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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水果出口業之

產業組織分析

劉祥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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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產水果外銷受自由貿易(鳳梨)、統一供果(中甘桔類)、產銷一元化(香

蕉)等出口制度影響深遠，然而水果外銷主要的執行者為出口商，因而水果出口

及其所引申的問題，可說來源於圍內水果出口業之產業特性及其產銷與營運狀況

所致。因此耍了解各類水果出口業所面臨的問題及其改善之途徑，首頌檢視其產

業組織特性。以下就本研究調查所獲致之資料，逐步探究水果出口以及本身經營

有關之問題，除探討產業組織相關因素以期對水果出口業市場營運特色作深入了

解外，政府主要政策對水果產業之影響亦列入研究的重點，同時，就所作的分析

，指出改善台灣水果出口問題與制度改善的一些個人看法，也冀望這項產業組織

分析有益於水果出口競爭力之提升，更有利於執政當局在改善水果出口問題與制

度建立上有新的沈思方向。

貳、理論基礎

本文將以產業分析的觀點探討水果出口競爭態勢，就理論基礎而言，產業組

織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相關理念成為引介的內涵。

以競爭結構的觀點來從事產業分析，其中較完整而兼顧動態過程考慮的理論

，首推Porter所提出的基本競爭動力來源之分析(圖 1 ) Porter利用產業內外五
種競爭動力(供應者、買者、潛在進入者、替代者、以及同業間競爭)來描述產

業的結構狀況，隨著環境與產業之演進，這五種力量之結構方式會出現消長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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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產業面對競爭程度大小或其本身所擁有的競爭能力，不能完全歸於偶然

，基本上，形成廠商產品競爭能力的原因很多，也十分複雜，並不容易掌捏。不

過可以確定的，基本上經濟分析的內容，不脫離供給與需求兩種因素。就需求面

而言，廠商所面對的是消費者。因此，消費者的偏好，和廠商提供產品的性質，

勢必成為影響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而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常反應在該產品的

需要。其次就供給面而言，所牽涉的變數就更複雜，若以埋期特定市場為討論的

範圖時，則主要的影響因素，有該特定市場的廠商家數，與市場內廠商間的互動

關係;此外，其他市場具有相似功能的替代品，也是特定產品的競爭對手，所涉

及是兩種產品的差異化程度。若把討論的範圍擴及到長期，則必需考慮潛在競爭

廠商的影響，例如，潛在競爭廠商生產技術的替換可能性，市場的進入障暉，都

造成廠商競爭力量高低的重要變數。當然，與制度關係密切的因素，如專利權的

給予，配額權的出售，關稅商低的調整，也是研究廠商競爭力量不可忽略的重要

因子。有關上述影響廠商市場壟斷力的各種變數，以及與特定市場廠商產品的競

爭關係，可以圖 1 加以表示。左右邊變數攝影響實際競爭力量 (actural compet 
iveness) 的因素，上下的部份則代表潛在競爭力量 (potential competive 一

ness) 的影響變數。

新加入者的威脅

產業的競爭者

回 ;::;k;j
現有廠商的對抗

圖 1 :推動產業競爭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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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說明若以產業組織分析的觀點加以論述，則其理念可著眼於市場結構

，行為與續效分析:其研究產業各市場結構形成的原因，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

生產者的行為方式如何?會產生那些不同的結果?更清楚的說:是從生產者的技

衛，產品的特性，原料的供給，業者的動機或態度，制度因素等，來探研市場結

構的起因( causes )。從而由進入市場的阻礦，廠商的整合，合併，經營集團化

，市場結構等有關決定因素，以發覺市場結構的特質。不同的市場結構，除影響

廠商的訂價政策外，對廠商的投資，創新，商品開發及研究發展等行為，亦會有

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行為上的差異，最後就反應到生產及資源分配的效率與其

成效，亦即影響營運續效或其競爭能力。

參、水果出口業之市場結構、行為與績效

本節探討水果出口業之市場結構，廠商行為與續效:

一、市場結構之分析

(一)先進入者優勢

由 18家受訪的水果出口廠商來看(表 1) • 5家廠商 (27.78% )成立於民國

60年至70年間，其次有 9家成立於民國50年至60年間，而成立於民國70年以後的

廠商則只有 1家。此乃國內外銷各地水果之進口市場的競爭相當激烈，參與競爭

國家頗多如中國大陸、美國、澳洲等，除非輸外水果的行銷管道能夠撞取或甚取

得出口配額，否則不易進入該市場，先進入者則往往具有先進入者的優勢(

first-mover advantage) ，也使新進入的廠商要花更多心力，才能與之競爭。

經營時間方面 .10年以下者有 3家，約佔 16.67% ;在1l~20年間有 8家，

約佔 44.44% ;在21~30年間有 4家，約佔 22.22% ;在31~35年間有 2家，佔

1l. 11% ;而經營時間超過35年以上者，僅有 1家，佔5.56% ·上述主要的出口

商中，經營10"'-'30年就占一半以上，也都顯示水果出口商在水果出口業的經營上

均有相當的時日。此亦是其在市場經營因獲較大競爭優勢所致。

þ)出口比重所涉及之市場競爭

市場結構所指廠商所面對的市場競爭狀態，本節以出口商出口比重考量市場

競爭狀態。水果出口值的大小，代表出口商的外銷經營能力，而出口比重則顯示

在諸多出口商中其擁有的外銷比側。在18家主要的圍內出口商中前八大廠商水果

外銷值占全國外銷值的比例為MR8 =85 回 72 %.可了解國內水果出口業是屬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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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國 7年水果出口廠商成立時間與經營年度分析表

b <
廠商 bc 廠商百分比% 百分比%

家數 家數

40年以前 5.56 10年以下 3 16.67 

40~50年 2 11. 11 1O~20年 8 44.44 

51~60年 9 50.00 21~30年 4 22.22 

61~70年 5 27.78 30~35年 2 11. 11 

70年以後 5.56 35年以上 5.56 

lE』1 計 18 100.00 止E三1B 計 18 100.00 

資料來源:依本研究調查

表 2 國內水果出口業之結構要素

結 構 要 素 產 業 型 態

廠商規模與集中 少數水果出口商擁有相當大的出口比重

進入阻礙程度 先進入市場者具有較大運作資金且對市場

資訊、業務調配具有競爭優勢

產品差異化程度 本質上無差異化，然包裝設計優劣與保鮮

度會影響其銷售量與結構

資料來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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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出口商擁有大部分的水果出口值」。此與前述該較大出口商鱷營年期早且長

，特別是該些出口商是屬早先已存在的廠商均已有固定的銷售通路，除非新加入

的廠商能再開拓新的市場;而且在外銷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進口市場中，有太多的競爭對手，如中國大陸、菲律賓、夏威夷、泰國、美國、

澳洲等園，故更加深了我國新進廠商加入之障礙，更因經濟規模的障礙，使新廠

乃無市場競爭力可言，故新廠加入困難，投資大筆的金錢而得不到符合經濟之規

模，這樣的條件限制，當然使所有想加入的新廠商望而卻步，這種現象似說明水

果出口經營較久者，具有產業經濟學所論「先進入者之優勢J (first-rnover 

advantage ) ，無論在貨源爭取、行銷管道之建立與掌握、市場情報的控集及業

務經營的調配均具有利地位，因而促其擁有較多的出口比例。有關影響國內水果

出口業的主要市場結構因素歸納於表 2 。

二、出口廠商之行為特性

(→進貨方式與銷售途徑

圍內水果外銷，頗受供果制度影響:鳳梨自由出口，包括管農會、青果社、

貿易商三項管道;香蕉是產銷一元化，輸日與日方協議出口數量與價格而輸韓是

採對等(等值)交易;相桔則是統一供果且自由出口(即出口商與青聯社均可自

由出口)。自民國49年起相桔由青果社統一供應，在77/78年則一度開放自由取

果自由出口。基本上，出口商外銷水果貨源大致取於農民或農場，統一出口的水

果也是青果社代表果農與出口商協議數量、價格、統一規劃出貨。而銷售日本地

區水果是與日方進口商協議出口，其他地區自由出口則是接受訂單售予外國進口

商。本研究調查時恰逢中甘桔開放自由出口 (77/78) ，因而出口商取貨方式較多

種。外銷商水果進貨方式與銷售途徑進一步內容說明如下:

1.水果外銷廠商之水果來源

表 3 得知，水果出口廠商之水果來源主要有下列幾種方式: (1)包背包

圍， (2)直接向農民或農場購買， (3)直接向場地批發商購買， (4)直接向販運

商購買與 (5)其他。

各類水果之進貨方式如下:

(1)香蕉幾乎全是直接向農民或農場購買，佔 100% '其由青果社統當供應

、出口。

(2)鳳梨大多以直接向農民或果農場購買，高達 92.86% '而其次直接向販

運商購買只佔5.71% '其餘的則以包背包圍來水果之來源方式，但僅佔

l. 43% 。

) 
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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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桶村亦以直接向農民或果農場購買為其主要的來源，佔 93.75% '而其

餘的部份則向販運商購買，為6.25% 。

(4)碰相之外銷水果來源亦以直接向農民或農場購買居絕大多數，達 92.5

%'而其他的進貨來源僅佔少數。

(5)柳(甜)橙之外銷來源幾乎全是由直接向農民或農場購買幾乎高達100

%。

另外，再以各水果外銷廠商綜合其各種水果之來源方式來看，亦以直接向農

民或果農場購買居大多數為 89.10% '而直接向販運商購買者次之，達5.95% ' 
至於包背包圍在各種進貨來源中最少，約僅有0.45%

2.外銷水果銷售途徑

包括青果社在內的出口商，其外銷水果的銷售途徑困地區與果品類型不同而

有差異，基本方式有(1)與國外商社協議出口， (2)接訂單(預約) ，直接售予外國

進口商(3)出口商在進口國有銷售網(即在國外有銷售機構) ， (4)由其他出口商代

為出口， (5)透過在台之外國進口商出口(6)其他一對等(等值)貿易。依本研究調

查結果可知，出口商水果外銷以接受外人訂單直接售予外國進口商居大多數，達

67 回 78 %。其次，則為採與國外商社協議出口約占30.83 % '再次為出口商在國
外設有銷售機構負責銷售，古1. 11%而其他方式(包括前述途徑之(4) 、 (5) 、 (6)項

) ，古0.28% 。

表 3 出口廠商之水果來源

項目 全體平均
進貨 香蕉 鳳梨 桶棺 碰相 柳(甜)橙

來源方式 概 況

包背包圍 0.00 1. 43 0.00 0.00 0.00 0.45 
直接向農民或 100.00 92.86 93.75 92.50 91. 30 89.10 
農場購買

直接向場地批 0.00 0.00 0.00 0.00 6.70 4.50 
發商購買

直接向販運商 0.00 5.71 6.25 7.50 2.00 5.95 
購買

A 口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I 

資料來源:同表 1

註:依出口商各類水果進貨值不同進貨方式加收的比重計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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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觀察國內水果出口商之進貨與銷售途徑可列於圖 2 。

2.出口廠商外銷價格與數量之決定方式

表 4 中可明顯看出，我國出口廠商外銷水果，其數量及價格決定的方式，由

受訪的 18家廠商中，以由公司與外國進口商共同協議決定居多，分別有55.55 % 
、 6 1. 11 %'由公司自行決定次之，乃輸港水果商中，國外進口商與本國出口商

是同一商號。依此數據顯示國產水果出口係由買賣我國水果出口對價量控制處於

主動的地位，今後宜從提高品質等非價格因素著手，以利外銷談判的當碼，並加

強競爭力以維持主動的地位，是刻不容緩努力的方針。

三、市場績效分析

本節分析國內水果出口商之續效，利用Lerner指數作為判定之基礎，基本上

，乃以受訪出口商之出口水果相對經營續效進行探討。

市場續效表現在(1)輝營效率達成的利潤率與(2)市場力量(或獨占力)價格揖

縱而形成的利潤率上升。當廠商有較高的獨古力時，可將價格抬高到平均成本以

上的幅度較大，因此從「事後」觀測可發覺，這類廠商的價格成本差距( Pr i ce 

Cost rnangin )將較高，此為效果之一。有較高抬價能力的廠商最後實現的結果

為廠商有較高的超額利潤，此超額利潤占總銷售值的比例，即為利潤率，此為效

果之二。因此在產業組織的研究上，分析廠商的讀效，脫離不了上述兩種指標內

涵的考量。所以在實際應用上，利潤率估算牽涉的問題相當多，例如計算利潤時

所考慮的是屬於經濟利潤的內涵，因而在計算的過程中，必需先剔除鱷濟學理上

的正常利潤 (~orrnaJ Prfit) 而正常利潤的結算為主觀，不易有清楚的標準。另

外，估計超額利潤所要考慮的因素是風險承擔 (risk-taking) 所需支付的風險

貼水 (risk prerniurn ) ，但是風險貼水，並不容易估計，因而利潤率所計算經

常是以商業利潤概念的銷售利潤率做為替代。

從價格成本差距指標估計廠商的利潤或市場續效。基本上，續效評斷是(式

1) ，但因廠商的邊際成本不可得，被迫採用平均變動成本作為替代(式 2 ) 

在式 2中，分子與分母同時乘以銷售數量之後，價格成本餘額所衡量的廠商擱效

，即以報酬率所表示的銷售利潤率(毛利潤率)相似。因此本文廠商的續效水準

乃採用此過程修正，基本上是商業利潤率概念的Lerner指數做為衡量:

Lerner指數

銷售價格邊際成本

銷售價格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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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ner指數
銷售價格一平均變動成本

銷售價格

Lerner指數
總銷售收入一總變動成本

總銷售收入

進貨方式

直接向農民或農場

購買 (89.10%)

直接向農地批發商

購買 (4.50% ) 

直接向販運商購買

(5.95%) 

包責包圍

(0.45% ) 

(2) 

(3) 

圖 2 水果出口廠商進貨與銷貨通路

銷貨方式

接受訂單直接售予外國

水l 進口商 (67.78%)

與外國進口商依協議出

口 (30.83% ) 

出口商在國外設有銷售

結構負責銷售(1. 11%)

其

、
\

1.透過在台之外國進口

商出口

2.透過其他出口商出口

他 13.對等貿易方式出口

註:資料屬77/78年開放自由出口時期，青果社與出口商同扮演出口者角

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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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出口水果價格與數量之決定方式

價格之 決 定 數量之 決 定

項 目
家數 百分比( %) 家數 百分比(%)

由公司決定 3 16.67 4 22.22 

由外國進口商決定 2 11. 11 2 11. 11 

由公司與外國出口 10 55.56 11 61.11 
商協議決定

由其他方式決定 3 16.67 5.56 

1口』 計 18 100.00 18 10ü.ü lJ 
一一-

資料來源:同表 1

表 5 水果出口商 Lerner 指數分佈狀況

示台主J 家 數 百分比 (% ) 

20~25 5.56 

15~20 2 11. 11 

1O~15 10 55.56 

5~10 3 16.67 

。~5 2 11. 11 

i口』 計 18 100.00 

整體產業 Lerncr 指數=12.31

資料來源:同表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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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撮式 3以配合實務分析之需要，式中總銷售收入係指廠商收益而總

變動成本包括進貨成本與出口時集運包裝成本。茲將本研究所調查之出口商資料

以上式估算Lerner指數所代表的市場續效一廠商利潤率(或獨占力)列於表 5 。

根撮此表所計算全體水果出口廠之Lerner指數大於 0 ，顯示水果出口商非屬完全

競爭狀態，而在市場上有或多或少之獨古力。再由該表所示各廠商Lerner指數範

圍在10%"-' 15%的最多古 64.00% '其次 5%"-' 10%有 3家古 16.66% '再次為

0"-' 5%與15"-'20%各有 2家，分別古 1 1. 11%亦有 1家Lerner 指數高達20%"-'

25%之間，那些有較大Lerner指數值之廠商與前述那些具有較大出口比重 (MR)

，而致其有較高利潤率，可相互對應。

肆、水果出口業之產業組織分析計量內涵

本節依據產業組織理論，配合前節對水果出口業有關之行為特性與讀效分析

，及其經營或出口問題與制度評估之資訊，利於水果出口業之市場結構一行為一

續效之計量模式 (econometric model )建立(式 4 、式的。此一模式說明水

果出口產業內廠商之行銷管道，及其所需適應的出口制度應是促成產業中出口商

出口比重 (MR) 不同的重要起因 (cause ) ，不同的出口比重會影響出口商相對
競爭能力，尤其競爭者給予之競爭壓力，極易影響企業行動方向，尤其影響其訂

價行為與銷售率，且廠商進貨來源比例之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經濟損效(成果或

利潤率)。基於行為不易直接予以量化衡量，此處將引用所測結構與績效之關係

，對其市場行為(廠商經營動機或策略)的影響或可能效果加以臆測。

一、模式之設定:

叫引用模式之結構(模式及變數以民國的"-'81年 18家水果出口廠商狀況與資料

加以選定，觀察值共計36組)

1.廠商出口比重方程式:

MR i t = F (ED 1 RF i t ' ED 1 R 1 此 'EDIRKJit ， EBUFlit , FßUFOit , GRit , SD1 
i t ' SD2 此， DIV1tn i.t-1' Dit) +e1it ................. (4) 

2.廠商市場利潤率方程式:

πi t = f (MR i t ' MR2 i t ' SEPV i t ' GR i t ' EBUF 1 祉， EBUFO i t ' SD1 i t ' SD2 
i t '的 Vit ， Dit) +e2it ................................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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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各變數之定義如下所求:

(1)內生變數:

MRit二第 l家出口廠商水果出口值佔全國主要水果出口總值之比例(%)

π1 t三第 l家出口廠商水果出口之利潤率

〔係邊際利潤率(總銷售收入 總變動成本)/總銷售收入〕

(2)外生變數:

EDI RFi t =第 t期第 l 家出口廠商出口值經接受訂單直接售予外國進口

商所佔比例(% )。

EDIRI i t 二第 t期第 l家出口廠商出口值經與外國進口商於協議出口所

佔比例(% )。

EDIRKit=第 t期第 1 家出口廠商出口值經其在國外所設銷售機構出口

所古比例(% ) 

EßUFI i 仁第 t期第 l家出口廠商直接向農民或農場購買水果所佔比側

(%) 

EßUFOi t=第 t期第 l家出口廠商以其他方式(包背包圍、向批發商或

販運商購買)進貨水果所佔比例(% )。

GRit二第 t期第 l 家出口廠商外銷值之成畏率( %) 

SEPVit=第 t期第 l家出口廠商水果出口量，代表營運規模。

SDlit=第 t期第 1家出口廠商之外銷風險與不穩定水準， (以近三年

外銷值加權標準差表示)。

SD2it=第 t期第 i家出口廠商進貨風險與不穩定，水準(以近三年進貨

值加權標準差表示)。

DIVit=第 t期第 l 家出口廠商多角化經營程度(% )。

πit-l=第t一 l期第 l家出口廠商前期利潤率(% )。

Dit=第 t期第 l 家出口者屬於農民團體之虛擬變數。

C~ 青果聯合社、省農會

O.其他出口商

、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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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設定之說明

1.出口比重方程式設定之說明(式 4 ) 
一般而言，出口比重多寡表示廠商外銷(金額)所擁有之比例，及其在市

場之競爭地位代表行銷過程各類經營資源與整體競爭力聯結之表現。就水果出

口產業而論，水果出口商能在銷售金額佔有比重 O!R) 經常受不同行銷管道(

諸如EDIRFit 接受外人訂單直接售予外國進口商之比例， EDIRFi t 一透過與外

國商社協議方式出口及EDIRKlt 進口商之比例， EDIRI i t 透過與外國商社協
議方式出口及EDIRKit一在國外設有銷售機構負責銷售) ，或進貨方式( EBUFI 

1 t 一購自農民或農場， EBCFOi t 其他進貨方式) ，其間相互影響關係應為正

相關，因握有進貨或外銷管道能獲取經營上優勢，也構成對手進入障礙，水果

出口值成長率( GR i t) ，代表廠商在市場競爭增加之趨勢;外銷風險或不穩定

SD l! t )與進貨風險或不穩定( SD21 t) ，卻對廠商果品外銷不利，而對其出口

比重有負面影響。至於出口商多角化程度 (DIVit) 對其出口比重的影響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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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

取更多出口比重。另外，水果出口商獲利能力(前期利潤率 πi t )增加時，

將促其有較大的能力或機會擴張市場，因而前期利潤率對出口比重的影響預期

有正面的效果。

民國77178年開放水果自由出口，育果社與省農會比起其他出口業者，其

屬農民團體係代表果農直接與國外進口商協議銷售或直接售水果，其在貨源掌

握自較非農民團體身份的出口商來得直接，因而預期較其他非農民團體身份的

出口商(尤其是非專業青果出口業者) ，需向果農購買水果再行出口更能獲取

外銷優勢而握相對多出口比重，是否如此代表農民團體的虛擬變數( D i t )將

用以驗證此項效果的存在性。

2.利潤方程式設定之說明(式 5 ) 
在傳統解釋變數中，代表市場結構之廠商市場古有率可顯現某一產業中，

廠商在競爭環境中之相對地位。對身處水果出口產業內之廠商而言，生存競爭

目標即在強化出口競爭力，以促其對其他廠商更具有相當抗衡力量，使得具有

類似市場占有率性質之廠商所擁有出口比重 (MR i t )可謂公司較能掌握之市場

結構變數，有利於利潤之增加。職是之故，可預期出口比重對利潤率有正向關

係;若在水果出口商無法在資源使用上達到經濟上相互協調境界，則將產生內

部不效率 (X-in-efficiency) 現象，導致成本失去控制，有關模式中MR2it變

數方面，主要用以說明其對利潤率之影響效果。

水果出口商的營運規模也是影響水果出口商獲利能力的關鍵因素，就產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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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分析的立論點，同一產業內廠商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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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1)利潤

率表現較差。本研究以廠商的出口量( SEPV L t )作為其營運效率或服務規模之

替代變數 (porxy variable) ，進行實證分析。在離清其他影響利潤率因素下

，進一步比較SIPVit與MRit出口比重一代表出口商利潤率的增加，究竟是源於

經營效率而來?亦或是其在市場具有獨占力所獲致?

另外，出口廠商進貨方式 (DßUFI i t ,EßlnOi t) 以及進貨或銷貨之風險與

不穩定程度 (SD1Lt ， SD2it) ，均會影響出口商的利潤率，而其影響關係可正可

負，乃依水果出口商於進貨與銷貨(外銷)過程中與相關業者之議價能力高低

來決定。

出口商經營多角化程提 (DIVLt)對利潤率的影響可正可負，端視廠商多角

化經營因產品或業務差異所帶來的訂價能力或因多角化路營所引發的成本效期

大小而定。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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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時經營的範團經濟效

果 (effect of scope Economy)' 則在訂價或成本效價發揮下，提升利潤率;
相反地，若同時經營多種業務而不發揮多樣產品同時經營的訂價茂成本效益，

則多角化的經營對利潤率的影響不增反降。

如前所述，水果出口商中屬於農民團體者如青果社、省農會主是以果農組合

的身份辦理水果出口事宜，其大都採與對方進口商協議出司，甚至本身在國外

就設有銷售機構(如青果社東京設有台灣青果株式會社) ，具有販賣與配銷的

功能，基本上，其具有產業組織學所論「垂直整合J 的經營型唔，正於且對利

潤率的影響可正可負，仍需視其營運效率與市場競爭力而定，代表農民團體出

口者的虛擬變數( D i t )將用以驗證此項效果。

二、實誼結果與涵議

←)測定之模式

有關實証過程，本節採民國80 、 81年續二年借間數列的橫斷面資料‘即所

謂的併合時間數歹1)與橫斷面資料 (pool ing time sc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PTSCS) ，由於PTSCS的資料，會使得誤差項發生自我相關與變異數異質

性的問題，影響估計式一致性與漸近有效性，於是在做:~SLS的實證迴歸之前，

先採用Shazam Package中 rpoole~ Cross Sectlon Time SerLesJ 迴歸處理搜

巧，來消除變異數異質性與自我相闋的現象，然後進一步以三段最小平方法(

three-stage least squre method-3SLS) ，來測定變數間的聯立閱(系。其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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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模式如下:

MRit=0.75+0.0041EDIRFit+0.0074EDIRlit+0.0039EDIRKit+0.00015EBUFlit 
( 1. 12) (3. 14) * ( 1. 27) (2.25) * (2.67) * 

[0.82] [0.092] [0.26] [0.40] 

-0.000086SD1it-0.000032SD2it+0.0074GRit+0.00081Dit.... .(6) 
(2.54)* (3.12)* (3.14)* (0.97) 
[0.37] [0.43] [0.42] 

πit=0.031+0.32MRit-0.015MR2it+0.0014SEPVit-0.00037EBUFIit 

(0.14) (3.14)* (1. 92)* (1 .30) (2.42)* 

[0.52] [0.0032] [0.24] [0.15] 

一0.000065SDlit-0.000071SD2it+0.0015GRit+0.0047Dit...... .(7) 
(2.19)* (3.41)* (2.78)* (2.28)* 

[0.49] [0.42] [0.11] 

(二)實證結果與涵義

1.出口比重方程式測定結果之說明(式 6 ) 
就水果出口比重所受銷售途徑的影響而言，圍內各類水果出口商水果外銷

探按訂單而售予對方進口業者 (DEIRFit) 與在國外設有銷售機構(包括本國

出口者即為進口國進口業者或銷售者) (ED 1 RKi t )而外銷水果者對其出口比

重的影響要較採與外國進口商就協議出口者( ED IR 1 i t )的影響來得大( EDIRF 

1 t 、 EFIRKit變數對MRit的影響係數在5%顯著水準下測定為顯著且符號與理論

預期一致)。雖然前述全體水果出口商中銷貨採「在國外設有銷售機構」的比

重相對少於其他兩種方式 (EDIRF i t 、 EDIRKi t) ，但其對出口比重影響的邊際
貢獻(對應性)要大於採「與外國進口商社協議出口」的外銷方式來得大，但

低於採「接訂單而直售予外國進口業者J (影響彈性EDIRlit(0.092)<EDIRKit

(0.26)<EDIRFit(0.82)) ，這種現象似說明水果出口業者採「接訂單直接售予
外國進口業者商J '與「在國外設有銷售機構J '因行銷途徑較能與當地需要

者直接推銷果品;而採「與外國進口商社協議出口 J '雖能協議的量、價出口

，但因人為因素介入或與其他在進口國的競爭對手壓力下所產生的變動大，尤
其不易依市場機能作有效調節，所面對風險加大時，此種出口方式對其出口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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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增加或貢獻不大，這似乎是在諸多理由中較能令人聯想的原因之一。另外

，本文研究所引資料以80 、 81年為攝正是相桔開放自由出口之後，出口商數增

加，尤其直接接單外銷又能直接向果農取貨對協議出口方式的經營型態壓力更

大，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此由EDIRFit對MRit影響彈性顯著且大出其他二種

方式的影響甚多，可獲致一些概念。進貨方式中，出口商直接向果農或農場取

得貨源( EBUF I i t )對其出口比重有相當影響，乃一般水果出口商以此方式出

口者居多，而民國行/花年開放水果自由出口更是。

模式中進貨來源風險( SD2 i t )大於外銷市場風險的Dlit) (影響彈性前

者大致後者)主要原因應外銷方式大多以接受外人訂單而直接售予外人商社為

主，此種行銷管道或可減緩外銷市場之風隙;進貨風險大，除果農常因內銷價

格高於外銷價格而不顧供果，使青果社或其他出口商無法履行交易契約而增加

貿易困擾外，民國77年、 78年水果自由供果、自由出口，造成產地供果秩序混

亂，品質參差不齊，貨源不易控制，而使進貨風險加大，而對出口商外銷比重

呈現較大的負面影響。

代表外銷競爭力的替代變數( GR i t )與代表出口者為農民團體身份的虛擬

變數( D i t )對廠商出口比重的影響，在測定上，前者估計係數顯著而後者並

不顯著，指出水果出口商外銷競爭力提升時，其出口比重加大，然屬於農民團

體身份的出口者如青果社或省農會雖其在貨源掌捏要較非農民身份的出口商有

利，但仍不保證其出口比重會顯著增加，蓋如前所述，水果出口商的出口比重

增加，通路競爭效率古有相當重要角色(不同銷售途徑 EDIRFit ， EDIRI 此， EDI

RKit對出口比重的影響效果不一) ，以農民團體身份出現的出口商，雖其代表

果農直接掌有貨源又有協議管道出口，但如何表現通路競爭效率似顯得更重要

。

2.利潤率方程式測定結果之說明(式 7 ) 
利潤率方程式估算結果得知，水果出口商擁有之出口比重( MR i t )、進貨

方式 (IBUFlit) 、以及反應出口競爭力( GR i t )與進貨或銷貨不穩定與風險之

變數( SD 1 i t ,SD2 i t )是影響水果出口商利潤主要的因素，此可由這些變數對利

潤率影響的係數經t值測驗，在5%顯著水準為顯著，且符號與理論預期一致，

獲得此實證。

相對其他變數對利潤率的影響而論，就水果出口商所持有之出口比重( MR 

)與利潤率存在相對顯著正向影響關係而言(影響彈性0.52相對大)指出非處

完全競爭經營型態的水果出口商，其與市場占有率有類似性質的出口比例是決

定利潤率的主要因子。兩者的正向關係顯示隨著出口商所擁有出口比重增加，

利潤率愈高。而MRit對利潤率影響的顯著性，印證擁有出口比重愈高者在市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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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愈有地位 (market posltion) ，其對外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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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出口商經營效率對利潤率影響的變數SEPVi t '其估計數在測定上並非

顯著(式 7) ，本研究以出口商的外銷銷售量(營業量)作為替代變數，顯示

水果國內水口商提供之服務量並未相對使其生產或行銷發揮規模經濟( sca J e 

economy) ，因而未能促使紐營成本相對下降，即無成本價勢(cost advantage) 
，進而提升其利潤率。此與模式中之間2it與利潤率存在負向關f系，指出水果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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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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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產生效果。

水果出口商採直接向果農或農場購買方式( EBUFI i t) ，對其利潤率的影
響的估計係數在測定上為顯著，指出水果出口商外銷水果來源相對低於其他顯

著的影響變數，其理由根據本研究調查發現:除出口商缺乏提貨經驗(在由青

果社統籌出口時，取貨於量質面較能滿足外銷需要) ，造成運送不利，有時取

得貨源並未能滿足外國進口者需要(例如銷曰棺桔需經過蒸蒸處理，其他銷售

地區則有品質參差不齊問題) ，是重要的相關理由。

就進貨與銷售之風險與不穩定變數( SD 1 i t , SD2 i t )對水果出口商利潤率有
負面顯著影響效果(估計係數在5%顯著水準之測定為顯著) ，此與前述我國

水果出口業者在國際市場所面臨的困擾，在於出口商有競價情形、產品來源或

對外銷市場供貨不穩定以及水果腐爛情形相對嚴重，品質規格不易不符合外商

要求而有拒收貨品現象有密切關係。也因如此，水果銷售成長率( GR i t )雖然
增加，但對利潤率的影響貢獻並未如其對所擁有出口比重 (MR i t )的貢獻來得

大 (GR 1 t對 π1 t的影響彈性低於GRit對MRit的影響彈性)。此民國甘年、 78年

我相桔外銷開放自由出口，一時之間出口商(尤其非專業水果出口商)數目增

加，尤其供果秩序失調，形成不當競爭(出口商同時有互相殺價情形) ，因而

出商進貨或供貨出現不穩定的現象較為明顯而致，對其利潤率的負面影響較大

，似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理由。另外，就代表農民團體身份出口商的虛擬變數

的( D i t)對出口業利潤率有正面顯著影響的測定結果指出:屬於農民團體身份

的出口商因代表果農與國外進口商協議水果出口事宜，又統籌果農水果出口，

可避免國內果農為出貨而競爭互相殺價競銷之流弊，有益於水果外銷經營條件

的提升，而促利潤率增加，農民團體的青果社、農會係農民自有、自營組織，

只要經營與管理得當，達成水果秩序運銷與出口要較以營利為目的之出口商更

具有現實條件，似應更能蒙其實益，也值得重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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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水果出口商之進貨來源，以直接向農民或農場購買居多;而銷貨

方式通常以接受外人訂單直接售予外國進口商及與國外進口商協議出口為主。

在各類水果外銷主要市場中，極村、桶相及柳橙以東南亞為主，諸如香港、新

加坡等地區;而香蕉與鳳梨以東北亞的日本與韓國為重心。

依據本章分析發現，在的家接受訪問的水果出口廠商中，有17家成立於民

國70年以前，僅l家具國70年以後成立，此乃國內外銷各地進口水果之市場競

爭相當激烈，參與競爭國家頗多，如中國大陸、美國、澳洲|等，除非輸外水果

的行銷管道能夠獲取或甚取得出口配額，否則不易進入該市場，先進入者則往

往具有先進入者優勢( f i rs t 一mover advantage) ，也使新進入的廠商要花更

多心力，才能與之競爭。

水果出口值的大小，代表出口商的外銷經營能力，而出口比重則顯示在諸

多出口商中其擁有的外銷比例。在18家主要的國內出口商中前八大廠商水果外

銷值獨占全國外銷值的比例為MR8=85.72% '可判定圍內水果出口業是屬於「

少數出口商擁有大部份的水果出口值」的經營型態。這些擁有大多數出口比重

的出口商通常是在此行業中已經營較久違者，其具有產業經濟學所論「先進入

者之優勢 J (first-mover advantage) ，無論在貨源爭取、行銷管道之建立

與掌握、市場情報的摟集及業務經營的調配均具有利地位，因而促進擁有較多

的出口比例，並進一步促成其有相對高的利潤率。

至於水果出口業中廠商出口比例與利潤率所受影響因素分別就所測計量結

果說明如下:

廠商擁有出口比重所受影響因素:

就出口商擁有水果出口比重 (MRi t )所受銷售途徑的影響而言，國內各類
水果出口商水果外銷採接訂單而售予對方進口業者 (EDIRFit) 與在國外設有

銷售機構(包括本國出口者即為進口國進口業者或銷售者) (ED 1 RK i t )外銷
水果者對其出口比重的影響要較採與外國進口商社協議出口者~ (ED 1 R I i t )的
影響來得大〔影響彈性印IRlit (0.092) <EDIRKit(0.26)<EDIRFit(0.82) J 
，這種現象似說明水果出口業者採「接訂單直接售予外國進口商 J '與「在國

外設有銷售機構J '因行銷途徑較能與當地需要者直接推銷果品;而採「與外

國進口商社協議出口 J '雖能協談的量、價出口，但因人為因素介入或與其他

在進口國的競爭對手壓力下所產生的變動大，尤其不易依市場機能作有效調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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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對風險加大時，此種出口方式對其出口比重的增加或貢獻不大，這似乎

是在諸多理由中較能令人聯想的原因之一。

模式中進貨來源風險( SD2 i t )大於外銷市場風隙 (SD1it) (影響彈性前

者大於後者)主要原因應為外銷方式大多以接受外銷市場之風險;進貨風險大

，除果農常因內銷價格高於外銷價格而不顧供果，使青果社等出口商無法履行

交易翼約而增加貿易困擾外，民國77年、 78年水果自由供果自由出口，造成產

地供果秩序混亂，品質參差不齊，貨源不易控制，而使進貨風險加大，進而對

出口商外銷比重呈現較大的負面影響。

代表外銷競爭力的替代變數( GR i t )與代表出口者為農團體身份的虛擬變
數( Di t )對廠商出口比重的影響，在測定上，前者估計係數顯著而後者並不

顯薯，指出水果出口商外銷競爭力提升時，其出口比重加大，然屬於農民團體

身份的出口者如青果社或省農會雖其在貨源掌捏要較非農民身份的出口商有利

，但仍不保證其出口比重會顯著增加，蓋如前所述，水果出口商的出口比重增

加，通路競爭效率古相當重要角色， (不同銷售途徑EDIRFit ， EDIRlit ， EDIRKi

t對出口比重的影響效果不一) ，以農民團體身份出現的出口商，雖其代表果

農直接有獲源又有協議管道出口，但如何表現通路競爭效率似顯得更重要。

廠商利潤率所受影響因素:

相對其他變數對利潤率的影響而論，就水果出口商所有之出口比重 (MR)

指出與利潤率存在相對顯著正向影響關係而言(影響彈性0.52相對大)指出非

處完全競爭輝營型態的水果出口商，其與市場占有率有類似性質的出口比例是

決定利潤率的主要因子。兩者的正向關係顯示隨著出口商所擁有出口比重增加

，利潤率愈高。而MRit對利潤率影響的顯著性，印證擁有出口比重愈高者在市

場上愈有地位 (market position) ，其對外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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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出口商經營率對利潤率影響的變數( SEPV i t) ，其估計係數在測定上
並非顯著，本研究以出口商的外銷銷售量(營業量)作為替代變數，顯示水果

圍內出口商提供之服務量並未相對使其生產或行銷發揮規模經濟 (scale econ 

omy ) ，因而未能促其經營成本相對下降，即無從獲取成本價勢 (cost advan 
tage) ，進而提升其利潤率，此與模式中之間2it與利潤率存在負向關f系，指

出水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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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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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ffi 

ciency) ，或多或少對利潤率的貢獻不易產生效果。

水果出口商採直接向果農或農場購買方式( EBUF 1 i t) ，對其利潤率影響
的估計係數在測定上為顯著，但影響彈性( 0.15 )卻相對低於其他顯著的影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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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其理由根據本研究調查發現:除出口商缺乏提貨經驗(在由青果社響出

口時，取貨於量質而較能滿足外銷需要) ，造成運送不利，有取得資源並未能

滿足外國進口者需要(例如銷日棺桔需經薰蒸處理，其他銷售地區則有品質參

差不齊問題) ，是重要的相關理由。

就進貨與銷售風險與不穩定變數的D1 i t , SD2 i t )對水果出口商利潤率有

負面顯著影響效果，此與前述，我國水果出口業者在國際市場所面臨的困擾在

出口商競價情形、產品來源或對外銷市場供貨不穩定以及水果腐爛情形相對嚴

重，品質規格不易不符合外商要求而有拒收貨品現象有密切關係。也因如此，

水果銷售成長率( GR i t )雖然增加，但對利潤率的影響貢獻並未如其對擁有出

口比重 (MR i t )的貢獻來得大 (GR i t對 π1 t的影響彈性低於GRit對MRit的影響

彈性)。此與民國77年、 78年我國相桔外銷開放自由出口，一時之間出口商(

尤其非專業水果出口商)數目增加，尤其供果秩序失調，形成不當競爭(出口

商間時有互相殺價情形) ，因而出口商進貨或供貨出現不穩定的現象較為明顯

而致對其利潤率的負面影響較大，似也是不可忽容的重要理由。另外，就代表

農民團體身份出口商的虛擬變數(Di t )對出口業利潤率有正面顯著影響的測定

結果指出，屬於農民團體身份的出口商因代表果農與國外進口商協議水果出口

事宜，又統普車果農水果出口，可避免圍內果慶為出貨而競爭互相殺價競銷之流

弊，有益於水果外銷經營條件的提升，而使利潤率增加，農民團體的青果社、

農會係農民自有、自營組織;只要經營與管理得當，達成水果秩序運銷與出口

要較以營利為目的之出山商更具有現實條件，似應更能蒙其實益，也值得重視

。

此外，鑑於外銷市場與進貨來源管道不穩定，對廠商出口比重與利潤率存

在著負面影響，相桔方面應遵循青果社統籌供果制度，採與日本商社協議出口

的香蕉，蕉農也應遵守契約規定，徹底務實執行，當然出口商為避免外銷惡性

競爭所引發競爭力降低，更應重視產品包裝與品質穩定，並加強行銷人才之培

養及銷售網路之建立，這才是水果出口業長期發展之標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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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ket Structure,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of the Taiwan Fruit~ Export Industry 

Hsiang-Hsi Liu 

(鄧祥熹)

Summary 

This study tries to set up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measure the 

cause-and-effect of the market structure, conduct and perforomanc e of Tai

wanese fruit-export industry. Based on the emprical r口ults， it is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profitabi1ity. The results, in general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prof

itability of their industuy is 臼used most by firm's monopoly power than by its 

operational efficiency.However, the effects of firm'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n 

their profitabilities are stiIl important. The evidences for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not always true since the 閃閃ss profits for some firms are treated 品

the ∞nsequen臼S of their monopoly 仰wer only. 

.. Professor of Cooperative Econom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eversity, Taipei Campus, Tai
wan, R. 0_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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