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公聯字第112001號

申請人：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02298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1段 453號

代表人：晉昇投資有限公司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251209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鹽行里中正路301號

代表人：羅智先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6514783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 17樓

代表人：鄭武樾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192402

址　設：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45號

代表人：洪堯昆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54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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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206號 6樓

代表人：陳英凱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廣成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9856305

址　設：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中央路611號

代表人：蔡政達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8795706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1段30號 2樓

代表人：吳清德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0514787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 149號 7樓

代表人：范睿哲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35562

址　設：臺南市東區裕農路391號

代表人：石允文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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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豐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9283361

址　設：臺南市東區裕農路375號 8樓之1

代表人：石允文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三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5010369

址  設：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太保11號

代表人：蕭俊傑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008303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3號

代表人：韓家宇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中華全球食物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686147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829號 2樓

代表人：韓芳豪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裕興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331426

3



址　設：臺中市清水區國姓里三美路73之 1號

代表人：洪紹龍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農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096182

址　設：高雄市路竹區竹園里環球路21號

代表人：楊世昌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萬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780748

址　設：雲林縣虎尾鎮公安里明正路49號 1樓

代表人：王義宗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凱迪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87698

址　設：雲林縣虎尾鎮西屯里大屯280之 7號

代表人：王冠傑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佑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897240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3段 245巷 68之 8號 1樓

代表人：劉建鋒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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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生農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920518

址　設：臺南市善化區文昌里大同路213巷 7號 1樓

代表人：陳順慶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泰衍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056789

址　設：雲林縣斗六市榴南里斗工七路1號

代表人：賴豐喜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大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0250963

址　設：屏東縣萬丹鄉社上村萬丹路3段361號

代表人：劉月珠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660894

址　設：屏東縣屏東市工業一路11號

代表人：林桂添

地　址：同上

申請人：高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45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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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設：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88號 5樓之1

代表人：林中夫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延尚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367325

址　設：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35巷 17號 15樓之1

代表人：劉美玉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益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67111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 7號37樓

代表人：方敬圓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必立信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89601

址　設：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忠孝路80號

代表人：林建洽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東峰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6640034

址　設：嘉義縣朴子市竹村里朴子工業區二街4號

代表人：曾俊銘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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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威峻貿易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877465

址　設：屏東縣長治鄉德榮村下厝街61之 7號

代表人：張仁峰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壹仲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833783

址　設：臺中市北區文莊里中清路1段89號 6樓之8

代表人：林滄結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794905

址　設：臺南市東區生產路68號

代表人：陳昭義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統一編號：08344865

址　設：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旅順路2段359號

代表人：黃森田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新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98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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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設：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工業區富強路27號

代表人：楊朝威

地　址：同上

申請事項

一、延展合船進口玉米聯合行為許可期限。

二、聯合行為實施期間：自112年 3月 1日起至 117年 2月

28日止計5年。

許可內容

一、申請人前申請合船進口玉米聯合行為，期限至 112年 2

月 28日，本次申請延展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但書第 5款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應予許

可展期，期限至117年 2月 28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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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採購量、價格、採購裝船期、裝

貨港名稱、船抵裝貨港日期、自裝貨港開航日期、船抵

我國港口日期等，按季函報本會。

三、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任

一申請人自由決定其合船進口之數量，或禁止任一申

請人自行採購進口，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加入

本合船進口。本聯合行為主體變動並應報經本會備查。

許可理由

一、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五、為加強

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

者。」同法第16條規定：「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

得附加條件或負擔。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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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至 6

個月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

限，每次不得逾5年。」

二、申請人申請合船進口玉米，可降低進口成本，分散風

險，避免增建倉儲設備，減少儲存原料耗損，降低利

息支出及積壓資金等。有計劃、有秩序之合船進口，減

少碼頭壅塞，便利提貨及減少延遲卸貨，有助於降低

社會成本。合船進口數量大且穩定，可促使供應商重視

並提供良好品質之原料，確保飼料品質。另因進口業者

眾多、市場競爭激烈，參與事業有誘因將節省之成本反

映在調降售價及較穩定的供應量上，進而使中、下游飼

料廠、畜牧業者得以合理分享聯合行為之經濟效益，有

益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

三、依財政部關務署之進口玉米量值統計資料，我國 109

年、110年及 111年（1月至 9月）全國玉米進口數量

（包含散裝進口及貨櫃進口）分別為 424 萬 2,069 公

噸、415萬 7,185公噸與320萬 5,061公噸。本案合船組

109年、110年及111年（1月至9月）合船進口量分別

為86萬 8,443公噸、78萬 4,306公噸與58萬 6,727公

噸 ， 分 別 占 同 期 間 我 國 玉 米 總 進 口 量 之

20.47％、18.87 ％與18.31％，109年至 111年(1至 9

月)合船組總進口量占全國總進口量之19.3％。另玉米

為自由進口物資，事業之進口資格並未受限，進口業

者可自由選擇合船進口（除本案「飼料聯盟組」外，尚

有「大成長城組」），亦可自行以貨櫃方式進口，或直

接向以專船銷售(Parcel)方式進口之穀物供應商採購

(如嘉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三井物產股份有

限公司等)，進口管道多元，且非集中於少數事業，原

料玉米取得並無困難，故本案聯合行為合船進口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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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關市場之影響尚屬有限。

四、綜上，本次申請人申請延展合船進口玉米之聯合行為

許可期限，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符合公平交

易法第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及第16條第2項規定，

准予許可。另為消弭本聯合行為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疑

慮及監督實施執行情形，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6條第 1

項規定附加期限及負擔如許可內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4 　 日

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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