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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量與經營效率之影響效果
一一台灣地區水果進口業之個案研究
劉祥熹*

.....江、

笠、自 IJ 言

獨占常造成超額利潤的存在，然而企業經營所存有的利潤卻非完全來自獨古

力，尚有效率因素所但成。因而辨明企業利潤率的來源係因獨占力亦或效率所形
成是重要的研究課題。獨占不必然造成企業經營效率下降，企業的有效經營亦常
促成廠商在市場上具有獨古力。如此，依實務的觀點，衡量獨占力與效率二者對
利潤率影響之相對效果，就政策(如公平交易法)對產業獨占力的規範或企業經
營效率的改善，更具有價值。

本研究選定水果進口業的營運以對上述論點作進一步驗證，此乃鑑於進口水
果與國產水果在生產與消費上有其不同的經營特色，行銷體系或過程大有不同的
特點，國產水果經販運商而轉行口商批賣，再而零批、零售探到消費者手中;而
進口水果的行銷通較短，擁有進口水果貨源的進口商似能直接對水果銷售的價、

量有決定性的力量，因其具有貨源與行銷道路的掌捏優勢，甚有排斥對手競爭的
壓力，且進口水果在品質與價格上均與國產水果或多或少有其差異性，而使其在
市場銷售上具有獨占力。本研究為依此獨占力的存在效果，探討其在市場運作的
市場競爭特性、行為策略與經營效率，因而本文有關市場古有率與利潤率關聯性

係以水果進口品的市場運作為範圖進行分析，以期對水果進口業市場營運的特色

作深入探討，並進，步分析企業利潤率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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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基礎與實證引用模式之設定

模式設定與測定的有效性，理論依據的引介有益於實證引用模式建立效果之
提升。本節首先探討產業組織理論所述明市場結構，行為與績殼的關聯性及其延
伸所論獨占力、效率對廠商利潤率的影響關係，其次建立賞，證引用模式。

一、理論基礎
村基本理念
在產業經濟學中，價格決定理論，不同於一般傳統說法。傳統價格理論
，皆假設在自由競爭的經濟體系裡，價格是決定於商品位給與需求。當供需

的任一方發生變化時，讓商品價格隨之改變。然而，在現實的社會，市場大

部份並非是完全競爭，

í 管理價格 J (

administered prices

)常被引用。

強調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廠商大多根據成本加某一比例之利潤來訂價，即

所謂的加成訂價(

Ma r k- up pr i c i ng

)或管理訂價( adm 川 stered

pricing

)。這種訂價方式，使產業中具有某種程度力量的說有廠商，對於價格便具

有相當程度的控制能力。而此種市場力量 (market

power)

，常以產業集中

程度來衡量，若在產業內則以廠商的市場占有率加以估算。因此產業集中程

度的不同，或市場占有率的不同，足以影響價格行為，造成利潤(續效)的

差異。
廠商市場的有率 (market share) 等於廠商銷售收入除以產業總銷售收

入之數值。其與利潤率的關係可以 Cowling--Waterson(1967) 所建立的理論
模型來說明:
假設某個產業內有 N 家廠商，生產的產品是同質性的，則第

i 家廠商的

利潤方程式可用下式表示。

(1)

rr ， =PX ， -C(X ，)一 F ，
式中 π ，為利潤， X ，是產出"

P為價格， C為變動成本， F ，為固定成本。現在

假設每個廠商的成本型態都相同，市場而求函數為:

P= f(x) = f(X , +

X2十 . . . . . .

(2)

+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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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考慮潛在競爭廠商進入的問題，假設廠商追求利潤極大，則第一階

導函數為:

dπdX

-一一一 =p+x ，f' (x) 一一-C' (X ，)一 O(i=l ， ...N)

d Xi

(3)

dX i

其中，

d~Xj

u;::,

dX

一一一一 =1+ 一一一一一一一 =1+λ1

dX ,

(4)

dX j

如將此市場中的 N 家廠商加總則

NP+ ~ X,f' (x) (l +

À

j)-NC' (X ,) =0

(5)

將上式除以 P ，而將 ~X ， À /~X ，表成 λ ，如此上式將變為

l+À

NC'(X ,)

(6)

一一一一一一 =0

N+

ηP

其中， n 是產業之需要的價格彈性，我們亦可將 (6) 式改寫為:

P 一c'

(XJ

1二 1

(7)

P

Nη

如此可看出利潤率與產業中的廠商數目及產業需要的價格彈性成反比關係 o

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亦即使模型也能商!憊不同大小廠商具有不同邊

際成本函數的存在，我們可將(3)式改寫為:

d rr .

dX

一一-=P 心，f '(x)-

d X,

-C' (X , )=O

dX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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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上式乘以丸，然後將 N 家廠商加總後，得到

xf

~ Pli+~ 一-f' (x) (1+ À ， )X2_~ C' ;(X ， )=O

(9)

x2
或

~PX ，+~C'

i(X.). X;

X,

f'(X)X2

-~(一_)2一一一一(1 +μ)

PX

X

間

PX

其中

n
μ 二

Z

À

,X,2 / ~

XI2

假設廠商聞其固定的邊際成本，相向於平均變動成本，如此，方程式左
方則是利潤加上回定成本的和 (Tl +F) 對收入(

是 Herf

i ndah 1 (或 Hirchmann--Herfindahl)

R)的比率，右方的一項則

集中度指標(

H)

·如此，方程

式可改寫為

+F

H
呵EEE4

一一(1 +μ)

Rη

H
叫H呵

Tl

一一一一一=

X
從目。式中可看到~ (一一 r這項，亦即Herfindahl 指數，是為各廠商市

X
場佔有率之平方和。這是相對於產業的概念，若以廠商為基準來看，則為市
場佔有率和利潤率的觀念，再若考膚、廠商的利潤率來源，除囡握有市場佔有

率 (MS) 的獨占力是重要因素外，其營運規模 (SC) 所代表的經營效率也是重要
解釋變數，因而其函數關係可以列示如下:

r 二 f(MS'SC'X)

自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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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潤率
MS= 市場佔有率

sc= 營運規模
X= 其他因素

產業組織學在研究企業或產業績敷時，大都以市場結構作為解釋變數，
而最常被引用之衡量市場結構指標有產業集中度、產業需求成長率、廣告佔

銷貨比率等，事實上市場佔有率大小反映企業策略作為之方向與結果。本研
究以某一產業為基礎進行分析，市場古有率 (MS) 與營運規模 (SC) 自是重要考
量的變數。

(~)獨占力與效率在驗證上之考量
廠商利潤率的高低，常被用來認定廠商是否擁有市場壟斷力。實際上廠

商有較高利潤率，可能~於其在市場上有較高的獨占力量，也可能是來自於

廠商有效率經營的效果。因此要辨明廠商利潤主要是經營的高效率所致，或
因其有高的市場獨占力，在驗證的估計方程式中最好能夠同時考慮代表效率
與市場獨占力兩項變數。根據前述理論函數(尤 12 )可轉為下列之統計模式

1[ =α+βMS+

r SC+ 6 X+e

問

該式即著眼於上述兩項變數之考慮，其中市場占有率 (MS) 是廠商市場獨占力

之代理變數 (Proxy

variable)

，營運規模 (SC) 則是效率之代理變收。式中

X 為其他影響因素與 e 為殘差項納入模式中，乃在巨清其他影響利潤率因素
後，針對市場獨占力 (MS) 與營運規模 (SC) 影響利潤率的差異效果加以確認廠
商利帶來源。

試中採用營運規模代表效率變數，是假設同一產業內廠商營運規模擴大
時，廠商能夠享受規模經濟的效果而有較高的利潤率，相對的，營連規模較

小規模的廠商，其規模經濟的效果無從實現，因而對其利潤率的表現較差。

如果效率假說 (effic

iency

Hypothesis) 能夠成立 (Dernsetz'

1974)

，則

先驗上該變數 (SC) 參數的估計值應當出現為正。相反的，如果產業內廠商出
現規模不經濟的情況，營運規模大者利潤率產生負向的影響，此時該變數的

估計為負，則間接支持市場獨占力假說 (rnarket

rnonopoly Power hypothe-

如果市場壟斷力假說成立，則表示廠商因市場控制較大，易取得優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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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利潤率與市場占有率將呈同向變動，市場將出現高市場占有率廠商有高

利潤率;市場古有率較低廠商，則呈現低利潤率的現象。亦即當市場獨古力

假說成立時曙含市場古有率變數的估計值為正。相反的，市場並非由市場獨
占力所支配時，則市場占有率較小的廠商有較高的利潤率，市有率較大的廠
商有較低的利潤率，表示市場上廠商利潤率高低可能是由廠商的效率所支配
，如此市場占有率的估計係數將出現負值，而間接支時效率假說。

二、實證引用模式之建立
根攝上節所建立之理論模式(式 12或式 13)

，可看出市場結構與績效之

間的單向因果關係。但其間聯結市場結構與績效的市場行為囡素及其故此的

女互影響卻不易掌握。基本上，產業經濟學的研究方式，大抵先從分析市場
結構的差異，再據此觀察廠商的行為，最後才評估其效果及其交互影響性，

此即是結構行為一續效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的基本分
析架構。實際上，此三者之間應是互相影響，而非軍向的因果關係。基於此

項考量以及辨明廠商利潤來源本文之研究:首先探討市場結構、行為與利潤

率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的存在，如果確實存在，則再深入追究廠商利潤率的
來源與形成，尤其揉究「相對高集中」產業之廠商利潤究係來自「效率」或
「獨占力」。今將引用模式建立如下:

←)引用模式之結構(模式以 1989年之狀況與資料加以選定)
l 廠商市場占有率之方程式:

MS'Jt 二 f(WHOL ， .t'

NONS'jt' IDIR'jt' IFIB'jt' GR; )t' SD'jt' DIVj ,t'
目也

'πIJt1)+eljtl

2 廠]t";市場利潤率之方程式:

rr I Jt二 f(MS'jt ' NS' ,)t

,

SALE'jt ' IDIR ,,,

'

IFIB ,,, ' GR ，泣， SD ,,,

'

白日

DIC ,,, )+e , jt2
式中各變數之定義如下:

(6)

一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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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變數

MS;jt ==

j 7.)<.果第 l 家廠商之市場占有率(廠商之銷售值古產業全部銷售值

之%)

二 j 水果第 l 家廠商利潤〔係邊際利潤率，

PRO'jt

(總收益一總變動成本)

/總收益〕

外生變數

==風險水準(以近三年來，個別廠商利潤率之加權標準差表之)

SD'Jt

WHOL ， .t= 第 l 家廠商總銷售(值)經批發商售出之%(本研究之調查資料)
NONS;jt 二第 l 家廠商總銷售(值)經非自營零售商售出之%(本研究之調查

資料)

GR ,

二第 l 家廠商之成長(以近三年來銷售值之成長率作衡量)

.t

SALEijt
T{

廠商的經營規模服務水準(以其營業量為代表)

1 J t-I 二

IDIR ,,,

J 水果第 i 家廠商前期利潤率

=

j 水果第 l 家廠商 l 貨值經由國外出口商接洽購買之%

IFIB ， μ 二 J 水果第 l 家廠商總進貨值自身向國外產地購買或設分支機構負責

採買之%

DIV'Jt

二 j 水果第 l 家廠商之經營多角化程度(文中的 H2值為代表)

(二)模式設定之說明
1.市的占有率方程式之設定(式 14

)

市場古有率表示商的爭地位與市場需要獲致之比率，而此地位與市場
需求獲致的比率，是廠商與行銷商等各類經營資源與整體競爭力所聯桔的
表徵，亦是顯現廠商占有市場或操縱市價格的能力。就水果進口產業而論

，水果在市場銷售的占有率 (MS t ) 除受其在市場的銷售成長率 (GRt) 與風險
因素 (SD t ) 影響外，不同的行銷管道或進貨方式(

比例 ， NONS t 一體非自營零商銷售之比例
洽購買;

IFIB t

WHOL t

經批發商銷售之

， ID1Rt-貨源經與國外出口商接

貨源由本公司到國外產地購買或設立分支機構負責購買

，亦是影響廠商進口水果市場占有率之關鍵因素，就產業組織分析的觀點

，握有行銷通路或掌握貨源的能力，較能獲取經營上的優勢;也構成對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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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進入障礙而提升本身市場古有率。上述除風險因素對市場占有率之影響可
能為負向的關係外，其他因素應為正向關係。

至於進口商經營多角化程度 (DIV) 對其市場古有率的影響可進一步說
明，廠商多角化經營在避開價格競爭而走非價格競爭以固保其市場占有率

;有些時候廠商可能亦較有機會採取減價以掠奪對手的市場而獲取更多市

場占有率 (Caves' 1988) 。另外，水果進口商獲利能力(前期利潤率一
!(

I

Jt - I

)增加時，將促其有較大的能力或機會擴張市場，因而利潤率對

市場占有率有正面的影響效果。

2. 利潤率方程式之設定(式 15

)

傳統的解釋變數當中，代表市場結構的廠商市場占有率

(MS ，)可顯現

一個產業中，其現有廠商在競爭上的相對地位或廠商影響市場價格或數量
的能力;且市場占有率可說是廠商較能掌握之結構變數，有利於利潤率的

擴大，因此大致預期該項變數對利潤率有正向關係，但水果進口業者本身
若不能在資源動員上達到經濟的協調，產生內部之不效率(

lency)

x 一 ineffic

，成本失去控制時相反的影響就會出現，模式中 MS t2說明該項效果

。

水果進口商的營運規模也是影響水果進口商獲利能力的關鍵因素，就
產業組織分析的立論觀點，同一產業內廠商主產或服務規模擴大時，廠商

因能享受規模經濟的效果而有較高的利潤率，相對的，若規模經濟效果無
從實現，則利潤率表現較差。本研究以廠商的銷售

或服務規模之替代變數 (proxy

variable)

(SALE" ，)作為其營運

，進行實證分析。

就進口商進貨來所形成的垂直結構而言，若水果進口方式係採與國外

IR)

進口廠接洽方式 (1 D

，將及設買賣隻方議價能力大小而影響與其獲利有

關的進貨成本大小;若水果進口方式係進口商本身利圈外產地收購或設立

分支機構負責採買，則囑進口商的經營走「向後垂直發合 (backward

int-

egration) 的經營策略， IFIB 該變數反應此項行為。至於雨者對利潤率的
影響效果可正可負，前者( IDIR) 端視水果進口商間的聯合程度或隻方議能

力的大小，後者則視進口廠商因垂直整合所獲致的競爭力或效益而定。

廠商成長 (GRJ '以進口商水果銷售值成長率代表，風險費數 (SD )是

，

以利潤率的變異為代表。前者指出廠商有相對經營績效而後者影響廠商的

訂價或銷售數額，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下，預期 GR ，對水果進口廠商的

利潤率 (PRO )有正向關係而後者 SD對利潤率則為反向關係。

，

進口商經營多角化程度 (DIV ，，)對利潤率的影響可正可負，端視廠商
多角化體營因產品或業務差異所帶來的訂價能力或因多角化經營所引發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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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大小而定。進口商採多角化經營若能因各項業務的互補包括原料

供應、財務與人才調度、行銷與市場情報的共同活動而產生多樣產品同時

經營的純團經濟效果 (effect

of scope Economy)

，則在訂價或成本效益

發揮下，提到利潤率;相反地，若同時經營多種務而不發揮多樣產品同時
經營的訂價或成本效益，則多角化的經營對利潤率的影響不增反降。
分析至此，比較令人關注的是，到底水果進口商的利潤率提升，是因

其具有市場直斷力造成的呢?還是因其效率的經營所帶來?以往的實證結
果，有些研究指出高市場集中產業的廠商，其市場占有率高低對利潤率大
小影響正向關係明顯，例如 Ba

i n(1 941) 所強調的是由於高集中度造成廠商

勾結的程度提高，導致利潤率提高。但 Demsetz(1974) 的實證卻認為:在
具有競爭壓力的情況下;產業的產出會集中於少收幾家廠商的原因，是因

這些廠商在生產或行銷上佔有優勢 (superiority)' Demsetz 將此優勢歸咎

於效率，大商生產成本較低，享有規模經濟的利益，故其市場占有率對利
潤率的影響為正。而在資訊假資源的移動需要成本的前提之下，小廠商因
不具有此種優勢，當其欲增加銷售額或提高其市場占有率，此時相對於那

些具有優勢的大廠而言，必須支付更高的代價以取得資訊或技術，此時:lt
成本較高利潤率降低，故 MS 對利潤率的影響局負。本研究有關水果進口商
利潤率大小究係由其壟斷力而來亦或其經營效率所促成，將由下節的實證

模式中有關變數 MS與 SALE 對 π 的影響效果獲得證賞。

參、實證效果及其涵義
為考量不同水果進口商的營運特色，在產業組織分析的計量內括中，分別就

全體水果進口商與個別水果進口商(蘋果、葡萄抽及其他水果)

，加以測定並作

比較分析，其中蘋果與葡萄柚的進口業的產業特性也作進一步分析，乃近年來蘋
果與葡萄柏的進口佔進口水果之大宗。上述的結構模式，配合 1989 年之廠商調查

資料在模式共線性 (multicoll inarity) 與異質性 (heteroscedasticlty) 解除下
，引用三階段最小平均迴歸法 (three-stage

其實證模式如下:

一、實證模式
l 全體水果進口業(

J

=1 )
( 9)

least-squared

method) 加以測定，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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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葡萄柚進口業 (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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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與涵義
1.水果進口商市場占有率方程式之測定結果

I

、全體水果進口業(式 16

)

就圍內水果進口業而言，進口水果經批發商銷售
自營零售商出售

(WHOU 或經非

(NONS ，) ，以及其進貨方式一經與國外出口商接洽(

1D1Rt) 或由公司自身到國外產地購買及由在海外成立分支機構負責採
F1 Rt) 。對進口商水果市場占有率 (MS ， J 的影響要較其他因素大

買 (1

(其係數在 5% 顯著水準下之測定為顯著，且符號與理論預期一致)
，指出進口商水果貨方式與行銷售途徑對其市場占有率的增加有決定

性之作用，顯示進口商若能掌握貨源與擁有行銷道路之優勢對其市場

的擴張且有相當的影響力。雖然前述水果進口商的進貨採「與國外出
口商接洽」的方式為多，但其對市場占有率的國際貢獻(對應彈性)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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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水果進口商採「自行到國外產地收購或設立分支機構負責採買」

的進貨方式來得人(影響彈性後者 0.58大於前者0.15)

，卻顯示進口

商向後垂直整合的策略有利其市場占有率的擴大;雖然前述水果進口

商的銷售多以「經批發商銷售」為多，但其對市場占有率的邊際貢獻
(對應彈性)不如水果進口商以「直接銷到非自營的零售店(包括水

果店、超級市場、青年商店等) J 為銷售途徑來得大(影響彈性後者
。 34 大於前者 0.24)

，卻顯示進口商水果在售予國內市場的自主性提

升或因通路過程縮短對爭取國內消費市場的能力加大，而有利於擴增

其市場占有率。就風險因素(
結果不顯著而言(式 16)

SD ,. t

)對水果進口商之市場古有率實證

，可能係因水果進口商其牛肉銷售對象較為

固定，且由於該產業之市場競爭不完全(屬高市場集中之寡古)

，廠

商問或有聯合之行為 (collusion) ，而使市場占有率受風險因素 (SDJ

的影響相對地小。以進口商利潤率(

17 i ' t -1

)對水果進口商之市場

占有率有顯著正向影響效果而言，指出水果進口商當其利潤率提升相
對的快速，其較有能力擴張市場，將囊括更多的市場占有率。

有關水果進口廠經營多角化程度(

DI V,. t

的測定，雖有正面的影響效果(符號為正)

)對其市場古有率影響

，但其係數在測定上之並

非顯著，就圍內經營水果進口業的廠商而言，其多角化經營或因兼業
性質或因營業未達相當規模而並非為其市場占有率提升的顯著決定因

子。
綜合上述，就所相關影響市場占有率的因素互較，水果進口商的，市場

占有率大小主要訣於貨源與通路的掌握，如本節前述，由於水果進口業屬於
少數幾家經營者所擁有多數市場占有率的型態(高集中之寡古)

，顯示水果

進口商對貨源與通路的控制是其市場獨占力(即操縱市場價量的能力)的重

要來源。又因7ý果進口商處在寡占競爭的市場型態，進口商役此間存有依存
關係，易促其市場支配力加大，而使市場價格不一定反應進口量增加或關稅

下降，或新晝幣值減輕的成本。然而此種變化結果已晴示若潛在的輸入在時
間變動過程中，將使圍內水果受到潛在輸入的競爭壓力或威脅而促成圍內同
頡產品的市場價格，存在下降的壓力。

II 、個別水果進口商之比較(式 18與式 20

)

蘋果進口的營運在國內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歷史，民國 68 年起因開

放進口而使進口數量持續增加;葡萄柚則在民國 74 年下半年因新台幣
大幅升值，進口成本相當低，才出現較多的進口數量，葡萄抽進口的

( 12)

一 13一
農業經濟半年刊，52期，民國81年 12 月

營業屬於較新的產業。同屬進口業的蘋果與葡萄柚進口商，其銷售途

徑雖都以「經批發商銷售 (WHOL ，c) J 與「直接銷到非自營零售店(

NONSit)

J 為主，但兩種銷售管道對進口蘋果市場古有率的影響超越

了對進口葡萄抽市場占有率之影響(式 18與式 20

)

WHOL對酷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45> 葡萄抽進口商 0.25

NONS對臨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58> 葡萄柚進口商 0.30
其由國外進口方式雖都以「與圈外出口商接洽購買 (IDIRit)J 及「由
國內進口商到圈外產地購買或設立分支機構負責採買 (IFIRI

t)J

'但

雨種進貨方式對進口蘋果市場占有率的影響超過了對進口葡萄柚市場

占有率的影響(式 18與式 20

)

IDIR 對恥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24> 葡萄柚進口商 0.20
IFIR對間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34> 葡萄柚進口商 0.31
這種現象似說明蘋果進口商經營較久具有產業經濟與所論「先進入者

之優勢 (First-mover

advantage (Krouse , 1990)J

'無論在貨源的

爭取或掌擅、行銷通路的建立與控制、市場情報的搜集及業務經營的
調配均較具有利地位，因而促其在銷售值控制比例更具能力。其中蘋
果進口商進行「向後垂直整合(以自行到國外產地購貨及自行在國外
設立分支機構」與進行「向前垂直整合(直接探進口貨售予非自營零
售店) J 對市場占有率的影響大於葡萄柚進口商，顯現蘋果進口商對
貨源的掌握及直接銷貨於圍內零售店的自主性大，蘋果進口對國內水

果市場的衝擊大，但又其具有「先進入者的優勢 J

'對內水果市場量

與價的左右力量亦不容忽視，也因如此，蘋果進口商利潤率的來源中
，市場獨占力所促成的貢獻比例要較大(詳見下段繼續分析)

，企業

經營效率對利潤率的影響反而小於葡萄柚進口商。

無論就蘋果進口商或葡萄柚進口商而言，風險因素 (SD ，，)對市場占有率
的影響在測定上並非顯著，可能與該二進口業處於寡古性質的市場結構，廠
商間存在協調或默契，並導致市場上任何有關的變動不易，對於二產業廠商
場占有率有較大的左右力量。廠商經營多角化程度 (DIV) 對市場占有率影響
在測定上也非顯著則意味著二類水果進口商雖其經營走上多角化，但並非是

決定其市場占有率的顯著因子。至於利潤率 (πi l

I

)對葡萄柚進口商市場

占有率的影響遠不如其對蘋果進口商市場占有率的影響(式 18與式 20)

，此

與葡萄抽是最近幾年來才有明顯進口的水果，其消費面的普及性不如蘋果且

葡萄柚進口商間的競爭性也較蘋果進口商為大，因而利潤率對其市場占有率

、
rsa

司、‘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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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際貢獻相對小。

2 ，水果進口商利潤方程式之測定結果
I

、全體水果進口商(式 17

)

利潤率方程式實譚結果顯示，水果進口商市場占有率(
市場獨占力的替代變數，廠商營業額或服務規模(

SALE ,. t

營效率的替代變數以及反應廠商垂直整合策略的變數(

MS , ' l )一
)一企業經

1FIR;. ,

)是影

響水果進口商利潤率主要的因素，此可由這些變數對利潤率影響的係

數經 t 值測驗，在 5% 顯著水準太顯著，且符號與理論預期一致，獲
得此實證 o
相對其他變收對利潤率的影響而論，就水果進口商之市場古有率
(MS) 與利潤率存在相對顯著正向影響關係而言(影響彈性 0.56相對大
)指出寡占市場型態水果進口商，其市場占有率是快定利潤率的主要
因子。兩者的正向關係顯示隨著市場占有率竹的增加，利潤率愈高。

而市場占有率對利潤率影響的顯著性，也同時印證前段所探討市場結
構(市場古有率)與市場績效利潤關係的現況，即市場占有率愈高者

在市場上愈有地位 (market position)' 其對銷售額控制的比率及所
形成的市場力量(獨占力)也愈大，從而導致有較高的利潤率。

代表企業經營效率對利潤率影響的變數 (SALE i t) ，其估計係數在
測定上亦為顯著(式 17)

，本研究以進口商的銷售規模(營業量)作

為替代變數，顯示水果進口商提快之服務量增加時，相對使其生產或

行銷發揮規模經濟 (scale

economy)

，在經營適切的範圍內，其經營

成本將相對下降，而獲取成本優勢 (cost

advantage)

，進而提升其利

潤率。然進一步對照該效率變數利潤率影響彈性為 0.45 '其對利潤率
影響的邊際貢獻不若市場占有率的利潤貢獻率 0.56 '此與模式中之
MS ， 2與利潤率存在負向關係，指出水果進口商本身不能在資源動員上

達到經濟的協調;且管理制度上，如人事、行業務之處理缺乏效率，

而在成本失去控制時即會出現不效率 (X-

inefficiency)

，或多或少對

利潤率的貢獻有所不濟。

貨源掌握與否也對廠商利潤率有所影響，本章第三節述及，水果
進口商的進貨方式主要為 (1) 與國外出口商接洽購買 (2) 由進口商到國外
產地購買或設立分支機構負責採買，代表此二進貨方式對利潤率影響

的變數分別為 IDIR"與 IFIR" '其影響係數在測定上兩者均有正向的
關係(式 1 7) ，但後者相對顯著且影響彈性後者大於前者 (0.43>0.38)
，顯示進口商進貨探本身到國外產地購買或自行設立分支機構負責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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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的方式，除易掌握貨源(量或質)外，同時可減少因翼約或其他資
訊不確定所帶來的交易成本，而增加利潤率，亦即進口商「向後垂直
整合」的策略或效益有利於本身利潤率的提升。

風險因素 (SDJ 對利潤率的影響在同計測定上並非顯著，乃由於
水果進口業之市場結構屬寡占市場，各業者間亦有聯默寞，市場上任

何有關的變動，對該產業並不易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利潤率受風險
因素的影響對業者而言，相對較小;然其對利潤率有負賣的影響此指

出情報的收集與有關資訊的獲得，可使業者的風驗減至最低，而使進

口來源及進口量更趨於穩定。至於進口商經營多角化程度 (DIV) 對其
利潤率的影響，其估計係數為正向關係，似顯示進口商有水果進口經
驗，兼辦進口不同水果，在銷售上有可獲取業務互補的功能，使資源

(人力、物力、財力)在不同時間(水果生產或收獲有季節性)作相

對有效利用而提升利潤率，但估計係數在測驗上並非顯著(式 17

)

卻指出就國內水果進口業的廠商而言，在目前市場運作下，經營多角

化並非決定其利潤率的顯著因子，可能因兼業性質或多角化營業之範
圍經濟受到若干限制所制。

綜合此段有關水果進口商利潤率所受影響因素的分析，在考慮其

他影響 I!SI 素下，分離出僅影響進口商利潤率的因素一市場占有率 (MS)
與效率因素 (SALE) ，加以對照;該二者對進口商利潤率同時具有正面
的影響力，就效率對利潤率的影響而論，似顯示較大廠商在集中的產
業中能以較高品差異優勢或較低的成本提供服務，並可享有規模經濟

之效益而使其利潤率較高。就經營效率不及市場占有率對利潤率的邊
際頁獻而言，似指出處在市場為寡占的競爭型態中，市場古有率較大

的那些水果進口商易於認知他們彼此間的依存性，因而為提升進口業
之利潤率高於未協調時之利潤率，廠商間試圖協調他們的市場行為，

形成市場獨占力，以提升利潤率，是可理解的。

II 、個別水果進口商之比較(式的與式 21

)

就測定結果顯示圍內蘋果或葡萄柚進口商之利潤率主要決定進口

商的進貨能力 (IDIR 、 IFIR) ，市場占有率 (MS) 與營運規模 (SALE) ，其
中市場占有率對利潤率的影響最大且兩者具有正向的關係，即由利潤
率隨市場占有率的增加而提升，市場占有率可為廠商市場獨占力的來

源，此項:實證結果指出，蘋果與葡萄抽進口商的利潤率部分來自其所
具有的市場獨古力。

在建清其他因素對利潤率的影響下，若進一步比較蘋果進口商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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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抽進口商利潤率來源是因其具有市場獨占力 (MS) 所造成?還是因

其其有經營效率 (SALE) 所帶來?根據上述模式測定顯示(式 19與式 21

MS對 z 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68> 葡萄抽進口商 0.52
SALE對 r 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40< 葡萄抽進口商 0.48
頭果進口商市場獨占力對其利潤率的邊際貢獻要較葡萄抽進口商

為大;但企業經營效率對其利潤率的邊際貢獻則較葡萄柚進口商為小
，此種結果顯示有較高集中度的蘋果進口業(見前節所述，蘋果進口
設限要較其他水果多)

，廠商市場古有率相對高，市場獨占力強，其

利潤率有愈大的趨勢，亦即利潤率源於獨占力的貢獻相對大。

至於集中度相對小的葡萄柚進口業，由於集中度相對低所面臨的
競爭壓力較大，此可由該業次 4 家(第 5~8 家)之集中度相對於蘋果
進口業來得大(本研究調查)獲得證實，因而為維持其利潤率水擊，

葡萄柚進口商必須以提高行銷或經營效率(規模經濟)作為必要的手
段，如此利潤率源於效率的貢獻要較蘋果進口業為多。

風際因素 (SDiJ 與廠商經營多角化程度 (DIViJ 對頭果或葡萄柚
進口商利潤率的影響，其估計係數在 t 一值測驗上均非顯著(式 19與

21)

，理由如前所述，亦即風隙因素與多角化程度並非決定廠商利潤

率的顯著因子。
因為進口業的蘋果與葡萄柚進口商，其進貨方式雖都以「與國外
出口廠接洽購買 (IDIR ， t)J 及「由國內進口商到國外產地購買或設立

分支機構負責採買 (IFIR ， JJ

'但兩種進貨方式對蘋果進口商利潤率

的影響遠低於其對葡萄抽進口商利潤率的影響(式的與式 21

)

IDIR對 π 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24> 葡萄柚進口商 0.47
IFIR對 r 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35> 葡萄柚進口商 0.52
基本上，兩種進貨方式中，以「進口商到國外產地購買或設立分
支機構負責採買 (IFIR)J 的進貨方式對利潤率的影響相對大，顯示進
口商的「向後垂直整合的策略 J

'對其利潤率的提升有正面的效果。

至於「透過國外出口商接洽 (IDIR ， JJ 而取得貨源的進貨方式對蘋果
進口商利潤率的影響小於葡萄柚進口商利潤率的影響，在許多理由中
，本研究的看法是:葡萄柚屬於國內較新進的商品，國外出口商可能
為拓展市場而給予圍內進口商較能配合的進口條件，因而造成 IDIR對

其利潤的影相對顯著;進口蘋果在國內市場銷售已有相當時間，對國

外出口商而言，在此地市場已較穩定，又薑灣大部刀進口蘋果來自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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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美國出口商對聾灣市場的進貨較無憩於流失，則給國內進口商的

進口慷件相對差，因而 IDIR對蘋果進口商利潤率的影響出現不顯著的
測定結果。

語

肆、結

根撮模式實誼結果，國內水果進口業廠商利潤率來源主要來自其所擁有之獨

占力與經營效率，其中獨古力的影響效果相對大。因該業水果進貨方式 (CÐ輝與
國外出口商接洽或@由公司自身到國外產地購買及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負責採買
)與銷售道路(rJ)經批發商銷售式@直接銷至非自營零售店)直接間接影響進口
業的市場競爭型態，故成為左右市場力量(訂價或銷貨控制比率)及其利潤率大
小的關鍵因素。

又因水果進口關稅及政府限制進口地區等加入障礙之存在及進口水果與國產
水果品具有消費偏好上差異，加上進口商水果銷售其訂價方式多採成本加成 (ma

ke-up或 cost-plus)

，當市場價格上升時，其行銷差距亦隨之加大，這種訂價方

式亦顯示進口業的市場結構並非處於完全競爭的型態。如前所述，水果進口業在

少數較大進口商的引導下，這種「少數的經營」易出現聯合之默寞，似不可忽視
。而在果業批發市場內，水果銷售或拍賣採議價方式仍舊存在，也多少形成制度
上的壟斷性，而使進口商在市場上對水果銷售價格與數量的決定上具有若干的獨

古力，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就利潤率決定因素的實證效果分析，結構性獨占 (structural

monopoly)

所形成之獨占力 (marke tpower) 固是造成廠商售價或利潤率提升的理由，但其他
因素如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式創新、風險等所隱含於廠商營運效率的變數對售價
或利潤率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根據研究結果所示涵義指出下述內涵:

(1 )整體水果進口商
相對其他變數對利潤率的影響而論，就水果進口商之市場占有率(

MS) 與利潤率存在相對顯著正向影響關係而言(影響彈性 0.56 相對大)
，指出寡占市場型態水果進口商，其市場占有率是決定利潤率的主要因
子。兩者的正向關係顯示隨著市場占有率的增加，利潤率愈高。而市場
占有率對利潤影響的顯著性，也同時印證前節所採討市場結構(市場占

有率)與市場續效(利潤率)關係的現況，即市場古有率愈高者在市場

上愈有地位 (market

positlon)

，其對銷售額控制的比率及所形成的市

場力量(獨占力)也愈大，從而導致有較高的利潤率。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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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業經營效率對利潤率影響的變數 (SALE ，.) ，其估計係數在測
定上亦為顯著，本研究以進口商的銷售規模(營業量)作為替代變數，

顯示水果進口商撞供之服務量增加時，相對使其生產或行銷發揮規模經

濟 (Sca[e

Economy)

，在經營適切的範圍內，其經營成本將相對下降，

而獲取成本優勢 (cos t

advantage)

，進而提升其利潤率。然進一步對照

該效率變數對利潤率影響彈性為 0.45 '其對利潤率影響的邊際貢獻不若
市場占有率的利潤貢獻率 0.56 '此與模式中之 MS t '與利潤率存在負向關
係，指出水果進口商本身不能在資源動員上達玫經濟的協調;且管理制

度上，如人事、行業務之處理缺乏效率，而在成本失去控制時即會出現

不效率 (X一 Inefficiency) ，或多或少對利潤率的貢獻有所不濟。
(2)個別水果進口商

在釐清其他因素對利潤率的影響下，若進一步比較蘋果進口商與葡
萄柚進口商利潤率來源是因其具有市場獨占力 (MS) 所造成?還是因其具
有經營效率 (SALE) 所帶來?根據本文的實證模式中 MS與 SALE對 z 影響之
相對敷果:
MS 對 r 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68> 葡萄柚進口商 0.52

SALE對 r 的影響彈性:蘋果進口商 0.40< 葡萄柚進口商 0.48
蘋果進口商市場獨占力對其利潤率的邊際貢獻要較葡萄柚進口商為大;
但企業經營效率對其利潤率的邊際貢獻則較葡萄柚進口商為小，此種結
果顯示有較高集中度的蘋果進口業(見前節所述蘋果進口設際要較其他
水果多)

，廠商市場占有率相對高，市場獨占力強，其利潤率有愈大的

趨勢，亦即利潤率源於獨占力的貢獻相對大。

至於集中度相對小的葡萄柚進口業，由於集中度相對低所面臨的競

爭壓力較大，此可由該業次 4 家(第 5......... 第 8家)之集中度相對於蘋果進
口業來得大獲得證實，因而為維持其利潤率水準，葡萄柚進口必須以提

高行銷或經營效率(規模經濟)作為必要的手段，如此利潤率源於效率
的貢獻要較蘋果進口業為多。

綜合有關水果進口利潤所受影響菌素的分析，在考慮其他影響因素

下，分離出僅影響利潤率的因素

市場占有率 (MS) 與效率因素 (SALE) ,

加以對照，該二者對進口商利潤率同時具有正面的影響力，就效率對利
潤率的影響而論，似顯示較大廠商在集中的產業中能以較高品質的產品

差異優勢或較低的成本提供服務，並可享有規模經濟之效益而使其利潤
率較高。就經營效率不及市場占有率對利潤率的邊際貢獻而言，似指出

處在市場為寡古的競爭型態中，市場占有率較大的那些水果進口商易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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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他們值此間的依存性，因而為提升進口業之利潤率高於未協調時之

利潤率，廠商間試圖協調他們的市場行為，形成市場獨占力，以提升利
潤率，乃是可理解的。

此外，就上述水果進口業廠商利油率所受獨占力與效率影響相對效
的政黨酒義，乃值此公平交易法實施之際，公平會對廠商獨占的認定與
公告均以市場占有率為揮。基本上，擁有較大的市場占有率的廠商有較
大的市場控制，如此均以廠商有市場較大控制權或獨占力而有超額利潤
會對整體經濟不利，恐有過當結論，蓋因為廠商利潤率的來源，除獨占

力外，尚有效率的因素所促成，值得珍視。如此上述有關廠商利潤率來
源的認定，更有補助僅以市場古有率作為認定廠商市場獨占之偏失。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王明來，

I 近年來農產品進口管理與問題探討 J

'薑灣經濟，第 125期，畫灣

省政府經濟動會發行，民國 76 年 5 月 o pp 目的。

2. 陳希煌，

I 貿易摩擦與我國農業 J

'農哥11雜誌，第 4 卷第 5期，民國 76年 9 月。

3. 劉祥熹，

I 消費行為研究與產業組織分析的相關性 J

'企業季刊，第 11 卷 l 期

，民國 76年 7 月。
4. 劉祥熹，

後J

'農業經濟，第 46期，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民國 78年 12 月。

5. 劉祥熹，

J

I 薑灣地區飼料穀加工業之市場結構，行為與續殼一進口自由化之背

I 商品行銷通路的功能、整合與效率一兼論我國商品行銷通路之問題

'臺灣經濟，第 164 期，臺灣省政府經濟動員委員會，民國 79年 8 月。

6. 劉祥熹，

I 臺灣地區冷凍牛肉進口業之產業組織分析 J

'農業經濟，第 48期，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民國 79年 12 月。

二、英文部分

1.

Bailcy , D. and S.E. Boyl巴， "Thc Optimal Mcasurc of Conαntration" ，些旦旦L旦f
Amc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 46(Dcccmbcr, 1971): 702-6.

2.

Bain , 1. S. , Barricrs to Ncw Compctition. Cambridgc , Mass: Hal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19)

-20-一

市場力量與經營效率之影響效果

台灣地區水果進口業之個案研究

3. 一一一一一一， 1edustrial Organization , 2nd ed. , N.Y.: Jolm Wiley & Sons, Inc. ,

1968.

4.

一一一一一一， "Rclation of Profit Ratc to Industry Concentration , Amcrican Man-

ufacturing , 1936-1970," Quartc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Yo l. 65(Allg. 1951): 293
-4.

5.

Cowling and M. Watcrson. , "Pric∞c-c∞os叫t Ma划11啥gin肘
1芯s and Market StructurγEcωonom
些色的(1)，

6.

1967.

Dcmsetz , H. , "Two Systems of Belicf About Monopoly" , in Industrial ConccnIralion: the Ncw Learning , Goldschmid , Mann & Wcston , cds , Little & Brown
Cο. ，

7.

Boslon , 1974.

Harrigan , Kalhryn Rudic. "Rcscarch Mcthod010gics for Contingcncy Approaches
10 Busincss Stratcgy," Acadcmy of ManagcmcnL Rcvicw , Yo l. 8, No. 3(1983):
398-4ο5.

8. 一一一一一一， "Barricrs to Enlηand Compclitivc Stratcgics ," Strategic Managc-

mcnt JOllrnal , Yo l. 2(1981): 395-412.

9.

Krousc , c., ''T hC01Y of Industrial Fconomics," Basil Bl ackwcll Co" 1990.

10. Mill口， R.A 叭larginal Conccnlration Ralios and InduSlrial Profit RaICS: Some
Empirical Rcsults of Oligopoly Bchavior,"

..âolllhern

Economic Journa1 (July

1967): 259-67.

11.

Mill衍. Danny. and Pctcr Fricscn , "Archclypcs of Organizational TransiLion ，們

Adminislralivc Scicncc Quarlcrly , Yo l. 25 (1 980): 268-99.
12. Portcr , Michacl E., Compclitivc Stratcgy. N.Y.: Frcc Prcss , 1980.

(20)

一位一

農業經濟半年刊，52期，民國81年 12 月

The Effects of Market Power vs operational Eι
ficiency-A case of Taiwanese Fru尬，
Import Industry
Hsiang-Hsi Liu *
(劉祥熹)

This stlldy

tric~

to sct IIp a simllltancolls cqllation mod cI to mcasurc thc

callsc-and-cffcct of thc markct Strllcturc , anduct and pcrforonancc of Taiwancsc
fruit-import industry. Rascd on thc cmprical rcslllts , it is

10 idcnti 行 thc

sourccs of

profitability. Thc rcslllts , jn gcncral , havc indicalcd that thc profjtability of this industry is causcd most by firm's monopoly powcr than by ilS opcrational cfficic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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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11mp】 0 1'叫
.ta l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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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咒rof“itabi
吋圳
il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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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c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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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
叫
allways

truc sincc thc

cxccss porfjts for somc firms arc trc <l tcd as thc conscqllcnccs of thcir mO l1 opoly
powcr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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