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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生產的成本分攤理論和方法

陳連勝＊

摘要

本丈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一些聯合生產的成本理詰和方法。在使用某

些共同設施時，這些方法經常被應用做為定價收費之依據，主口各業頁型飛機

共用一個機場，運輸、通訊網路、多目標水庫之時水設備和捏合經營農場

之共同設備費之分攤等。

本文將丘克本分攬方法分成兩額已一頭是非賽局理論的成本分攬法，

如相互分攤法、市場價值相對比例分體法和受限制的利潤函數分攤法。

另一頭是應用賽局理論的成本分攤法，重日Shapley成本分撞法、可分離

成本剩餘效益法和核仁成本分攤法 c

截至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有一種可以解決所有丘克本分攬問題的分攤

方式。至於應採用何種分攤方法最適當，讀視分攤問題的情缸，可獲取

的計算資料及成本效益訊息之多辜而定。

關鍵詞：丘克本分攤、最佳結合、可分離成本、核仁分攤法

車團立中奧大學台中夜間苦了農業經營系副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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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興大台中夜間部學報

一、自Ua

一個多產品廠商在決定那些產品（或勞務）應納入其聯合生產計劃之

時，將會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如何以一種公平或恰當的方法，將生

產時投入的共同成本合理地分攤到各種計劃生產的產品（或勞務）之中，

以做為各項產品（或勞務）績效評估和定價策略的主要依據。涉及此方面

問題的例子隨處可見，如：各類型飛機共用一個機場，多目標水庫的財

水設備，區扭住供水、排水系統及運輸、通訊網路等，在規劃設計之初

均應考慮那些參與者（或目標）加入聯合生產計劃的行列，可使聯合生產

計劃的淨效益最犬，採用何種成本分攤方法最為公平、合理，農業的複

合經營計劃也不例外。

農業經營的複合化，在小農制度的國家，常引起高度的重視。複合

經營的含意，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同一垣塊農地，在一生長季節內

從事兩種以上農產品之生產，期能以集約經營的方式，提高營農所得﹔

另一個層面是：士地、勞力或資本財（如農業機械）的共同利用，藉以

擴大經營規模，達成降低生產成本的目的。兩個層面的複合經營，均會

涉及聯合生產計劃的成本分攤問題。

決策者在面臨此種聯合生產計劃的成本分攤問題時，一般常用的方

法係採用成本會計的公式或準則，如生產者的產量、收入的多少，設備

的使用率等做為分攤之基礎，但此種分攤方式常常忽略7參與者加入聯

合生產行列的動機問題，如：參與者是否願意接受高於他們的機會成本

或願付價值的分攤方式？為了合理解法此種問題，有些學者將賽局理論

引入成本分攤的領域之中，賽局理論遂成為解決成本分攤問題的主要分

析工具之一。

賽局理論的成本分攤方法大多應用在公用事業或公共投資方面，有

別於一般私人廠商採用的成本會計分攤方式。為了解各種成本分攤方法

的不同特性， 本文將成本分攤方法分成非賽局理論和賽局理論兩方面加

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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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本分攬方法雖然很多，但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一種方法能鉤適

用於各種不同的狀扭。如何選擇一種適合的成本分鹽方法，一位係依攝

成本分攤問題發生時的具體狀說，參與者對「公平分聾」的意見，對J吱

本分攤計劃的了解和計算的難易程度及許多其他因素共同訣定的 a

二、相聞名詞之界定

在進入本文討論之前，對涉及的相聞名詞或概念事先加以說明或界

定如下：

（一）可取代成本（alternative cost) : 

指現有技術水準下，達嗤一既定生產計劃所需的最小股

本，該生產計劃可為某單一產品生產計劃或某一組產品組合的

生產計劃。

（二）可分離故本 （ separable cost) : 

指在聯合生產計劃中，某些投入成本很容眉辨認其為某種

產品的投入。在聯合生產計劃中，某種產品（或目標）額外加入

生產行列，或某一種產品（或計劃）由聯合生產計劃中剔除時，

產生的成本差異，該部份差異的成本，即為該額外加入或被剔

除產品（或目標）的邊際廣本貢獻，或稱揖增量控本

(incremental cost ） ，此都骨的丘克本被視為是可分離的。

（三）不可分離成本（ nonseparable cost) : 

聯合生產計劃中，扣除各種產品（或目標）可分離股本的部

倍，剩餘的成本因難以辨認其歸屬何種產品（或目標），此部份

的屁本或稱揖共同Jtz本 （ common cost ） ，為成本分攤問題討論

的重點。

（四）最佳結合（ grand coalition) : 
指某一種聯合生產計劃的吾吾與者（或目標）， 各個參與者

（或目標）在各自既定的動機下，「分攤的成本為最小」的一種

聯合生產計劃’苦生產計劃為n個事與者組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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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2, .. -,n ﹜’ C(N）代表該計劃的聯合成本函數， xr 代表第
yx;=C(N) 

i 個參與者應分攤的成本，針 ，對N的每一個子集合

yx; s C(S) 
(subse t 悶，不等式告 成立， C(S ）代表S集合生產計劃
的成本函數（可為單一或聯合產品）。

三、非賽局理論的成本分蟬法

非賽局理論的成本分攤法，常採用成本會計中的公式或準則做

為分攤成本之工具，所需分蟬的成本包括「變動的共同成本」和

「固定的共同成本」兩類，前者如各部門的共同管理費或設備服務

費，後者如共同的固定設備費用等。變動的共同成本之分攤，一般

常用的有直接分攤法 （ direct allocation method ） 、梯型分攤法

(step-down method ） 和相互分攤法 （ reciprocal allocation method) 

三種，其中以相互分攤法在理論上較為周延，因此，本節僅對相互

分攤法進行評析。

成本會計中另一種聯合成本的分攤係依各種產品之相對售價百

分比做為分攤基礎，其主要論點是：市場價值高的產品理應較市場

價值低的產品分攤較多的聯合成本 。

除了成本會計的成本分攤方法外， Weil( 1968 ）曾以廠商追求利

潤極大化下的受限制聯合生產行為，導出各產品應分攤的成本，該

法雖符合各產品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基本經濟理論，但採用

此種分攤方法必須事先確知各產品的需求函數、共用因素的價格（或

影子價格）及共用因素和各種產品之間的投入產出係數，才能求解。

本節針對上述三種分攤方法的求解過程及適用情況分別評析

之。

（一）相互分攤法 （ reciprocal allocation method) 

本法適用於具有多部門組織的廠商，擁有多個間接服務部

門和直接生產部門﹔主要目的是：將多個間接服務部門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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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擺到各直接生產部門。各間接服務部門除了向各直接生產部

門提供必要的服務外，間接部門之間亦役吐相互提俱服藩。本

法的主要特點是：先釐清各間接服務部門廣本和其他服務部門

的關係，以求得各服務部門充分相互分攤後的成本，再將J比相

互分攤後的成本依服務單位數（如服務時數）的比例分攤至各直

接生產部門。主要步驟如下：

1. 以線佳方程式列示出各服務部門成本和其他服務部門相互關

f系。設有mf固服務部門，分別以s1,s2, ... sm代表各服務部門充

分相互分攤後的成本，其線性方程式如下：

s 1=c1+b12s2+b 13s3+ ... +b JmSm 

s2=c2+b21s1 +b23s3+ ... +b2msm 

Sm=Cm+bmJSJ +bm2s2+ ... +bmm-1叮n-1

c1,c2, ... ,cm分別代表各服藹部門分攤前實際發生的成本，

bij代表第j個服務部門提供給第i個服務部門的服務單位數比

例。

2. 解步驟l之聯立方程式以求得各服務部門充分相互分攤後的

成本。由步驟l可知：

s1-b12s2-b13s3 .. ’, - b1msm=CJ 

-b21s 1 +s2-b23s3 ... -b2msm;;c2 

-bmJS 1-bm2s2 ......... +sm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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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設

1 -b12 -b13 -btm 

-h21 1 -b23 -him 

E= 

-bmt -bm'2 1 

由Cramer's rule可求得各Sj的值：

Ct -b12 -btm 1 -b12 Ct 

C2 1 -fo.1 1 C2 

Cm -bm2 1 』bmt -bm2 Cm 

1£1 
’..... , Sm= 

1£1 

3. 步驟2解得之SJ,. . .,sm後，依各間接服務部門對其他部門（包

括其他間接服務部門和直接生產部門）的服務單位比例逐項

分攤之。

設有nf固直接生產部門，各直接生產部門分別以DJ,D2,. . . ,Dn 

代表。

乃：代表Sj對直接生產部門的服務單位總數。

t柯：代表第j個服務部門提供給第k個直接生產部門的服務單

位數。

P句：代表第j個服務部門提供給第k個直接生產部門的服務單

位比例所＝玲的＋~月刊，i ~ j 

w J 代表聯合總成本（包括間接服務部門和直接生產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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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2, ... ，仰分別代表各直接生產部門分攬前實際發生的

成本。

表l 中， AJ,A2, ... ,An即為各直接生產部門經成本分攤後，

所應負擔的總成本﹔其中 Ax ＝叫：P駒，k = 1,2,. J﹔W ＝計

以上即為相互分攤法整個分攤過程，該法求解過程中， E必須事先知

道各服務部門對其他部門的服務單位數，才能建立分攤基礎，且E必續為

非奇異矩陣（ nonsingular matrix ） 。各部門共用的固定設施，如建築物、

硬體設備之投入成本，無法採用此種方法進行分攤，必須另尋他法分攤

此部份的成本。但此法只要取得股本面及各服藹部門對其他部門的服務

單位比例，即可進行分攤，為其主要優點。但因為完全沒有需求面的訊

息參與，以致無法比較各部門間的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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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部門戚本相互分攤過程

部門 間接服務部門 草委生產部門 4』
E司

項目 11 12 ... Im Dz Di Dn 計

分攤前各習1＇］成本 CJ c2 ... cm al a2 .. an w 

各部門分攤sz (-s 1J b215J bm1s1 P1151 P21s1 Pnzs1 。
各部門分攤s2 bzis2 (-si) bml52 PJl52 P2l52 ... Pnl52 。

, 
’ . . . . . . . . 

各部門分攤Sm blm5m b2m5m (-Sm) PJm5m P2m5m Pnm5m 。
合Z十 。 。 。 。 Al A2 An w 

（二）市場價值相對比例分攤法

採用此法的主要論點是：市場價值高的產品理應較市場價

值低的產品分攤較多的聯合成本。

此法叉可依分攤基礎之不同劃分為：按收益百分比分攤和

按淨變現價值百分比分攤兩種情祝。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前

者係分攤後再處理可分離成本，後者則處理可分離成本後再行

分離。基於公平的立場，按淨變現價值百分比做為分攤基礎較

為具體可行，尤其是當某些產品的可分離成本相當高，而某些

產品的可分離成本相當低時，若採用收益百分比分攤，有可能

使可分離成本高的產品發生虧損﹔此時，若採用淨變現價值百

分比分攤，當某些產品可分離成本高過其市場價值，致使其淨

變現價值為負時，這些產品不應加入聯合產品生產計劃的行

列， 當然也毋需分攤聯合成本 ， 因此 ， 以相對淨變現價值進行

分蟬 ，較切合實際，表2係說明此法的分攤過程。

採用此法進行成本分攤將受到下列因素的限制： 1. 各種產

品在生產和銷售期間沒有存貨發生，杏則會使問題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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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 產品之單位售價需銷售後才能確定，難以保證各項重品

均有利可圖，容易造成分攤上的困擾。

表2 聯合成本依相對淨變現價值分攤

產 Cl 
口口

產品 l 產品 2 產品口 ,/.:,.. 
口 i..... 0 

項 a 
產2 y1 y2 ..’, Jn 

單位售價 p1 p2 .... pn 

Ai:::: p1y1 A2 ""p2y2 An= pnyn n 
總收益 .... ~A;=A 

可分~校本 F1 F2 .... Fn 
n 
~Fi=F 

II 
淨聖~u更（寅值 V1 =A1-F1 V2 = Az-F主 .... Vn ·= An-Fn ~Vi=V 

ki-::':xl00% 、2、 h ＝ ~x100% 
n 

淨變環價值言 k:s 白二 xl叩% .... kk;=lOO v v ν 

分比

’, 不可分是哎本 Nc1=k1Nc Nc1=k1Nc .... Ne ’, =knNc 三必＝卅
之分獲

每單位分獲之 Nc1 
Nc2 ..., Un= Ncn dz ：：： 一一－

不可分陸校本 d1 ＝ 一一 y2 yn 
y1 

總利 i習 的 ＝ V1-Nc1 白自Y.1-Nci .... en= V.-Ncn 
每單位利潤 e1 e1 .... en 

一 一y1 y2 Yn 

註：不可分離成本（NC ）＝繪成本一可分離成本（ F)

（三）受限制的利i閩西數分攤法

i吐法之分攤理念係由Weil(l968 ）提出，他以牛肉和牛皮的

聯合生產為例，在牛肉的需求函數為已知的情說下，建構受限

制的最適化問題，解出牛肉和牛皮的需求者分攬購買活牛的成

本問題，為7簡化分析，將牛肉、牛皮和活牛之間的係數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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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對一的比例。 Weil亦用此理念，解出不同加工層次的產品

如何分攤共用原始材料的成本問題。引用Weil的理念進行成本

分攤時，必讀具備下列各項訊息：

1. 各種吾與成本分攝的產品（或目標）其需求面數為已知，

且有反需求函數存在。

2. 共用的投入因素成本（或影子價格）為已知，且共用的投

入因素與產品間的投入產出係數亦為己知。

3. 各產品的可分離成本已知。

4. 不可分離丘克本全部來自於共用的投入因素。

假設有n種產品參與此種共用因素的成本分攬問題，採用此

法所需相關的訊息設定如下：

Pi=ai-biyi ' i=l,2,…,n 代表n種產品的反需求函數﹔

k ：共用因素的投入量﹔

c ：代表每單位共用因素的成本（或影子價格）﹔ c . k即為

不可分離的成本﹔

產品yif日共用因素k之間假設有yi星 dik關係存在， di代表共

用因素和﹔第i種產品間的投入一產出係數﹔

戶：代表每單位產品 i的可分離成本。

由上述的相關訊息，即可設定一最適化的目標函數：

VJ F
扣
d

nTrHM 
L
κ
 

C NJ p 
nTAM 

x a m 

s.t. y; s d;k 

上述問題構成一受限制求利潤極大化的問題：

f1 = ~ p;yi - ck - ~ fiy且－ ~λ廿此）

將各產品的反需求函數代入，並對相關變數取一階條件，

由K- T條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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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 = Qj - 2b1yi - fi - ).; s 0, y；弋于書 0 ............... ( 1) 
ι；yi ι/YI 

安 ＂＂－c ＋ 喜 kd; ::$ 0, k安：： 0. . (2) 

要＂＂ y;-dJc ::$ 0， λ平＝ 0. . (3) 
O.l.i 

i=l, 2, ... , n 
若不等式限制條件中的等式成立時，由上述一階條件可解

得

FIV L
扎，

品

,D n
y中
叫

勻
，E

A
山

i’
、
‘
，

J

KaEJ d

- 
的
白
F
4
J
S

丸

，
卜d
n
z

aM Any

-HM 

由（ 2 ）式可知上式成立，進一步可解得：

k "" "i;.1 (a; - fi)d; - c 

2乏法；J;2

y;-["I;-1 ( ai - fi)di - c﹞品
I -

2~；＿q;J;2 

bi di [ "i;.1 (a; - fi)d; - c) ] 
}.; "" (a; - fi) -< 2

事 Diai

只要能得知各相關產品之係數（ ai, bi, c, di,fi ） ，即可求得k

和各個yi和 A. i 0 第 i種產品，在產出量 yi 的情說下，每單位產

品應分攤的不可分離成本為 λ idi ，單位生產成本為 λ idi+fi 0 

採用此種分攪方式，各產品均能符合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

本的基本經濟原則 ， 也是具有效率的分攤方式 ，但必須具備需

求和供給雙方面的完整訊息才能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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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賽局理論的戚本分攤法

由於一般採用的成本分撞方法較少考慮聯合成本分攤時的策略

面 （ strategic aspects ） 問題，而賽局理論的成本分攤法主要特點係將

分攤策略問題設計成各種合作的成本賽局 （ a cooperative cost 

game ） ，賽局的參與者可為參與分攤的不同產品（或勞務）、或不同

目標。參與者採用的策略不同，分攤的結果將隨之而異。

應用賽局理論進行成本分攤的方法極多，但大多數的方法係由

下列三種基本分攤方式修正衍生而成： Shapley法， SCRB法和核仁

分攤法 （ the nucleolus c~ 'It allocation method ） 。此方面的相關文獻

中，大多將成本分攤問題設定為：由有限的n個參與者組成一集合，

隨著一種特定性質的成本函數 （ a characteristic cost function) C組

成一個合作的成本賽局~N;C） ，其成本函數以αN) 表示。 N的任何一

個子集合5 ，其成本函數以αS）表示，代表由組成5的份子，為了達

成他們自己的目的，共同合作進行一種計劃所需的最少成本。在空

集合 φ 之下， C（ φ ）＝0 0 成本函數 C必須符合「次可加的

( subadditive ） 」定義，即：

C(S) + C（η2: C(SUT), 'VS,T c N,snr ＝白........... (4) 

(4）式成立相當於滿足範疇經濟的概念。參與者集合N的非空子

集合S被稱為「結合 （ coalition ）」﹔推﹛ 1, 2, ...，叫， n N ’ n全 2•N

的任何于集合，如﹛ 1，刀，﹛ 2, 3, ..’, n J﹜’．．．均可稱之為結合。

若λ集合中的參與者決定進行一種聯合計劃’該計劃的成本分攤

問題，即由這些參與者以一種公平的態度分攤此計劃的聯合成本αN)

所構成：被分攤到各個j ／＼是參與者，其應負擔的成本以xi表示。

因為成本分攤的方法很多，每種方法在計算過程中均可言之成

理，使得理想的成本分攤方法難以辨認﹔為了辨別各種不同的成本

分攤法之優藹， Driessen & Tijs( 1985 ）和 Young(1985 ）曾提出數個

成本分攤原則（Principles ） ，做為判斷及評定之基礎。 一種成本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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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足的原則愈多，其分攤結果將愈公平、合理，其相關原則綜合

歸納說明如下：

1. 效率原則 （ the priniciple of efficiency) : 

A集合中的各個參與者i ’其分攏的成本 Xi ’若滿足

三Xi =C(N),x； 叫，該成本分攤向量X=(X1,X21 ..’， Xn ） ，即符

合效率原則。此為各種成本分攤法必須符合的最基本原

則。

2.個別理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rationali句）：

N集合中的任一個參與者i被分攤到的成本應小於或等於單

獨行動時花費的成本，即耳 sC（的）， 'rli EN 。

滿足肚原則，相當於滿足（4）式的”次可加性條件 （the

subadditivity condition ） ”。

3.群體理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group rationality) : 

一種結合中的成員被分攤到的總成本不大於S的成本賽局之

可取代成本（the alternative cost） ，即

2日 C(S),0 ;I! S, 'r!S c N °在成本賽局（N;C）中，若成本分攤向

量x滿足此原則，則該分鹽向量是安定的（stable） 。

在一成本賽局中，所有安定的成本分攤向量組成的集合，

該集合稱為段成本賽屑的「核（core） 」。「核」代表這些成本

分攤向量不能透過任何其他結合以改進其分攤結果。

一成本分攤向量若能同時滿足上述三項原則，則該聯合計

劃即為最佳結合（grand coalition ） 。

4.可加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additivity) : 

若一個成本分獲問題，本質上能分解成數個次問題

(subproblems） ，亦即：在分攤的過程中能夠將總聯合成本分成

各項不同的成本項目，分開執行，總分攤成本將是各單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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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總，若能滿足此項原則，站在會計處理程序的立場，將是理

想的。

5.單向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monotonicity) : 

就廣義而言，單向性意指：若某一個參與者對他所從屬的

所有結合，其貢獻增加或維持固定，則該參與者的配置量不應

該減少。單向性的最基本型式可表示為： C(N)獨自增加不會導

致任何參與者分攤成本的減少。

若對所有的C，彷日N而言， αN） 主C(N)和C( S）＝α S）對所有

的S三A慌立時，即震含 </Ji(c ） 孟 <jJ i （刃，對前有i M句成立。

¢函數即符合了「加總的單向性［monotonic in the aggre

gate ） 」。符合7單向性原則，才不致於引起結合的破裂

(disruption ） 。

若某一種結合的參與者，其成本分攤向量能符合上述五項原

則，其分攤方法將是一種理想的分攤方法，但截至目前為止，尚未

發現有一種分攤方法能完全滿足這五項原則 。

以下僅就一般成本分攤文獻中，引用賽局理論的三種最常見的

分攤方法，分別評述其分攤過程及各種方法的優劣點。

（一）Shapley成本分攤法：

此種分攤方法的基本觀念，係由Shapley(l953 ）所提出的

Shapley value 。 Shapley 認為各個群體或個體應該支付「因為

他們額外加入一種結合衍生出的增量成本 （incremental

cost） 」。第i個參與者加入一種結合的增量成本可表示為C(S)

C阱， ﹛ i ﹜） ， 比種增量成本的概念 ， 有些學者稱為加入結合的

「 邊際成本貢獻（marginal cost contribution ） 」 。 Shapley認

為： 各個參與群體或個體加入一種結合的順序（order）事先並無

法知道，因此他假設所有的加入順序均有可能發生且機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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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有n ！個參與者，就會有n種加入結合的方法，均可能出

現。第i個參與者應分攏的費用是他在所有可能的加入順序中所

發生之平均增量成本（ average incremental cost ） 。換句話說，

第 j個參與者應分攘的費用xi是該參與者支付的增量農本乘上

該增量成本發生的機率之總和，以公式可表示為：

....i.... 

JL . 

可（s-l)!(n-s)'
Xi= yδ（s）﹝c(s)- c(s-{i}]’ &(s)= · ......... (5) 

¥:. n! 

在滿足核條件 （ core condition ）的成本賽局中，若下式成

C(S) +C(T) 2: C(SUη ＋ ccsnr),snr ;i! 白， 'VS,TCN ..... (6 

則該成本賽局具有一個凸按（ a convex core)(Shapley, 

1971 ） 。

若成本賽局是一個具有凸核的成本賽局，則以此種方法求

得之分攤向量x=(xl,x2，一’，xn）（即Shapley values）將處於該核的

中心，但若成本賽局是屬於一種非凸性的（nonconvex）賽局，

求得之Shapely value可能落在棋的外面，造成一種非常不理想

的分攤結果，違反了上述群體理性原則。

採用Shapley value做為成本分攤手段的例子很多，如飛機

揖各型飛機降落費的計算 （Littlechild & Thompson • 

1977;Dub旬，1982） ，公共財賞和勞務的投入成本之分攤

(Loehman & Whinston,1971 ） ，建立市鎮聞聯合供水系統的分

攤費用（Young等， 1982） ，折舊費用的配置（Callen,1978）等。

採用此種分攤方法的優點計有：

1. 將不確定的分攤情說以樓率的方式納入考慮範圈。

2. 掌撞參與者所有可能結合的邊際成本貢獻訊息，做為分

攬股本之計算基礎。

3.適合做分鐘成本的事前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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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採用Shapley value進行成本分攤，將會受到下列情況的

限制：

1. 需要具備龐大的訊息資料予以支持，在參與者是多的情

說下，欲取得這些訊息所耗費的成本將相當可觀。

2. 將所有可能形成結合的機率視為均等，往往忽略7洩策

者策略面的考慮，因此，有些學者主張分攤的權數﹝即

(5 ）式中的 δ i(s ） ﹞應由參與者透過協議 （ bargaining)

的方式決定。

3. 成本分攤計畫目，在實際情況常是在事後進行的。

4. 對非自性的成本賽局（ nonconvex cost games ） ，採用此

法分擺的結果可能不理想。

（二）可分離成本剩餘效益法

此種方法的全名為「可分離成本剩餘效益法（ the Separa

hie Remaining Benefits Method） 」’簡稱SCRB法。此種方法

的主要特點在於：先將各參與者（或目標）的「可分離成本」區

分出來﹔大多數學者將參與者加入結合時的「邊際成本貢獻」

（或稱增量股本）視為該參與者必須自行負擔的「可分離成

本」﹔結合計劃的總成本扣除所有參與者的「可分離成本」

後，剩餘的成本即為「不可分離成本（nonsepq,rable cost） 」簡

稱「 nsc J 。 SCRB法的主要目的是依據「剩餘效益」的觀念設

定出一種分攤比例，依據分攤比例，將nsc分攤至結合中的各個

參與者。

此種分撞法早在1935年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簡稱

TVA ） 」即引用此法進行多目標水資源計劃的成本分攤工作。美

國農部的林務署亦偏好此種分攤法，將「多目標森林計劃成

本」 分攤至各個經營目標中（Anonymous,1982） 。 許多水資源計

畫1 ， 如廢水聯合處理（Giglio & Wrightington,19 72）之成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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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亦採用此種方式，因為此種分攤法具有下列的優點：

1.計算過程具備合理的邏輯基礎。

2. 方法簡單易懂，不會過度複雜。

3. 容易運作及伸縮，事前或事後均可操作。

4. 可將所有參與者各別獲得的效益，同時納入考慮。

SCRB法的計算過程如下：

1. 第 i個參與者的可分離成本﹝SC( j ）﹞為：

SC( i)=C(N)-C[l'-/- { i }]..................... ( 7) 

α川： n個參與者形成最佳結合(the grand coalition) 

的總成本 o

C[ (i\l) －﹛ i﹜﹞：最佳結合排除第 i個參與者之後的總成

本。

2. 該最佳結合的不可分離成本（ nsc ） 可表示為：

nsc=C(N)- ~SC(i) 

3. 第 if固參與者對nsc的分攤比例為：

I, 

β（i) =[min(B(i),C(i))- SC(i） ﹞＊ t~：﹝m旭（B(i),C(i))- SC(i）。－1
2月i) :: 1.0 

B( i ） ：第 j個參與者加入此最佳結合時可獲得的效

..＝、
金宜。

αj）：第 i個參與者不加入任何結合，自行運作的可

取代成本。

「﹝ min ( B( i ） ， α i)) -SC( i ) ] 稱為第 i個參與者能

獲得的 「剩餘效盎 」

4. 第 i個參與者加入歧最佳結合應分攤的總費用為：

SCRBi=SC( i ）＋ β （ i)(nsc) .......... ........ (8) 

採用SCRB法必須具備下列兩頃先決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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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i個參與者之效益（ B( i ）） 和可取代成本（αi））之間

之較小者扣除其可分離成本 （ S口 i ）） ，即剩餘效益

( rb( i ））必讀為正： rb( i)=min(B( i) ,C( i) )

SC( i)>O 

(2）所有參與者剩餘效益的加總必須犬於不可分離成本

(nsc) : 

y rb(i) > C(N)- y SC(i) = nsc 
反正N

自以上兩個先決條件，可推得：

~min 

換言之， SCRB法的先決條件是：聯合計劃的總效益必須

大於總成本。但這些先決條件並無法確保聯合計劃的淨效益為

極大。 Rideout & Wagner(1986）認為SCRB法具備的先決條件

在邏輯上發生錯誤，主要是因為 SCRB 法採用的

m i n ( B( i ) , C( i ) ），就真實的機會成本之觀點，並不能定義出參

與者「公正的費用 （ the justifiable expense ） 」。其實，真正的

問題應該是在（ 7 ）式對可分離成本﹝ SC( i ） ﹞認定的問題上。

SCRB法認定的SC( i ） ，僅考慮最佳結合狀態下，各參與者

的5α i ） ，此5α i ） 並未保證是所有可能結合中最小者﹝包括加

入結合的！︱買位 （ ordering ） 不同， SC( i ） 也可能不同﹞’亦即：參

與者i真正認定的SC’（ j ） 應為：

SC ’(i)=min(C(Z)-C(T))sB(i) ..................... (9 

'VZ EN,T C Z,i EZ,inT ＝白，iUT=Z

由（ 9 ）式可知： SC 、（ j ） 至 SC( i ）必然成立。

當SC ‘（ i )>B( i ）時，該參與者應從結合中排除 。

此外， SCRB法亦未考慮到「群體分離廣本 （group sepa

rable costs) J 的問題，群體分離成本的定義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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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 = C(N)-C(T),snr z 白，SUT=N

SC(S）是任何一個群體，加入N結合的可分離成本。若末考

慮群體分離成本，各參與者揉用SCRB法配置的結果，有些參

與者應分聾的費用可能無法語蓋其自身的可分離成本，串成各

吾吾與者間交叉補貼 （Cross-Subsidization ） 的現象 （Rideout & 

Wagner,1986） ，容易造成結合的分裂。其實，不管採用何種分

撞方式，理想的分攤結果，應符合下列條件：

SC(i) s x; s C(i), 'Vi EN .......................... ( 10 

跎（S

~x; C(N). (12 

採用SCRB法可能無法完全符合上列條件，展爵SCRB法最

大的缺陷，因為xi可能低於其應分攬成本的下限（lower cost al

location bound)SC(i） ，導致整個結合的不安定。

為了補故SCRB法可能產生的不安定結果， Driessen & 

Tijs(1985）提出一種新的方法，稱為「不可分離成本缺口法

(Nonseparable Cost Gap Method） 」簡稱NSCG法。

NSCG法主要特點在於將參與者所有可能參與的結合均納

入考慮，並引入“成本缺口函數（cost gap function ）”的概念，做

爵分擺「：不可分離成本」的計算基禮。 NSCG法的推算過程要

比SCRB法更厲周延。以NSCG法分擺的結果，若參與者應分攬

的成本大於其「自身的可分離成本及最小的成本缺口之和」

時，他可能另組站台而不參與原有結合的運作。 NSCG法的分

攤過程如下：

l.SC(i）和nsc的計算過程輿SCRB法相同。

2.第i個吾吾與者的剩餘效益rb(i） ，在B(i）不小於C(i）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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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可表示為：

rb(i)=C(i)-SC(i)>O ...................... (13) 

對nsc的分攤比例，若以（1月式為計算基礎時，

求得之分攤結果，稱為「 ACA 法 （Alternate Cost 

A voided Met hod） 」（為SCRB法的特例），是TVA顧問

群在1938年時提出的，提出TVA法所持的理由是：效

益 B(i） 通常是超過可取代成本 C(i） ，因此

min ﹝B(i),C(i)﹞可用C(i）表示。

3.N的任何子集合S形成的結合，其「剩餘可取代戚本（the

remaining alternate cost） 」’若以「成本缺口面數

gc」可表示為：

gc(S) = C(S)-}; SC(i),S ~ N 
IE三E

gc稱為成本賽局 （N;C ） 中， s結合的成本缺口。

依此定義，最佳結合的成本缺口， NP爵的c : 

的N) = C(N)- }:SC(i) ＝間
1EN 

此成本缺口函數必讀符合gc(S ） 三三 Q ' gc （ 伊）＝0的

基本條件。

4. 結合的參與者i有權選擇加入成本缺口為最小的結合，

且此最小的成本缺口，吾吾與者 i若顧意獨力承擔，可代

表吾與者i願意分攤的成本上限 （ upper cost allocation 

bound) : 

SC(i) ＋唔igc(T),T ~ N 

上式第二項稱為：在一成本賽局 （N;C ） 中，吾吾與

者i的「讓步量 （ the concession amount ） 」，以符號

表示：

α ＝ rpj_ngc(T),T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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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i即為參與者i對不可分離成本（ nsc ）的「最大

貢獻」’所有參與者最大貢獻的總和不得少於nsc,

Ni]: 
2甸這 nsc

5. 以各參與者的「讓步量－做為分攤nsc的計算基礎，參

與者i應分攤的總成本完：

NSCG戶的）＋ ai（~.呵rl間 . (14) 

當 α； = C(i 

立時， .VSCGi:SCRBi ,Driessen & Tijs( 1985 ）己證明：具有凸
的吱本賽局﹝即：高足（ 6 ）式的條件﹞，採用NSCG法和SCRB法兩

者分攬的藉果將是相罔的 c

NSCG法求得之分攤結果，不致於使各個參與者無法涵蓋

其本身的可分離成本，改善TSCRB法可能發生的嚴重缺陷。

但不管SCRB法或NSCG法，均受到下限條件的限制：

1 .結合中的各個參與者之可分離成本必讀能夠被明確區分

出來，紅此才能求得明確的不可分離成本 。

2 .SCRB ？去耙NSCG~主常無法符合單向性原則。

（三）核仁成本分權法 （ the nucleolus cost allocation method) 

採用肚種分聾法的主要概念來自於”核理論（ core theory ) ” 

的應用﹔依據Shapley( 1971 ）對核 （ core ） 的解釋是 「 核．．．是參

與者無法經自任何結合改善其可行結果 （feasible outcomes ） 的

集合」 。 其概念有如多數人熟悉的”巴雷托效率 （ Pareto effi· 

ciency ） ”，但核的概念同時考磨了個體和個體群 （ groups of in

dividuals ）的問題，比巴雷托效率考慮的層面廣。

構成核的”元素 （ elements ） ”是結合的所有參與者（或目

標） ，核的’，邊界 （ bounds ） ’，則由（ 10 ）、 (11 ）和 (1 2 ）式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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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按中的元素所組成的任何結合必讀滿足：效率原則、個別

理性原則和群體理性原則。”棋仁成本分攤法 （ the nucleolus 

cost allocation method ） ”是從一個「非空的賽局接」中選擇出

唯一的一組合理、安定的成本分攬向量，使各個參與者均能滿

意其分攤結果。

為了從一個「非空的賽局核」中選擇一組唯一的、合理且

安定的成本分攬向量，其求解過程控日下：

1. ~ e（見肛 C(S)- ~x;,SCN 三泊 s C(S), .. e(x,s);?: 0 • 

e(x,s ） 稱為吾吾與者組成結合S的超額 （ excess ） 。（即滿足

群體理性原則時，所產生的超額）。

2. 在棋範圓的條件限制下，為求得一組合理的丘克本分攤向

量x＝（叫，泣，…，xn ） ，可透過線性規劃’在”極小化最大

超額e(x,s) (minimum maximum excess e巾，s）） ，’之目

標下求解。構成的線性規劃問題如下：

M此 E

e(x,s);?: &, VS¢ 白，S CN, 

~Xi= C(N) 

上述規劃問題可改寫成：

Max & 

s.t. 

~x+&sC(S) (15) 

~x;=C(N) (12) 

(12 ）和 (15 ）式構成了 2" -1個限制條件。目的是

求解最適的科日 ε 值。

3. 對上述線性規劃問題，在推估過程中，若有

~ 384~ 



原達5穿 聯合生產的成本分攬理論和方法 23

三Xi+&= C(S）的條件出蹺，必須將這些條件改為
iES 

三Xis C(S)- ＆ ，其餘限制嘩件維持不壁，重新進行推
iES 

估。

4. 重覆第 3步驟之推估方式，直至 ε 接極大化且岐斂為

止，此時求得之向量x=(xl,x2, ···,xn)B~爵唯一最適的核

仁解 （ nucleolus solution ) 0 

Rideout & Hof( 198 7 ）凳了將效益討訊息納入考慮，提出

了「包含效益的核仁分撞法 （ the benefit-included nucleolus 

allocations) J ’與上述的一按：二分據法－唯一的不同點是(15)

式的限制條件以下式取代：

三…s min﹝B(S），你）﹞

B(S ） 代表結合所能產生的效益。若只有一個元素時，以

xi＋ ε 三三 min ﹝ B(i) ,C(i) ﹞表示＝

採用核仁成本分攤法對這：全是：在「非空的賽馬核 J 中尋

找一組解，使此解儘可能地遠芝－咳範直 J 的邊界，使之處於

該核的中心。此種求解方式會受到下列情況的草制：

1. 就數學上的意義而言、~壽哎桔合計吱本賽屑，其「非空

的賽局核」可能不存左，以致無法進一步求得叫核仁配

置 （ nucleolus allocations ）＂害，耳曼賽局核存在‘但卻

為非凸性的（ nonconvex) ' 0可芝得木到最適捍＝

2. 一個擁有多部門的直至霄，三口使挂得到一組核仁史畫擇，

各部門為了自身部門角的利益，示一定接受此種更置結

果，除非各部門均需票台合最高封決策當局。

3. ”核仁配置”解無法保證能完全符合單向性J京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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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在多數成本分攤的文獻中，雖然有些文獻常常會將效益面的資

料納入考慮範圍，但許多成本分攤的案例均涉及公共事業的投資問

題，常因生產的財貨不具排他性，致使效益面的精確資料難以取

得，因此多數成本分攤方法，均以「聯合生產比單獨生產時所節省

的成本」視為該聯合生產行為所產生的基本「效益」’聯合成本即

基於此種「成本節省 （ Cost savings ） 」做為其主要的分攤基礎，

ACA法和NSCG法即屬此頓分攤方法。

此外尚有相互分攤j去， Shapley成本分攤法和核仁分攤去，分攤

的方式雖不以「成本節省」做為分攤基礎，但只要取得適合於各種

分攤法的成本面資料即可進行分攤，不必倚賴效益面的資料，端視

成本資料的屬性以決定應當採用何種分攤方法。核仁分攤法和SCRB

法兩者也可同時將成本和效益兩方面的訊息納入分攤基礎的計算公

式中。

有些成本分攬法必須同時具備效益面和成本面的訊息才能進行

分攤，如「市場價值相對比例分攤法」和「受限制的利潤函數分攤

法」’此兩種分攤法較適用於一股市場財貨的聯合生產成本之分

攤，較不適用於公共事業投資成本之分攤，尤其是生產具有公共財

特性的公共投資事業。

以下僅就本文第三、四節評析的各類分攤方法之主要內涵，以

表列方式簡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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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股本分攬法之比較

頭別 非賽局理論分攤法 賽局理論分鐘法

比較 相互分護法 市場價值相對 歪臨!lo'i~：~j空軍 Shapley SCRB 接t二授主E

項目 比使分擔法 數至于護法 分攤法 ？于提法 分晝主主

基本資料 1. 間接部門互 各產品產量、 各產主之尋求 各種結合的 各產品的可分 各重詰合（但

直接言：門 單位售價及可 E章、可分離 投入丘克本及 離／£ ;:t: 、可取 括軍一產品）

思主本＝ 分華玉立志及擎 直h ::t:: ，一丈丟片，宅一自一 各產品的邊 代／£志、產品 的37古代 v哇

2. 各吉5~5梧互 金主董耳立z:. 糞墨色空格、 際成本貢 效益互尊舍總 j;;:, 

間的5E~ 主主入產三噁 獻。 成本。

單位數。 數 2

分獲要實 主l- .. } T E叫耳 ~g＿于＂.. ~ 各產主叮「淨 各望去古畫：單 各參與者在 各參與者在最 各告參與者在

的「主護單位 費支宜fj_ _ • 故主等~邊際 各種結合中 f圭宿舍中的 不同詰合的

監， E 主主王三 的「遺體玟 「剩餘效 ．超額」

本貢獻」。 £i:』 」 a

1憂點 了注重軍惡行 手哥市場訊息拉 生·~土 1』＝ ~亡；~屯＂置司 ＝，τ§＿ 音E3§- 將各種結合 方法簡單易 Z山E川9 f,.,. 吉

且會乎還頭。 入考電﹒ 的邊際原則﹒ 發生的機車 渣，將效益面 (co 了 e ），的概

視為均等口 同時緝λ考 念求箏，符合

慮。 效率也

限制 各'ffi3F~閏京具 I. 有存貨蜜生 賓具f苛充倍的 I. 採隨機的 對可分喜攻本 耳團d章E 晶培E于 Z“ :: ιfl＇ζz f主Z"' 

梧互，H務關保 時會使問 于台壢訊息資 方式求 的認定不夠周 法求得－

的共罵菌素可立 題復雜 ，“z屯- • 解，缺少 足，容晏導致

本無法分援。 干y 品 參與者策 參與者間交叉

2. 建立L裝置各 路面的考 補貼的胃誼。

產主之淨 慮。

鑒三歪歪均 2. 較適用事

望~；τ 前分析。

適用對象 各種投資 于台主晏導﹔主古 市場導：句的 公共投資 公共左寶 公共投資

4主g孟.~€：：：＂二E二』 2君，主它 事合4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歸納而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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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and Met hods of Cost Allocation in 
the Joint Product ion 

Lian·Sheng Che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specify som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cost alloca

tion in the joint production. They are often applied to set fees for the use of a common 

facility, such as an airport, a transit system, a communications network, a multipur

pose reservoir , and a diversified farming. 

These methods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I focuses on non-game 

theoretic methods of cost allocation, such as the reciprocal ~llocation method,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allocation of market value and the restricted profit function 

method. Part II focuses on game theoretic methods of cost allocation. Three methods 

are treated: the Shapley value method, the separable costs remaining benefits method 

and the nucleolus allocation method. 

There is no all-including solution to the cost allocation problem.Which 

method suits best depends on the context, the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amount of cost and benefit information available. 

Keywords : cost allocation, grand coalition, separable cost,the nucleolus allocation 

metho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恤ent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Taichung Evening School,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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