子協定，秘密降價，則產業內所有成員均將全面開工，進行割喉型態之價

格競爭，而導致產業內所有事業破產倒閉，形成一種可靠的威脅，從而嚇阻參與成員不得

採取秘密降價之欺騙行為。 

為驗證以上模型是否可適用於民國 89 年的麥粉公會聯合行為案，馬泰成 (2003a) 亦曾

                                                         
6 亦即令 P甲為甲的產品價格，P乙為乙的產品價格，則 P甲=P乙 ε− ，對任何正數 (positive number) 
τ 而言， τε < 。 

事 業 
乙 事 業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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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聯合案為進行分析，並利用 Osborne 及 Pitchik 的超額產能模型以 GLS 推估，實證結論

顯示：麵粉業確有藉諸超額產能作為懲罰欺騙行為的市場機制。7 

10 家麵粉廠自 1980 年代起，平均設備利用率僅勉強超出 40%，其中數家甚至未達 40%，

遠低於國內其他產業之平均水準 80%，麵粉廠採購 10 條生產線，僅有 4 條開工，另外 6 條

閒置不用。雖然在短期內，市場景氣波動會造成設備利用率過低，導致超額產能，但是，

就長期而言，麵粉廠有充裕的時間調整產能，倘有投資過剩，廠商自應依實際市場需要予

以調整，不應長期維持偏低之開工率，而麵粉業在將近 20 年的時間，維持如此龐大之超額

產能，實悖乎企業經營常理。大量閒置產能唯一合理的解釋，應係卡特爾組織為提高對於

欺騙懲罰機制，所採取之具體措施。在此一機制下，倘有參加成員違反君子協定，秘密降

價，則所有成員均將全面開工，進行割喉型態之價格競爭，而導致產業內所有事業破產倒

閉，形成一種可信賴的威脅，從而嚇阻參與成員不得採取秘密降價之欺騙行為。 

 

第二節 麵粉業獲利並不偏高 

 
依據第二章對麵粉業的分析顯示，麵粉業的獲利較諸食用油脂業、烘焙食品業及麵條

食品業均低，並非一個獲利甚高的行業，究其原因應與建立超額產能所花費的資本性支出

有關。 

馬泰成 (2003b) 強調超額產能是麵粉業與其他需強調合作之產業，例如：黃豆、玉米

聯合採購行為最大不同之處。就個別麵粉廠參與卡特爾的行為過程中，超額產能除了可用

來作為一種可信賴的威脅，嚇阻其他成員不得秘密增產之外，更是爭取產量配額的議價工

具，產能愈高，代表廠商愈有力量傾銷市場，其議價力量愈強，而所能爭取的小麥配額也

就愈高。又因為各麵粉廠均以進口的小麥為主要原料，且加工技術與成本結構大致相同，

因此，公會分配之小麥即決定了各廠產出、市場占有率及利潤，而該配額又因取決於各廠

                                                         
7 Phlips (1995) 指出，Osborne 及 Pitchik 模型 大之貢獻，在於其提供了一套簡單之認定標準

給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作為認定聯合壟斷之依據。按在完全競爭市場情況之下，廠商定價
等於邊際成本，故產業內部所有事業之單位利潤相等。但是，Osborne 及 Pitchik 認為在存有
過剰產能(excess capacity)之聯合壟斷解下，只要卡特爾集團依據 Nash (1950) 之議價解 
(bargaining solution)，將壟斷利潤超出所有事業全能開工所獲利潤之差額，平均分配給各個成
員，則小廠之單位產能利潤將高於大廠之單位產能利潤。依據馬泰成 (2003a) 利用 GLS，控
制麵粉廠 panel data 的 time effect 及 firm effect 後，所得到的計量結果顯示：麵粉廠單位產能
獲利與廠商產能大小，顯著地呈現相反關係，顯示廠商產能愈大，利潤愈小，因此，麵粉小
廠的單位產能獲利高於大廠單位產能獲利，吾人無法拒絕麵粉業者有藉諸超額產能作為懲罰
欺騙行為之市場機制。至於其他變數之估計係數亦與理論預期相同，例如：個別麵粉廠市場
占有率愈高，利潤愈高；整體產業麵粉平均價格愈高，代表產業景氣上升，個別麵粉廠利潤
自然相應提高；個別麵粉廠小麥原料成本愈低，利潤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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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產能，故形成業者競相擴廠，肇致過多之資本性支出，反使獨占利潤低於競爭下的合

法利潤，從而形成一個損人不利己的卡特爾行為 (disadvantage cartel) 。此一立論可以個別

麵粉廠的利潤函數 iπ 作一說明： 

iiiii kcbQaQK
kkk γπ −−−=− )(),(  

其中， Q 為整個產業的產出， bQaP −= 為一個逆市場需求函數  (inverse demand 

function) ， ikikK −+= 為整個產業的產能， ik 為廠商 i 的產能， ik− 為其他所有廠商的產能，

γ 為資本財價格，此時，
K
ik
即成為個別麵粉廠所能分配到的市場配額，該配額則係取決於 ik

之大小。依據馬泰成 (2003b) 針對麵粉業實際價格及成本，分別利用古諾數量競爭模型與

聯合壟斷模型，進行模擬，發現：(1)無論就數量、價格或利潤等各項標的而言，聯合獨占

模型均較古諾模型更能解釋麵粉業之實際數據資料，例如：聯合獨占模型對每公斤麵粉平

均價格所預測之 12.68 元即較古諾模型之 9.81 元更接近實際數據 12.12 元；而古諾模型對總

麵粉產量所為之預測 85.34 萬噸更遠高於實際上 10 家麵粉廠之產出 47.01 萬噸，反之，聯合

獨占模型之產出 57.35 萬噸，則較為接近實際數據，顯示吾人無法拒絕麵粉業者有透過聯合

行為決定價格及產出之假說。(2)10 家麵粉廠由於進行聯合行為，而使其投資支出 ikγ 過於

龐大，墊高經營成本，竟使整個產業的年利潤 21.52 億元，反低於數量競爭下的之利潤 76.07

億元，顯示損人不利己之壟斷行為的確有可能存在於麵粉業的經營。 
 

表四：近似壟斷模型與古諾模型對相關變數解釋能力之比較 
 

價格 

（元/公斤）

數量 

（萬公噸） 

利潤 

（億元） 

古諾模型 9.81 85.34 76.07 
近似聯合獨占模型 12.68 57.35 21.52 

實際數據 12.12 47.01 14.99 
    資料來源：馬泰成 (2003b) 
 

依據廠商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觀點，理性的卡特爾成員如發現其壟斷利潤反低於競爭利

潤時，理應轉向正常的數量競爭，而使聯合行為根本無法成立。因此，此一損人不利己的

聯合行為僅可能發生於產業基於制度性因素，導致產銷過程中之某一重要環節需仰賴聯合

項 
目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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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亦即聯合進口小麥），所造成之結果。以本案而論，其根本癥結係肇因於 1970 年代

政府所採取的諸多措施： 

一、小麥進口總量方面：農委會為保護國內稻米生產，需要管制小麥進口總量，以避

免麵粉生產過多，影響國內稻米需求及農業發展。  

二、小麥進口量分配方式：經濟部國貿局要求麵粉業者須按產能大小，申請小麥進口

配額。 

三、麵粉價格方面，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依據「麵粉平價基金核算麵粉加工成本表」

訂定麵粉平準價格，麵粉生產絕對存有利潤。 

因此，在價格、成本及利潤確定的情形下，加工量愈大，總利潤愈高，形成業者競相

擴廠，以爭取配額之怪異現象。此時，麵粉廠為建立超額產能所為之大量資本性支出，不

但提高成本，減少壟斷利潤；另方面，消費者更因卡特爾的壟斷性定價，需支付較高價格，

而導致消費者剩餘損失，從而形成一個損人不利己之聯合行為。而此一現象完全肇因於按

照產能大小分配小麥配額，倘當時政府能採取標售或比例性配給法則，（請參閱施俊吉

（1996）），則結果將大不相同。 

及至 82 年，公平會建議小麥進口全面開放後，由於政府管制解除，理性的麵粉業者，

因壟斷利潤少於競爭利潤，理應轉向古諾數量競爭，但因以往大量投資所累積之超額產能

依然存在，而麵粉廠的機器設備至少可使用 10 年至 15 年之間，單憑 1994 至 1998 年短短

的 5 年時間，無法使龐大的超額產能折舊殆盡，依據兩階段模型的概念，只要超額產能於

第一階段確定後，麵粉廠在第二階段以聯合方式所獲得之利潤即較數量競爭方式所得之利

潤為高（請參閱 Fershtman and Gandal (1994) 數學附錄），推測這可能是麵粉業者在長達 5

年時間仍然維持聯合獨占行為的原因所在。 

 

第三節 聯合採購對市場競爭影響評估：整體經濟利益部分 

 
依前述國內麵粉業現有的產業結構觀之，國內麵粉廠家數甚多，且經營規模有限，32

家麵粉廠中僅有統一一家年小麥原料需求量超出 10 萬噸，其他多數在 5 萬噸以下，而穀物

散裝貨輪多在 4.5 萬噸，個別廠商不可能單獨採購進口，倘公平會駁回業者聯合採購申請，

則廠商自行進口小麥加工，恐將大幅提高業界經營成本，而損及業者競爭力（甚或形成若

干麵粉廠無法取得小麥貨源），使國產麵粉為國外麵粉替代，導致產業萎縮，工人大量失業

的窘境，因此，在現行麵粉業的市場結構下，小麥聯合採購確實有助於整體經濟利益，茲

分述如下： 

一、聯合採購小麥可降低進口成本：麵粉廠聯合採購整船小麥，在貨價、運價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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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買方居於較有利地位，可減輕進口成本與費用。 

二、聯合採購小麥可降低倉儲及內陸運輸成本：聯合採購於目前國內港口散裝榖物碼

頭及鐵路車皮有限情況下，小麥可有計劃、秩序進口，避免港口及倉儲壅塞與內陸運輸調

度失當，解決業者倉容不足問題，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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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成本增加。 

三、辦理聯合採購可配合政府政策，加強貿易效能，增進國際關係，並易於配合國內

農糧與經貿政策。 

因此，小麥聯合進口雖會對市場競爭造成若干潛在影響，但就實質面上，小麥聯合進

口卻也可以增進中小企業經營效率，並對整體經濟利益具有正面貢獻，公平會似應繼續維

持原有政策，准許業者合船採購。而在現階段，麥粉公會聯合行為雖業經公平會處分並限

期停止，但是，如果公平會仍然准許業者透過公會聯合採購小麥，是否又將造成業者透過

此一採購機制的運作，再次形成聯合行為，以致造成限制競爭的不利益？此一問題則涉及

麵粉業的結構特性及聯合行為之本質。 

 

第四節 聯合採購對市場競爭影響評估：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方面 

  
由於聯合行為之成立與否，第一要件是參與者必須建立共識；其次，參與者不會因為

一己之私暗地進行增產，而使組織瓦解。因此，以下謹就各項聯合行為成立的條件，針對

麵粉業的產業特性，探討該產業形成聯合行為之可能性： 

 

一、產業內廠商數目少 

Palmer (1972) 認為廠商數目愈少，愈有利於聯合行為之進行，理由是事業數目愈多，

彼此意見分岐，不易達成協議，對聯合行為不利。反之，參與事業數目愈少，將使彼此的

欺騙行為易於監督，而有利於聯合行為之進行。Selten (1973) 亦發現倘參與聯合之廠商

數目超出五家，則將使參與者無利可圖，並得出「四個嫌少，六個嫌多」 (Four are few and 

six are many) 之結論。由於國內麵粉廠正式註冊者即有 32 家，且大廠至少亦有 10 家以

上，因此，僅以廠商家數而言，該業甚難成立聯合行為。  

 

二、市場集中度高 

Hay and Kelly (1974) 指出，市場高集中度產業之業者，常會透過默契性之一致行為

(Concerted Action)，進行聯合壟斷市場。但是，依據公平會 (2001) ，不論由 CR4 或 H.H.

指數之數值觀察，麵粉市場集中度並不高。依 Bain 的市場結構分類標準，麵粉業的 CR4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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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8.6%至 34.3%之水準，係屬低度集中（low grade，指 CR4 介於 10%至 30%之間）或中

低度集中（low moderated，指 CR4 介於 30%至 35%之間）的多頭寡占市場；若以 CR8 介於

47.5%至 53.3%之水準觀察，則屬中度集中（high moderated，指 CR8 介於 45%至 75%之間）

的多頭寡占市場；至於，該業的 H.H.指數數值亦僅介於 428 至 507 之間，屬於集中度較低

的產業結構，凡此均顯示麵粉業的產業結構較無壟斷問題。 

 

三、消費者數目多 

Stigler (1964) 認為消費者數目愈多，事業違反協議秘密降價，以增加銷售的行為愈可

能被發現，而可收嚇阻欺騙行為之功效，有利於聯合行為之進行，Stigler (1964) 並舉例說

明，例如：p 代表事業違反協定秘密增產，被卡特爾組織發現之機率，(1－p)即為不被發現

之機率，如果市場內有 n 個消費者，(1－p)n 即為欺騙不被發現之機率，1－(1－p)n 為欺騙

至少被發現一次之機率。假設欺騙被發現之機率為 p=0.01，且市場上僅有一個消費者 n=1，

則欺騙被發現之機率僅為 0.01，此將提高事業進行欺騙之誘因。反之，市場上如有一百(千)

個消費者 n=100，則欺騙被發現之機率將提高為 0.634 (0.99996)，而使事業不敢進行欺騙行

為，從而有利於聯合行為之進行。由於麵粉廠屬於食品上游產業，客戶僅限於食品加工廠

或大批發商，下游客戶數目甚少，倘有麵粉廠降價，不容易被其他同業察知，因此，麵粉

廠會有甚大的誘因，違反協議秘密降價，故不利於聯合行為的成立。 

 

四、進入障礙高 

Simpson (1994) 認為市場進入障礙高之產業，廠商間若透過聯合行為所決議之壟斷價

格易於維持。反之，市場進入障礙低之產業，聯合行為所造成之高價格會吸引新生產者加

入，而使整體產出增加，導致價格下跌，卡特爾崩潰。麵粉業因投資金額不大，且生產過

程甚少使用專利，幾乎沒有任何進入障礙，理論上，只要價格因聯合行為有所上漲，獲利

有所增加，將會導致新廠進入市場，而使聯合行為無法進行。但是，由於個別廠商不可能

單獨採購進口小麥原料，需仰賴公會協調其他廠商合船採購，故新進者欲進入市場，勢需

取得現有廠商的同意，與之合船採購原料，此時，進入障礙自然形成，若非與現有廠商有

極深淵源之業者，根本不可能進入市場。 

 

五、產品同質性高 

參與聯合行為的事業如果生產成本及市場需求大致相同，且產品規格整齊劃一，非但

有助於價格及產量默契之達成，亦有利於聯合行為之監督管理，倘參與者為一己之私，秘

密進行增產，將很容易被組織偵測，而肇致其他參與者之增產報復。例如：Hay and Kell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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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出，在競爭者產品替代程度高、產品性質單純及較少產品創新之產業，因產品同質性

高，聯合行為將極易發生。實務上，麵粉業因產品同質性高，生產技術相同，且行銷管道

類似的特性（請參閱第二章之論述），因此，其發生聯合行為之機率自較其他產業為高。 

 

六、市場資訊流通 

事業若對於產業之需求結構或其他事業之成本及定價有所瞭解，將促使事業在協議

時，對價格及產出之訂定與分配取得共識，並有助於事業減產行為之監督，以防止參與業

者秘密增產，破壞協定。而麵粉廠透過公會進行聯合採購，勢需交換彼此產銷及價格資訊，

使產業經營環境更加透明化，並有助於麵粉廠之間聯合默契之培養。 

經由上開分析，其實不論就廠商家數、產業集中度、下游使用者數目或是市場進入障

礙而言，麵粉市場並不具備聯合行為的條件，限制市場競爭真正的癥結還是在於龐大的超

額產能以及聯合採購小麥的制度。就前者而言，隨著時間的經過，在未來的十年內，超額

產能勢必將逐漸折舊殆盡，且在小麥進口自由化的環境下，業者亦無需以大量投資的方式，

爭取小麥進口配額的必要，因此，超額產能對市場競爭的威脅，勢必會隨時間的經過而逐

漸減弱。 

至於就聯合採購而言，此一機制雖因有助於業者聯合默契之培養及市場情報的交換，

因而提昇了聯合行為的可能性，是現階段公平會處理麵粉市場最重要的課題，頗需繼續留

意（相信這也是小麥進口全面開放後至 1998 年的期間，業者仍然維持聯合行為的原因之

一）。但是，依據前述對於麵粉業進行聯合行為的要件分析，無論是就廠商家數、產業集中

程度、市場進入障礙與下游客戶數目而言，麵粉產業本身並不存在有利於卡特爾運作的特

性，因此，如何在妥善管理的前提下，繼續維持現行聯合採購制度，以達到穩定原料供應

及維持市場競爭等雙重目標，應該是公平會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五節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應為一個過渡性的措施 
 
國內麵粉廠規模過小，無法單獨進口小麥，是聯合採購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根據訪

談麥粉公會資料：就東亞主要的小麥進口國而言，日本係由政府統一進口小麥，供給各麵

粉工廠；韓國的麵粉廠規模，則均大到足以自行進口小麥加工，因此，聯合採購制度比較

是一個本土的問題。 

然而，國內麵粉廠規模過小的問題，或多或少與以往政府對於價格與小麥進口配額的

管制有關，在進口配額及高關稅的保護下，效率較低的麵粉廠可以持續存在，而效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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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廠又受到進口配額限制，產出無法增加，致形成工廠林立，但規模卻又不大的情形。但

是，隨著我國加入 WTO 後，未來麵粉或麵粉加工品的進口數量，似將大幅增加，麵粉廠所

面臨的競爭，將不再只侷限於國內的同業，因此，在麵粉市場國際化的情形下，麵粉廠生

存唯一的條件，將是經營績效的調昇與生產規模的擴大。準此，將未來影響麵粉業發展的

因素列述如次： 

一、公平會堅持推動小麥進口自由化，並嚴格處分麥粉公會對於小麥進口總量的管制，

將有助於效率高的麵粉廠取得小麥原料，且現行高達 20%的麵粉關稅，在我國加入 WTO 及

為履行對 APEC 的承諾 8，亦將逐年調低，但是，依據麥粉公會 (1999) ，國內多數的麵粉

廠僅有年產 4 萬至 5 萬噸麵粉的規模，非但遠低於澳大利亞 Manidra Group 的 67 萬噸，較

諸大陸有 80 多家麵粉廠年產量約 15 萬噸的規模亦有所不及。因此，未來麵粉廠生產規模，

勢將逐漸擴大，否則根本無法因應來自澳洲與大陸的競爭。 

二、麵粉產業於美援時期即已開始發展，早期麵粉廠雖多設於都市外圍地區，但是，

其後隨著都市化的進行，各主要都市的市區範圍逐漸擴大，因此，早期發展的麵粉廠目前

多位於都市的精華地段，且由於該等工廠設備陳舊，生產力甚低，未來國內房地產市場如

能自谷底回春，自然有利於舊廠退出市場，而使其土地轉向為獲利較高之商業經營，並有

助於麵粉業產業結構升級，使真正有志於麵粉經營的事業得以仿照黃豆加工業之做法，成

立超大型加工廠，以擴大經營規模，降低加工成本，屆時國內麵粉廠不需透過聯合的方式，

即有能力自行進口小麥，應是必然的趨勢。 

 

第六節 業者以跨組採購的方式取得小麥貨源對市場競爭較佳 

 
依前述發展趨勢觀之，現行的小麥聯合進口制度應該只是一個過渡階段的措施，而公

平會目前在過渡時期，為維護麵粉市場自由競爭與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一方面准許業者聯

合進口小麥，以因應產業需要，另方面，則針對聯合採購所可能引起的限制市場競爭行為，

加以規範，並對申請人（麵粉業者）加以若干限制、條件及負擔，其內容主要包括： 

一、申請人應將聯合採購的執行情形，包括每船次各進口人之登記採購量、實際採購量、

使用量、庫存量、裝船期及價格等，按季函知公平會。 

二、申請人不得利用例外許可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申請人之一自由決定其聯合採購

進口之數量，或禁止申請人之一自行採購進口，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加入本聯合採購。

聯合行為主體變動並應主動報經公平會核備。 

                                                         
8 依據麥粉公會 (1999) ，APEC 目前正大力推動提前各國貿易自由化時程，並提議於 2004 年
將各國食品類關稅降至 0%至 5%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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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人不得利用因許可而取得之市場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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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許可內容除已充分表達公平會促進小麥自由進口，打破進口配額限制外，亦針對

聯合採購所可能引起的市場競爭問題加以規範，單以制度設計而言，其對於促進市場開放

自由競爭，以及提升業者經營效率，應無問題。 

然而在 83 年至 88 年間，麵粉業者對於公平會許可內容並未確實遵行，各麵粉廠之小

麥進口配額僅是化明為暗，並未取消，私下仍舊照常運作，以致生產效率較高或產能較大

的廠有小麥原料不足問題，例如：83 年間統一公司因小麥進口配額無法符合實際需要，屢

有不平反映，並進而與國豐及福懋等另行合船採購小麥，其後，因麥粉公會同意將渠等自

行採購數量納入其配額中，各該公司乃又與各廠合併採購；88 年及 89 年間，相同問題導致

嘉新、豐盟、環球及嘉和另行合船採購，共採購六船。 

直至 89 年 6 月麥粉公會因涉及聯合行為被公平會處分，並廢止其聯合許可後，業者再

依公平交易法規定，重新申請聯合許可，經公平會於同年 10 月核給許可，許可內容包括「申

請人不得從事如進口總量管制暨定數分配制等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申請人之一自由決定

其聯合採購進口之數量，或禁止申請人等之一自行採購進口，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組別

小麥進口事業加入聯合採購。」之後，各麵粉廠才又合船共同採購。即便如此，麵粉廠間

仍會各為小麥原料採購多寡與船期安排，時有意見相左，效率較高的麵粉廠自較傾向於自

行分組採購，不願透過公會，集體合船進口，因此，自公平會 89 年的處分案後，麵粉市場

已出現較為明顯之競爭機制。 

因此，基於市場競爭的論點，分組採購 9應較麥粉公會統一採購為佳。故未來公平會對

業者以分組採購的方式取得小麥應樂觀其成，期使麥業者能不透過公會，並依其工廠所在

的位置，相互整合，分組進口小麥，例如：南部地區業者可利用高雄港自成一組採購小組，

而中、北部業者則利用台中港進口，且個別麵粉廠可相互跨組採購，使市場上形成多組小

麥採購組合相互競爭，將有助於維護麵粉市場的正常競爭。 

 

 

 

 

 

                                                         
9   此處所所稱的分組採購並允許業者跨組採購，其實可以想像成是數個麵粉廠聯合組成一個貿
易商，再將小麥進口品出售給其他麵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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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合船採購、聯合進口」法律面探討 

 

第一節  德國、日本之比較研究 
 

公平法第十四條本文原則禁止聯合行為，但是立法者「參考西德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第一條至第八條、日本獨占禁止法第二十四條之三、之四規定、韓國限制獨占法第十二條

規定」，於本條但書第五款規定：「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

者」，若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並經公平會許可，可以為之，此即所謂「聯合進口

（Importkartelle）」。以下分別探討德國及日本之相關法制。 

 

一、德國舊限制競爭防止法 

(一)相關規定之內容 

  德國 1999 年以前的舊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七條規定 10： 

（1）本法第一條性質之契約或決議，若僅針對自國外進口至本法適用領域，而且德國

購買人所面臨的外國供給者之間並沒有競爭或沒有重大的競爭，得向卡特爾官署

申請許可。 

（2）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句及第三項準用之。 

當時該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句之規定為：申請應檢附由受影響之本國製造商及購

買者出具的意見；該法第六條第三項則規定： 

契約或決議本身或其執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卡特爾官署不得許可： 

1.違反德國在國際協定中就商品或服務交易所承認之原則，或 

2.可能導致本法適用領域內的競爭受到重大限制，並且維持競爭之利益較為重要。 

(二)以對抗獨占或聯合的外國供應商為目的 

依據德國立法者的構想，本法舊第七條規定聯合進口是為了對抗外國供應商所形成的

獨占或卡特爾，因此是防衛性卡特爾（Abwehrkartelle），以對抗外國（垂直）供應商為限，

                                                         
10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歷年來關於「合理化卡特爾」之豁免規定中有一種「狹義的合理化卡特

爾」，即有助於重大提升卡特爾成員技術、經營或組織效能並滿足市場需要的合理化卡特爾。
此種「狹義的合理化卡特爾」又分為單純及進階二類，後者是指以約定價格或共同設立採購
或經營機構（又稱辛地卡）為手段實現合理化卡特爾，由於對競爭之限制更為直接，所以在
許可的要件上要比單純的狹義合理化卡特爾較嚴格（例如必須不能以其他方法達成時，才能
許可，見現行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五條第二項）。但是此處的共同採購辛地卡必須具備狹
義合理化卡特爾之要件，亦即重大提升卡特爾成員之技術、經營或組織效能，而這與本文下
述之進口卡特爾之要件不同，為避免混淆，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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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可用於抗衡外國的水平競爭對手 11。本條規定的另一項考量是，本法之效力難及於外國

的供應商，因此不如由國內事業自行以聯合輸入形成抗衡力量來得有效 12。在解釋上，此種

聯合行為必須是有助於防衛目的之達成，而且是防衛所必要的，才能豁免 13。 

（三）申請許可之要件 

1.不得直接影響國內市場 

聯合進口之目的是為了抵銷外國供應商的力量，而不得藉此限制系爭產品在國內次級

市場的競爭，因此本條第一項規定，聯合進口只能針對自國外進口到德國的輸入行為。但

是因為聯合進口必定多少會對國內市場有影響，所以所謂不得「影響」國內市場，通說認

為限於「直接影響」。德國聯邦卡特爾局亦曾明確表示： 

(1)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進口約定僅針對進口至本法適用領域」應作如

下解釋：該進口約定不得針對國內市場，惟若進口對國內產生間接作用，原則上並不妨礙(本

局)同意此項進口約定。 

(2)聯合進口對國內商品價格之反作用(或溯及影響)並不是(本局)判斷第七條第一項契

約所考慮的因素，而是依據第七條第二項準用第六條第三項考慮的因素。 

(3)“得”許可(之規定)並未允許卡特爾官署裁量判斷。卡特爾官署只有在契約違反自本

法規定可得知之目的時，才能駁回其許可申請 14。 

2.必須確保及促進進口 

本法在立法審議階段並未將進、出口卡特爾分別規範，而是將之統一在「外貿卡特爾」

（Außenhandelkartelle）之下，並且要求此種卡特爾「確保及促進」對外貿易。但是在正式

立法時，則是將進、出口卡特爾分開規範在第六、七條，而前述「確保及促進」的要件只

被納入第六條出口卡特爾，卻未被放到第七條進口卡特爾。德國通說均認為這是立法時的

疏忽，在解釋上第七條之進口卡特爾仍然必須確保及促進進口，才能被許可，若是限制進

口的進口卡特爾，則不得被許可 15。 

3.必須外國供給者之間並沒有競爭或沒有重大的競爭 

此項要件曾被國內文獻誤解為「德國之購買者對於供給者並無競爭或僅有不重要之競

爭關係」16，其實不然，實際是指外國供給者之間或是因為在進口市場是所謂支配市場企業、

或是因為彼此協議而排除競爭或重大限制競爭而在進口市場沒有競爭或沒有重大的競爭

                                                         
11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 1. 
12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 39. 
13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 40. 
14 Leitsäze des Beschlusses des BkartA vom 2. Februar 1962 (“Grubenholz”), WuW 5/1962, 377. 
15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 28-30. 
16 見公平會編印，各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82 年，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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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此情形下，德國買受人面對外國供應商所形成的獨占或卡特爾容易處於劣勢，因此才

需要以聯合進口與其抗衡。 

(四)駁回申請之事由 

違反德國在國際協定中之義務原則 

直接使德國政府負有遵守義務的國際協定（例如德國與美國友好、貿易及通商條約及

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原則，自然高於事業聯合進口的利益，因此後者不得有所違反，若有

違反，則應該駁回事業就此所提出之申請。依據德國通說，國際協定中僅宣示性質的原則

固然不足以用來駁回事業聯合進口的申請，但是國際協定中若是基於締約國原則上均會加

以遵守的期待所作的建議（例如依據磋商必須或應採取具體措施），則仍是可據以駁回聯

合進口的申請。此外，系爭國際協定還必須包括個別事業可能違反的“針對事業限制競爭

或限制業務措施的特別規定”，若只是使締約國在經濟及貿易政策上負有一般義務，並不

能作為駁回事業聯合進口申請的基礎 18。 

國內相關市場競爭足以受到重大限制，並且維持競爭之利益較為重要國內相關市場不

僅是指本國進口商相對於外國買受人的部份市場，而是所有供應商相對於其國內買受人（包

括次級市場買受人）的全部國內市場 19。其次，所謂“限制競爭”並不是依據本法第一條加

以理解，而是指對市場情況有負面影響，而且並不要求確實發生限制競爭，只要足以限制

競爭即可。若認定進口卡特爾足以重大限制競爭，則應該進一步作利益權衡，也就是將維

持市場競爭之利益與約束進口的好處比較，必須前者重於後者，才能駁回聯合進口的申請
20。 

在前文（三）關於申請許可之要件（不得直接影響國內市場）的討論中，曾提及聯合

進口對國內市場的間接影響或溯及影響並非審查許可申請時考慮之因素，否則本法第七條

第一項將根本沒有適用的餘地。無寧，對國內市場的間接影響及溯及影響，是在判斷聯合

進口是否足以重大限制國內相關市場競爭時，才加以考慮的因素 21。 

（五）實際案例 

在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的實務上總共只有六件聯合進口申請案，其中三件申請撤回，

一件轉交其他官署，只有二件聯合進口得到聯邦卡特爾局的許可，其中一件涉及礦坑用木

(“Grubenholz”)，另一件涉及鉬砂，自 1969 年以後就再沒有聯合進口的案件 22。由於聯邦卡

                                                         
17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 36. 
18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6 Rdnr.120. 
19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43. 
20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44, 46. 
21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22. 
22 Rittner, Wettbewerbs-und Kartellrecht, 4. Aufl., 1993,89;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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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局只公布礦坑用木案之全文，而並未公布鉬砂案之全文 23，以下對礦坑用木案之介紹內

容將遠多於鉬砂案。 

1.礦坑用木案（1962 年 2 月 2 日議決） 

 (1)處分： 

a.授予 1960 年 11 月 11 日設立礦坑用木共同進口組織聯合進口許可至 1965 年 3

月 31日。 

b.前項許可附加下列負擔： 

(a)依據共同進口契約第二條第二項作成之決議應立即提供聯邦卡特爾局。 

(b)依據共同進口契約第二條計算最低進口額時，應將會計年度結束時卡特爾成

員現有或已確定購買之數量（最初存量）算入德國林業預計砍伐的礦坑用木數量。 

 (2)理由： 

a.西德林業之產出無法滿足煤礦業對礦坑用木之需求，煤礦業為避免煤炭供應中斷，

需要向透過本國獨立進口商向北歐國家及俄國購買其礦坑用木 1/3 用量。以往在礦業團體

及礦坑用木進口業之間有密切聯繫，每年都制定進口準則，由共同進口委員會計算必要的

進口量以及採購價格的限制，因為其在外國市場所面對的是集中的銷售組織，所以若不聯

合，與從事共同採購的其他歐洲國家買受人相比將處劣勢。但是此項制度因為有違反卡特

爾法的顧慮而被放棄。1960 年 11月 11 日 41家進口礦坑用木進口商共同組成“礦坑用木共

同進口組織”，以防止個別進口商因為進口量小而被外國強勢供應商要求不利的價格。該

組織所簽訂的卡特爾契約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條： 

共同進口組織的宗旨是設定礦坑用木進口之最高價格、採購時間以及最低數量。每年

最低進口數量之總額不得超過依據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內伐木計畫尚不能滿足的部份（第一

項）。共同進口組織成員應遵守本組織之決議，但關於進口數量之決議只有在成員已獲得其

買受人採購承諾時，才有遵守的義務（第二項）。 

b.礦坑用木主要從芬蘭、瑞典、俄國進口，少量則來自奧地利。德國進口商在國外市

場是個別與歐洲其他產煤國家（例如英國、法國、比利時及荷蘭）的集中採購組織競爭。

德國礦業並不自行進口礦坑用木，而是經由進口商採購。          

c.申請人表示：此項卡特爾契約協議限於提供西北德礦區所需的礦坑用木（占全德礦

業需要量 85%左右），而對後者而言，為順利開採煤礦，必須隨時確保礦坑用木供應無虞，

並且價格最有利，否則其獲利率將無法與其它燃料或能源供應商相比。 

d.德國林業協會經聯邦卡特爾局邀請表示意見如下：國內市場無法滿足礦坑用木的需要

量，面對外國市場情況，德國進口商有必要聯合。但是考慮德國林業的整體情況，系爭卡

                                                         
23 依據德國聯邦卡特爾局 Christof Vollmer 2003 年 8 月 11 日致劉孔中之電子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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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契約引人疑慮‥因此原則上反對許可系爭卡特爾契約，並建議如果授予許可，應以二

年為期限，並限制進口數量。 

e.本項申請因為具備本法第七條之要件，所以應授予許可。依據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應許

可的進口卡特爾必須是：僅針對到德國之進口，而沒有就國內市場有所約定，以及德國買

受人在各外國市場所面臨的供應商之間並沒有競爭或沒有重大競爭。系爭卡特爾成員在個

別礦坑用木出口國所面臨的正是此種市場情況： 

(a)芬蘭：由包括大出口商之代表參與的中央組織控制最低價格。因此卡特爾成員無法

與個別供應商自由商議價格。 

(b)瑞典：由兩個合作社支配市場，二者之間並沒有真正競爭。縱使二者之間有競爭，

但是市場又因為林業與供應商已共同組成二家銷售組織而受到局限。 

(c)俄國完全是由國營的出口組織負責出口。在其他東歐集團國家亦是如此。 

(d)奧地利僅供應三個礦區少量的礦坑用木，而且其出口價格受到聯邦林業協會之審查

與影響。 

f.進口因為原則上是用於在國內交易，所以對於國內市場有間接作用，故本法第七條所

謂僅針對到德國之進口應解釋為，卡特爾契約本身不得涉及國內市場，而進口之間接作用

並不妨礙對其授予許可，否則本條規定將會落空。進口之間接作用應依據第七條第二項連

同第六條第三項判斷之。系爭卡特爾契約因為以德國林業伐木計畫下之礦坑用木數量為基

礎，僅進口不足之數量，所以並未直接針對國內市場。 

g.德國林業協會擔心本項卡特爾契約設定最低採購數量（並未限制最高數量），很容易

會影響國內礦坑用木的交易。但是依據本項契約之目的、實際處理方式以及國內市場的情

況，此項憂慮誠屬多餘。因為設定最低採購數量是與聯邦農林糧食部在年度開始前所公告

之伐木計畫聯結，而該計畫提供進口業及礦業預估明年礦坑用木產量的資訊。一方面，此

項數字並不是一直都能夠維持，另一方面，風雪等天然事件偶爾也會提高木材產量。假設

此部份多增加 10 %產量，但是實際產出之礦坑用木的交易並不會受到設定最低採購數量的

影響，因為在前述三個礦區之外，還有其他礦業、鉀礦開採業及鹽開採業、紙漿業等其他

使用團體可以吸收多出的木材。設定最低採購數量只是用來確保煤礦業即使遇到使用量增

加時仍然能取得必要的礦坑用木。 

在判斷卡特爾契約對國內市場之作用時，亦應考慮所有礦廠均必須有充足的長木庫

存，因為礦坑的長度不同，所需用木必須在礦場切割，而且此等長木不易搬動，所以無法

自國外進口，原則上只能在國內市場購得。又外國木材因為必須負擔高額的運輸費用，原

則上比國內木材昂貴，而每家礦場均必須注意其礦坑用木的成本不得高於其競爭對手。 

卡特爾成員進口部分國內所需礦坑用木之義務，因為會增加國內的供給，所以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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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響國內市場，必然會限制國內木材的需求。但是在依據本法第七條第一項判斷是否許

可系爭卡特爾契約時，並不考慮間接的後續作用（Folgewirkung）或反作用（Rückwirkung）。

而此種作用並不會導致駁回系爭卡特爾契約的許可申請，因為其設定最低數額的方式並不

影響國內木材之銷售，所以並未重大限制國內市場。 

h.設定最高價格及採購時間（經由長期觀察各外國市場，得知在外國市場購買最為有利

的時間並將之告知成員），亦只在於強化其成員在國外市場的競爭機會，並無意藉此影響國

內價格水準，亦無法超出整體木材市場在國際關聯下現有影響價格之程度，因為外國市場

之價格並非在隔離情況下決定，而是取決於供給與需求；更何況，德國買受人在個別外國

市場之採購量占其總出口的小部份，無法對價格的形成有決定性影響。國內、外市場價格

之相互依賴性並不排除外國市場價值會對個別礦坑用木供應商之國內價格產生反作用，但

這並不妨礙依據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授予許可，因為系爭契約本身僅就外國市場有所約定，

並未就其成員在德國之行為有任何協議。 

德國林業協會擔心進口卡特爾排除現有在外國市場的不平等地位之後，會對林業形成

不利的統一價格，扭曲德國市場。但是此種憂慮過於一般性與理論性，而判斷是否授予許

可必須依據可確認的事實。事實上，公有林業在德國境內具有領導價格的地位，私有林業

與地方林業均遵循公有林業的價格決定。 

i.就系爭進口卡特爾提出之申請應授予許可。本法第七條規定在具備法定要件時“得”

授予許可。然而依據德國最高法院判決得出的一般解釋原則，此“得”字是授權卡特爾官

署得不受本法第一條規定禁令（禁止卡特爾）的限制而授予許可，但並不是授權其在決定

是否授予許可時可以作裁量判斷。卡特爾官署只有在卡特爾契約違反自本法規定可得知之

目的時，才能駁回其許可申請。 

德國林業協會憂慮礦業及申請人若有大量礦坑用木存貨，將對國內供應商產生不利的

壓力。早些年在計算最低進口數額時，均會將當年度國內礦業現有或尚在運送中或伐木廠

的礦坑用木一併算入國內生產總數。系爭卡特爾契約對此並無約定，應以負擔形式附加其

中，以防止其對國內市場產生重大作用。 

德國林業協會要求能派代表參與系爭卡特爾之會議。但是以此種方式在木材進口業與

林業間建立聯繫，反而可能會使得系爭契約喪失可被許可之資格，遑論本法第十一條附加

負擔之規定對此並無相關的實質規定。 

j.本局課予系爭卡特爾契約另外一項負擔是，依據系爭卡特爾契約第二條第二項作成之

決議應立即提供本局。若不課予申請人此項負擔，本局無法履行濫用監督之法定義務，亦

無法及時預防本國市場可能因此受到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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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鉬砂案 24 

聯邦卡特爾局依據本法第七條對德國濃縮鉬砂加工廠組成的進口卡特爾授予許可。系

爭卡特爾成員將本契約標的物加工為主要是用於生產高級鉬鋼的鐵合金磁鉬

(Ferromolybdän)。系爭契約並未包括加工後的成品。德國買受人在鉬砂國際市場所面臨的供

應商之間並沒有競爭或並沒有重要競爭。濃縮鉬砂全部來自外國，主要是美國，占 85%，

而且是由一家公司控制幾乎全部的供應。其他美國供應商在德國濃縮鉬砂的進口上無足輕

重。系爭卡特爾契約僅針對到德國之進口。卡特爾契約成員依此契約共同在國外採購，並

且在國內共同倉儲。個別成員就各批貨支付之不同價格會定期加以平均。 

聯邦卡特爾局認為平均進貨價格並不是在約束國內的產品交易，而是執行共同進口的

結果。此種共同行為需要在成員間公平分擔費用及義務。定期將不同進貨合計，只是簡化

業務的一種手段，並不影響市場。若沒有將價格平均，則成員會拒絕接受價格比其他成員

貴的供貨。如此將使成員之受益程度不一，牴觸系爭卡特爾之目的。為共同負擔大量倉儲

費用，單一的計算方式是合理的選擇。 

整體而言，共同費用的分派對德國市場的影響並未超過原本的進口約束。系爭卡特爾

成員之買受人並非向其購本契約之產品，而是其加工後的成品：磁鉬，而卡特爾成員與外

國製造商之間就磁鉬有相當的價格競爭。 

（六）最後因欠缺經濟上的正當性而被刪除 

本條規定的目的是在於建立可對抗外國卡特爾或獨占的抗衡力量，希望德國的買受人

可藉由此種抗衡力量獲得較有利的價格或交易條件。但是聯合進口所得到的價格效益只有

在卡特爾成員將之再轉導給下一級交易市場時，才會對整體經濟有利，否則只是獨善卡特

爾成員。然而聯合進口的此項成果只有在國內市場是買方市場（Käufermarkt）時才可能實

現。反之，若是國內供應有限的賣方市場（Verkäufermarkt），則聯合進口固然可以減少德

國外匯的支出，協助德國外匯收支平衡（這亦是立法當時的一項考量），但是除此之外，

只是將原本由外國出賣人享有的獨占租（Monopolrente）移轉到在下一級國內市場扮演出賣

人的國內買受人，此種情形尤其在德國對系爭產品的進口依存度很高的時候容易發生 25。本

條規定自制定以來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又牴觸世界貿易組織自由化的命題，因此在 1999

年修法時被刪除。 

 

二、日本進出口交易法 26 

                                                         
24 見 BT Drucksache IV/1220, 39-40. 
25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7 Rdnr. 5. 
26 感謝中原大學財法系黃銘傑教授以及公平會顏廷棟專員提供相關資料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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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獨占禁止法曾仿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之例亦允許合理化卡特爾（第

二十四條之四），亦即允許事業為提高技術、改善品質、減低成本、增進效率等合理化需要

而共同採購 27，但是此條規定在實務上的意義不大，總共只有 15 個左右合理化卡特爾被許

可，而且自 1982 年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沒有再許可過此類卡特爾，因此已在 1999 年

被刪除。除此之外，日本獨占禁止法本身並沒有例外許可進出口卡特爾的規定，而是在其

「進出口交易法」（Export and Import Transaction Law）授權日本通產省（而不是公平交易委

員會）得許可符合要件之進、出口協議不受獨占禁止法之限制。依據該法 1997 年以前第七

條之一，進口協議必須符合下列三項要件之一方能被豁免： 

1.出口國之出口競爭受到實質限制，或日本的進口競爭極為激烈。 

2.出於執行日本政府與外國政府間貿易協定之目的。詳言之，日本政府負有向後者進口

一定數量商品之義務，但該商品在該國之價格高於第三國，此時日本進口商可聯合進口以

增強談判地位。 

3.為促進利用海外資源所必要。例如，日本向澳洲進口大量燃煤，而燃煤的開採及利用

需要龐大投資，因此若無法確保日本會向其購買燃煤，澳洲燃煤業者不會作此投資。此時

日本燃煤個別用戶（主要是發電廠及鋼鐵廠）將各自小量的燃煤進口量集中成為大宗採購，

就可以說是有助於利用海外資源 28。 

此條規定被使用的情形不多，在實務上的意義不大，已於 1997 年 7 月基於解除管制的

理由被刪除，連帶地其他輸出聯合、輸出組合、輸入組合，也一併大幅改革。現行輸出入

交易法第五章僅保有「輸入組合」的規定：輸入組合具有法人資格（第十九條之二）。輸入

組合分兩大類：由組合成員出資形成的「出資輸入組合」以及組合成員並未出資的「非出

資輸入組合」。出資輸入組合的業務內容如下： 

1.為維持及開拓與輸入有關之國外市場而為相關輸入事項之調查或斡旋等， 

2.輸入商品價格、品質及其他事項之改善， 

3.輸入相關申訴及糾紛之處理， 

4.前 3 項之附帶事業， 

5.維持增進輸入組合成員共同利益之設施。 

但非出資輸入組合之業務限於前述 1-4 項，而不包括第 5 項（第十九條之四）。 

 

第二節 公平法應滿足中小企業聯合採購的需要 

 

                                                         
27 見 Iyori/Uesugi/Heath, Das japanische Kartellrecht, 1994, 127-128. 
28 Mastsushit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petition Law in Japan, 1993, 18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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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國法制之比較研究 

德國一向承認中小企業聯合採購的效用與必要性，聯邦卡特爾局對於中小企業之間的

聯合採購（gemeinsamer Einkauf, Einkaufsgemeinschaft）一直採取支持的態度而加以容忍，

因為如果沒有此種合作所形成的廣大效能，中小企業無法與大企業競爭。此項見解並且得

到聯邦政府的支持。一直到 1987 年 Selex-Tania 一案柏林高等法院才指出大量的採購合作必

須被評價為違反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一條，因為此種共同採購事實上導致買受人決定最高價

格，供應商無法再與卡特爾個別成員協商改變交易條件。至此，德國政府才開始起草條文

將此種共同採購豁免於卡特爾禁令。在立法過程中，對於被豁免的聯合採購原本希望維持

某種管制，所以要求其申報，並為卡特爾官署保留提出異議的權利，但是後來被簡化為單

純的報備制，最後更是完全放棄要求申報，以節省中小企業為遵守官方作業而必須支出的

費用 29，只由卡特爾官署依據本法第十二條對其進行事後濫用監督。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在

1990 年第五次修法時正式加入第五條之三： 

【沒有購買強制的契約或決議】 

以聯合採購商品或服務為標的而且未強制參與事業購買之契約或決議，有助於改善中

小企業競爭力且未因此重大限制市場競爭者，不受第一條之限制。 

（一）1990 年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五條之三解析 

本條規定具有保護中產階級政策的性質，用以平衡中小企業對大企業的結構失衡（食

品市場集中在大企業尤其明顯）。此外，本條規定也有競爭政策上的考量，也就是確保有效

競爭的前題要件存在。以下探討本條之要件。 

1.改善中小企業競爭力 

相對於本法第五條之二許可要件「促進效能」（Förderung der Leistungsfähigkeit）是指企

業營運的合理化、改善成本與營收之間的關係以及增加效率，本條所稱「改善中小企業競

爭力」僅要求，參與事業能單純因為採購量的集中以及因此就能得到的有利條件而提升其

競爭力。本條目的在於使得不能滿足本法第五條之二許可要件的聯合採購能經由第五條之

三取得法律效力 30。第五條之三是以改善中小企業競爭力為要件，並未限制大企業不得參與

此種共同採購，因此只要其參與能改善中小企業競爭力，並且未因此重大限制市場競爭，

就應該允許其參與。 

2.沒有購買強制 

德國聯邦卡特爾局一向認為購買強制（Bezugszwang）有限制競爭的作用，因此在本法

引進本條規定之前，就不允許聯合採購限制其成員法律上或經濟上的自由。第五條之三亦

                                                         
29 Immenga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5C Rdnr. 6-8. 
30 Immenga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5C Rdnr.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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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購買強制。購買強制在認定上要比第一條所謂「限制競爭」嚴格。聯合採購必然帶有

第一條所謂的限制競爭的作用，因為對內統一需求而影響到其成員在競爭上的行動自由，

對外則提升成員對供應商的集體力量。相形之下，第五條之三所禁止之購買強制則是使得

其成員不得迴避採購共同體而接受其他供應商的直接供應。 

在認定購買強制時並不只是取決於是否有直接的契約義務，亦必須考慮間接的強制，

不過單純只是因為成員資格而產生的經濟上吸力作用（Sogwirkung）並不列入考慮，必須是

超出此種吸力作用而達到相當強度者，才是購買強制，例如成員必須依據同等於法律義務

的條件決定其供應商 31。 

3.不得重大限制競爭 

聯合採購之目的僅在於抵銷競爭對手的規模優勢，建立有效競爭所需要的條件，因此

不允許聯合採購重大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破壞平衡的市場結構。至於系爭聯合採購是否

會重大限制競爭，本條立法理由曾提到以參與聯合採購之事業的市場總占有率是否達

10-15%，作為粗略的指標，但是也強調必須在個案整體判斷各種質與量的指標。學說上亦

認為市場總占有率超過 10-15%的共同採購很難得到許可 32。 

（二）1999 年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解析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在 1999 年進行第六次修正，其中將前述第五條之三只作了澄清性

質的文字修正並改列為第四條第二項： 

以聯合採購商品或服務為標的而且對參與購買事業僅在個案上構成購買強制之契約或

決議，符合前項第一款（“未重大限制市場競爭”）及第二款（“改善中小企業競爭力”）

者，不受第一條之限制。 

詳言之，原本第五條之三所禁止的「購買強制」不應被理解為聯合採購事業間絕對不

可以有購買強制，而是禁止在此聯合採購個案外有一般性的購買強制，以致聯合採購之成

員在未來的個案上無法自由選擇其採購來源。因此本次修法時特別澄清，僅在個案上構成

購買強制之聯合採購契約或決議，有可能被許可 33。此外，前述第五條之三對於中小企業聯

合採購沒有任何的形式控制程序（例如要求申報），因而造成各界完全無從知悉到底有多少

中小企業從事本條豁免的聯合採購，亦無從判斷系爭聯合採購是否構成一般性的購買強

制。為了排除此種不透明的情況，此次修正時在第九條第四項規定，參與聯合採購之中小

企業應立即向卡特爾官署申報其契約或決議，並每二年將其變動之處向卡特爾官署申報。

此項申報義務並不是聯合採購的生效要件，換言之，聯合採購契約或決議不會因為未申報

                                                         
31 Immenga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5C Rdnr. 41-46. 
32 Immenga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2. Aufl., 1992), § 5C Rdnr. 67-68. 
33 Immenga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3. Aufl., 2001) , § 4 Rdnr.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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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效。但是，不申報、不正確申報或不即時申報會引起被課處行政罰鍰之後果（本法第

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四款）34。 

 

二、我國公平法之檢討 

雖然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七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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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並經公平會許可者，可以為之；而且公平會在

民國 83 年 11 月 2 日就已通過「例外許可中小企業聯合定價行為審查原則」。但是截至目前

為止只有一件中小企業申請許可並取得可的案例，顯示本款規定成效不彰 35。究其原因是遵

守本款規定會造成中小企業負擔與成本，因此中小企業乾脆選擇不理會公平法及公平會。

本研究參酌學說及歐盟與德國法制的相關規定 36，建議未來公平法應降低對中小企業聯合行

為的管制密度，改採申報制，以鼓勵中小企業合作，並滿足中小企業聯合採購的需要。不

申報並不會立即帶來任何行政處分，而是在系爭行為事後被公平會認定為應加以禁止之聯

合行為時，才被公平會作為裁處罰鍰額度之一種情狀。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是在公平法增加

下列內容的條文(位置可在現行第十四條之後)： 

中小企業為增進經營效率或加強競爭能力所為之聯合行為(例如聯合採購商品或服

務)，未對市場競爭造成重大限制者，不受前條之限制。但必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 37。 

 

 

 

 

 

 

 

 

                                                         
34 Immenga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3. Aufl., 2001) , § 4 Rdnr.2. 
35 當然有另一種可能的詮釋，也就是我國中小企業之間的聯合行為除了本文所指出曾獲得例外

許可之一件案例外，均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因此不構成
公平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聯合行為」，所以也就不用向公平會申請例外許可。但是這樣的推
論似乎缺乏有力的證據。而且若果真如此，公平會根本也不必多此一舉頒布「例外許可中小
企業聯合定價行為審查原則」，而是應該以修法方式在公平法中將中小企業之聯合行為一律
排除不適用公平法第十四條，以免擾民(中小企業)累官(公平會)。 

36 劉孔中，前揭書，頁 156。 
37 為避免此種規定仍然對中小企業造成負擔，公平會在未來實務上應只要求中小企業將聯合行

為契約之電子檔副知(cc)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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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小麥聯合進口之 

審理與管制方式 
 

第一節 聯合採購需以妥善的管理為前提 

 
依現階段國內麵粉市場的結構觀之，國內麵粉廠家數甚多，且經營規模有限，個別麵

粉廠不可能單獨進口小麥，公平會恐需繼續准許業者合船採購。當然，公平會可體察各國

揚棄進口卡特爾的潮流趨勢，採取強硬措施，不准業者合船採購，此時，小麥原料的價格

高漲或極度匱乏，基於市場機制的運作結果，長期內國內必然會出現國際穀物供應業者的

大型代理商，使得小麥進口的貿易與加工得以良性分割，國內麵粉業者亦可依據實際需要

取得加工原料；且國內更有可能產生超大型的麵粉廠，提高國內麵粉業競爭力。但是，在

如此劇烈的調整過程，麵粉因屬重要民生物資，牽涉糧食安全與下游食品加工需求，其供

需如有失調，勢必造成輿論及社會對政府的反感，其所可能產生的調整成本，涉及各式產

業、政治以及社會層面，雖然，難以簡單的經濟模型估算，但是，想必會對國計民生造成

重大影響。因此，依現階段，公平會恐仍需繼續允許業者合船採購小麥，並透過一段以分

組採購為主流的過渡時期，使國內麵粉業回歸正常經營的軌道，但，此一措施是否又將導

致業者透過此一採購機制的運作，再次形成聯合行為，則應是目前公平會關切的重點。 

純以產業經濟學的角度觀之，如欲達成「不影響市場競爭的前提下，准許業者合船採

購」，所需採行的配套措施甚為明顯，就是撤除對麵粉產業的保護，引入國外競爭力量，將

現行麵粉關稅由 20%降至 10%甚或 5%，並同時全面取消各類小麥進口關稅，此一措施非但

可保證國內麵粉市場充分競爭，更可加速麵粉產業結構升級，讓生產效率較低的工廠退出

市場，將市場空間轉讓給效率較高的業者，使有志於從事麵粉經營的業者，得以成立超大

型加工廠，以擴大經營規模，降低加工成本。但是，降低麵粉關稅涉及國內整體農業政策

及政府對外貿易承諾，短期內勢必無法實現，因此，公平會恐僅能單就競爭政策之角度思

索對聯合採購制度的管理之道。 

另由第三章及第四章分析，公平會現行對小麥進口所做的各項附加條件或限制負擔，

其實是無懈可擊的，真正的問題還是麵粉廠基於超額產能的壓力，不遵守政府規範，利用

聯合採購，進行價格聯合行為。因此，如何增加對麵粉市場產銷及價格資訊的掌握，以強

化執法能力，減少業者利用聯合採購壟斷市場的可能，應是現階段公平會的執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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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調查為推定聯合行為的利器 

 
公平法在國內已實施多年，麵粉廠早已了解公平法的意義與內涵，並不會利用明顯的

違法行為 38 牴觸相關規定，更何況業者可利用聯合採購，作為管制總量或分配市場的合法

屏障，以掩護其非法的價格聯合。因此，未來麵粉業果真發生聯合壟斷市場的行為，相信

將會是藉諸於口頭協議，甚至是不存在任何口頭聯絡之默契性「一致行為」(concerted 

practice)，以證據法則而言，應為合理之懷疑。而揆諸歐美先進國家之反托拉斯法執法經驗，

是類聯合行為最大的困擾應係所謂的蒐證不易問題，事實上，自 1940 年代美國三大煙草公

司聯合漲價壟斷案以來，一致行為的蒐證問題，即已嚴重困擾反托拉斯法執法當局。嗣後，

經多年執法經驗及案例之累積，各該國已逐步發展出對於一致行為之處理方針，例如：歐

洲法院於 1972 及 1975 年分別針對ＩＣＩ案及歐洲糖業案指出：「一致行為係事業間為迴避

彼此競爭，對於價格及產出間之一種協調模式，雖未及於任何口頭或書面之協議，但事業

間已有意地建立默契上之合作關係，以避免競爭所帶來之經營風險。」而在產業經濟學上，

就是所謂的 Tacit Collusion。 

一致行為因妨礙競爭機制，故有競爭法上之非難性。惟因不存在直接證據，故分析一

致行為成立之要件要有二： 

主觀要件：需有事業為達成一致行為合意，所採取之具體行為存在。依何之邁公平交

易法專論：「徒具有相同之行為外表，尚不足確定其為一致行為，必也另具目的要素，即企

業有參加集體行為之合意存在。這種心理要素必須明確的表現出來，或為當事人事前的接

觸，或為情報之交換..」 

客觀要件：一致行為尚需事業表現非競爭行為，諸如：實行相同之限制價格、製造生

產專業化、遵循經銷網路地理區域之劃分等。同時，需證明該行為確導致市場競爭減損，

不利資源配置之結果，故需蒐集產業長期性之產銷時間數列資料，及內部各事業經營之橫

斷面資料，以最大概似法 (MLE) 或 GLS 等計量模型，分析比較該產業實際上之價格訂定

與產出供給，究係獨寡占廠商在正常競爭狀況下，所決定之正常數值 (Cournot-Nash 

equilibrium) 抑或係獨寡占廠商在一致之聯合行為下，所決定之獨占數值，倘係後者，則可

推斷一致行為之存在。(例如：大型營造商圍標美國紐約道路工程案及英國鹽業及 ICI 聯合

案) 

 

 

 

                                                         
38 例如：公開的集會或書面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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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加強市場調查與資料判讀以確保麵粉市場競爭 

 
既然麵粉廠有可能利用聯合採購，以默契性的一致行為，壟斷市場，因此，公平會平

時最重要的工作，即在廣泛蒐集麵粉產業資料，全盤掌握市場價格資訊，及各廠平均成本、

邊際成本、固定成本、國際行情、運輸倉儲費用及人工費用等重要產銷資料，以便萬一個

案成立所需要的時間數列及橫斷面資料研究，而這種長期產業資料正是審理一致行為，作

為合意推定的間接證據。以下謹將相關建議列述如次： 

 
一、加強掌握產業資訊 

審理一致行為需仰賴大量時間數列及橫斷面之市場資訊，例如：經濟學者 Ray Rees 於

分析英國鹽業 (BS) 及 ICI 聯合案，曾利用英國獨占及結合委員會（Monopolies and Merger 

Commission）蒐集二公司於 1980 至 1984 年間之平均變動成本、邊際成本及固定成本資料，

以推斷 BS 及 ICI 是否存有一致行為；歐市執委會於起訴美、加、芬蘭及瑞典等四十三家紙

漿業者涉及一致行為時，亦引用 1975 年至 1981 年國際紙漿市場行情及各家報價資料，以

證明參與業者一致之合意行為。因此，在無法取得書面協議的情況下，為因應小麥聯合採

購所可能引起之一致行為，首要之務，即在於承辦單位能全盤掌握市場資訊，並充分瞭解

各麵粉廠之價格成本資料，以取得各項行為及目的要件。準此，為預謀因為聯合採購所可

能引申之聯合問題，建議公平會長期蒐集麵粉市場的產銷及價格資料，俾在審理一致行為

時，作為推定合意的間接證據。 

 
二、妥適解讀市場調查資料 

公平會辦理麵粉相關案所需之市場資料，依其性質可粗分為整體產業資料及個別廠商

資料；整體產業資料主要來自行政院主計處與經濟部統計處發布的整體麵粉業價格、產量、

銷售及庫存資料，至於個體資料，則需由同仁針對個別麵粉廠的產銷、價格、成本、進出

口或其他營業資料進行調查。就公平會處理麵粉案之實際需求而言，二者如剪之雙刃，缺

一不可，例如：計算某特定麵粉廠市場占有率時，分母包括整體產業產值及對外貿易情形，

分子則即為個別廠商之產值。基於下列二項原因，整體資料之準確性及可信賴度均較個別

事業資料高出甚多：(一)整體產業資料係對所有經濟或產業之參與事業進行調查，抽樣對象

極為廣泛，樣本或有高估，或有低估，基於大數法則，高低偏誤可相互抵銷，準確度較高。

反之，個別事業資料因抽樣數目極微，甚至僅有一項樣本，其誤差自然較高。(二)整體產業

資料之調查及發布，基於統計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多採取整體經濟資料公開發布，個別事

業資料隱藏保密原則，俾於保護隱私之前提下，達成資訊公開之目的，故受調查廠商多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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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填報。反之，個別麵粉廠資料則係公平會為辦理個案，針對檢舉人或被檢舉人等個別

廠商所為之調查，受調廠商，基於利害關係，甚易產生經濟學上所謂之道德危機 (moral 

hazard)，其資料之誠實度，不言可喻，因此，公平會同仁宜對產業資料取得之方式以及事後

勾稽作業甚為留意，以下謹就與麵粉市場有關之調查應注意事項，略述如下：39 

1.宜透過多種管道掌握市場資料 

市場資料之可信度常因提供者意識動機之不同，而有甚大之差異；例如：辦理麵粉業聯合

案件，麵粉廠為了隱惡揚善，其所提供之市場資料，必定低估價格漲幅或高估其成本增幅；

反之，檢舉人（例如：製麵公會）則必定高估價格漲幅；允執厥中達成公正客觀之道，在

於全盤掌握市場資訊，方式包括： 

(1)透過農政機關、公會、媒體、親自訪查或舉辦公聽會邀集產、官、學就市調資料表

示意見等各式管道，多方掌握市場資訊，以綜合判斷資料之可信度。 

(2)建立麵粉業長期之時間數列資料，遇有案件發生時，即可引用以往之數據，驗證資

料之一致性，以縮短辦案時程。 

(3)依據麵粉的地理市場，建立起分區之橫斷面資料，遇有案件發生時，即可引用各區

之數據，利用計量方法，做一分析比較，此除可驗證資料之一致性，亦可分析比較該產業

實際上之價格與產出，究係正常競爭狀況下，所決定之正常數值，抑或係在獨占或聯合壟

斷情況下，所決定之獨占數值。 

2.宜留意市況資料是否來自人為炒作 

「報紙對於 SARS 報導篇幅增加，並不代表疫情擴散」，而知名統計學家 Darrell Huff

亦於其再版超過四十次之著作「如何用統計資料說謊騙人」，指出媒體報導或坊間傳聞，常

來自有心人士所刻意營造，例如：美國羅斯福新政時期，紐約記者 Steffens 及 Riis 曾大肆炒

作犯罪新聞，並指出美國犯罪問題日益嚴重，已蔚為風潮，惟當時官方統計之犯罪率並未

                                                         
39 競爭法執法機關於市場資料之取得相對於受調查業者，先天上即處於弱勢之地位。按公平會

承辦人平均需負責甚多產業，備多力分；而業者則終日浸淫於本身所從事之行業，對於產業
或事業內部產銷資料之瞭解鉅細靡遺，故就統計學上之先驗地位而言，雙方於資訊取得上，
原本即具不對稱地位，況且公平會所引用之資料，部分係經由業者提供，而業者為避免競爭
法之規範，刻意提供虛偽或經過修飾之資料，更屬難以避免之勢。此一執法之困難情形，放
諸四海皆然，也就是產業經濟學中所謂的不可分定理 (indistinguishable theorem) ，而其不可
分性之名，則係來自競爭法執法機關或法院因無法掌握確實市場資料，以致無法區分產業實
際上之價格訂定與產出供給，究係獨寡占廠商在正常競爭狀況下，所決定之正常數值，抑或
係獨寡占廠商濫用獨占力量或在聯合壟斷下，所決定之獨占數值，以致產生誤判，例如：1980
年代歐盟執委會指控歐、美及加拿大木漿業者跨國聯合壟斷案，於經過長達十餘年之訴訟過
程，仍被歐洲法院撤銷原處分，其主要原因，依據經濟學家分析，乃係木漿業者刻意混淆市
場需求淡旺季資料，並提供不實之市場需求資訊，誤導法院於判定木漿需求函數時，產生偏
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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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羅斯福總統解決犯罪問題之方式亦頗為直接有效，即係公開要求報社將 Steffens 及

Riis 二人開除。 

    而利用人為炒作方式，以便利違法行為之進行，於公平會辦案經驗中，亦屢見不鮮，

例如：麵粉業者欲謀營造聯合漲價之有利環境，最有效之方式，即係透過輿論或公會，放

出美國西岸碼頭工人罷工、海上風暴延遲船期，以拉抬市場價格，故公平會於引用大眾傳

播媒體資料時，宜特別留意資料提供者背後之動機及目的，方能提高市場資料之正確性。 

3.宜分辨成長率背後所代表之實際意義 

成長率及指數基期 (base period) 之選擇，常混淆分析者對實際資料之判讀，例如：麵

粉銷售常有淡旺季之別，如去年農曆春節連續假期發生於元月，則今年元月麵粉業銷售量

較去年同期成長 30%，即不具任何統計意義。此外，成長率僅適用於穩定成長之時間數列

資料，例如：銷貨、成本、價格及產量，因該類數列比較基期較為固定，不致大幅波動；

反之，高低不一，波動起伏甚大之數列資料，例如：利潤(有時為正值，有時為負值)及存貨

投資，即無法以成長率表現其變化，而宜以絕對數值做為分析之對象。例如：某麵粉廠今

年銷售量 100 噸，較去年之 120 噸成長 20%，甚具統計意義；但是，該廠今年利潤 100 萬

元噸較去年之 10 萬元成長 900%，其統計意義則相對較低。 

同理，於換算匯率變動對小麥進口成本變化影響時，亦需留意比較基期問題，例如：

匯率如以美元表示，美元由 40 台幣貶值為 30 台幣，則美元貶值 25%；反之，匯率如以台

幣表示，台幣由 0.025 美元，升值為 0.033 美元，則台幣升值幅度達 33%，顯著高於以美元

表示之升幅 25%，故於引用成長率作為分析資料時，宜特別留意比較基礎之選擇。 

4.宜留意統計資料是否合乎常理 

資料是否合於常理(Does it make sense？？？)是統計或市場調查作業中最基本之問題，

蓋每筆市場資料必定有其經濟意義，倘資料嚴重背離邏輯性或結構性，其正確性不言可喻，

例如：麵粉業者提供之資料表示：由於國際小麥行情居高不下，以致麵粉原料進貨成本「長

期」偏高，加以同業間之「惡性競爭」，亦造成麵粉價格居低不上，從而使該業於近「十年」

來，變動成本 (小麥進貨價格加人工費用) 均高於售價，而處於虧本之狀況，即使連固定成

本亦無法回收，因此，麵粉業不可能涉及聯合行為。此一敘述即嚴重背離邏輯上之合理性，

按事業經營之道，在於將本求利，利潤是企業經營之唯一目標，短期內或有可能因市場需

求或成本之變化，暫時出現售價低於成本之虧損現象。惟就長時間 (例如：十年或二十年) 而

言，事業絕無理由刻意地採取長期虧損政策，以服務社會大眾，故需慎重判斷其所提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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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真實性。40 

5.宜盡量採行面對面之約談方式 

約談方式宜透過面對面之方式進行，以掌握所有情況、樣本及調查內容。反之，電話

訪談則較不具可信度及有效度。41 

 
三、加強經濟分析研究 

    公平會應大力獎助會內同仁進行產業實證研究，以瞭解麵粉業甚至其他產業的歷史與

現況、各式聯合行為的特色、聯合行為的組織建構與合意形式、聯合行為的條件。倘有必

要，可依據麵粉產業特性建立相關的計量模型，分析比較該產業實際上之價格訂定與產出

供給，究係獨寡占廠商在競爭狀況下，所決定之正常數值抑或係獨寡占廠商在一致之聯合

行為下，所決定之獨占數值。 

 

 

 

 

 

 

 

 

 

 

                                                         
40 在研究過程中，作者發現公平會 (2001) 針對民國 83 年至民國 88 年麵粉業成本及價格資料

的調查中，麵粉廠所提供之總產銷成本似乎有高估的情形，其中有二家廠商甚至有連續五年
維持虧損之紀錄，以經濟學長期及短期概念而言，倘五年為一長期概念，且允許廠商可以自
由進出市場，則該等業者早已因不堪累賠而退出市場。因此，此一總產銷成本資料的正確性，
不言可喻，反之，小麥進口成本資料則甚為可靠，其原因在於：依公平交易法規定，現行麵
粉業者聯合採購小麥，須事先向公平會申請許可，且各船採購量及進口單價，公平會均有掌
握，故小麥進口成本之資料來源較為確實。  

41 1951 年實際發生於美國之案例，指出電話訪談題目設計，可能扭曲調查結果之嚴重性，該例
為： 
『你認為大部分製造商在不景氣時期，裁撤員工，是可以避免的？』 
63%之受訪者認為是可以避免的，22%受訪者表示不可避免，15%無意見。 
另一種題目設計為：『你認為大部分製造商在不景氣時期，裁撤員工，是無法避免的？』 
35%之受訪者認為可以避免裁員，41%受訪者表示不可避免，24%無意見。 
第一種設計之下，認為可以避免裁員之受訪者多達 63%，而第二種設計之下，則僅及 35%，
二者差距達 28%，故電話訪談如處理不當，將嚴重影響調查結果之客觀性及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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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相關建議 
 
麥粉公會藉由聯合採購，採行總量管制與各廠定量配額制，長達數十年之久，早期雖

可歸咎於政府的管制政策，但解除管制後，國內 32 家麵粉廠何以仍願繼續接受公會的制約？

其癥結點，正是麵粉廠必須接受聯合採購制度，由於聯合採購的確具有降低進口成本、減

少倉容不足及資金積壓的正面意義，因此，任何單一麵粉廠倘脫離公會獨立進口小麥，其

成本必將高於其他同業，以致在市場上無立足之地。又由於國內麵粉廠家數眾多，超額產

能規模龐大，但麵粉需求卻又僅僅 70 萬公噸，部分效率較高的領導廠商因顧及悖離聯合行

為，勢將造成相互毀滅的割喉式競爭，因此，產生出共存共榮的集體意識，使廠商間自然

產生出相互勾結的聯合行為，從而不利於整體資源的利用效率以及消費者福利。 

依現階段國內麵粉市場的結構觀之，國內麵粉廠家數甚多，且經營規模有限，個別麵

粉廠不可能單獨進口小麥，公平會的短期政策恐需繼續准許業者合船採購，而中期政策則

為透過一段以分組採購為主流的過渡時期，使國內麵粉業回歸正常經營的軌道，最後的長

期政策則為全面檢討刪除聯合進口規定。準此，以下謹就競爭政策之角度，針對小麥進口

管理制度，提出建議如下： 

  
一、考慮消費者利益 

公平會在允許聯合進口時似乎只重視輸入廠商利益，而以「降低進口成本，減少倉儲

損耗、資金積壓及利息負擔，降低採購風險，增加貿易糾紛時交涉能力」為念，或是與消

費者無直接相關的一般公益，例如「減少碼頭船席擁塞、增加碼頭倉庫的使用率、避免內

陸運輸調度失當、易於配合國內農糧與經貿政策」，而並未探究消費者有無公平分配到聯合

輸入的好處，而且無論公平法施行細則第十五、十九條或聯合行為許可申請須知均未觸及

此面向。一直要等到公平會民國 89 年 6 月 7 日廢止民國 86 年 12 月 31 日許可的麥粉工業

同業公會小麥聯合採購行為時，國人才驚覺到消費者因為小麥聯合輸入每年損失新台幣 9

億 6 千 6 百 55 萬元，總計更達約 67 億之鉅 42！因此未來公平會在實務上應參考歐盟歐體條

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注意消費者是否能公平分享聯合進口所得之利益，其具體作

法可以仿效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請許可時應檢附由受影響之本國

製造商及購買者出具的意見。 

 
二、可考慮要求輸入卡特爾成員提供其產品在國內銷售之資料 

                                                         
42 引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 7 月 19 日 90 年度訴字第 120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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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進口之流弊在於，卡特爾成員在輸入後繼續利用彼此之合作關係或默契而對其產

品在國內之銷售有所約定或共謀。因此公平會除了要求卡特爾成員函知其採購量、庫存量、

裝船期等進口相關之資訊外，可考慮要求卡特爾成員一併提供其產品在國內銷售之相關資

料，例如其平均成本、邊際成本、固定成本、國際行情、倉儲費用及人工費用等，俾利公

平會全盤掌握市場重要訊息，並迅速制止不當的聯合行為。 

在此關聯下，不禁令人想起日本獨占禁止法第十八條之二「要求提出價格同步上漲報

告」之規定是否可供公平會許可聯合進口時附加負擔之參考，該條規定： 

國內供給之某種商品（輸出部分除外，以下皆同）或服務的價額扣除該產品或服務直

接課稅後之總價額在內閣命令所指定之一年內合計達六百億日圓以上，而且其中最大三家

之供給量超過十分之七者，若占總供給量二十分之一以上的前五大事業有二家或以上，在

三個月內以相同或類似之額度或百分比提高其交易基礎之價格，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得要求

其提出報告說明漲價之理由。但價格上漲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授權、許可或已向其提出報

告者，不在此限。 

因經濟情況變化導致國內供應及批發價格劇烈變動時，為反應此種變動，前項之數額

得由內閣命令加以調整。 

本條規定是 1977 年所增訂，其增訂的原因是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顯示，要證明

有聯合約定的存在極為困難，所以希望經由揭露寡占市場的價格結構以為因應 43。本條規定

因為授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廣泛要求事業提供資料（包括敏感資料）之權利，導致事業為避

免提供敏感資料而不同步調漲價格，因而發揮了間接阻止價格同步調漲的作用 44。但是 1989

年報業在 2 月內連續兩次調漲訂費的事實卻也顯示，寡占市場下的寡占事業要同步調漲價

格並不困難 45。 

前述日本獨占禁止法規定雖然是針對寡占市場平行調漲價格的一種牽制，但是在聯合

進口的情形，由於聯合進口卡特爾成員間可能因此而關係密切，交易條件或環境在易於其

進一步就國內市場進行聯合，因此使得此時的市場具有類似於寡占市場之處，所以建議公

平會可考慮在許可聯合進口時保留要求其提出報告說明調漲理由之權利，亦即當其全體成

員或市場占有率較大之成員同步調漲價格時，可要求其提出報告說明調漲理由，相信應該

可以發揮一定遏阻進一步聯合的作用。 

 
三、加強經濟分析研究 

                                                         
43 Iyori/Uesugi/Heath, aaO., 60. 
44 Matsushita, ibid., 110. 
45 Iyori/Uesugi/Heath, aaO., 61.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39

    公平會宜加強產業實證研究，以瞭解麵粉業甚至其他產業的歷史與現況、各式聯合行

為的特色、聯合行為的組織建構與合意形式、聯合行為的條件。 

 

四、分組採購做為市場全面開放之過度階段 

基於市場競爭的論點，分組採購應較麥粉公會統一採購為佳。故未來公平會對於業者

的分組採購方式，似應樂觀其成，使小麥業者不需透過公會，並依其工廠所在的位置，相

互整合，分組進口小麥，例如：南部地區業者可利用高雄港自成一組採購小組，而中、北

部業者則利用台中港進口，且個別麵粉廠可相互跨組採購，使市場上形成多組小麥採購組

合相互競爭，將有助於維護麵粉市場的正常競爭。 

 
五、聯合進口規定之刪除 

長期而言，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五款聯合進口規定的正當性有問題，因為聯合進口容易

成為參與聯合進口事業在國內從事限制競爭行為的合法掩護，而由其獨吞卡特爾可能帶來

的經濟利益。此外，我國身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對於會員國國民負有提供國民待遇義務，

而許可聯合進口以鄰為壑、內外有別，易遭致外國指控，因此建議循德國及日本之例予以

刪除 46。 

 
六、公平法應降低對中小企業聯合行為的管制密度 

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七款中小企業卡特爾規定成效不彰，建議未來公平法應降低對中小

企業聯合行為的管制密度，改採申報制，以滿足中小企業聯合採購的需要。至於具體作法

可以是在公平法增加下列內容的條文(位置可在現行第十四條之後)： 

中小企業為增進經營效率或加強競爭能力所為之聯合行為(例如聯合採購商品或服

務)，未對市場競爭造成重大限制者，不受前條之限制。但必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 

 

 

 

 

 

 

 

 

                                                         
46 劉孔中，前揭書，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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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does not produce any wheat; the production materials have to be imported form the 

abroad and are subject to the high transportation cost. The economies of scale to import wheat can 

be achieved only when firms use 45,000 tonnages vessel for each voyage. However, this figure is 

far beyond the material needs of a single firm. Thus, flour firms have to procure and ship wheat 

jointl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flour industry association. This gives the incumbent firms an 

opportunity to block entry by not allowing the new entrant to join the procurement group. Based 

this argument, we try to investigate the arrangements of supervising the joint-procurement system 

so as to mainta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cale of economy to import wheat is far beyond the material needs of 

a single firm. Thus, it is imperative for TFTC to allow flour firms to procure and ship wheat jointly, 

since it contains some improvements in social welfare. For the medium term, it is proper to divide 

the flour firms into several subgroups to procure the wheat so as to ensur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For the long term, TFTC should consider to delete the provision of the joint-procurement regime.  

 

 
Key words：wheat, concerted action,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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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黃主任美瑛（台北大學經濟系） 

本文探討小麥聯合採購制度之歷史沿革、發展及與相關市場競爭之問題，文句通暢，

且提供許多有用資訊，並以國外經驗及參酌國內現況，提出對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管理方

式之建議，值得作為公平會決策之參考。 

以台灣麵粉業而言，目前在面對 WTO 競爭壓力下，似應推動小麥及麵粉進口自由化，

擴大生產規模，以加強競爭。而本文亦希望提供主管機關在朝向競爭及效率目標的過渡階

段，一套積極管理的機制。 

在本文提供之麵粉業相關資訊中，有幾點重要而未呈現的證據，建議可納入並加以說

明： 

1. 表一呈現國內麵粉產銷及價格資料，但是，並未同時呈現國際價格，來比較國內外價格是

否有明顯差距，而反映國內麵粉廠之超額利潤，尤其是面對若干發生制度改變的時期，例

如 83 年麵粉開放進口前後，或是 89 年公平會對麥粉公會處分案前後之超額利潤的變化。

進而，除了超額利潤的變化，亦應比較生產、銷售及成本在制度改變前後之變化。 

2. 文中仍支持短期的聯合採購方式，是否有證據可支持小麥聯合採購具有規模經濟效益？還

是只是基於政治或社會因素之考量的決策？ 

3. 本文以古諾數量競爭模型與聯合壟斷模型進行模擬比較，認為後者預測數值較接近實際數

據，故為較能代表麵粉業實際的經營狀況；此種推論欠缺嚴謹性。若要說明有聯合價格壟

斷，應可直接驗證價差是否有超額利潤。 

4. 本文建議之「分組採購」，是否可能形成另外一種聯合行為？ 

5. 目前麥粉產業究竟存在哪些問題？有哪些證據？這些陳述似乎於文中若干處零散提出，建

議彙整相關問題，針對問題再提出解決的建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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