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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大宗穀物聯合進口對於相關市場商品價格之影響，並檢討公

平交易法對此聯合進口之管制模式。蓋臺灣不產小麥、黃豆、玉米等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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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公平會基於節省採購成本之

考量，皆例外許可其合船聯合採購。本文將從經濟效益及其他合理性之觀點，

研析歷來該等輸入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事由。基此研究心得，進一步考察公平

會如何改善現行管制模式，甚或考慮解除管制之可行性，期待藉此研究有助於

公平交易法對此議題之規範效果。

關鍵詞：大宗物資、輸入卡特爾、例外許可、合船裝運、規模經濟

壹、前言

國內受限於穀物種植環境因素，是以歷來有關黃豆、玉米及小麥等大宗穀

物，大多仰賴進口。回顧歷史，政府當局於1970年代，即訂頒有「大宗物資進
口辦法」，允許穀物業者成立聯合採購機構，集中辦理採購，並責成公會負

責協調預計申報量事宜，致形成長達15年之久的穀物進口「協調申報，聯合採
購」制度。在此管制措施下，由於穀物產品具有極高之同質性，加以各廠加工

技術相同、成本一致，導致穀物相關公會分配之採購配額即決定了各廠產量、

市場占有率及加工利潤，進而衍生出業者競相擴廠，以爭取配額之奇特現象。

鑑於上述管制問題之弊端，政府當局爰於1987年開放穀物自由進口，逐步
取消進口人資格限制、總進口量限制及各廠進口配額限制等，改由穀物業者自

由向所屬公會登記進口。不過，個別廠商單獨採購進口，勢必負擔高額的運費

成本，以致實際進口仍需透過公會協調船運組合，藉以降低採購成本。如此聯

合進口事宜，在民國81年公平交易法開始實施後，形式上符合同法第7條、第
14條本文聯合行為﹙又稱卡特爾﹚之禁止規定，是以進口業者依據第14條但書
第5款規定，即須向公平會申請輸入聯合行為之例外許可。然而，現行公平交
易法對於大宗穀物聯合進口之管制模式，是否契合實際產業環境需求？合船採

購行為本質是否屬於限制事業活動之聯合行為？甚至於衍生出對於聯合進口大

宗穀物有無繼續管制之必要性等有待釐清之諸多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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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宗穀物之經濟分析

一、大宗穀物產業之供需分析

我國黃豆、小麥及玉米等穀物受限於自然環境無法量產。根據農委會統

計，目前國內穀物產出除玉米占總2%外，黃豆與小麥幾乎全依靠進口1
。因

此，穀物加工業者之成本深受進口原料價格影響。以下，謹就各項穀物原料進

口與相關製成品之產銷概況說明如次：

﹙一﹚穀物貿易概況

黃豆、小麥及玉米等三項穀物占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之比重甚為重要。目

前（民國100年01月至03月），黃豆進口占全部農產品進口總值8.15％，玉米
7.55％，小麥4.08%。其中，黃豆主要由美國進口，約占總進口量99％。玉米
主要由美國進口（佔76％），巴西其次（16％）。最後，小麥亦主要由美國進
口（81％），澳大利亞（19％）次之（參閱表1）。

表1　我國前10名進口重要農產品與國家排名（單位:千美金，%）

重要農產品

相關資料

進口比率占

第一位之供應國

進口比率占

第二位之供應國

進口比率占

第三位之供應國

貨

品
進口值

比
率
(%)

國

家
進口值

比
率
(%)

國

家
進口值

比
率
(%)

國

家
進口值

比
率
(%)

排

序

總
量

3,501,421 100 美國 

1,080,739 31 日本 

243,062 7 泰
國 

221,997 6 

1 黃
豆 

285,413 8 美
國 

281,722 99 
烏
克
蘭 

2,029 1 
加
拿
大 

1,171 0 

2 玉
米 264,481 8 美

國 

201,963 76 巴
西 

42,078 16 南
非 

14,850 6 

1 資料來自農委會2009年糧食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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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農產品

相關資料

進口比率占

第一位之供應國

進口比率占

第二位之供應國

進口比率占

第三位之供應國

貨

品
進口值

比
率
(%)

國

家
進口值

比
率
(%)

國

家
進口值

比
率
(%)

國

家
進口值

比
率
(%)

3 其
他 187,101 5 美

國 

56,193 30 日本 

21,854 12 大陸 

17,583 9 

4 棉
花 

176,290 5 美
國 

71,496 41 印度 
44,541 25 巴

西 

13,313 8 

5 酒
類 

157,090 4 英
國 

61,211 39 法國 

32,306 21 荷蘭 

19,473 12 

6 小
麥 

142,984 4 美
國 

115,840 81 澳洲 26,828 19 
加
拿
大 

289 0 

7
菸
製
品

140,621 4 日
本 

119,012 85 德國 

6,574 5 
新
加
坡 

6,511 5 

8 林
產 139,669 4 泰

國 

46,418 33 印尼 

41,259 30 越
南 

31,161 22 

9 牛
肉 

90,925 3 澳
洲 31,924 35 美國 

28,087 31 
紐
西
蘭 

26,431 29 

10 奶
粉 76,439 2 

紐
西
蘭 

39,742 52 澳洲 15,226 20 荷蘭 

5,153 7 

資料來源： 農委會整理財政部關稅總局之進出口資料而得。請參閱農委會網站http://agrapp.coa.gov.tw/
TS2/TS2Jsp/TS20103_R4.jsp。

﹙二﹚穀物加工情形

依據經濟部（2007）研究2
，我國絕大多數的進口玉米（約占97％）用於

加工製造飼料，僅有3％用於食品加工。至於黃豆的主要用途則為加工成黃豆
2 經濟部，物價上漲對台灣經濟之影響及因應對策，2007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執行單
位：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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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與黃豆粉，因此，兩者互為聯合產品，而油粉比率分別為17.5％與79.5％。
最後，該研究指出：進口小麥原料95％用於製成麵粉，並連帶出若干副產品
（例如：麩皮）用於製造飼料（參閱圖1）。

直接用戶 

食品加工廠 

澱粉類化工廠 

小

麥 

麵粉

廠 

油脂

廠 

飼料

廠 

餐飲業 

食品工廠 

代工業 

 

豬、雞、鴨、牛

飼料        

 

水產養殖戶及飼料廠

化工用豆粉食品加工 

黃

豆 

 

玉

米 

︵
含
沙
拉
油
︶

麵
粉

黃
豆
粉

飼
料

圖1　大宗物資產業關聯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7）。

﹙三﹚黃豆油產銷與價格

目前台灣區植物油煉製同業公會會員廠有16家，其中10家是以生產黃豆油
為主要業務。在產能方面，以大統益（由統一、大成、金牌與泰華四家事業聯

合投資）每日黃豆加工量4,500公噸為最大，中聯油脂（泰山、福懋與福壽聯合
投資）每日黃豆加工量3,000公噸次之3

，各廠除了通順、大統長基、台糖仍有

生產運作外，其他基於經濟考量多放棄自行生產，委由大統益及中聯代工。因

此，國內黃豆油生產形成「二大、三小」的局勢，其中二大為大統益及中聯油

3 4,500公噸與3,000公噸之加工量資料取自經濟部（2007）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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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三小為通順、大統長基、台糖。此外，經濟部（2007）指出：全體植物油
廠年產能約達50萬公噸，國內黃豆油年需求約41.2萬公噸。因此，整體產業設
備利用率高於八成，尚符正常水準，沒有投資過度或開工率不足現象。

就市場供需而言，黃豆油市場供給主要來自國產製品。至於國際貿易方

面，自我國於2002年加入WTO後，各項油脂製品與其原料關稅即呈大幅下
降。其中，黃豆進口關稅降為零，黃豆油與黃豆粉麵粉關稅亦僅有5%與3%。
至於黃豆油的替代品（棕櫚油與菜仔油）關稅更均降為0。因此，市場自由化
導致各類食用植物性油脂進口大幅增加，使食用油市場更呈多元化，黃豆油替

代品之數量與種類自然隨之增加。

實務上，依據經濟部（2007）製作之圖2資料，顯示我國食用市場甚為多
元化，進口黃豆所製成之黃豆油僅占國內市場供應量的56％。而使黃豆油面臨
為數甚多之替代品（包括：葵花油、花生油、橄欖油、豬油、芥花油、芝麻

油、玉米油等）。表2顯示我國1982-2010年國產黃豆油與進口之替代油脂供需
情形。其中，黃豆油產量自我國加入WTO之後即因替代油脂之強勢競爭，自
2003年之46.9萬噸降至2010年之41.2萬噸，平均每年減少0.98%，至於各項替代
油脂銷售量則在同期間平均每年增加2.2%。此一事證顯示：進口自由化已使業
者面臨更大之市場競爭。

圖2　我國食用油脂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7）利用農委會資料製作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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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國黃豆油與替代油脂市場供需情形

項目

黃豆

進口量

(公噸)

黃豆

價格

(元/公斤)

黃豆油

生產量

(公噸)

黃豆油

內銷量

(公噸)

黃豆油

外銷量

(公噸)

黃豆

油價

格(元/
公斤)

黃豆

粉價

格(元/
公斤)

其他食用

油脂及其

製品內銷

量(公噸)

其他食

用油脂

價格

(元/公斤)
1982 na 13 193,026 191,705 na 39 13 73,621 24
1983 na 11 230,158 226,481 na 36 13 87,858 24
1984 na 13 236,867 243,306 na 38 14 94,896 24
1985 1,469,800 11 300,502 296,062 na 38 11 115,996 24
1986 1,739,300 9 319,630 302,549 na 36 9 129,835 24
1987 1,955,400 7 353,371 346,456 na 22 9 136,543 24
1988 2,099,500 8 346,575 342,370 na 21 9 135,500 24
1989 1,809,600 8 342,904 340,282 na 20 9 123,245 27
1990 1,991,300 7 360,047 373,830 648 19 8 165,729 24
1991 1,958,600 7 350,256 364,146 3,236 22 8 196,697 23
1992 2,234,300 6 360,763 387,712 249 17 7 218,605 24
1993 2,435,700 7 349,781 359,403 336 19 7 274,453 23
1994 2,392,200 7 360,574 358,740 2,466 22 7 321,808 22
1995 2,582,100 7 377,316 362,830 1,712 24 7 274,695 24
1996 2,689,800 9 396,449 405,730 12,400 21 9 265,552 24
1997 2,757,500 9 386,068 410,814 2,088 22 9 224,082 28
1998 2,002,100 9 391,223 435,935 570 27 8 193,710 36
1999 2,354,500 7 382,069 427,519 837 24 7 188,178 35
2000 2,301,800 7 392,812 431,603 790 19 7 180,571 30
2001 2,442,328 7 387,649 331,963 502 19 8 188,962 29
2002 2,534,075 7 464,774 348,529 425 21 8 189,573 30
2003 2,453,551 9 469,325 337,492 1,142 25 9 189,429 33
2004 2,025,481 12 422,145 329,612 2,290 28 11 189,754 34
2005 2,446,000 9 426,383 318,328 2,695 25 9 190,759 31
2006 2,385,300 9 440,277 347,348 3,094 23 9 197,711 30
2007 2,379,800 12 399,332 325,304 5,342 33 11 194,324 38
2008 2,086,600 18 338,216 273,803 6,209 46 15 167,334 51
2009 2,366,100 14 408,344 328,631 6,515 35 14 193,730 42
2010 na na 411,827 330,860 9,734 36 14 218,880 45
資料來源：除黃豆進口價格來自農委會資料外，其餘資料均來自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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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油價格主要受進口成本影響，與國際黃豆價格變動趨勢相似（參閱圖

3）。至於在市場獨占力或是壟斷利潤之計算方面，由於黃豆為生產黃豆油主
要原料，加以黃豆油產品同質性高、生產技術簡單（碾壓加工）、沒有外部經

濟或不經濟等特點，按照當代新實證產業組織理論（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以下簡稱NEIO）文獻，可將原料成本（黃豆進口價格）
假設為外生之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MC）4

，其大小與產出無關。若黃

豆油售價以P表示，則黃豆油廠商的利潤加成公式（profit markup）即成為
π＝(P－MC)／P  ，依表2之數據平均計算，π約為65%5

。但就長期趨勢而言，

由於市場自由化所導致之替代油脂進口增加，使黃豆油市場競爭逐年提高，廠

商利潤加成因而連帶呈現逐年減少走勢，在樣本期間（1982-2010年）π平均
每年減少0.3%，而參加WTO後平均每年減幅更達1.3%，廠商將進口黃豆成本
轉嫁至消費者的能力亦因而逐漸降低。所幸其聯合產品價格黃豆粉價格尚稱平

穩，在1982-2010年間平均每年上漲1.1%，尚能補貼部分利潤不足之處。

圖3　黃豆油的價格與成本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4 亦即該邊際成本（黃豆價格）不受國內黃豆油產出或售價影響，純粹決定於國際行
情。

5 該加成涵蓋所有的固定投資支出、人事支出、水電雜支與廠商會計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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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飼料產銷與價格

目前台灣區飼料同業公會會員廠商有44家，大廠包括：大成長城、統一、
泰山、福壽及卜蜂等

6
。玉米為飼料業之上游原料，製造飼料的成本約五成來

自於玉米原料，因此，國際玉米價格與運費波動對飼料價格的影響甚大。依據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中心資料：我國飼料工廠生產之配合飼料主要供應國內
豬、雞、鴨、牛、水產等畜殖業使用，

7
而飼料原料配方中約有60％～70％為

玉米，15％～20％為黃豆粉，其餘約3％為魚粉，4％為麩皮，5％為糖蜜8
。

另就產銷趨勢而言，表3顯示：我國飼料產量達525.9萬公噸（2010年資
料），原料玉米進口量達459.2萬公噸（2009年資料）9

，主要由美國及巴西

進口。就飼料業之向後關聯效果而言，飼料是畜牧業與水產養殖業的主要投

入，依據行政院主計處2006年產業關聯表計算，飼料成本約占養豬業總投入之
31％，非豬畜牧業之27%，因此，飼料需求是反映肉類之引伸性需求，二者市
況呈現密切相關。

國內飼料業之產銷自1997年以來即呈逐年衰退之勢。原因在於：(1)隨著飼
料關稅之降低（目前為零關稅），國外飼料進口增加；(2)1997年日本以口蹄疫
為由，禁止我國豬肉進口迄今，導致養豬頭數銳減，從而影響飼料需求銳減，

使得我國飼料業漸趨邊緣化；(3)我國加入WTO後，進口肉品關稅與關稅配額
限制逐漸降低與取消

10
，使得國內畜牧業者減少飼養頭數，加速畜牧業對飼

料之引伸性需求衰退。表3顯示我國飼料銷售量自1997年以來平均每年即減少
3.5%，銷售量由1996年之680萬噸一路降至2010年之499萬噸，而飼料生產量亦
顯示相同之減少趨勢下降。但是，內銷佔國內生產量的比重則仍大致維持96％
左右，顯示飼料市場供需尚稱平衡，只是供給及需求均呈萎縮。

最後，就進口玉米成本與飼料價格間之關係而言，飼料業利潤加成

π＝(P－MC)／P  亦相映引伸性需求之減少，而由1997年之56%逐年遞減至2009
年之51%，平均每年下降1.4%（參閱圖4）。此一減少趨勢顯示：雖然國際玉
米價格與國內飼料價格呈相同方向漲跌變化，但上游飼料廠商卻因市場需求不

6 台灣食品發展協會報導，http://www.gmp.org.tw/newsdetail.asp?id=6353，最後瀏覽日
期：2011/5/13。

7 中華經濟研究院網站，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fi leviewer?id=6898，最
後瀏覽日期：2011/5/13。

8 參閱經濟部（2007）。
9 農委會農產品進口資料。
10 我國加入WTO之後，豬肉與雞肉之關稅配額均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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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無法將進口成本之增加全數轉嫁至下游之畜牧業。

表3　我國飼料與肉類市場供需情形

項目
玉米進口

量(公噸)

玉米

價格

(公斤)

飼料

生產量

(公噸)

飼料

內銷量

(公噸)

飼料

外銷量

(公噸)

飼料

價格

(公斤)

屠宰生豬

肉-生產量
(公噸)

屠宰生豬

肉-內銷量
(公噸)

1982 na 7 5,343,903 5,230,776 na 11 845,389 845,388
1983 na 6 5,873,900 5,809,647 na 10 886,750 886,749
1984 2,959,900 6 6,332,213 6,290,058 na 11 933,974 933,975
1985 3,016,800 6 6,827,881 6,763,266 212 10 950,732 950,733
1986 3,070,800 4 6,841,272 6,739,066 5,667 9 868,332 868,332
1987 3,706,700 3 7,041,748 6,894,252 24,211 8 883,722 883,723
1988 4,457,500 4 7,154,090 6,944,961 54,239 8 920,670 920,671
1989 4,355,400 4 7,057,620 6,738,843 54,655 9 986,724 986,723
1990 5,070,900 4 7,204,704 6,864,248 38,638 8 1,089,702 1,089,702
1991 5,470,500 4 7,141,592 6,845,417 60,161 8 1,179,339 1,179,339
1992 5,355,200 3 7,004,010 6,732,315 51,468 8 1,126,406 1,126,406
1993 5,466,000 3 6,878,555 6,605,644 36,287 8 1,135,361 1,135,361
1994 5,600,800 4 7,072,441 6,616,723 29,925 8 1,189,880 1,189,880
1995 6,521,300 4 7,174,192 6,687,827 27,947 8 1,216,644 1,216,644
1996 5,987,400 5 7,242,475 6,797,337 28,077 10 1,200,770 1,200,770
1997 5,786,300 4 6,300,654 5,900,924 28,832 9 996,996 996,996
1998 4,757,900 4 5,501,123 5,143,124 27,193 9 870,870 870,870
1999 4,823,100 4 5,820,238 5,423,999 26,351 8 771,342 771,342
2000 4,941,800 4 5,394,522 5,035,562 38,529 9 841,808 841,808
2001 5,198,409 4 5,455,667 5,043,446 49,789 9 941,350 941,350
2002 5,055,204 4 5,336,389 5,023,939 38,135 9 863,148 863,148
2003 5,075,113 5 5,311,748 5,016,523 41,186 9 804,976 804,976
2004 4,860,242 6 5,188,385 4,939,217 39,991 11 782,925 782,925
2005 4,980,200 5 5,218,070 4,981,750 50,744 10 747,045 747,045
2006 5,077,900 5 5,182,519 4,897,886 33,105 10 761,890 761,890
2007 4,380,600 7 5,108,919 4,880,807 19,986 13 748,293 748,293
2008 4,272,400 9 5,164,524 4,941,693 16,500 16 705,618 705,618
2009 4,592,500 7 5,230,210 4,971,301 17,226 14 701,546 701,546
2010 na na 5,259,369 4,992,246 21,389 14 698,899 698,899
資料來源：除黃豆進口價格來自農委會資料外，其餘資料均來自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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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飼料價格與成本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五﹚麵粉產銷與價格

麵粉公會成立時原有會員廠14家，目前已增加至31家，其中三家處於停權
之中

11
。依據圖5顯示：麵粉以供應食品加工為主，其中麵條及中式麵食使用

量達39％，所占比例最高；其於依次為烘焙食品佔30％、速食麵10％、麵筋
8％、餅乾7％、其他食品加工品約1％。就副產品而言，以麩皮最多並用於配
合飼料之製造。

圖5　麵粉下游產品結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7）依據麵粉公會資料計算而得。
11 麵粉公會網站，http://www.tafongflour.com.tw/w2_flour_mill.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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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麵粉市場產銷而言，我國不生產小麥，麵粉業所需之小麥，全部由國

外進口。目前小麥原料進口關稅6.5%，麵粉成品進口關稅13%。表4顯示國內
麵粉生產量呈穩定增加走勢，由1982年之49.5萬噸增加至2010年之79.7萬噸，
平均每年增加1.8%。而內銷量亦呈現穩定的狀態，由1982年之49.3萬噸增加至
2010年之80.3萬噸，平均每年增加1.9%。就內銷量佔生產量比例而言，我國麵
粉業呈現自給自足特色（內銷佔生產比重大多維持在100％左右）。此外，麵
粉產銷的穩定增加，也帶動小麥進口數量由1985年之75.5萬噸增加到2009年之
123.8萬噸，平均每年增加2.7%。至於米麵替代性方面，雖然同期間稻米銷售
量是由1982年之189萬公噸以每年1.9%之比例同步減少至100.7萬公噸，但以糧
食平衡的觀點而論，同期間肉類與海產等副食品銷售量更呈現遠較麵粉快速增

加之走勢，例如：水產銷售量由1982年之0.44萬噸增加至2010年之3.21萬噸，
平均每年增加23.7%；冷凍肉類亦由0.39萬噸增加到29.8萬噸，平均每年增加
21.1%。此時，米食消費減少究竟是因麵食消費增加所替代？還是因國人飲食
漸趨多樣化，以致增加肉類與蔬果消費所致？尚值進一步探討（請參閱後續之

計量分析）。

表4　我國麵粉、稻米與肉類市場供需情形

項目

小麥

進口量

(千公噸)

小麥

價格

(公斤)

麵粉

生產量

(公噸)

麵粉

內銷量

(公噸)

麵粉

外銷量

(公噸)

麵粉

價格

(公斤)

白米碾製

內銷量

(千公噸)

白米

價格

(公斤)

冷凍水產

內銷量

(公噸)

冷凍肉類

內銷量

(公噸)

1982 na 8 494,904 492,480 na 14 1,890 22 4,382 3,929

1983 na 8 498,576 499,664 na 14 1,853 22 3,170 5,763

1984 na 7 512,772 513,590 na 14 1,801 22 1,496 15,810

1985 755 7 519,991 518,584 na 14 1,870 21 3,008 19,687

1986 768 6 571,627 576,882 na 13 1,852 21 4,792 20,962

1987 850 5 619,392 618,320 na 12 1,629 22 1,759 24,189

1988 935 5 620,466 620,780 na 11 1,569 22 2,468 24,379

1989 865 5 619,343 614,527 na 12 1,829 23 1,598 46,370

1990 848 5 621,624 621,082 na 12 1,844 24 7,277 55,319

1991 860 4 629,286 630,810 na 12 1,845 22 9,137 78,993

1992 893 4 635,375 634,427 na 11 1,433 22 23,313 11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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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小麥

進口量

(千公噸)

小麥

價格

(公斤)

麵粉

生產量

(公噸)

麵粉

內銷量

(公噸)

麵粉

外銷量

(公噸)

麵粉

價格

(公斤)

白米碾製

內銷量

(千公噸)

白米

價格

(公斤)

冷凍水產

內銷量

(公噸)

冷凍肉類

內銷量

(公噸)

1993 908 5 653,720 652,072 37 11 1,569 24 22,098 189,041

1994 982 6 682,307 676,214 na 11 1,575 22 34,801 275,661

1995 1,012 6 711,259 721,121 na 11 1,476 28 36,791 355,125

1996 948 7 707,930 700,098 na 13 1,372 28 42,779 327,177

1997 966 6 761,551 763,454 533 11 1,447 24 37,979 292,316

1998 1,018 6 745,886 745,665 1,892 12 1,296 25 32,494 285,250

1999 991 5 738,221 736,950 1,761 12 1,356 26 45,364 262,440

2000 1,158 5 785,492 770,225 640 10 1,305 24 85,580 234,286

2001 1,021 6 784,254 782,817 40 10 1,177 29 73,819 220,622

2002 1,153 6 781,230 780,373 322 11 1,249 26 53,563 219,286

2003 1,224 6 798,050 796,465 82 11 1,096 26 35,578 211,721

2004 1,091 7 796,735 795,150 3,143 12 993 28 40,061 192,412

2005 1,282 7 801,643 796,951 4,850 12 994 28 34,673 220,276

2006 986 7 784,320 783,708 5,470 12 1,065 28 30,744 230,242

2007 1,177 10 811,021 808,314 4,457 15 941 29 28,398 255,802

2008 986 16 708,516 705,214 1,626 22 995 30 20,127 269,646

2009 1,238 10 793,745 793,018 1,664 16 967 30 25,971 272,534

2010 na na 796,902 803,112 2,908 16 1,007 30 32,141 297,463
資料來源：除黃豆進口價格來自農委會資料外，其餘資料均來自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年報。

圖6顯示國內麵粉價格與小麥進口成本趨勢，麵粉價格波動幅度與小麥進
口成本波動大致相同，但反映時間似稍有遞延的狀況。此外，碾製麵粉之利

潤加成π＝(P－MC)／P  則大致維持在47.7%左右（P代表麵粉價格，MC代表小
麥成本），以時間趨勢而言，似乎呈現每年0.05%之微幅增加，以統計意義而
言，此一微幅增加雖不具顯著性，但其穩定成長趨勢則與黃豆/玉米之低迷不
振，顯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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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圖6　麵粉價格與成本

資料來源：依據麵粉公會資料計算而得。

二、穀物供需計量模型

為檢驗三項加工產業的市場競爭程度，本文以一個標準的新實證產業組織

學派（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簡稱NEIO）計量供需模型，利用
穀物原料與成品之市場資料，探討製成品價格（麵粉價格、黃豆油價格、飼料

價格）與原料價格（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間之關係。計量分析之

主要目的在於估計猜測變量 (conjectural variation，以下以θ表示)，而θ值的大
小，則用於判定三項穀物市場的競爭程度。

至於本文所選取的計量模型—Bresnahan(1982)模型12
，是一個學者公認甚

為週延的NEIO供需模型13
。眾所周知，透過廠商供給與消費需求的聯立方程式

模型估計產業行為經常面臨一個問題：研究者無法區分供給與需求所造成的認

定（identification）問題。Bresnahan於是利用需求面的比較靜態模型，透過影

12 Bresnahan, T.,“The oligopoly solution concept is identifi ed,” Economics Letters, 10(1982).
13 該模型是學者公認相當週延的產業組織模型，請參閱Reiss, P. and Wolak, F., 

“Structural Econometric Modeling: Rationale and Examples from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Heckman, J. and Leamer, E.,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vol. 6A, Elsevier Publisher 
Sciences, Amsterdam, Netherland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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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需求的外生變數變化，以區分廠商供給成本與消費者需求，因而解決了認定

問題。然後，他再透過非線性聯立方程式估計猜測變量（θ），以之做為判定

市場獨占或競爭程度的指標。此時，如果市場需求的外生變數變化，而廠商均

衡不變，則市場屬於完全競爭；反之，如果外生變數變化會影響廠商理解的邊

際收益（perceived marginal revenue），而使廠商均衡發生移動，則屬於獨寡
占。而以上變化均反映於θ值之大小，如此一來，θ之估計結果即可用以做為

判定市場獨占力量。此一方式非但有助於認定市場競爭的大小，亦解決了估計

聯立方程式所面臨之認定問題。

基於以上原因，本文選擇此標準化的模型，分別利用國內麵粉、沙拉油與

飼料的產銷資料，分析相關市場的競爭程度。此時，如果市場存在著相當的獨

占力量，政府即不宜貿然放寬對大宗物資進口之管制，以免廠商利用聯合採

購遂行壟斷市場，以致影響民生物價安定；反之，在市場競爭程度很高的情形

下，則聯合採購非但不會影響市場供需，政府過度管制亦恐延誤業者採購穀物

商機，墊高民生物資生產成本。

以下依照Bresnahan (1982) 模型，首先假設一個線性的需求函數

Qt   =α0 +α1 Pt  +α2 yt  +α3 Ft   +α4 Ft  +εt α ………………………………………… (1)

在此，Qt  與Pt 分別代表三個產業的產出與價格；yt 為實質每人GNP，屬於
需求面的外生變數；t 代表時間；εt 是一個符合古典假設的誤差項。在此一需

求函數下，Bresnahan係利用yt  之外另一個需求面外生變數之變化，來區分市場
需求與廠商成本。此時，Ft 就是另一個需求面的外生變數，又依據前述分析：

麵粉、沙拉油與飼料等三個市場各自有不同之產銷特性：

1. 黃豆油：市場自由化使食用油市場更為多元化，黃豆油面臨之替代  品
數量與種類隨之增加，使廠商面臨更大之市場競爭。為考量此一替代因

素，Ft 以黃豆油替代品價格—其他油脂價格代表。
2. 飼料：進口肉品關稅壁壘逐年降低，使國內畜牧業飼養頭數減少，造成
飼料引伸性需求衰退。為彰顯此一困境，Ft  代表飼料市場之引伸性需
求，並以豬肉銷售量代入。

3. 麵粉：麵粉產銷量均呈穩定增加走勢，可能受惠於米麵替代性，使其逐
漸替代食米成為民眾主食。為考量此一替代因素，Ftt 以替代品價格—稻

米價格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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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Pt Ft 為一個交叉項，其作用係為使計量模型能滿足認定要件。此

時，在式(1)的模型之下，Ft  變化對麵粉、沙拉油與飼料需求量之影響如下：

∂Qt ／∂Ft =α4 +α3 Pt 

考慮麵粉與米食間之替代性、黃豆油與其他食用油脂之替代性以及畜牧業

對飼料之引伸性需求。請注意，yt 與Ft 均為影響市場需求的外生變數。在供給

面，由於麵粉、沙拉油與飼料均具有同質品特性，因此，供給關係應該建立在

一個數量競爭下的猜測變量模型，並假設產業的邊際成本決定於產量（Qt ）與

原料價格（Wt ）
14
，因此，MC1 =C(Qt  ,Wt )。此時，透過個別廠商利潤極大化的

一階條件可得出產業的供給關係如下：

Pt  =MC(Qt ,Wt  )－ht θ+ηt。其中，Qt 為產業產出，ht 
 
= Qt 

dPt／dQt =
α4 +α3 Pt ，

ηt 為誤差項，θ為三個產業以彈性（elasticity）型態表示的猜測變量，其值介
於1與0之間，為衡量產業獨占力量的指標。若θ=1代表市場存有獨占或聯合壟
斷，θ=0則代表完全競爭，θ值愈高代表獨占力量愈強。此時，產業的邊際收
益（marginal revenue）為Pt  + ht ，個別廠商的理解邊際收益（perceived marginal 
revenue）為Pt  +θht 。最後，假設θ為一常數，若邊際成本MCt 是Qt 與Wt  的線

性函數MCt  = β0 + β1 Qt  +β2 Wt ，且ηt  為誤差項，則以上的供給關係可以寫為
15
︰

Pt  = 
θ

α1 +α3 Ft 
 Qt  + β0 + β1 Qt  +β2 Wt  + ηt 

= β0 +( β1 －
θ

α1 +α3 Ft  )Qt  +β2 Wt  + ηt   ………………………………………… (2)

三、計量實證結果

實證估計方面，本文利用年資料，以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估計(1)與(2)，工具變數則包括：yt ，Ft （其他食用油脂價格、稻米價

格、肉類銷售量）與Wt （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資料開始於1982
年結束於2009年，共28筆年資料。三個市場的估計結果分別列於表5。
14 Wt 分別代表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
15 (1)與(2)分別對應Bresnahan(1982)中的(7)與(8)，請參閱Bresnahan, T., “The oligopoly 

solution concept is identifi ed,” Economics Letters, 89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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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麵粉、沙拉油與飼料市場供需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一）

（估計方式：GMM）

需
求
函
數

（A） （B） （C） （D）

項目 麵粉 黃豆油 飼料

估計限制 Unrestricted Unrestricted Restricted Unrestricted

α0
818,492.04***

(190,726.64)
458,595.12***

(32,127.88)
228,373.58***

(17,345.09)
4,048,405.62***

(1,149,228.34)

α1
－34,258.09**

(15,029.13)
－990.68*

 (569.17)
4,390.21***

(368.53)
9,773.01

(65,134.99)

α2
0.54***

(0.03)
－0.02
(0.02)

0.00
(0.00)

－2.77***

(0.94)

α3
671.90

(498.66)
－2.02
(9.74)

－83.55***

(7.04)
0.00

(0.08)

α4
－4,068.48
(6,528.35)

－2,540.03*

(1,335.99)
2,001.26***

(196.78)
2.94***

(0.85)

供
給
關
係

β0
19.26***

(1.40)
－380.92***

(29.01)
－128.43***

(7.39)
－1.20
(1.16)

β1
0.00***

(0.00)
0.01

(0.02)
0.00***

(0.00)
0.00

(0.00)

β2
0.85***

(0.09)
6.32***

(1.81)
1.00***

(0.20)
1.20***

(0.05)

θ
0.09

(0.08).
－3.67
(16.96)

0.00***

(0.00)
0.04

(7.21)

註1： 以上模型係以GMM估計，工具變數包括：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其他食用油脂價格、
稻米價格、肉類銷售量與每人GDP。

註2： 為避免異質相關（heteroscedasticity）與序列相關（serial correlation），式(1)與(2)估計過程之
covariance matrix與殘差項均經White（1980）方法調整，以確保估計結果之robustness。

註3：***代表顯著水準為1%，**代表顯著水準為5%，*代表顯著水準為1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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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結果顯示：黃豆油與飼料市場均呈現高度競爭局面。其中，飼料市場 
 僅有0.04且不顯著（欄D，最後一列），顯示飼料市場受肉類引伸性需求減
少，市況呈現低迷，廠商不可能獲取壟斷利潤。黃豆油市場  =－3.67（欄B，
最後一列）估計值非但為負與理論相抵觸且不顯著，不理想的估計結果可能係

因其他食用油脂種類眾多，價格高低不同
16
，而經濟部的價格統計資料卻是以

所有其他食用油脂價格作為平均，以致有相當的衡量誤差，影響估計結果。為

解決此一問題，欄(C)採用restricted GMM重新估計方程式(1)與(2)，結果顯示：
即使設限使 0 ≤  ≤ 0.1，  值亦仍趨近為零，顯示黃豆油市場因替代品過多，
確實導致高度之市場競爭，不容許業者有獨占力量。至於麵粉市場方面，雖然 
 = 0.09較黃豆油與飼料市場呈現稍高的獨占力，且該值亦高於約30家17

市場占

有率相同之廠商在市場上進行非合作古諾（Cournot）數量競爭結果18
。但是，

麵粉之  值並不顯著，顯示麵粉市場與前述兩項相同，市場並不存在獨占力
量，麵粉廠也沒有壟斷利潤。

另有關其他變數之估計結果則視各類穀物市場之特性而定。例如：欄(A)
α1 估計值為負顯示：麵粉價格上漲會使銷售量減少，顯示麵粉替代品甚多。

但是，α4 估計結果不顯著卻表示米價漲跌不一定會影響麵粉產銷。此一結果

顯示：隨著我國國民生活水準提高、蔬菜與肉類等副食消費增加與外食傾向提

高後，米麵替代性之因果管道益形複雜，二者間之關係已不若以往之簡單明

確。例如：郭義忠、郭妙蓉（1989）利用Zellner 之近似無相關迴歸（SURE）
分析發現：雖然麵粉對白米的替代性是影響稻米消費量減少的主要因素，表示

米麵間確實存有某種程度替代性，但是，白米價格之變化對麵粉銷售量卻沒有

影響，且以上替代性更隨著城鎮及鄉村之不同而不同。至於在黃豆油方面，欄

(C)顯示：以替代品價格（其他油脂價格）表示之 Ft ，其係數α4 之估計值顯著

為正，與理論預期相同，顯示替代油脂的多元化確實對黃豆油廠商之營運造成

不利影響。玉米方面，Ft （引伸性需求）之估計係數α4 = 2.94為正且顯著，顯
示我國肉類生產的減少確實會減少飼料之引伸性需求，影響飼料市場之發展。

最後，所得增加雖會提高麵粉消費（參閱欄A），但是，卻不一定會增加黃豆
油（欄B與C）之消費。而欄D甚至顯示豬肉之所得彈性為負，顯示隨著國人注

16 例如：高價之橄欖油與低價之豬油存有甚高的價差。
17 國內麵粉廠家數。
18 如果30家麵粉廠在市場上進行非合作賽局之古諾式競爭（亦即市場上不存有任何聯
合行為），則  應為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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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養生的飲食習慣與購買力提高，使較健康之副食品（例如：生菜沙拉、雞肉

與魚類），或是較高價位的進口肉類（例如：美國牛排）逐漸取代了傳統之豬

肉消費。

在供給方面，影響大宗物資供給最重要的因素還是進口成本，表5顯示β2  
的估計係數均顯著為正，顯示穀物進口成本上漲確實會影響民生物價的安定。

此外，穀物加工過程並未呈現顯著的規模經濟或是規模不經濟，因此，β1 的估

計值多數為零或是不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麵粉市場之競爭程度並不穩定，其市場產銷可依照公平

交易法實施前後，分為二個階段：(1)公平交易法實施前（政府管制強度高，
1978-1993年），經濟部管制小麥進口，指定麵粉公會為唯一合法進口小麥之
機構，因此麵粉公會可以合法公開分配小麥配額，以決定各廠產量與市場占有

率，並達成聯合目標，使麵粉業在本階段之獨占力量較強。(2)公平交易法實
施後（政府管制取消，1994迄今）政府取消公會獨家進口權，開放小麥自由進
口，此時公會僅能化明為暗分配小麥進口配額，以致影響卡特爾效率，從而削

弱了市場的壟斷力量。

為進一步探究競爭法實施對麵粉市場競爭之影響，以下以公平會成立前後

（FTCt）做為虛擬變數，亦即公平交易法實施前FTCt  = 0，公平交易法實施後
FTCt =1，使供給方程式成為：

Ft  = β0 +( β1 －
θ

α1 +α3 Ft  )Qt  + β2 Wt  + β3 FTCt  + ηt   ………………………… (3)

然後再以GMM聯立估計方程式(1)與(3)，表6結果顯示：公平交易法實施
與否對黃豆油與飼料市場定價或獨占力幾乎不造成任何影響，此可由欄(B)至
(D)對 β3 估計值均不顯著之事證清楚得知。然而在小麥加工方面，欄(C)對 β3 估

計值非但為－1.61且呈現高度顯著，此一事證指出：公平交易法實施後，市場
自由化與公平會對麵粉業之監管，顯著地削弱了麵粉市場定價與獨占力，使目

前麵粉業之獲利回復至正常水準，獨占力亦由表5之0.09降至表6之0.04，幾乎
趨近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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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麵粉、沙拉油與飼料市場供需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二）

（估計方式：GMM）

需
求
函
數

（A） （B） （C） （D）

項目 麵粉 黃豆油 飼料

估計限制 Unrestricted Unrestricted Restricted Unrestricted

α0
686,419.08***

(183,584.77)
457,270.68***

(31,728.97)
379061.22***

(18,638.81)
4,079,087.06***

(1,112,956.58)

α1
－20,708.61
(14,156.45)

－1,277.69**

(642.99)
0.18

(0.52)
8,846.61

(42,451.92)

α2
0.57***

(0.02)
0.02

(0.04)
0.002
(0.05)

－2.82***

(0.91)

α3
274.32

(467.61)
－1.53
(16.65)

－0.01
(0.01)

－0.001
(0.02)

α4
－847.34
(6,219.09)

－2,657.83
(1,804.60)

－1232.87
(868.33)

2.95***

(0.61)

供
給
關
係

β0
13.72***

(1.82)
－453.77***

(36.22)
－83.30***

(11.68)
－0.65
(1.62)

β1
－0.00001*

(0.00001)
0.01

(0.06)
0.0003***

(0.00002)
0.00

(0.00)

β2
1.02***

(0.06)
8.32***

(2.21)
2.94***

(0.48)
1.20***

(0.05)

β3
－1.61***

(0.51)
－13.56
(9.26)

－4.15
(3.12)

－0.01
(0.31)

θ
0.04

(0.09)
－7.36
(77.71)

0.00
(0.00)

0.02
(0.53)

註1： 以上模型係以GMM估計，工具變數則包括小麥價格、黃豆價格、玉米價格、其他食用油脂價格、
稻米價格、肉類銷售量與每人GDP。觀察值資料開始於1982，結束於2009年，共計29筆資料。

註2： 為避免異質相關（heteroscedasticity）與序列相關（serial correlation），式(1)與(2)估計過程之
covariance matrix與殘差項均經White（1980）方法調整，以確保估計結果之robustness。

註3：***代表顯著水準為1%，**代表顯著水準為5%，*代表顯著水準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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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量結果之競爭意義

前述計量結果之競爭意義可分兩點說明：

﹙一﹚我國穀物加工市場呈現相當程度之市場競爭

表6對於麵粉、黃豆油與飼料市場獨占力（θ）之估計值分別為0.04、0.00
與0.02，均不顯著。顯示三項穀物加工市場呈現相當程度之市場競爭。原因在
於：大宗物資加工技術簡單、不需大規模投資，再加上產品同質性高，市場進

入障礙低，促使穀物市場競爭程度甚高。更何況本文關切之聯合採購可能成為

壟斷市場之管道，必須以市場存有進入障礙為前提要件；然而進入障礙在我國

穀物市場並不存在（特別在植物油與飼料市場）。在長期的情形下，即使業者

藉聯合採購，壟斷市場形成超額利潤，也會引起新廠加入，導致市場供給增加

與價格下跌，從而使壟斷利潤消失。

﹙二﹚麵粉產業存在有壟斷因素之隱憂

表6同時顯示：公平交易法實施前後，黃豆油與飼料市場定價或獨占力幾
乎沒有差異；但是對於麵粉市場之定價與獨占力造成顯著影響。顯示麵粉業之

產業結構似存有若干微量之壟斷因素，只是由於公平會對麵粉業之監管，壓抑

麵粉定價與獨占力影響市場競爭之程度。蓋麵粉業長期在公會主導下進行聯合

採購，事業間熟悉彼此的產銷資訊，極易形成壟斷市場的默契
19
。因此，雖就

產業結構之基本因素（廠商家數、產業集中度或是市場進入障礙）而言，麵粉

市場與植物油/飼料市場並無不同，不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壟斷力量；然而，
由於政府長期管制所遺留下之剩餘獨占力量（residual monopoly power，RMP）
仍頗值競爭主管機關留意

參、外國競爭法之卡特爾除外適用制度

一、美國反托拉斯法

美國反托斯法對於卡特爾之規範依據，主要為休曼法（Sherman Act）第1
條。該條規定：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用以限制

各州間之貿易或商業，或限制州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者，均屬違法。

19 以麵粉生產為例，生產1公斤麵粉約需1.37公斤小麥，此一生產係數多年不變，再加
上小麥行情眾所周知，因此，廠商成本資訊高度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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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曼法第1條規範對象，並未區分水平卡特爾、垂直卡特爾，實務運作則
係藉由判例法發展出所謂「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的違法判斷標準。大體而言，執法機關對於有競爭關係當事
人締結商品價格、劃分市場、圍標、共同杯葛等協議的水平卡特爾案件，認定

其屬於嚴重影響市場競爭之當然違法行為；至於對上下游交易當事人締結維持

轉售價格或其他非價格限制的垂直卡特爾案件，則從合理性觀點分析其對市場

競爭影響之正負面效果，據以決定其是否違法。

（一）「競爭者間合作行為之反托拉斯準則」

回歸到本文研究主題，美國修曼法針對輸入卡特爾並未設有特別除外適用

規範；但是美國聯邦貿易部及司法部皆體認到︰在特定的市場環境條件下，

競爭者採取合作行為，得以降低生產成本、擴充市場，甚至有利於良性循環

及促進競爭等正面效果。有鑑於此，主管當局爰於2000年4月發布「競爭者
間合作行為之反托拉斯準則」

20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下稱合作行為準則），以資規範。
所謂「競爭者間合作行為」（competitor collaboration），係指除結合協議

外，競爭者間從事經濟活動之協議，以及依此協議所為之經濟活動。競爭者間

之合作行為，通常涉及研究發展、製造、行銷或採購等事業活動。此外，資訊

分享及各種公會組織活動，也可經由競爭者合作行為予以達成。 
合作行為準則，基本上仍係以「當然違法原則」、「合理原則」作為判

斷準繩。具體言之，主管機關針對競爭者訂定之「合作協議」，採取下列審

查步驟：

1. 評估協議之本質
首先應評估之事項為：協議是否會限制參與者對於生產及重要資產之財務

利益、價格或產出等競爭要素為獨立決策，或減低參與者參與競爭之能力或誘

因。此外，應考量合作協議，有無可能促成共謀行為（collusion）。尤其是，
經由協議增加市場之集中度，促使共謀行為容易進行；再者，藉由資訊交換，

如涉及競爭者間價格、產出或其他競爭相關因素時，可能引發之共謀行為。

合作行為準則特別以「採購合作」為例，說明評估該等合作協議本質之重

點。根據該準則之說明，所謂「採購合作」係指競爭者經由協議聯合採購所需

之生產原料之意。評估此類合作行為之促進競爭效果，重點在於有利參與者集

20 http://www.ftc.gov/os/2000/04/ftcdojguideline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1/10/26.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 23

中訂單，或整合倉儲及分配更具效率，或提供其他營運效率。

另一方面，評估此類合作行為之限制競爭效果，主要著眼於此類協議可能

強化市場力（如買方獨占），或經由控制採購價格之能力節制產出；此外亦可

能經由統一成本，或利用知悉參與者原料採購量，而計劃或監督其產出，達成

共謀行為而不利於競爭。

至於交換資訊涉及競爭之考量因素，可分為三點說明：

(1) 交換資訊涉及價格、產出、成本或策略規劃者，相較於其他不具敏感
性之資訊，比較容易引發競爭上之顧慮；

(2) 交換資訊涉及目前業務運作及未來經營計畫者，相較於過去之資訊，
比較容易引發競爭之顧慮；

(3) 交換資訊屬於個別事業之資訊，相較於提供整體性資訊，比較容易引
發競爭之顧慮。

2. 相關市場及市場力分析
競爭者合作行為可能影響之相關市場，包括經濟整合效果發生之市場、合

作行為實施或將實施之市場，以及參與者為實際或潛在競爭者之市場。

衡量合作行為有無強化市場力效果之指標，主要為市場占有率及集中度。

評估市場占有率之指標，上限設定為所有參與者市場占有率總和，下限則為個

別參與者市場占有率。市場力之指標，可能發生為增加利潤而調漲價格或限

制、減少產出等不利於競爭之情形。同時，市場之集中程度也會影響相關市場

發生共謀行為之困難度及所需成本多寡。實則，市場占有率及集中度，只是判

斷競爭效果之初始數據，主管機關仍應參照「水平結合準則」規定，進一步為

審查。但於考量參與者個別競爭之能力及誘因時，應格外重視下列6項要素：
(1) 協議屬於非專屬性（non-exclusive）之範圍，參與者仍然可以在合作
行為之外，個別參與市場競爭；

(2) 參與者取得競爭所需資產之個別控制程度；
(3) 參與者由於該合作行為或相互間享有財務利益之本質及範圍；
(4) 控制與該合作行為有關競爭事項之重要決策權；
(5) 可能有妨礙競爭之資訊交換行為；
(6) 合作行為之存續期間。

3. 衡量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果之整體評估
合作行為準則，特別強調「效率」之概念。經由競爭者間合作行為所生

之效率，促使其參與者有能力及誘因去參與競爭，得以提升品質、降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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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增進服務及創新產品。原則上，認定合作協議達成「可認知之效率」

（cognizable effi ciencies），必須具備下列要件21
：

(1) 須經過主管機關之確認；
(2) 具有潛在促進效率之特性；
(3) 不是減少產出或服務等限制競爭行為所產生；
(4) 無法經由其他可行且限制性顯然較低之方式達成。
主管機關若認合作協議具有可認知之效率，尚應衡量該可認知之效率是否

足以抵銷該協議所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俾確認此協議對於整體競爭之效果。

（二）反托拉斯安全區域

為降低違法風險、促進產業推動合作行為，美國主管當局爰訂頒「反托拉

斯安全區域」（Antitrust Safety Zone），以供違法判斷標準。然而，即使合作
行為未落在安全區域範圍內，並不表示其當然違法；實際上，仍應依循「當然

違法原則」、「合理原則」予以檢視。大體而言，下列安全區域所示之合作行

為，主管機關原則上不會質疑其合法性：

1. 適用於所有競爭者合作行為之一般安全區域︰若合作行為及其參與者於
每一受影響之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計未達20%。

2. 適用於研發合作行為創新市場之安全區域︰原則上，如果除該參與合作
行為者外，尚有三家以上獨立研發團隊，擁有必須具備之專門資產或特

質，且有誘因去從事足以替代該合作行為之研發活動。

應特別說明的是，上揭二項安全區域規定，並不適用於當然違法之協議，

亦不適用於不需詳細分析市場即可質疑其合法性之協議，以及應適用結合管制

分析之競爭者間合作行為
22
。

二、歐盟競爭法

歐盟條約第101條（舊法第81條）第1項禁止卡特爾之型態，頗為廣泛：凡
有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虞，並以妨礙、限制或扭曲共同體市場內的競爭為目

的，或有此效果之事業間協議（agreement between undertakings）、事業團體
的決議（decision by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或事業間協調行為（concerted 
practice），均在禁止之列。
然而，若一律不允許例外豁免卡特爾禁止規定之適用，一方面可能對原本

21 Section 3.36 of th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2000).
22 Section 4 of the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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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保護之競爭自由形成不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忽略某些限制競爭行為所

能帶來之經濟效益
23
。是以同條第3項規定：事業之卡特爾行為有助於改進商品

之製造或銷售、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且消費者得以分享其利益者，而其限制

系達成上述目標之必要手段、不致於使該商品之主要部份因而處於無競爭狀態

者，得被宣告例外不適用同條第1項之一般禁止規定。
﹙一﹚豁免要件

歐體條約第101條第3項例外豁免之要件有四：即以促進經濟進步、使用者
分享利益為積極要件；另以無非必要之限制競爭、不得排除競爭為消極要件。

以下分別說明之
24
：

1. 促進經濟進步
例外豁免之卡特爾，必須對於商品的生產或分配之改善，或技術或經濟進

步之促進有貢獻。亦即，卡特爾應有助於經濟進步。惟究竟有無此促進之效

果，非係求之於當事人主觀之判斷，而係依客觀事項為衡量基準。歸納執委會

相關見解，卡特爾若有降低產銷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增加商品種類以擴大消

費者選擇範圍等，均肯定其有促進經濟之效果。

2. 使用者分享利益
所謂「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利益」，與前述要件在效果上

互為補充關係。條文中所謂「使用者」，通常固指最終消費者，惟不限於

此；凡於商品流通過程中，具有商品交易關係之直接或間接交易相對人均屬

之。至於「利益」（profit），其概念則頗為廣泛，除價格低廉外，尚包含供
貨增加、提高商品品質、供應穩定、充實消費資訊、有效率的售後服務及縮

短送貨時間等。

實務上，執委會判斷卡特爾行為有創造使用者之利益，衡量因素包括：一

般經濟情況、產業特性、涉案卡特爾之類型及約定效力、參加成員性質及地位

等。

3. 限制競爭應有其必要性
卡特爾之限制競爭有無必要性？執委會通常會分析下列因素：特定產業之

性質、市場狀況及其變動預測、被妨害之標的，必要時考慮會員國政府之態

23 黃茂榮、劉孔中，聯合行為之採證與例外許可項目之研究，公平會合作研究報告，
23（2002）。

24 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易法註釋研究系列(一)，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499-50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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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生產條件及必要投資規模、商品性質及其使用狀況，參加成員掌握必要技

術之必要性，獲得尋求結果所需時間及採行其他行為之可能性。

例如，訂定獨家授權經銷契約，倘附加獨買、獨賣及限制經銷區域等約

款，須該等限制交易安排係屬滿足該商品專業性經銷要求所必要。又如聯合展

示商品，其限制參與之廠商不得同時參加其他商品展示會，如係基於達成共同

展示之合理目的者，即承認其限制之必要性。

4. 不得排除競爭
所謂不得排除競爭，係指卡特爾行為例外豁免之結果，實質上不得因而影

響市場上之競爭秩序；反面言之，設前三要件皆已充分，惟若予除外，市場之

競爭將被消滅者，則仍不得允許除外。要之，違反競爭之卡特爾行為雖印有正

面之經濟效益而受容忍，惟仍不可能因此造成該市場之競爭完全不存在。

執委會於若干水平聯合行為之案例中，原則上是以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

作為判斷有無排除市場競爭之標準
25
。亦即，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合計未逾百

分之三十者，原則上認定其有例外豁免之可能性。至於垂直的聯合行為態樣

中，則係以同一商品在不同階段的經銷市場上，是否皆能維持有效之經爭為

判斷標準；其間不僅須維持有效的價格競爭，亦包含維持相關的研究或開發

市場競爭。

（二）豁免規則及程序

依歐體條約第101條第3項規定，就一定類型之聯合行為宣告其集體的排除
同條第1項之適用，此即所謂「集體豁免」（block exemption）。蓋某特定類型
之卡特爾，未必有礙於共同市場競爭秩序或會員國之交易；反之，其亦可能有

促進實現共同目的之效果。因此，制定此類集體豁免規則以為規範之準據，將

有助於法規範明確性及安定性之建立
26
。

25 歐盟執委會適用盟條約第101條規定，認定涉案卡特爾行為是否符合「可感覺
的」（appreciable）影響共同市場之效果要件，從1970年即訂頒「微小不罰原
則」(de minimis rule）告示，揭示有市場占有率「量的」違法判斷標準。另依據
2001年修訂之告示（Commission 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81(1)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JC 368, 22.12.2001, p.13-15），對於卡特爾成員事業之市場
占有率，水平卡特爾合計低於10%、垂直卡特爾合計低於15%者，原則上即認定其
無影響共同市場競爭效果之虞。

26 歐盟執委會迄今已頒布若干集體豁免規則，包括垂直交易限制豁免規則、專業化豁
免規則、技術移轉豁免規則、研發合作豁免規則，以及以產業別為考量之豁免規
則：包括汽車業之行銷及客戶服務豁免規則、保險業豁免規則、航海業豁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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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盟在2003年12月26日通過理事會第1/2003號規則，並於2004年5
月1日開始施行，對於歐盟競爭法之運作發生重大影響。該規則第3條第2項確
立了歐盟競爭法規範限制競爭協議案件，法律適用之「優位性」(Vorrang)。依
該項規定，對於不違反歐盟條約第101條禁止規定之限制競爭合意，不得因會
員國競爭法的適用，導致在歐盟競爭法上合法之行為卻遭到會員國內國法的禁

止。惟相對於卡特爾，歐盟第1/2003號規則對於事業單方之限制競爭行為（如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或不當差別待遇等），則容許會員國制定較歐盟條約更嚴格

之規定。

應予特別說明的是，歐盟第1/2003號規則，將歷來禁止限制競爭協議之除
外制度，由「申報許可制」改為「法定例外制」，可說完全改變了限制競爭協

議合法化之管制尺度、標準與程序
27
。依此新制，當事人得以證明其限制競爭

協議符合集體豁免之要件者，毋庸事前申請執委會之例外許可，該卡特爾即自

動除外於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禁止規定之適用。

三、日本獨占禁止法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政府為展現恆久維繫經濟民主化政策
之決心，爰於1947年頒布實施「有關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
（簡稱獨占禁止法）。其中，第3條後段即設有卡特爾行為之禁止規定﹙原文
稱為不當的交易限制﹚；惟立法當時，並未針對特定卡特爾行為設置除外適用

規定。

嗣於1951年至1960年期間，日本社會正處於戰後之經濟復興階段，當時獨
占禁止法對於卡特爾之嚴格立法規範，顯然有礙於政府當局推動扶植產業政策

之施政方針。有鑒於此，基於快速發展經濟、產業政策優先競爭政策之考量，

日本政府爰於1950年代，分別在獨占禁止法及產業法規，建置有多樣之除外適
用卡特爾類型。

（一）獨占禁止法之除外適用卡特爾

在上述產業環境背景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於我國之公平會）於

等。至於已經廢止的集體豁免規，則有航空業電腦訂位系統豁免規則、機場服務豁
免規則等。

27 法定例外制之依據為歐盟第1/2003號規則第1條第2項。參見吳秀明、梁哲瑋，「德
國限制競爭防止法--最新修正內容及全文翻譯(Ⅰ)」，台北大學法學論叢，第64卷，
17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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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修正獨占禁止法，增設第24條之3「不景氣卡特爾」、同條之4「合理化
卡特爾」等除外適用規定

28
。

公正取引委員會審理不景氣或合理化卡特爾之申請案，經徵詢產業主管

機關意見，倘認定其符合下列要件，即得予以許可
29
︰1.無侵害需求者事業利

益之虞；2.無不當侵害一般消費者及相關事業利益之虞；3.無不當差別待遇之
行為；4.無不當限制事業加入或退出卡特爾之行為；5.限制生產不同商品之種
類，未有不當促使特定商品集中於特定事業生產之效果。

（二）產業法之除外適用卡特爾

上揭獨占禁止法規定之除外適用卡特爾要件頗為嚴格，仍然未能滿足當時

產業環境需求。因此，從1953年至1965年間，日本政府陸續增修多達40餘部之
產業法規，容許相關事業組成各類卡特爾，藉以豁免獨占禁止法之規範，導致

此時期之產業政策形同卡特爾保護政策
30
。在此期間，主要申請除外適用者，

多為輸出入卡特爾案件。

1952年制定之輸出交易法，係以防範不公平的出口貿易行為、促進出口貿
易之發展為立法目的。基此目的，出口業有下列情事之一，得申請許可共同決

定出口價格、品質、數量或其他交易條件事項之輸出卡特爾：1.出口商品價格
過低，致有損害出口目的地相關產業之虞；2.出口商品價格變動激烈，致影響
出口貿易契約之締結；3.對抗出口目的地之獨占進口商。
嗣於1953年修法，同法更名為「輸出入交易法」，並增設輸入卡特爾之除

外適用規定。據此新修法規定，在有下列事由之一時，進口業者得申請許可其

進口商相互間或與製造商共同實施輸入卡特爾行為：1.對抗裝船地之獨占出口
商；2.防範不當的過度競爭行為，避免侵害消費者利益；3.政府締結國際通商
協定，對進口貿易有不利之影響。

此外，1956年之修法，同法進一步擴大除外適用之輸出入卡特爾類型。在
輸入卡特爾方面，許可進口業者遭受顯然不利之國際貿易條件時，得以實施共

同開發外國市場之行為。在輸出卡特爾方面，當出口商品價格過度競爭，導致

製造商或出口商之營業困難，得許可出口商與製造商或經銷商共同成立收購機

28 有關該等卡特爾之除外適用規定說明，參見厚谷襄兒ほか編集，條解獨占禁止法，
弘文堂，447-461﹙1994﹚。

29 有關不景氣卡特爾、合理化卡特爾之例外許可狀況，參見公正取引委員會事務局
編，獨占禁止政策50年史（上卷），公正取引委員會出版，112-113﹙1997﹚。

30 長谷川古，日本の獨占禁止政策，國際商業出版社，11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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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必要時，產業主管機關亦得指定該收購機構，或指定貨物出口地區。

（三）管制模式

在諸多產業法規設有卡特爾例外許可規定之市場環境下，如何求得產業政

策與競爭政策之調和運作，即為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應當共同面對

之重大課題。基此觀點，日本法制設計有下列數種管制模式，對於產業主管機

關決定是否許可卡特爾除外適用之審理作業程序上，賦與公正取引委員會不同

程度之介入管制權限
31
：

1. 徵詢公正取引委員會意見
通常，基於尊重競爭法主管機關專業意見之觀點，倘公正取引委員會表

示反對意見，產業主管機關即會作出命令申請人更改卡特爾行為或不予許可

之決定。

2. 與公正取引委員會協議
在協議過程中，公正取引委員會之意見，並不當然有拘束產業主管機關之

效力；惟於實際運作上，產業主管機關均會取得協議共識之情況下，始作出是

否許可申請之決定。

3. 通知公正取引委員會
如此通知之意義，並非徵詢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本案應否許可之意見，而

係促請其注意申請人若有實施逾越許可範圍之卡特爾行為，仍應受到獨占禁止

法之規範。

4. 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處分請求權
對於產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除外適用卡特爾，公正取引委員會得請求其為廢

止許可、撤銷許可或變更許可內容之處分。產業主管機關受到請求後，若未於

一定期間內作出相關處分，公正取引委員會即得宣告該除外適用卡特爾行為仍

受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四）除外適用卡特爾制度之改革

日本於1955年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在1961年至1970年之經
濟高度成長期階段，如何因應國際貿易自由化之目標，即為當時日本當局施

政之重要經濟議題。此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1979年公布「有關
競爭政策及其除外適用或管制產業之理事會勸告」，建議會員國競爭主管機

關針對其政府管制及除外適用等制度，檢討當初創設之政策理由是否繼續存

31 有關除外適用卡特爾之管制模式，參見金澤良雄，獨占禁止法の構造と運用，有斐
閣129-13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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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制度實施所得利益與其耗費成本是否均衡、評估達成同一制度目的

有無其他較少限制競爭效果之方法。在此國際潮流趨勢之影響下，日本各產

業合計例外許可之卡特爾件數，從1966年達到最高峰之1,079件，逐年遞減至
1994年之20件32

。

抑有進者，在1989年展開之美日結構性問題協議上，美方代表強烈指責日
本市場對於外國企業處於極度封閉性狀態，因此要求日本政府應從尊重競爭

原理、市場機制等觀點，徹底改善日本產業傳統的商品流通交易體制
33
。嗣於

1990年6月28日發表之協議結論，日方接受美方要求，承諾將強化獨占禁止法
之執法，並檢討其除外適用制度存在之必要性及適當性

34
。

因應上述美日結構性問題協議結論，日本政府從1996年至1998年底，廢除
33種除外適用卡特爾類型、限縮4種除外適用卡特爾類型之適用範圍。在此期
間，並修正輸出入交易法，廢除許可進口業者得為協定行為之輸入卡特爾除外

適用規定，並限縮除外適用之輸出卡特爾行為類型。嗣後，經由逐年檢討，迄

今僅剩保險業法、輸出入交易法、道路運送法、航空法等10部產業法規，合計
尚存22類型之除外適用卡特爾35

。

另一方面，針對獨占禁止法規定之除外適用卡特爾制度，日本政府基於

1998年3月31日擬定之「解除管制推動計畫之再改定」方案，爰於1999年3月
31日公布廢除同法第24條之3「不景氣卡特爾」、同條之4「合理化卡特爾」
等除外適用規定

36
。如此修法後，日本政府當局因應經濟不景氣或產業合理化

等問題，即不得例外許可相關事業實施限制競爭之卡特爾行為，而係在施政

方針上應致力於產業升級、改善投資經營環境、適度調整市場結構等基礎經

濟建設工作。

32 公正取引委員會，平成13年度報告書，公正取引委員會出版，336-337（1994）。
33 實方謙二，「日米構造問題協議‧日本市場の開放問題と流通問題」，經濟法學會

年報，11號，3（1990）。
34 外務省，日米構造問題協議最終報告Ⅳ，日米關係資料集，6（1990）。
35 公正取引委員會，平成20年度報告書，公正取引委員會出版，124-127（2009）。
36 渡邊惠理子，「獨占禁止法適用除外制度の見直し」，公正取引，571號，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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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大宗穀物聯合進口之管制及檢討

一、聯合行為之管制原則及執法概況

公平交易法於第7條訂有聯合行為定義規定，並於第14條第1項本文明文禁
止聯合行為；惟對於同項但書所列七款聯合行為類型，若符合有益於整體經濟

與公共利益之要件者，得以附加條件或負擔方式，例外予以許可。如此立法體

例，即為所謂「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管制原則，學者稱此管制模式為「三

階段式之規範架構」37。亦即，第一階段，原則禁止聯合行為；第二階段，符

合例外許可要件的聯合行為，豁免管制；第三階段，附加條件或負擔，以防止

例外許可聯合行為之濫用。

從案件統計資料來看，截至民國100年12月底，在第一階段違反原則禁止
之聯合行為案件數總計161件，第二階段申請例外許可之案件數總計165件、核
准案件數（含部分核准）總計131件38。值得注意的是，如下表7所示，在全部
核准件數中，依據本法第14條第1款但書第5項許可之輸入聯合案件數總計74
件39，占全部核准件數的半數以上（55.46%），其中絕大多數屬於大宗穀物合
船進口申請案。

表7　公平會許可事業申請聯合行為案件統計表（民國81年至民國100年）

類型

第1項
標準化

聯合

第2項
合理化

聯合

第3項
專業化

聯合

第4項
輸出聯

合

第5項
輸入聯

合

第6項
不景氣

聯合

第7項
中小企

業聯合

件數 17 40 10 — 74 — 1

百分比 12.97% 30.53% 7.63% — 56.48% — 0.76%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會2011年版，第77頁。

上揭統計資料顯示，歷來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申請案件之核准比例高達

79%，如此有無與「例外」許可制度之規範理念相抵觸？其制度設計應有檢討
之必要。本文以為，制度檢討之重點應係在於公平會面對申請件數眾多之大宗

37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9（2004）。
38 公平會，公平交易統計年報，80-81（2011）。
39 公平會，公平交易統計年報，前揭註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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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物聯合進口行為，是否仍有管制之必要？若認有繼續管制之必要，應如何管

制？該等疑義，容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

二、案例檢討

在原則禁止之管制原則下，公平會處分案例認定構成違法之聯合行為，

除本法第7條第1項明定之共同決定價格或限制數量……等，尚有限制交易時
間

40
、限制入會

41
、停止贈品活動

42
、縮短交易票期

43
、限制電視節目播放時

段
44
、區隔電影片發行期間

45
等諸多行為類型，足見其執法立場係將本項定位為

例示規定性質。不過，最近公平會在處分「大統益等公司聯合進口黃豆案」，

引發實務認定合船採購是否構成聯合行為之爭議。

（一）案情概要

本案為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黃豆進口業者（下稱被處分人等），依
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向公平會申請並獲准三年期限合船採購進口
黃豆之許可決定；嗣後未依第15條第2項規定申請延展許可期限，仍繼續合船
採購行為。案經公平會調查，認定被處分人等係經合意以合船進口黃豆之方

式，就國外商品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足以影響國內黃豆進口市場功能，違反本

法聯合行為禁止規定
46
。

惟最高行政法院審理本案上訴，認為單就合船採購行為本身，尚不足以

論斷其成立違法之聯合行為，爰廢棄原審判決。該判決意旨略謂
47
：本件原處

分僅以上訴人等（即被處分人等）於民國96年6月、7月間連續2度合船進口黃
豆，即認定其構成「聯合行為」之內容，原審亦未查明上訴人等有何共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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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公平會（88）第088號處分。
41 公平會（84）第127號處分。
42 「康軒文教等公司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5）公處字138號處分。
43 「約伯等公司聯合行為案」，公平會（92）公處字063號處分。
44 公平會（83）公壹字第65105號函。
45 公平會（83）公壹字第63572號函。
46 公平會（96）公處字第175號處分。該處分因裁處罰鍰有濫用裁量之嫌，致遭訴願
委員會決定撤銷原處分。公平會於調整罰鍰處分後，再作出公處字（97）第7132號
處分。

47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7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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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本案發回更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基於如是判決意旨，撤銷原處

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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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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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判決評析

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顯然基於本法禁止聯合行為係屬列舉規定之觀

點，爰從文義上否定「合船採購」構成聯合行為之可能性。然而，國內學者認

為
49
：本法第7條第1項法條並非僅以一「等」字，涵蓋其他可能成立聯合行為

合意內容之描述，而係尚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為一般性之說明，故將本項

解釋為例示規定，應不違反規範明確性原則。另觀察與本項立法定義極為相似

之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6項規定，其所謂「不當的交易限制」（即卡特爾）
係指：「共同決定、維持或調漲價格，或為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或

交易相對人『等』相互拘束事業活動……」日本學者及實務均認為，該項僅係

「惡性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s）之例示規定，此外共同研究開發、交換商
業資訊、共同銷售、共同購買等行為，仍有可能成立本項違法之卡特爾

50
。如

此而言，從規範體系、論理及比較法等觀點，將本法第7條第1項解釋為例示規
定，要無疑義

51
。

至於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更審判決，在聯合行為例外許可之規範體系

上，創造出實質違法性評價的概念，承認合意事業活動的當事人得事後主張提

昇經濟活動效率、促成競爭力等正當事由，據以阻卻其形式該當聯合行為之違

法性。問題是，依此判決進行實務操作的結果，當事人將承擔其合意是否存在

正當事由的法律評估風險，倘其認知與事後執法機關違法性的判斷有誤差，難

免遭受未事前申請例外許可的處罰。

4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更一字第45號判決。
49 吳秀明，「罪刑法定主義與聯合行為之定義」，收錄於前揭註37書，158。
50 宮井雅明，「共同行為の諸類型の違法性判斷」，收錄於金井貴嗣ほか編，獨占禁
止法，弘文堂，78-89（2004）。

51 倘為杜絕爭議，明示本法第7條第1項為例示規定，可以考慮修法刪除現行法之
「等」字，即將本項條文修正為︰「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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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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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附款行為處置方式之檢討—以廢止小麥合船進口許可案為例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公平會為聯合行為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
或負擔，目的在於監督、防止濫用，確保許可之聯合行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利益得以實現。附負擔之形式，依許可聯合行為之內容，得課予申請人一定

作為、不作為義務。以小麥、黃豆、玉米等大宗穀物合船進口申請案為例，公

平會許可其合船進口，乃係承認業者在藉由合船裝運得以降低採購成本之基礎

上，為確保其聯合行為符合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要件，通常在許可決

定書上附加如是之負擔事項：1.申請人應將本聯合行為之執行情形，包括每船
次各進口人之登記採購量等資料，按季函知本會；2.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
事如進口總量管制暨定數分配制等其他聯合行為，或無正當理由拒絕其他進口

事業加入本聯合採購；3.申請人不得利用因本許可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
之價格決定或其他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公平會附加負擔事項，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之附款，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3
條第1項之形式合法性。另一方面，同法第94條規定，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
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準此規定，公平會附加申

請人上揭負擔事項，藉此得以監督進口成本降低程度、影響國內產業發展程

度、產業經營成本降低程度，並可防止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利益遭

受不當的侵害，如此附加負擔與許可處分具有「合目的性」及「正當合理關聯

性」，應無疑義
52
。

抑有進者，公平交易法對於許可聯合行為之事後「濫用控制」規範，第16
條賦予公平會得以行使廢止許可、變更許可內容、命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等權限。茲有疑義者，申請人若有逾越聯合行為許可範圍之行

為者，公平會是否必然應為廢止許可之處分？此問題藉由下述案例探討之。

（一）案情概要

台灣區麥粉同業公會（現更名為麵粉工業同業公會），於民國86年代理國
內32家麵粉廠申請許可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事項，經公平會以（86）公聯
字第012號許可決定書附負擔予以許可。惟於許可期間，公平會調查該公會於
辦理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時，有藉機協調及召集會員開會等方

式，不當實施總量管制暨定數分配、限制事業自由採購數量等違反附負擔之逾

越許可範圍行為，爰認定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並依第

52 公平會，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第十三版，公平會出版，14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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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條規定廢止前揭許可決定53
。

公平會本案雖為廢止許可決定之處分，惟為避免影響國內麵粉產銷市況之

銜接，乃同時給予該等麵粉事業三個月緩衝期間；至緩衝期間屆滿後，即應停

止辦理小麥合船進口作業事宜。

（二）廢止許可決定之必要性？

國內學者大多以為，申請人若有逾越許可範圍之行為，則當初合法化事由

即不復存在，許可亦失其基礎，個案「濫用控制」之監督架構不免有所動搖，

此時自應透過廢止許可使其回復禁止原則之適用
54
。惟本文以為，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123條第3款、公平交易法第16條等規定，申請人有違反附負擔之行為，
公平會固得廢止許可決定；然在考慮比例原則之前提下，倘許可決定之基礎事

實並未改變，且該違反附負擔之行為得以其他更正措施予以有效矯正，此時公

平會是否仍有必要為廢止許可決定之處分？不無疑問
55
。

詳言之，當初公平會許可小麥合船進口乃係基於考量其可以降低進口成

本、減少倉容不足、減少資金積壓及利息負擔等事由，該等基礎事由並未因本

案違反附負擔之行為而受影響，此觀公平會於本案給予緩衝期間屆滿後仍許可

該等麵粉業者之重新申請案
56
，即足明證。再者，公平交易法第16條授權公平

會得以行使「濫用控制」之權限，除廢止許可決定外，仍有命申請人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等諸多選項
57
，其規範內容應與第41條第1項前段

規定相通
58
。若此，公平會對於本案違反附負擔之行為（即逾越許可範圍之聯

合行為），依第41條予以行政處分即足以改正其行為，爰無庸再為廢止許可決
定之處分。否則，公平會於本案廢止許可決定，同時給予三個月緩衝期間，於

53 公平會（89）公處字第091號處分書。該處分書所謂撤銷許可決定，乃舊法期間法
條用語，即為現行法之廢止許可決定。又該處分有關聯合行為罰鍰金額認定部分，
嗣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1207號判決撤銷。

54 吳秀明，前揭註37，12；石世豪，「第十六條聯合行為許可之廢止或變更」，收錄
於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一），539（2003）。

55 行政法學者認為，相對人未履行負擔，行政機關為廢止之決定時，仍應考慮比例原
則；行政機關通常應先就負擔為強制執行，而非立即廢止受益處分。參見陳敏，行

政法總論，自版，三版，466（2003）。
56 公平會（89）公聯字第004號許可決定書、公平會（89）公聯字第005號許可決定
書。

57 從本條規定「『得』廢止許可、變更許可內容⋯『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之法條
用語觀之，本條應屬裁量性規定，當無疑義。是以公平會並不受到必須作出廢止許
可決定之拘束。

58 石世豪，前揭文，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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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間屆滿後隨即許可其重新申請，實無管制意義。

四、大宗穀物聯合進口管制模式之檢討

在國內對於小麥、黃豆、玉米等穀物之消費需求，幾近全數仰賴國外進口

之情況下，政府當局長期實施經濟管制，至1990年代始推行穀物自由貿易政
策。不過，在開放穀物自由進口後，穀物業者若是以合船採購之聯合進口方

式，仍須依據公平交易法規定，事先申請公平會之例外許可。如此在競爭法規

範體系下，賦予其主管機關准駁聯合進口申請權限之管制模式，從管制程序面

及績效面加以觀察，分別存在下列問題點。

（一）管制程序面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2項有關許可應附期限、期限不得逾三年、期限屆滿
前得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逾三年等規定，目的在於控制聯合行為許可之效

力存續於一定期間，並使公平會得以定期檢驗許可事由及調整對聯合行為之管

制措施。然而，在如此例外許可制度之管制架構下，對於某些有持續實施聯合

行為必要之特定產業，即可發現其必須定期、反覆的申請延展許可期限，而公

平會也幾乎來者不拒的予以許可。

事實上，自從民國81年公平會首度許可小麥、黃豆及玉米等合船進口申請
案

59
以來，該等穀物商即須每三年定期向公平會申請延展許可期限，不僅增加

事業經營負擔，且耗費公平會審查作業之行政資源。

國外立法例，針對一定類型行為或特定產業，設計有特別的卡特爾除外管

制措施。例如上述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之集體豁免制，凡符合該制度所列要
件之一定類型行為，即自動豁免卡特爾禁止規定之適用。又如，日本諸多產業

法規，分別創設有航空卡特爾、輸出入卡特爾、中小企業卡特爾、國內海運卡

特爾等除外適用類型，並由產業主管機關與公正取引委員會共同管制。

上述外國法制，何者較為可採？歐盟法制，採事後管制模式，倘事業自行

檢視其卡特爾符合法定豁免要件，即無庸向競爭法主管機關報備或提出申請，

如此主管機關與事業均得免除作業程序之負擔；惟在事業認知有誤的情況下，

事後難免遭受主管機關之處罰，其制度存在法律評估之風險。至於日本法制，

賦予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共同審核的權限，固然有利於產業政策及

競爭政策之調和；但同時也增加了行政管制成本，且於機關間協調性不佳之

59 公平會（81）公聯字第001號許可決定書、公平會（81）公聯字第003號許可決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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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勢必影響制度運作的順暢。若此，既無盡善盡美的外國立法例可資仿效，

以下本文嘗試提出一套適於我國產業特性之例外許可管制措施。

首先，在第一階段原則禁止之管制，應否將大宗穀物合船採購行為納入管

制範圍內？答案顯然應為肯定。蓋如上所述，在將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定位
為例示規定之前提下，合船採購應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該等事業自得

為聯合行為之主體。其次，在第二階段例外許可，雖有學者鑑於合船採購潛藏

著事業實施限制競爭行為之危機，故而主張應刪除輸入聯合例外許可規定
60
；

惟不可否認的，合船採購得以降低生產成本，禁止其申請例外許可，導致業者

將單獨採購所增加之成本轉嫁於消費者，必定損及社會福祉。如此而言，第

二階段例外許可之申請資格，即不宜將合船採購行為排除在外。問題是，現行

法第15條第2項並未區分行為類型，凡許可聯合行為皆「應」附期限，導致大
宗穀物進口業者必須反覆、定期申請延展期限。制度之改善方向，應可將本項

條文改為「得」附期限，對於合船採購等具有持續性必要之聯合行為，適用低

度管制原則，即公平會許可決定無庸附加期限；惟為監督其有無藉機實施限制

競爭行為，在第三階段濫用控制，仍應依本條第1項規定，附加申請人定期匯
報採購資料、不得逾越許可範圍之負擔及條件。嗣後，公平會若確認申請人有

藉機實施限制競爭行為者，即應改採高度管制原則，依第16條規定變更許可內
容，命其定期申請延展。

（二）管制績效面

從比較法考察之觀點，日韓等國對於小麥、黃豆、玉米等穀物之民生需

求，同樣必須仰賴國外進口，是以其政府對於大宗穀物進口，均採行一定程度

之管制措施，俾確保一般消費物價之安定。其中，日本政府主要採行事前的管

制措施，每年度由物資主管機關預估國內穀物需求總量，就不足額部分辦理招

標採購，委託得標廠商辦理大宗穀物進口作業，並由該主管機關嚴密監控穀物

銷售通路、價格走勢等市場狀況。倘若遭逢市場異常時期，發生穀物產品供需

失調之現象，政府產業主管部門得立即啟動緊急經濟管制措施，介入調整物資

供需、公告合理商品價位，藉以確保基本民生需求。

此外，韓國大宗穀物進口市場，主要掌握在少數大型穀物商手中，各該穀

物商皆具備規模經濟而得以單獨進口，是以不存在合船採購申請例外許可之問

題。亦即，韓國政府當局對於大宗穀物之進口，並未特別採行事前管制措施。

60 劉孔中，公平交易法，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5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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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與日本法制相同的是，在因應穀物價格飆漲導致民生物價嚴重波動

之事後管制上，韓國產業主管機關得以依據法律授權，實施各項安定民生物價

之經濟管制措施。

至於我國公平會對於合船採購大宗穀物之管制模式，主要係鑑於其得以降

低採購成本，至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爰普遍許可其申請。就此許可理

由觀之，顯示公平會期待藉由聯合採購大宗穀物達成之規模經濟效益，得以反

映在滿足基本民生需求及安定消費物價之經濟效果上。不過，應予說明的是，

公平會對於聯合進口大宗穀物之許可範圍，僅限於合船採購作業，其他諸如採

購額度、產銷數量、加工穀物商品定價等事項，仍然受到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

適用。因此，上揭所謂確保民生消費安定之效果，原則上應係透過市場競爭機

制加以達成，並非藉由公平會直接介入管制穀物產銷數量或商品價格之決定。

事實上，每當國外主要穀物產地氣候異常，導致產量不足、國際價格行情

上揚，導致國內穀物加工產品價格飆漲之際，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公平會應當介

入查處穀物商囤積物資及哄抬價格之不法情事。然而，公平會屬於競爭法主管

機關，不宜亦欠缺有如日韓等國法制賦予產業主管機關之經濟管制權限
61
，是

以在未能有效摘發不當囤貨及哄抬價格案件之情況下，公平會往往承受輿論指

責執法不力之批判。

伍、結論與建議事項

目前我國黃豆、玉米與小麥等穀物進口之聯合採購行為，實肇因於1980年
代之政府管制。大宗物資業者與公會在經濟部要求成立聯合採購機構集中辦理

採購之命令下，形成長達15年之久的「協調申報，聯合採購」制度，其間穀物
進口人資格、進口總量及各廠原料配額，均由各公會協調各會員廠，統一與經

濟部辦理進口簽證作業。由於各項穀物生產技術與行銷管道簡單，產品高度同

質，合船採購自然形成公會幹部與事業負責人間之合作默契與相互信任，事業

之間非但瞭解彼此產銷資料與定價策略，更熟知對手之性格與誠實度，以致形

61 歷來公平會曾經多次介入有關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案件之查處，例如九二
一震災不銹鋼水塔哄抬價格案、SARS疫情期間哄抬口罩價格案、米酒囤積案、砂
石囤積及哄抬價格案等，胥皆認定該等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禁止規定。惟各
該案件之違法判斷，欠缺明確標準，至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嫌。以上，參見顏廷
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適
用之可行性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8卷第4期，43-4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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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相互依存關係甚至是患難與共之革命情感。

市場開放後，即使聯合採購因聯繫協調不易，存有極高之交易成本，但此

一默契所形成之聯合效率仍高於交易成本，因而促成業者多次向公平會申請

聯合採購案件。再加上：1.穀物加工市場之競爭性產業結構爭與低度之進入障
礙，業者不可能透過聯合採購，形成壟斷市場之意圖與能力。2.全球穀物市場
獨占力量甚強，僅有少數幾家主要供應商（嘉吉、嘉穀與七合），穀物加工業

者個別與之議價，不易取得有利之供貨條件。因此，聯合採購確實具有相當程

度之效率因素，能使業者在貨價與運價上，居於有利之議價地位並有助於進口

調度，避免港口及倉儲壅塞與內陸運輸調度失當，因而有利於整體經濟利益，

從而促成公平會連續准許業者聯合採購申請長達近20年之久。
聯合採購雖有助於規模經濟與整體經濟效益；但因聯合採購機制常在公會

主導下進行，任何事後監督機制均無法保證聯合行為絕不發生，再加上業者透

過公會或是分組進行聯合採購，勢需交換彼此產銷及價格資訊，使參與者對

於其他事業之成本及定價有所瞭解，經營環境更加透明化，從而有助於事業間

聯合默契之培養，不利於市場競爭。因此，聯合採購之事前申請制度實不宜輕

言廢止。以下，謹針對公平會對聯合採購之許可作業與調整方向，提出建議如

次：

建議一：現行的穀物的聯合採購只是當年政府為因應糧食危機，要求業者

聯合進口管制下的遺留產物，為市場全面自由化前之過渡措施，並具有相當程

度之效率意義。在過渡時期，公平會為維護穀物市場之採購效率，除應繼續許

可業者聯合採購之申請外，亦應盡力簡化申請手續。例如，現行規定之聯合行

為許可申請須知應備文件第五項：評估報告書，由於該項資料在申請許可時早

已填報競爭主管機關，因此，建議在申請展延作業時予以取消。

建議二：公平會在許可大宗穀物之聯合進口後，若有發現穀物進口業者有

逾越許可範圍之行為者，公平交易法第16條規定有多項得以採行之處置措施。
此時，公平會應當遵照行政程序法第7條揭示之比例原則，優先選擇採行命停
止違法行為、改正其行為或其他更正措施，不宜逕行廢止許可決定，避免徒增

勞費及影響穀物商品之正常供需。

建議三：現行法對於許可聯合行為之管制，未區分行為類型，一律附加許

可期限，造成特定產業實務運作之困擾。日後修法，宜應授權公平會得以個案

審酌，針對有持續必要性之大宗穀物合船採購行為，採行不附加許可期限之

低度管制原則，但可同時附加命提供採購資料、禁止逾越許可範圍之負擔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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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嗣後當事人若有違反許可附加之負擔或條件者，即改採高度管制原則，命

其定期申請延展許可期限。

建議四：為確保國內穀物供應來源穩定，降低業者採購成本，公平會宜應

透過政府當局進行多邊貿易體系和雙邊經貿談判，針對全球穀物市場可能存在

之國際卡特爾、區域性獨占等議題，加強與國際競爭組織或是特定國家競爭法

執法機關之合作，以調和各國多元化之競爭措施，有效防制國際市場上的反競

爭行為，促進全球穀物市場貿易的自由化。

建議五：因應國際穀物供需失調，導致國內穀物商品飆漲問題，政府各部

門應充分協調分工。具體言之，公平會應專責查處穀物業者有無藉機聯合調漲

商品定價或相互約束產銷數量等限制競爭行為；農糧署、國貿局等產業主管

機關，則應加強進出口穀物供需之調控。至於解決穀物商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

之有效對策，應由農糧署依據糧食法第12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備啟動處理機
制，公告管理穀物糧食之買賣期限、數量及價格；儲藏、運輸及加工；緊急徵

購及配售等措施，並針對民生必需品建立價格異常之偵測機制。如此各主管機

關行使職權相輔相成，應可確實達成安定民生消費物價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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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proposes to discuss exemptions and exceptions granted to industries 
and certain type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under the article 14 of the Fair Trade Law. 
The focus here is the joint acts in regards to the importation of wheat, soybean and 
corn. Since Taiwan does not produce these grains, the producers have to import 
grain materials from abroad and must pay high transportation costs. In general, 
the scale economy of grain import is far beyond the need of the single fi rm. Thus, 
it is more efficient for the TFTC to allow grain purchaser to organize the import 
cartels under the expemtion of article 14 to procure and ship grains jointly. This 
project will investigate the types of exemptions that have been granted in different 
grain producers, and their underlying economic or other rationales. The evidences 
obgtained will be used to study if and how the TFTC could improve the permisson of 
exemption, or even excuse grain importers from the obligation to obtain permission 
form the TFTC so as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Keywords:  grain materials, import cartels, exceptions granted, ship jointly, scal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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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劉姿汝（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主席、報告人、公平會的同仁，大家好，我是中興大學劉姿汝，今天很高

興可以參與這場與談，誠惶誠恐，畢竟是念法律，經濟分析方面的專業較為缺

乏，拜讀此篇大作後，有很多的收穫與學習。初見貴論文主題「聯合行為例外

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個人想到聯合行為規範之所以另例外許

可的制度，起因於事業間該當第7條形式要件的聯合行為，亦有可能帶給社會
正面利益的情況，因此例外為許可。本文所提及的大宗穀物進口案例，即是可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取得例外許可，因此事業間可以聯合採購、
合船進口。但從競爭主管機關的角度，縱使可以對被許可的事業附加條件或負

擔，卻也無法直接從價格的角度，要求必須將因聯合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反映給

下游業者及消費者。因此，大家所期待的價格反饋，從競爭法上來看還是有其

限度。簡言之，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是否對民生物價能有直接正面的連結，恐

怕仍有距離。

剛剛顏教授在結論的部分，特別是事業有超過許可範圍之行為是否適合直

接全部廢止，我贊同顏教授所言不應當直接全部廢止，而是對超過部分進行處

理，否則將對社會民生物資的基本環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但個人對於顏教

授提到黃豆合船進口的案例，認為最高行政法院與後來發回更審的高等行政法

院，是否因為將公平交易法第7條第1項解釋為列舉，所以認為本案不該當其要
件，而否定了公平會的處分？個人認為，兩判決並不否定公平交易法第7條為
例示，只是認定被處分的事業間是各自進行採購後，僅是合船進口，並不該當

此聯合行為之定義，因此不接受公平會的見解。但個人贊同顏教授所言，最高

行政法院與高等行政法院是否對於第7條，尤其是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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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知，已超越聯合行為應是原則違法、例外許可，而近似

乎以合理原則作判斷聯合行為違法性之基準，因而認定本案事業間的行為不足

構成聯合行為。尤其是發回更審的高等行政法院，贊同公平會認為聯合行為只

要具危險性即該當，但又強調不能只看市占率，要看參與的數目，參與及不參

與的數目各如何，以及對市場交易狀況的影響等事業間的行為，作了實質的判

斷。個人認為，最高行政法院及其後發回更審的高等行政法院，就是因此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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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第7條的聯合行為構成要件的部分，認定本案不該當聯合行為之態樣，所
以當然就沒有若該當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例外得以許可之態樣，應
事前申請許可而未申請的問題。因此，若公平會認為僅單純合船進口黃豆已該

當第7條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應予以更為明確有力的說明，才有機會進而主
張本案被處分的事業們，即使符合例外許可行為類型，卻並未事前申請許可，

而該當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本文。謝謝，因為時間有限，那就先評論到
此。


	ET0016-01-書名頁.pdf
	ET0016-02-目錄.pdf
	ET0016-03-研討議程.pdf
	ET0016-04-開幕式.pdf
	ET0016-1.pdf
	ET0016-2.pdf
	ET0016-3.pdf
	ET0016-4.pdf
	ET0016-5.pdf
	ET0016-6.pdf
	ET0016-7.pdf
	ET0016-8.pdf
	ET0016-a1閉幕式.pdf
	ET0016-a2附錄.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