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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人不利己的聯合行為：麵粉卡
特爾的案例分析 

Disadvantage Collusion: A Case Study on Flour 
Cartel 

馬泰成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金融系 

摘 要 

本文以國內麵粉業者聯合獨占市場案為研究標的，利用 Fershtman-Gandal

模型及公平會之統計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兩項主要結論。第一，麵粉業

者確有透過聯合行為決定價格及產出。第二，業者為爭取市場配額對產能所為

之過度投資，將使麵粉業者成本增加，從而使聯合獨占解之利潤，反低於數量

競爭古諾解之利潤，顯示損人不利己之聯合行為的確有可能存在。 

關鍵字：產能、聯合獨占、子賽局完美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Fershtman-Gandal model and TFTC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flour cartel case.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collusion indeed 

exists in the flour industry. Besides, the expenses of overinvestment increase flour firm’s total 

production cost. Thus, the collusive equilibrium profits are even lower than the non-cooperative 

Cournot equilibrium profits. The firms are better off not colluding.  

Keywords:  Capacity, Collusion, Subgame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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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本文以國內麵粉業者聯合獨占市場案為研究標的，利用 Fershtman-Gandal

模型，將競爭過程分為兩個階段：麵粉廠在事前的投資階段，以不合作之競爭

方式，決定產能；並在事後的營運階段，以聯合方式，決定實際價格及產出。

雖然，廠商在第一階段決定產能規模時，並未有所勾結，但是，卻均瞭解未來

在第二階段決定產出及售價時，彼此不會從事競爭，並將以聯合之方式，壟斷

並劃分麵粉市場，而其市場配額之高低，則決定於第一階段所進行產能投資之

大小，從而誘使廠商進行大規模的產能投資，以增加市場配額。此時，超額產

能成為卡特爾成員分配市場之議價力量，超額產能愈高，議價力量愈強，事業

所能分配之產出配額愈高。 

但是，以上辨證卻也引出一項有趣的課題，亦即卡特爾成員在追求超額產

能時，是否將肇致過多之資本性支出，反使壟斷利潤低於寡占市場下古諾納許

解 (Cournot-Nash solution) 下之合理利潤呢？為解答此一問題，Fershtman and 

Gandal (1994) ，設計了一個簡單的二階段競爭模型，並在資本財價格不至於

太高的前提下，發現卡特爾為建立超額產能，過度花費投資支出，導致長期成

本偏高，反使壟斷利潤低於寡占市場下之合法利潤。理論上，此一現象雖有可

能發生，但是，相關實證分析至今卻仍鳳毛麟角，且相互矛盾。Davidson and 

Deneckere (1990, p. 525) 即指出：「當前實證文獻顯示超額產能及聯合行為二

者之相關性甚為微弱 (weak) …且結論相互衝突 (conflicting) 。」究其原因應

與該等模型過於抽象，在實際個案研究中甚難建立相關計量模型，並取得實際

資料作為驗證有關。 

為解決以上困難，並檢視 Fershtman-Gandal模型之可行性，本文除將該模

型略作修正，以便利實證分析外，並選取國內的麵粉業作為研究標的，看看是

否果真存有一個損人不利己之聯合行為？按國內麵粉公會曾遭檢舉壟斷國內

麵粉市場，並按會員產能分配市場，藉以取得聯合獨占利潤，該案於 2000年

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處分在案。該會於偵辦期間，曾

針對麵粉業的產銷行為進行調查，並整理出相關研究報告（請參閱公平會

（2001））。該研究報告提供了麵粉業詳細之產能、小麥進口報價、邊際成本資

料以及為便於解釋以上資料所須之定性資訊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而其主

要缺點在於僅有與案件相關的 5 年資料（1994-1998 年），以致無法適用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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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模型1，因此，在此一先天條件之限制下，本文並未建立複雜的理論模型或

採用任何先進的計量模型，作者只是將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略加修正，並透過

一些基本的經濟學理及實證分析，忠誠地讓資料說話。雖然過程平淡，但是，

Fershtman-Gandal模型卻可充分解釋麵粉業定價、發貨、產能及獲利等模式化

的事實，而一個簡單的模型只要設定得宜，即可充分說明現實經濟狀況，吾人

實不得不油然產生對經濟學之信心。 

以下，首先將麵粉業的特性及政府相關管制作一說明；其次，並依實證需

要，將 Fershtman-Gandal模型略作修改；最後，利用公平會資料進行實證分析，

結論顯示：麵粉業者為爭取市場配額對產能所為之過度投資，將使成本增加，

導致聯合獨占解利潤反低於古諾解利潤，損人不利己之壟斷行為的確有可能存

在。 

貳、麵粉業聯合獨占案的四個模式化事實 
(stylized facts) 

麵粉業者聯合獨占國內市場案，有其時代背景，1970 年代全球穀物市場

因受穀物減產及油價大幅上漲影響，榖價發生異常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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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修訂「大

宗物資進口辦法」允許麵粉公會成立聯合採購機構，集中辦理小麥進口事宜，

在往後長達 15年之久的期間，小麥進口人資格、進口總量及各廠原料配額，

均交由麵粉公會協調各會員廠，統一與經濟部辦理進口簽證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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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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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貿局規定，該配額除決定於各廠歷年加工量外，主要取決於生

產產能，致形成業者競相擴廠，爭取配額之怪異現象。及至 1990年代初期，

小麥開放自由進口，聯合行為遂轉為地下化，並一直持續到 2000年麵粉公會

被公平會處分，並被限期停止聯合行為為止。以下，謹將與麵粉聯合案相關的

四個模式化事實分述如次。 

                                                        

1 特別是估計需求函數之計量模型以及如何估算資本財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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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麵粉廠的市場占有率約略相當： 

依據公平會 (2001) 國內麵粉業主要有十大廠商（各廠商資料如表一），

至於除十大麵粉廠之外，雖然有新進業者（環球麵粉廠）於 1998年加入市場

營運，但是，由於麵粉業聯合行為案之案關時期係介於 1994-1998年之間，因

此，以下理論及實證模型之設定仍然暫時以十大麵粉廠為觀察對象，而該十大

麵粉廠加計新進業者環球廠之市場占有率約占國內麵粉市場總胃納七成半。 

表一、麵粉業產量及市場占有等相關資料（1994-1998年資料） 

項 

廠   目 

商 

產量 (1994- 

1998 年平均

值，單位：噸) 

市場 

占有率 

(%) 

產能(1994- 

1998 年平均

值，單位：噸) 

設備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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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廠商資料來自公平會 (2001) 相關統計，又因該會為保護

個別廠商產銷資料之隱蔽性，故所有廠商名稱均以編號表示。

整體產業產出資料（亦即市場占有率之分母數字）則取自經濟

部統計處出版之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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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表一顯示卡特爾集團成員除了編號 10 為樣本之極端值外，其餘 9

家廠商之市場占有率均約略相當，並分布於 5%左右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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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麵粉業稍有了解之讀者應可斷

定 10 號業者即為統一公司，依據公平會 (2000) 處分書，該公司對於公會所

主導之聯合行為配合度向來較低，並曾獨立於麵粉公會之外，自行籌組採購團

隊，進口小麥原料，故其營運行為較難以卡特爾之集體行為解釋。 

二、卡特爾成員之成本條件頗為一致： 

麵粉業為一技術層次甚低之加工產業，各廠生產技術一致，每公斤麵粉約

需 1.37 公斤之小麥投入，該成本占生產總額約七成。此外，國內所有麵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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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所列之 10家主要

廠商之原料成本均約略相當，並分布於每公斤麵粉約 6.9元左右，倘以小麥成

本代表麵粉生產之邊際成本，則各家成本狀況甚為一致。 

三、卡特爾集團成員之設備利用率極低： 

表一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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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至於市場占有率偏高之 8號及 9號廠商，究其原因，可能因為該二家事業負責人曾先後出任公會理事長，

而可得到較大之配額，但是，另方面亦無法排除該二家負責人係因事業規模較大，方得以出任理事長之

因果關係。所幸，以上誤差並不影響主要的麵粉廠的市場占有率約略相當之產業特性。 
3 按陳朝威 (1986) 依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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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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企業經營常理，亟需一具體合理之理論模型予以解釋。 

四、卡特爾成員之獲利率並不偏高： 

理論上，卡特爾集團係以聯合行為之方式限制生產，藉以提高產品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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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經濟部工業統計

調查報告，製粉業之附加價值率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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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聯合行為、市場配額與超額產能—
Fershtman-Gandal 修正模型 

在聯合獨占的過程中，廠商依據產能規模大小，劃分市場的個案，在各國

產業發展史上屢見不鮮，例如：歐洲在 1920及 1930年代所發生的水泥、煤業

及氮肥業者聯合行為案例，即係業者依據產能大小劃分市場，依據 Bloch (1932) 

及 Scherer (1980) 研究，此一劃分市場之機制往往造成卡特爾成員為了增加銷

售配額，而大量地從事資本性投資，從而形成閒置性產能。 

為研究此一問題，Fershtman and Gandal (1994) 將事業決策過程，分成兩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事前的投資階段，為一個非合作賽局，產業內所有的事

業同時決定產能 ik ，產能一經決定，產出 iq 即不能超出 ik ，即 ii kq ≤ ；第二

階段為事後的市場劃分階段，卡特爾內部成員依據既定之產能，決定如何劃分

聯合獨占利潤，亦即決定卡特爾組織內部成員之產出配額。 

由於 Fershtman-Gandal對於競爭過程兩階段論的分析，是一個相當簡化的

理論架構：產業內僅有兩個業者，生產成本並不存在，只有廠商為建置產能所

須之資金成本，而且沒有一個正式定義之市場需求函數。因此，以下謹就實證

需要，針對以上不足之處做一修正，以期能夠將過於簡化之理論模型應用於實

際經濟體系。但是，本文除了 (a) 正式定義一個兩階段重複性賽局，並假設

折現因子 (discount factor) 為 1，使 Fershtman-Gandal模型在學理推論上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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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b) 假設一個一般化之線性反需求函數 (generalized linear inverse 

demand function) ； (c) 將廠商家數一般化為 n； (d) 引入短期變動成本；其

餘分析則與 Fershtman-Gandal模型完全相同。 

Fershtman-Gandal模型的第二階段賽局是單期賽局，因此，不可能出現勾

結解，故首先將賽局結構改成一個兩階段重複性賽局，廠商在第一階段決定產

能，第二階段則有無限多期，廠商在每期均進行數量競爭，且假設第二階段各

個期間之折現因子 (discount factor) 均為 1，俾使勾結解具有子賽局完美性。

此外，假設產業內有 n個業者，生產同質性產品—麵粉，各廠面臨相同之成本

及市場需求函數，該等業者在第一階段以不合作之競爭方式，決定產能。雖然，

他們在決定產能規模時，並未有所勾結，但是，卻均瞭解在未來第二階段決定

產出及售價時，彼此不會從事競爭，並將以聯合方式，壟斷並劃分麵粉市場，

而其市場配額之大小，則決定於該廠商在第一階段所進行之產能投資，產能愈

大，則代表其全能開工，將產品傾銷至市場，對市場價格造成之下跌壓力愈大，

因此，所能分配到的市場配額也就愈大，至於廠商 i建置產能所須之資本財價

格則為一外生變數，並與其他廠商相同，因此，其產能成本以 ii kkC γ=)( 表示。

至於在決定實際價格及產出之第二階段，廠商係面臨一短期變動成本函數

ii
s
i cqqC =)( ，4本文假設c為一常數，且 cACMC == ；各廠商按照卡特爾所

分配之數量決定生產數量，並面臨相同之反需求函數  (inverse demand 

function). ： )...( 21 nqqqbap +++−= ， 整 體 產 業 產 出 為

nqqqQ +++= ...21 ，此外，本文假設 ca > 。至於，在第二階段，由於產能

業經決定，因此，產出不能超出產能，即 ii kq ≤ ，當產出超出產能，邊際成

本趨於無限大。 

一、古諾解 (Cournot solution) ：兩階段均採取競爭模型 

如果廠商在決定產能及產出的兩個階段，均以競爭方式制定決策，不存在

任何勾結情事，則 Fershtman-Gandal 模型與 Kreps-Scheinkman 模型相同，該

兩階段賽局之均衡產出
n
iq 或利潤 n

iπ 均呈現古諾解，而且廠商均衡產出等於均

衡產能
n
ik ： 

                                                        

4 在第二階段（短期）的情況下，廠商追求利潤極大化過程僅會考量變動成本，至於第一階段所投資之產

能，在第二階段已成為固定成本，而非模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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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nbcaqk n
i

n
i γ  (1) 

由於我們假設所有麵粉廠面臨相同之市場需求及成本函數，因此，整體產

業產出成為： 

)2(                    )1(/)( +−−== nbcanKQ nn γ  

由 (1) 及 (2) ，個別麵粉廠利潤成為： 

2

2

)1(

)(

)(

+
−−=

−−−=

nb

ca

cbQaq nn
i

n
i

γ
γπ

                        (3) 

既然各廠產出及利潤相同，麵粉價格及整體產業利潤成為： 

)4(                                         
)1(

)(

+
−−−=

nb

ca
bnaPn γ

 

)5(                                              
)1(

)(
2

2

+
−−=Π

nb

ca
nn γ

 

二、Fershtman-Gandal 模型之近似壟斷解 

由於本模型是在第一階段透過競爭之非合作方式，決定產能，再於第二階

段以聯合行為之方式決定價格及產出，因此，稱之為近似聯合獨占模型 
(semicollusive model) 。此外，有鑑於子賽局模型之動態特性，模型解需以逆
向歸納 (backward induction) 之方式為之。因此，首先需決定第二階段聯合獨

占情形下的產出解。此時，如果
c
ii qk < ，則所有廠商均全能開工，近似壟斷

解等於古諾解。但是，當
c
ii qk ≥ ，為求壟斷利潤極大，卡特爾需控制整個組

織之產量為
b

ca
Qc

2

−= ，並盡量協調各廠以壟斷價格 cc bQap −= 銷售。至於

當
c
ii qk ≥ ，各廠產能均超出壟斷利益極大化之銷售量時，卡特爾組織則係依

據產能多寡分配市場占有率，換句話說，廠商 i可以得到
K

ki
產出配額，在此，

ni kkkK +++= LL1 。又由於產能早於第一階段即已決定，因此，在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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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廠商係面臨一短期成本函數 ii
s
i cqqC =)( 。 

最後，就最適化策略而言，由於各廠係透過卡特爾組織制定產量決策，因

此，極大化之標的乃成為整體產業之總利潤： 

cQbQaQ

cKQCbQaQi
Q

−−=

−−=

)(

),,;()(max γπ
 

此時，麵粉業總產出及價格分別為 

)6(     
2b

ca
Qc −=  

)7(
2

ca
Pc +=  

產業在第二階段之獨占利潤則為 

)8(       
4

)( 2
2

b

cac −=Π  

至於個別廠商所能分配到的獨占利潤，則係依據前述
K

ki
之比率決定，產

能愈高，市場占有率愈高。因此，就個別廠商而言，第二階段之利潤函數為 

)9(.
4

)( 2
2

b

ca

K

kic
i

−=π  

此外，本節亦仿照 Fershtman-Gandal模型之精神，假設產能成本低到足以

使數量賽局下之古諾均衡價格低於近似壟斷解下之均衡價格。而依（4），古諾 

賽局下之均衡價格為
)1(

)(

+
−−−=

nb

ca
bnaPn γ

；近似壟斷解下之均衡價格依

（ 7），則為
2

ca
Pc += 。因此，就 cn PP < 之假設略加運算，即隱含

n

can

2

))(1( −−<γ 。 

最後，回到第一階段，所有廠商係透過競爭之方式，決定產能。依據第

二階段的產出決策，各廠商在第一階段之利潤函數遂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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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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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i kkK −+= 為整個產業之產能， ik− 為其他所有廠商之產能，透過

利潤極大化過程，吾人可詮釋 Fershtman-Gandal模型如以下數點： 

命題一：當
cQK < ，任何均衡（包括古諾及近似壟斷均衡）均無法成立；亦

即當均衡成立時，
cQK ≥ 必須為真。 

證明：在利潤函數為  (10) 的情形下，任何均衡 ),,,(
***

1 ni kkk
∧∧∧

LL 使得

cQK <
∧

，該均衡亦同時為數量賽局下之古諾均衡，但是，在此一賽局

下，均衡價格 cn PPP >=
∧

，這與前述 cn PP < 及
n

can

2

))(1( −−<γ 之

假設矛盾。 

命題二：當廠商家數為 n 時，
γ2

2
***

1

)1(

n

n
kkk

c

ni

Π−
==== LL 為各廠商近似

聯合獨占解下之均衡產能。 

證明：依據  (10) ，個別廠商 i 在第一階段所面臨之最適化問題為

i
ii

icc
i

k
k

kk

k
i

γπ −
+

Π=
−

21max ，在長期的情形下，廠商 i可以自由決定產

能 ik ，其一階條件可寫為： γ=
+

Π
−

−
2

2

)( ii

ic

kk

k
，由於產業內廠商家數

為n，且各廠成本及需求函數相同，假設 ii knk )1( −=− ，透過該一階條

件及命題一，可得出各廠商近似壟斷解下之均衡產能為： 

)11(
)1(

2

2
*

γn

n
k

c

i

Π−
=  

命題三：就個別廠商而言，該近似壟斷解存有超額產能，亦即均衡產能大於壟

斷情形下之均衡產出，
c
ii qk >*
，顯見在依據產能多寡分配市場的情

況下，廠商為擴大市場占有率將造成超額投資。 

證明：就個別廠商而言，在產品同質性及各廠生產成本相同之假設下，近似壟

斷解之均衡產出為
b

ca

n
qc

i 2
1 −= ，而命題二亦指出，當廠商家數為 n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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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2

2
* )1(

n

n
k

c

i

Π−
= 為個別廠商之均衡產能，接著將 (8) 式

b

cac

4

)( 2
2 −=Π

代入
*
ik ，再加上

n

can

2

))(1( −−<γ 之假設，可得證
c
ii qk >*
。 

命題四：由於過度投資，近似聯合獨占解之利潤
1c

iπ ，在
n

can

2

))(1( −−<γ 之

前提下，反低於數量競爭古諾解之利潤
n
iπ 。 

證明：請參閱附錄。 

肆、Fershtman-Gandal 模型可行性之實證評估 

一、資料來源及估算 

麵粉業總銷售量 tQ 及價格 tP資料，來自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月報，期間

涵蓋 1981年至 2000年，共計 20組觀察值。至於邊際成本 c之設算方面，理

論上，至少應包括物料成本及勞力成本，惟由於國內尚無關於麵粉業勞工僱用

成本資料，加以麵粉業屬於低附加價值產業，售價主要係反映加工原料—小麥

進口成本，依行政院主計處工業生產成本調查報告（1994年版），該業生產所

耗用之原材物料即高達生產總額之 70%。此外，依據該處發布之產業關聯表

（1994年版），麵粉業之附加價值占生產者價格之比重亦僅及 16.3%，遠低於

整體產業平均值之 46.5%，其中勞動報酬更只有 8.7%，如再扣除管理階級及

其他非生產部門之薪資，則與產量相關之勞動變動成本應屬極小部分，故忽略

與勞工相關之變動成本，應不至對統計結果造成顯著之影響。因此，本文師法

Slade (1987) 之做法，假設勞動與資本投入於短期的情形下，均屬無可改變之

固定投入，而邊際成本也就成為生產每公斤麵粉所需使用之進口小麥成本，該

進口成本資料來自公平會 (2001) ，經物價指數平減後，吾人得知平均每年每

公斤麵粉生產所需負擔之邊際成本為 79.6=c 元。此外，依據前述麵粉業各廠

小麥進口成本均屬相同之模式化事實，以下假設各麵粉廠之邊際成本均為 6.79

元。 

至於產能成本 )(γ  的計算方面，由於產能設備購置金額龐大，且係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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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單一時點 (one point in time) 買入，並且將連續使用一段甚長時間，因此，
就實證研究而言，產能成本之計算甚為複雜，為解決此一問題，我們採用新古

典學派投資理論中有關使用者成本 (user cost) 之概念，將產能成本區分為資

金機會成本、折舊及資本增值。假設麵粉業產能設備之購置價格為 flourA ，則

資本財使用者成本應為 )( flourflour AdrA &−+=γ ，其中 r為資產的期望報酬率也

就是資金的機會成本， d為折舊率，
flour

flour

flour
A

t

A

A ∆
∆

=
.

為資本利得變化率。 

首先，就 flourA 及d而言，由於國內並無任何關於麵粉業產能成本資料，

作者勢需依據現有資料進行若干推估，其中折舊 ( d ) 資料，可引用公平會 
(2001) 相關數據，得出國內十家主要麵粉廠每製造一公斤麵粉平均需支出固

定資產折舊 53.0=×= flourflour Add 元，但是，公平會資料卻缺少固定資產統

計。而經濟部雖曾於民國八十七年間針對國內工廠收支進行調查，並出版工業

統計調查報告，其中包括製粉業固定資產 powderA 及製粉業折舊 powderd 資料，

惜該部之製粉業資料除麵粉部分外5，尚涵蓋澱粉及其他食用粉，與本文分析

之麵粉業略有不同，因此，在製粉業與麵粉業生產結構相同之假設下，作者將

國內 10 家主要麵粉廠之固定資產值，依據
flour

flour

powder

powder

A

d

A

d
= 公式，設算出平均

每年製造一公斤麵粉所需之固定資產值 1.15=flourA 元。 

就 資 金 的 機 會 成 本 )(r 而 言 ， 理 論 上 可 寫 為 ：

ed r
ED

E
rt

ED

D
r

+
+−

+
= )1( ， dr 表示公司負債的期望報酬率， er 表示公司股

東權益的期望報酬率，t表示稅率，D表示負債的市場價值，E表示股東權益
的市場價值。但是，實際上麵粉業投資資金之機會成本是很難利用此公式衡

量，按國內麵粉廠雖多，實際上股票公開發行上市者卻僅有統一、聯華、福懋

及嘉新等少數幾家，且各家產品生產線除麵粉外尚包括黃豆油、粉、飼料、各

類食品、甚至人纖製品等，其財務報表非但無法得知單獨製造麵粉之獲利，更

無法反映麵粉業之負債及股東權益。所幸，r為一機會成本之概念，其基本理
念不外乎反映倘資金不投資於麵粉事業，而用於其他目的所能獲致之報酬。因

此，本節利用經濟部民國八十七年版之工業統計調查報告，以其中之食品業附

加價值率6來衡量麵粉業產能投資之機會成本，經計算後 1068.0=r 。 

                                                        

5 按經濟部當年資料製粉業營業收入 127.38億元，其中麵粉業營業額 92.08億元，約占 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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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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關於資本利得率 ( flourA
.

) 之處理方式，則有多種不同之處理方

式，本文係參考 Jorgenson及 Siebert (1968) 早期於 1963-67年分析美國戰後投

資行為所採取之方式，亦即假設麵粉業者於第一階段決定產能投資時，不了解

或並不在意有關於資本財之預期報酬率，因此，假設 0
.

=flourA 。依據 Branson

及 Litvack (1981) 解釋，只要物價上漲率低於 4%至 5%之間，則 0
.

=flourA 之

假設並不會影響任何估計結果，而在 1984-1987年期間國內消費物價上漲率僅

2.6%。 

既然每製造一公斤麵粉所需固定資產之機會成本為 61.1=flourrA 元，折舊

為 53.0=flourd 元，且業者不考慮資本增值，則資本財價格即成為 14.2=γ 元，

本文並假設各廠產能價格相同。至於實際上各麵粉廠資本財價格是否相同？並

均等於 2.14 元？由於各廠資本財採購價格付之闕如，折舊支出又因為只有五

年資料，以致會因為稅法加速折舊之規定而產生各廠折舊支出相異現象，例

如：倘麵粉廠於 1994-1998年等 5年期間購置大量資本財，則其折舊支出勢必

高於其他同業；反之，如未從事資本投資者則於該五年內僅有為數甚少之折舊

支出，因此，無法由折舊推算出各廠產能成本。但是，由於麵粉係一簡單之加

工製品，生產過程較少利用專利，各廠成本結構大致雷同，按照公平會 (2001) 

麵粉廠資本設備分為新廠進口設備、新廠國產設備及舊廠設備等三類，在相同

類別下，各廠機器產量大致相同7，倘若各廠採購相同類別機器設備之價格相

同，則假設各麵粉廠產能成本相同，應與事實相距不遠。 

二、公平會處分結果是否與統計資料一致之初步查驗 

由於默契性的聯合行為係不存在任何書面文字協定的默示行為，因此，公

平會對於麵粉業者之處分，是依據業者對於船期之安排、採購成員之組成及公

會之運作等事證，再基於法律之觀點，認定業者間存有聯合行為，其間缺乏就

價格及成本等統計資料所為之經濟分析，因此，在正式利用麵粉市場資料對

Fershtman-Gandal模型進行評估之前，本文首先對公平會對於國內麵粉業者聯

合行為之處分結果，以實際產銷價格資料，作一簡單評估，以確定該業之產出

及定價究係業者透過聯合行為所為之獨占利潤極大解，抑或古諾那許之非合作

解 (Cournot-Nash non-cooperative solution) ，易言之，我們要探索是否有資料

拒絕公平會裁決 (data reject ruling) 之情形出現。首先，我們取用經濟部公佈

                                                        

7 請參閱公平會 (2001) 第 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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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業生產統計月報之麵粉相關價格及銷售量，由 1981年至 2000年年資料，

共計 20組觀察值，並以線性迴歸估計麵粉之反市場需求函數如下： 

)12(58.0
)98.4(

010.058.18 2 =
−

−=
R

qp tt 8 

在此， tp 為經費者物價平減後之每公斤麵粉平均售價， tq 為以千噸計算

之國內麵粉銷售量，之後，再以價格及銷售量之樣本平均值9計算出麵粉之需

求價格彈性為 1.88。此外，由於本文所能利用之觀察值係在 1981 年至 2000

年之間，數目太少，而且在 1981年之前，台灣所得即已超出美金 2000元，而

麵粉為一生活必需品，在如此高之所得水準下，其消費量不會隨所得之高低而

有變化，因此，將所得加入需求函數估計時，其估計結果並不具顯著性。此外，

其替代品價格（米價）亦不具顯著性。 

此外，以單一迴歸式而非聯立方程式估計需求函數，可能會發生

identification問題，因此，最好能同時估計供給函數，以得到良好之估計結果。

但是，我國麵粉市場在政府長期管制之下，市場供給面甚難依據價格變化做適

當之反映，特別在 1980年代高度管制時期，政府透過大宗物資進口管理制度，

嚴格管制國內麵粉供給數量，此時，市場價格高時，麵粉產量未必能增加；價

格低迷時，供給量亦未必能夠減少，透過供給面探討價格與數量間之關係甚為

困難。因此，作者假設供給函數為一個政策變數，供給彈性為 0，而在供給量

對價格變化不具敏感性之前提下，於是採用 OLS估計反需求函數。10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獨占者或卡特爾團體會在線性需求線上之有彈性部分 

(elastic part) 定價，因此，公平會處分合理之基本前提應為點需求彈性高於 1，

而實證結果則顯示：簡單的統計分析及市場資料，似未能拒絕該會之裁決結果。 

其次，利用麵粉業實際銷售量檢視該業產出究係業者透過聯合行為所為之

獨占利潤極大解，抑或古諾那許之非合作解？依據前述對 Fershtman-Gandal
模型之修正，若公平會裁決正確，麵粉業者確有以聯合方式決定操縱產出，則

產業產出之壟斷解應為 57
2

=−=
b

ca
Q c 萬噸之低水準11。反之，如果業者從事

                                                        

8 括號內數字為 t值。 

9 樣本期間內，麵粉之平均年銷售量為 628千噸，經消費物價平減之實質售價為平均每公斤 12.118元。 

10 讀者可參閱Maddala (1992) 第 9章第 1節及第 3節，以瞭解相關之計量理論。 

11 a與 c來自式 (12) 之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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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諾那許   (Cournot-Nash) 競爭，則依  (2) ，產業產出之競爭解應為

)1( +
−−==

nb

ca
nnqQ n

i
n γ 。至於麵粉廠實際之家數，雖然正式註冊者有 32家，但

是，公平會在案件調查期間曾發現，其中甚多並不從事生產，僅靠聯合採購配

額進口小麥原料轉售圖利。因此，如果剔除公平會認為目前並未生產或原料銷

售比率甚高之廠商，而將計量分析集中於市場占有率較高且實際從事生產之主

要 10家廠商，則 nQ 達85萬噸，而如果我們依據名目上註冊廠商之家數，則 nQ

更達91萬噸。但是，經濟部統計資料卻顯示國內麵粉之平均產出僅及 62萬噸
遠低於 85萬噸或 91萬噸，但與 57=cQ 萬噸則相差無幾，因此，實際上之市

場銷售資料較為接近聯合行為解，從而支持公平會之裁決。 

三、麵粉業實際產能是否就是聯合行為解下的均衡產能？ 

依據前述對麵粉業模式化事實之觀察，該業確實存有大量之超額產能，至

於理論上推估之超額產能，是否與實際數據相當，依據前節命題二對

Fershtman-Gandal模型修正之結果，
γ2

2
***

1

)1(

n

n
kkk

c

ni

Π−==== LL 為各廠商

近似聯合獨占 (semicollusion) 解下之均衡產能，當廠商家數為 10時，個別業

者之均衡產能成為
γ100

9 2
*

c

ik
Π

= 。因此，只要各個廠商投資成本相同，則廠商在

第一階段為爭取第二階段市場配額，所投資之產能將趨於相同，致使各廠在協

議劃分市場時，均擁有相同之議價力量，並導致各廠之市場占有率趨於一致（請

參閱模式化事實一）。 

在以上命題下，首先，將a，b及 c等值帶入（8）得出 21.52 =Πc
億元，

再將 2cΠ 及 γ 代入  (11) ，可得知理論上，個別廠商均應具有相同之產能

9.05
100

9 2
* =

Π
=

γ

c

k 萬公噸。其次，利用實際資料檢視十大麵粉廠是否有相同之

產能，由表一，可得知十大麵粉廠平均產能為 9.81萬噸，標準差為 1.66萬噸，
顯示即使在雙尾檢定 20%的顯著水準下，亦無法拒絕母體平均數為9.05萬公
噸之虛無假設，至於其 90%信賴區間則介於 6.76萬噸至 12.85萬噸之間12，依

此觀之，十大麵粉廠中除對卡特爾集團配合度較差之統一公司外，其餘 9家均
落於信賴區間之內，至於離平均值較遠之樣本值，似乎為產能僅有 6.97 萬噸

                                                        

12 如果將 1998 年新成立之環球廠亦納入模型之中，則廠商數目 n=11。依據(11)， 8.31
121

10 2
* ==

γ
π c

k 萬

公噸，至於十一家麵粉廠平均產能則為 9.66萬噸，標準差為 1.27萬噸，在雙尾檢定 10%的顯著水準下，

亦無法拒絕母體平均數為 8.31萬公噸之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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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 9廠，而經對照公平會 (2001) 顯示，該廠曾連續多年擔任公會負責人，
其對市場配額之議價力量，應較其他廠商為高，是否因此而不須對產能做過多

之超額投資，則非經濟模型所能研析。 

四、過度投資是否反使聯合獨占利潤 1c
iπ ，反低於市場競爭下之寡

占利潤 n
iπ ？ 

將a，b，及γ 等相關參數分別帶入（2）、（4）、（5）、（6）、（7）及（10），

可得出十大麵粉廠在古諾及近似聯合獨占模型下不同之總生產量、價格及總利

潤組合，再將其與公平會（2001）所發表實際上之統計資料作一比較可得出表

二。 

表二：近似壟斷模型與古諾模型對相關變數解釋能力之比較 

項 目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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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以上理論模型價格、產出及利潤資料均係依產品同質性及成本

相同之假設由相關公式計算得出，至於實際價格資料為麵粉廠

售價之平均值，數量為十大麵粉廠產出總合，利潤為十大麵粉

廠產出乘以售價減去小麥成本及產能成本後之附加價值，即

)( γ−− cpQ 。 

表二顯示無論就數量、價格或利潤等各項標的而言，修正後之

Fershtman-Gandal模型均較古諾模型更能解釋麵粉業之實際數據資料，顯示國

內麵粉業者確實在決定實際價格及生產數量的第二階段從事聯合行為，例如：

近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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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諾模型以 10 家麵粉廠為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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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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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近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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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利潤互相

比較，亦顯示由於過度投資，所造成之成本增加使近似聯合獨占解之利潤

52.211 =Πc
億元，反低於數量競爭古諾解之利潤 07.76=Πn

億元，顯示損人

不利己之壟斷行為的確有可能存在於在現實世界。 

至於實際產量及利潤會略低於修正後之 Fershtman-Gandal模型，其原因在

於依據 (6) 及 (10) 所示之獨占產量 cQ 及利潤
1cΠ ，均係以整個產業作為分

析標的，卡特爾決定
cQ 及 1cΠ 後，再依各廠產能決定配額，因此，無論卡特

爾成員數目為何，
cQ 及 1cΠ 均為固定不變，但是，我們的實際產出及利潤則

僅有市場占有率合計為七成之十家麵粉廠，因此，並非全部之樣本值，所以數

據上有偏低之現象。例如：如果將新成立之環球廠納入模型，則實際產量將增

為 54.19萬噸，實際利潤則增為 17.28億元，而使理論模型更能解釋實際現象。 

伍、結論與政策意涵 

本文有兩項主要結論：第一，Fershtman及 Gandal之近似聯合獨占模型較

古諾模型更能解釋麵粉業者之經營行為，顯示麵粉業者於決定價格及產出的第

二階段，恐有透過聯合行為決定價格及產出。第二，業者為爭取市場配額對產

能所為之過度投資，亦將使麵粉業者成本增加使近似聯合獨占解之利潤，反低

於數量競爭古諾解之利潤，顯示損人不利己之壟斷行為的確有可能存在。 

從 Friedman (1971) 及 Green and Porter (1984) 無限重複賽局之觀點而

論，Fershtman-Gandal模型的缺點在於：只要卡特爾成員具有理性，則在壟斷

利潤長期少於競爭利潤時，其必轉向古諾式的數量競爭，而使

Fershtman-Gandal 模型的壟斷解根本無法成立。因此，就實證觀點而言，

Fershtman-Gandal模型僅可能發生於產業基於歷史情結、交易習慣，特別是制

度性因素導致生產或銷售結構中之某一環節需仰賴聯合機制，而使業者間存有

共存共榮之意識。以本案而論，其根本癥結係在於制度性因素，亦即，國貿局

曾於 1970年代規定麵粉業者須按產能申請小麥進口配額，而由於麵粉廠加工

技術相同，均以小麥為主要投入，因此，小麥配額即決定了各廠產量及加工利

潤，故形成業者競相擴廠，以爭取配額之怪異現象。此時，卡特爾成員建立超

額產能所為之大量資本性支出，不但提高成本，使其壟斷利潤大幅減少；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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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消費者更因卡特爾集團在產銷過程中所為之壟斷性定價，需面對較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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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一損

人不利己之聯合行為，完全肇因於國貿局的配給法則，亦即，按照廠商產能大

小分配小麥配額，此與一般常見之法則，例如：比例性配給法則及效率性配給

法則（請參閱施俊吉（1996）），大不相同。及至 1993年小麥進口全面開放，

政府管制解除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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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過去長期投資所累積之超額產能依然存在，而麵粉生產技術極

少創新，機器設備可使用 10年至 15年之間，單憑 1994至 1998年的 5年時間，

並不足以使龐大的超額產能折舊殆盡，依據子賽局完美性的概念，只要超額產

能於第一階段確定後，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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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

這是麵粉業者在長達 5年時間仍然維持聯合獨占行為的原因所在。 

至於未來如果超額產能折舊殆盡，麵粉廠之間有否可能在第一階段就形成

grand coalition？此一問題則涉及麵粉業的結構特性，按該業本已具有產品同

質性高、廠商成本結構相同等諸多便利聯合行為形成的特性，加以國內麵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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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穀物散裝貨輪少輒 5萬噸多輒 10萬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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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機制更有助於業者聯合默契之培養，因

此，其發生壟斷之可能性自較其他產業為高，頗值相關單位繼續留意（相信這

也是小麥進口全面開放後至 1998年的期間，業者仍然在第二階段維持聯合行

為的原因之一）。 

而類似情況亦有可能發生在其他需強調合作之產業，例如：國內土地有限

加上環保意識抬頭，若干與航空、海運有關之樞紐設施，諸如：貨櫃集散場、

碼頭儲槽、航站大廈、飛機起降權等準公共財即有賴業者透過協調合作之方式

聯合利用，而此一機制除易使業者在協調之過程中養成合作默契，導致聯合行

為外，亦有可能誘使業者投資大量之閒置產能，以加強在分配聯合利潤時之議

價力量，頗值相關主管機關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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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命題四證明） 

既然廠商面臨相同之市場需求及成本函數，可得
22 1 cc

i n
Π=π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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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2) 式經整理成為： 

))(2(4)(3)()(2 22222 cancancanca −−γγ<−−−+−       (12-1) 

令
n

can

2

))(1( −−=γ ，並將其代入 (12-1) 式右項，則 

))(2(4)(3)()(2 22222 cancancanca −−=−−−+− γγ (12-2) 

但是，依據前述假設
2

)(

2

))(1( ca

n

can −<−−<γ ，故 0))(2( <−− caγ ，

方程式 (12-1)右端為負，加以在 ca > 之假設下，γ 又大於 0，因此， (12-1) 必

須成立，亦即 (1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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