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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指出運動產業的範疇，應以運動相關的經濟活動
為主要概念，除運動相關之服務業外，尚應包含以運動為主體的體
育運動場館營造、自行車製造業、高爾夫球具製造業以及健身器材
業等，其中又以運動自行車產業的產值最高，且最具國際競爭力。
臺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網站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的整車出口產值
規模達600億元；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的西元2011年的工商普查資料
顯示；自行車製造家數為125家，周邊供應商共計1,415家；運動自
行車製造產業從業人員為7,990人，周邊供應產業從業人員24,238人
，整體運動自行車產業鏈全年營業收入總額達1,524億元，超越國內
機車產業的1,158億元，足見該產業的重要性。本研究樣本取自臺灣
經濟新報 (TEJ) 之TEJ New Finance-新公報適用資料庫，樣本期間
涵蓋於 2012 至 2018 年，共 28 季資料，本研究對象為臺灣自行
車產業，其中以上市、櫃三家公司：美利達、巨大以及愛地雅為本
研究對象，藉由列聯資料 (panel-data) 樣本型態及結合經濟理論
並運用Cobb-Douglas與Translog模型研究臺灣自行車產業經濟型態
並建立標竿企業的實證研究，可以提供必要的經濟數據與經營管理
的參考依據，更能落實發展運動產業的真正價值。主要研究結果發
現人力價格以及資本價格對於總成本之皆具備顯著影響能力，藉由
係數分析，人力價格約莫佔了投入組合之 36%；而資本價格約為
64%。其次， 2016 年起開始實施 「一例一休」 法案後確實造成了
成本結構之改變；以顯著性而言，投入組合對於總成本確實更具備
了影響力；然而藉由係數分析，本研究發現人力價格約莫佔了投入
組合之 39%；而資本價格約為 61%，相較於本研究之初步結果，投
入組合的比例稍為有些變化。最後，有關最適生產規模部分，本研
究發現就由產業內生產廠商的成本狀態來了解整體產業內的規模經
濟狀態，臺灣自行車產業的規模經濟型態屬於規模報酬遞增及固定
規模報酬階段,其中,又以巨大公司成本調控得宜且產出 (值) 高而
形成該產業最適生產規模。

中文關鍵詞： 自行車產業、經濟型態、標竿企業

英 文 摘 要 ： Executive Council Sports Committee points out the scop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hich should focus on sports-related
economic activities. Besides sports-related services, it
should include bicycle manufacturing, gol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fitness equipment. Among them, the
industry of sports bicycle has the highest value of output
and it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Taiwan Vehicle Industry
Association show that the exports value of bicycle was over
N.T.60 billion in 2015.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ensu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networ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1, there are 125 bicycle manufacturers which
employe 7,990 employees and 1,415 suppliers which employe
24,238 employees in the surrounding supply industry. The
bicycle industry chain's annual operating income totaled
N.T. dollars 152.4 billion, surpassing the domestic motor



industry's amount,N.T.$ 111.8 billion. Therefore, using the
sample of panel-data style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to study
the economics of the bicycle industry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bb-Douglas and Translog model can provide the
estimation of benchmark enterprise reference for data
necessaril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better implement
the real val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英文關鍵詞： bicycle industry, economies of scale, Cobb-Douglas,
Translog, benchmark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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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指出運動產業的範疇，應以運動相關的經濟活動為主要概念，除運動相關

之服務業外，尚應包含以運動為主體的體育運動場館營造、自行車製造業、高爾夫球具製造

業以及健身器材業等，其中又以運動自行車產業的產值最高，且最具國際競爭力。臺灣區車

輛工業同業公會網站統計數據顯示 2015 年的整車出口產值規模達 600 億元；中華民國統計資

訊網的西元 2011 年的工商普查資料顯示；自行車製造家數為 125 家，周邊供應商共計 1,415

家；運動自行車製造產業從業人員為 7,990 人，周邊供應產業從業人員 24,238 人，整體運動

自行車產業鏈全年營業收入總額達 1,524 億元，超越國內機車產業的 1,158 億元，足見該產業

的重要性。本研究樣本取自臺灣經濟新報 (TEJ) 之 TEJ New Finance-新公報適用資料庫，樣

本期間涵蓋於 2012 至 2018 年，共 28 季資料，本研究對象為臺灣自行車產業，其中以上

市、櫃三家公司：美利達、巨大以及愛地雅為本研究對象，藉由列聯資料 (panel-data) 樣本型

態及結合經濟理論並運用 Cobb-Douglas 與 Translog 模型研究臺灣自行車產業經濟型態並建

立標竿企業的實證研究，可以提供必要的經濟數據與經營管理的參考依據，更能落實發展運

動產業的真正價值。主要研究結果發現人力價格以及資本價格對於總成本之皆具備顯著影響

能力，藉由係數分析，人力價格約莫佔了投入組合之 36%；而資本價格約為 64%。其次， 

2016 年起開始實施 「一例一休」 法案後確實造成了成本結構之改變；以顯著性而言，投入

組合對於總成本確實更具備了影響力；然而藉由係數分析，本研究發現人力價格約莫佔了投

入組合之 39%；而資本價格約為 61%，相較於本研究之初步結果，投入組合的比例稍為有些

變化。最後，有關最適生產規模部分，本研究發現就由產業內生產廠商的成本狀態來了解整

體產業內的規模經濟狀態，臺灣自行車產業的規模經濟型態屬於規模報酬遞增及固定規模報

酬階段，其中，又以巨大公司成本調控得宜且產出 (值) 高而形成該產業最適生產規模。 

 

關鍵詞:自行車產業、經濟型態、標竿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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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ecutive Council Sports Committee points out the scop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hich should focus 

on sports-related economic activities. Besides sports-related services, it should include bicycle 

manufacturing, gol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fitness equipment. Among them, the industry of 

sports bicycle has the highest value of output and it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Taiwan Vehicle Industry Association show that the exports value of 

bicycle was over N.T.60 billion in 2015.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ensu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networ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1, there are 125 bicycle manufacturers which employe 7,990 employees and 1,415 suppliers 

which employe 24,238 employees in the surrounding supply industry. The bicycle industry chain's 

annual operating income totaled N.T. dollars 152.4 billion, surpassing the domestic motor industry's 

amount,N.T.$ 111.8 billion. Therefore, using the sample of panel-data style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to study the economics of the bicycle industry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bb-Douglas and 

Translog model can provide the estimation of benchmark enterprise reference for data necessaril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better implement the real val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bicycle industry, economies of scale, Cobb-Douglas, Translog, benchmark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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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國民所得的增加、知識水平及健康觀念之提升，越來越多民眾將從事運動或觀賞比

賽當作主要休閒活動，藉此豐富生活、健全身心內涵，運動產業已發展為知識型的健康產業

(邱翼松、金明央，2016)。根據先進國家的經驗與健康概念的發展趨勢，運動產業為民眾在生

活逐漸富足下相當有機會接觸與消費的產業，未來發展潛力極為可期 (李篤華，2009)。2015

年全球的運動產業產值超過 4 仟億美元，占世界各國 GDP 的比例約在 1.13 %~8.00 % 之

間，佔世界貿易總額的 2.5％，21 世紀以來全球之運動產業以每年成長 6 % 至 10 % 的速

度發展，每年並為全球各大企業與非營利性組織創造價值超過 2000 億美元的龐大商機，其

經濟影響力早已令各國政府及學術界刮目相看，已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張

少熙，2016；陳良治，2016)。根據 Plunkett Research (2014) 統計，2014 年全球運動產業產

值已超過 1 兆 5 仟億美元。易言之，發展中的社會依賴市場提供愈來愈多的運動參與機會

是當前的趨勢，為因應民眾日漸多元的產品與服務需求，運動產業的發展可謂方興未艾，如

提供運動所需的設備、設施、服務及人力等，都創造出無限的商機與產業前景。林惠文與呂

惠富 (2017) 指出運動業帶動其下游產業生產的效果主要仰賴運動製造業，且運動製造業對

上游產業的影響力已躍居各產業之首。鑑於此，立法院 2011 年通過「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以建構國內優良運動環境、促進運動產業的發展環境，並提升我國運動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教育部 2013 年「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揭示蓬勃運動產業列為國家體育政策三大核心之一，

且訂定明確發展策略與核心指標 (教育部，2013)。工業對一國經濟發展之重要性，我國工業

以製造業為首，製造業佔工業 GDP 比重超過八成 (蔡雅娟，2014)，臺灣產業長久以來既以

出口導向來創造經濟發展，而製造業更是臺灣的產業基礎。臺灣於早期至今聞名世界的運動

產品計有高爾夫球用品、網球拍、羽球拍、機能運動服飾、運動自行車及健身運動器材等，

從歷經低價競爭後的轉型，臺灣運動製造業之附加價值已大幅提升，且在全球商業競爭舞台

上佔有一席之地。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6) 指出運動產業的範疇，應以運動相關的經濟活

動為主要概念，除運動相關之服務業外，尚包含以運動為主體的體育運動場館營造、自行車

製造業、高爾夫球具製造業以及健身器材業等，其中又以運動自行車產業的產值最高，且最

具國際競爭力。臺灣 2001 年運動製造業總產值為 1099.73 億元，其中自行車產業之生產總

額為 501.67億 (許秉翔、吳仁泰，2006)。政府為維持臺灣高價車種的產能，提升自行車產業

的品質形象與國際競爭力，乃由捷安特、美利達等廠商於 2003 年發起 「A-Team」，透過 A-

Team 的帶領，將臺灣的自行車產品轉換為開發 IBD (International Brand Design) 路線，並隨

著亞太地區製造業趨勢的改變，開始從低價產品朝高值化產品發展。我國自行車產業所生產

之產品由2001 年出口平均單價 111.8 美元攀升至 2009 年 290.54 美元，提升 2.6 倍，已成

為歐盟最大供應國 (謝旻凱、葉公鼎、陳智彥，2016)。此外，運動自行車及產業相關供應鏈

創造出的就業人口為數相當可觀，臺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統計數據顯示在 2015 

年之後的整車出口產值規模達 600 億元。此外，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2018) 於 2011 年所

進行的工商普查資料顯示，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相關製造家數為 125 家，周邊供應商共計 

1,415 家，運動自行車製造產業從業人員為 7,990 人，周邊供應產業從業人員達 24,238 人，

整體運動自行車產業鏈全年營業收入總額達 1,524 億元，超越國內機車產業的 1,15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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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運動自行車產業是臺灣製造業，乃至於運動產業中極具重要性的產業項目，其發展

對於臺灣的經濟發展，以及勞動就業市場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謝旻凱等，2016)。臺灣自行車

外銷量於 1980 年超越日本，之後連續 16 年維持全球自行車最大出口國的地位。然而，2000 

年之後，中國自行車的出口量與金額急速成長，使得全球市場供過於求，迫使臺灣自行車廠

商 開始處於低價競爭的困境 (魏聰哲，2013)，亦即在面臨全球化的競爭下，如大陸、日本、

義大利、波蘭等，無可避免需做產業成本的控管與調整，並且追求中高單價產品的利基產品 

(方柏凱，2014)，故臺灣運動自行車廠必須就現況思索未來應對策略。經濟學家凱恩斯 

(Keynes ) 認為除了穩定的工資外，勞動政策的規劃與推動應是平衡且有益勞資雙方，但不少

經濟學家指謫政府經常忽視總體經濟產業關係理論與政策因素的負面作用，促使經濟蕭條而

導致工資率剛化的因素，進而提升生產成本，並干擾市場分配勞動力，進而對產業發展產生

不良影響 (Bruce, 2012)。政府自 2016 年開始實施「一例一休」新制，企業界普遍認為將提

高企業雇用勞動的成本，其不僅大幅提高休息日加班費，「休息日加班」 比「平日加班」的

加班費高出近3倍 (李沃牆，2017)，且初估相關企業整體成本將大幅增加 達 470 億新台幣 

(田君美，2017)。對製造業而言，人力成本關乎企業競爭力，尤其以外銷 出口為導向的臺灣

廠商面對國際的競爭，人力成本的增加相對於產品報價與企業利潤也造成不小的影響。經濟

全球化大幅度增加了企業競爭的壓力，要在全球競爭中生存，企業無不竭 盡所能降低生產成

本；對設置勞動基準較高國家的企業而言，其為遵守該國的勞動基準相關 規定，勢必增加其

人事成本的支出，全球競爭力必然會降低 (江永發，2017)。相關研究結果 亦指出勞動政策與

經濟發展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勞動政策的制定與推動方向是政府與企業必 須審慎面對的重要

課題 (Frolov, Kaminchenko, Kovylkin, Popova, & Pavlova, 2017; Kajzer, 2007; Kalugina, 2015; 

Katselidis, 2011; Lee, 2017; Pang & Lim, 2015; Samargandi, 2018)。臺灣運動自行車廠周邊供應

鏈與從業人口眾多，運動自行車廠及周邊供應鏈廠商相關從業人員超過 3 萬人 (瞿宛文，

1993)。現今處於全球化競爭的時代，變動的數據皆可能對政府產業政策或企業永續經營模式

產生影響，尤其勞動政策的調整，更可能會對企業營運成本帶來衝擊，進而對產業競爭力、

勞動市場，乃至於整體國家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Budd & Wang, 2004)。此外，根據萬寶華人力

資源公司 (Manpower Group) 2016年所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臺灣有 73% 的雇主知覺面臨到

人才短缺的窘境，再加上「一例一休」政策增加企業成本，臺灣製造業的營 運成本與產業發

展勢必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田君美，2017)。估算規模經濟型態，學界常以成本函數做實證研

究  (Balakrishnan, Labro, & Soderstrom, 2014; Higginsa, Lontb, & Scott, 2016; Holzhacker, 

Krishnan, & Mahlendorf, 2015; Kitenge, 2016)，足見由成本函數結構分析來估算產業規模經濟

型態之議題有其重要性與價值。就回顧過去相關文獻，歷來有關臺灣產業的成本 研究主要偏

重於金融服務 (杜豐吉，2005；黃台心、張寶光、邱郁芳，2009)、農漁業 (梁榮輝、廖振勝，

2004) 及觀光旅遊業 (陳肇堯、姜渝生，2000；Weng & Wang, 2004)。再者，有 關運動自行車

產業相關研究主題主要著重在自行車觀光研究、自行車性能研究、自行車道路 線研究、自行

車產業聚落研究、自行車行為人研究等議題 (張景弘、許龍池、王建臺，2014)， 目前尚未有

針對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結構與勞動政策對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影響之研究。 

綜上所述，運動產業產值已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臺灣自行車產業歷

經超過60年發展形成特殊產業聚落，在市場不斷擴張與改變的同時，勞動分工變得更加精密，

面對經濟環境的迅速變遷，臺灣運動產業無可避免地將面對全球自由化競爭之趨勢，尤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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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運動服務產業如何在社會大眾對運動需求增加情況下，順應並掌握自由化之趨勢，結合文

創、休閒、觀光等相關產業，提升產業附加價值，達成 運動產業政策之願景，將有賴產、官、

學三方緊密的結合與努力 (教育部，2013)。儘管運動產業相關研究發展至今已有 40 年的歷

史，然國內對運動產業經濟層面之研究，僅止於觀念的建立與溝通，基礎調查與研究尚待強

化 (林房儹、劉秀端，2005)。近年來，大數據 (big data) 分析已形成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

趨勢，大數據在運動產業的應用也愈趨蓬勃，因此，如何從巨量資料中透過專業的分析，找

到數據背後訊息所代表的意義涵，促使與運動相關的產業藉由大數據分析，掌握正確的創新

與發展方向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2016；林惠文、呂惠富，2017)。簡言之，面對全球化的競

爭，各家業者無不在自身產品提升附加價值及嚴格管理自身生產成本，面對不同市場區隔，

研究規模經濟型態才能在產品生產管理上取的企業應有的決策並保有企業價值。尤以運動產

品在目前市場上，產品市場區隔尤其明顯，瞭解運動製造產業的規模經濟型態更能掌握企業

營運生產狀況，進而作應有的調整與改變、更利於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職是之故，產

業裡的競爭廠商了解自身規模經濟型態，更有利於管理及決策分析，因此，本研究嘗試從成

本面來分析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結構，以及「一例一休」政策對企業體所帶來的成本衝

擊，並利用臺灣新經濟日報 (TEJ) 之TEJ New Finance-新公報適用資料庫，本研究利用 SUR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模型作樣本檢測，並使用計量經濟模型來計算該產業各參數透

過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與 translog 成本函數之理論模型來建立本研究之成本函數的實證

模型，進一步取得臺灣運動自行車廠適宜的成本函數型態；再透過臺灣運動自行車成本函數

推算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規模經濟之成本效率；最後，探討「一例一休」勞動政策實施前、

後對運動自行車產業營運成本的差異化情形。本研究結果可提供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政府及

企業管理決策之參考外，亦可拓展國內有關體育運動學術研究領域之廣度與研究議題，係本

研究最終目的。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擬整合 SUR 模型來檢測本研究樣本值的投入要素變數與產

出是否具一致性，藉以使研究更具嚴謹性；再藉由計量經濟研究方法 Cobb-Douglas 與 

Translog 之成本函數建立臺灣自行車產業的成本結構，推估產業的規模經濟型態，並分析「一

例一休」政策對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產生的營運成本所可能產生的衝擊程度，最後，本研究

擬藉由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推導臺灣自行車產業是否具最適生產規模。本研究具體研究目

的如下: 

一、建構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結構模式。 

二、瞭解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的經濟型態。 

三、分析「一例一休」政策對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結構的影響情形。 

四、探討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是否具最適生產規模。 

貳、本研究重要性 

自行車產業雖為中國大陸、東南亞、歐洲捷克等少數地區行車較具規模的聚落型態，但

本研究針對現有文獻做自行車經濟產業的文獻蒐羅，其實未如預期能有大量的參考文獻，其

歸因於發展成熟聚落需時間的考驗，能像臺灣歷經超過 60 年發展後，能繼續蓬勃此一產業

絕非偶然，相關嚴謹之研究多數出自臺灣研究學者，因臺灣相關資料數據較國外完備，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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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齊一性的財務資訊做經濟管理之研究更是可謂少數，尤以本研究提出的研究目的而言，即

是目前在此一研究範疇付之闕如的狀態，故以下就本研究之重要性作陳述: 

一、就產業經濟型態而言 

儘管運動產業相關研究發展至今已有 40 年的歷史，然國內對運動產業經濟層面之研究，

僅止於觀念的建立與溝通，基礎調查與研究尚待強化 (林房儹、劉秀端，2005)。各別產業的

競爭廠商瞭解自身規模經濟型態，將更有利於經營管理及決策分析，當廠商處於規模不經濟

時，其可能產生原因有組織層級日趨複雜、運輸成本是否過高、投入要素價格 (勞動、廠房設

備) 是否具備市場競爭等因素，故估算企業規模經濟型態係檢視業者經營現況與競爭力的重

要方式 (陳正倉、林惠玲、陳忠榮、鄭秀玲，2006)，然國內外尚未有研究者針對運動自行車

之規模經濟型態進行實徵性研究，考量運動自行車產業發展不僅對我國運動產業發展，乃至

於製造業都具有重要的價值與重要性，故探究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經濟規模對產業發展有其

必要性。 

二、就產業政策而言 

對產業發展而言，產業政策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適當時機採行最適合的產業政策是促

進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 (瞿宛文、李佳靜，1996)。對製造業而言，人力成本關乎企業競爭力，

尤其以外銷出口為導向的臺灣廠商面對國際的競爭，人力成本的增加相對於產品報價與企業

利潤也造成不小的影響。經濟全球化大幅度增加了企業競爭的壓力，要在全球競爭中生存，

企業無不竭盡所能降低生產成本；對設置勞動基準較高國家的企業而言，其為遵守該國的勞

動基準相關規定，勢必增加其人事成本的支出，全球競爭力必然會降低 (江永發，2017)。現

今處於全球化競爭的時代，變動的數據皆可能對政府產業政策或企業永續經營模式產生影響，

尤其勞動政策的調整，更可能會對企業營運成本帶來衝擊，進而對產業競爭力、勞動市場，

乃至於整體國家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Weng & Wang, 2004) 。而產業在成熟期的發展下，由於

市場需求逐漸飽和，成長趨緩，為維持獲利水準，廠商間逐漸朝向價格競爭戰，陷入低價、

低毛利的紅海市場中，各家廠商透過擴張生產以達到規模經濟，降低生產成本，但缺乏差異

性使得多數廠商難以擺脫現有的困境，而導致產業朝衰退期發展 (金必煌、李威昇，2014)。

綜上，本研究嘗試從成本面來分析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結構，並藉此探討「一例一休」

政策對企業體所帶來的成本衝擊為本研究重要目的之一。 

三、就最適生產型態而言 

研究規模經濟型態能在產品生產管理上取得企業應有的決策建議，藉由運動製造產業的

規模經濟型態，更能掌握企業資源利用的生產狀況，進而作應有的調整與改變、更能適應瞬

息萬變的市場競爭。故規模經濟可解釋為何廠商規模有愈來愈大的趨勢，尤以需要大量生產

且需要大量生產要素投入的產業，如汽車業、鋼鐵業，因為大量生產得以迅速地降低生產成

本 (陳正倉、林惠玲、陳忠榮、莊春發，2016)。探究規模經濟型態，伴隨而來的是藉由規模

經濟型態來尋找最佳化問題，即可探究最適生產規模；在 Viner (1931) 藉短期的平均成本曲

線，推導出 U 形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後，在研究文獻上已經取得共識：在長期平均成本曲線

下對應的 U 形線型上，有一唯一的最適生產規模 (胡名雯，2000)。在全球產業競爭下，企業

內部的規模經濟並不是擴大企業的唯一的理論基礎，因為它還意味著在需求增加之後，廠商

須獲得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家具有正的經濟利潤，然後將產出擴大到超出正常利潤的收支衡點

考量 (Shepherd, 1983)，故尋求最適生產規模也為企業考量因素之一。觀看國外自行車產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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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研究者多數來自臺灣，起因可能為臺灣於 1980 年自行車外銷量首度超過日本，成為世

界自行車輸出量最大的國家，民國 1985 年自行車年產量再度超越日本，贏得「世界自行車

王國」的美譽 (廖淑玲，1998)，隨著社團法人臺灣自行車協進會 ｢A-Team｣ 等企業合作聯盟

的興起，將可帶動臺灣中部地區自行車產業群聚轉型，促使臺灣自行車產業重新回到成長軌

道 (魏聰哲，2013)，所以臺灣在自行車製造產業保有 1970 年以來至今的寶貴數據資料，但

臺灣在運動自行車產業的最適生產規模議題研究上，付之闕如；準此，本文將可填補該產業

之研究缺口並對國內運動自行車產業規模經濟型態及最適生產規模有更完整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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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自行車相關文獻探討 

    Plunkett Research (2014) 統計 2014 年全球運動產業產值已超過 1 兆 5 仟億美元。依據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主辦的臺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顯示，2012 年臺灣二十大價值品牌，排名

第七的巨大機械 (Giant)、第十二的美利達工業 (Merida)，皆是運動核心產業；鑑於此，立法

院 2011 年通過「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以建構國內優良運動環境、促進運動產業的發展環境，

並提升我國運動產業之國際競爭力。教育部 2013 年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揭示蓬勃運動

產業列為國家體育政策三大核心之一，且訂定明確發展策略與核心指標 (教育部，2013)。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6) 指出運動產業的範疇應以運動相關的經濟活動為主要概念，除運動

相關之服務業外，尚包含以運動為主體的體育運動場館營造、自行車製造業、高爾夫球具製

造業以及健身器材業等，其中又以運動自行車產業的產值最高，且最具國際競爭力。臺灣自

行車產業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約在 1946 年開始有了簡單自行車裝配業 (瞿宛文，1993)，在 

1970 和 1980 年代，歷經石油危機與全球自行車需求增加，出口量快速上升，逐步在國際間

嶄露頭角。臺灣自行車外銷量於 1980 年超越日本，之後連續 16 年維持全球自行車最大出口

國的地位。然而，2000 年之後，中國大陸自行車的出口量與金額急速成長，使得全球市場供

過於求，迫使臺灣自行車廠商開始處於低價競爭的困境 (魏聰哲，2013)。由於自行車產業分

工非常專業化，因此成車廠與零組件廠兩者之間的合作關並非一時之交易，而是長久的夥伴

關係。顯然，自行車業者需在合理的價格和良好品質條件下找到好的供應商，才能保有長期

競爭優勢 (陳滄江、許昌賢、劉詠婷，2017)，而臺灣現有較具規模的自行車廠為愛地雅、巨

大、美利達。  

隨著社團法人臺灣自行車協進會 (A-Team) 等企業合作聯盟的興起，帶動臺灣中部地區

自行車產業群聚轉型，促使臺灣自行車產業重新回到成長軌道 (魏聰哲，2013)。臺灣 2001 年

運動製造業總產值為 1099.73 億元，其中自行車產業之生產總額為 501.67 億 (許秉翔、吳

仁泰，2006)；我國自行車產業所生產之產品由 2001 年出口平均單價 111.8 美元攀升至 2009

年 290.54 美元，提升 2.6 倍，已成為歐盟最大供應國 (謝旻凱等，2016)。其後，臺灣自行

車協進會 (A-Team) 2003 年成功帶領臺灣自行車廠突破逆境後，近年外銷出口值呈現衰退情

況，臺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統計數據顯示: 2001 年起因產業外移至中國大陸及越

南等地區，生產及外銷的數量均有衰退的趨勢，2017 年外銷約 247 萬輛，衰退約 21.94% (金

額約新台幣 416 億元，衰退 21.36%)。故現今依然必須面對全球化自行車產業嚴峻的競爭，

隨著各國投入自行車產業的研發與各關鍵零組件的開發，自 2015 年臺灣外銷產值已明顯由

600 億產值摔落至 416 億元，雖然 2003 年 A-Team 成功讓臺灣自行車產業成功轉型為中、

高單價的出口導向，但 2017 年明顯的產值衰退現象也是政府與企業必須務實面臨的問題。

俞慧芸、許蒨予、許婉玲、黃兆書與蕭弘育 (2004) 指出，不同產業的成功案例分析中，臺灣

自行車廠商利用代工製造過程，向先進廠商學習先進製造技術與行銷技巧，並將所學授予協

力廠商，產業成員共同合作從生產到創新，彼此相輔相成，充分發揮臺灣製造網絡的競爭優

勢從臺灣產業發展的過程來看，自行車產業在輕工業時代興起。產業發展初期只有少數幾家

的成車廠與零件廠，多數零件仍是依賴日本等地的進口；爾後，在產業成熟的同時，臺灣的

產業結構也逐漸變化，匯率升值、勞工成本增加，其次，由於國外訂單的支持，讓國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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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可拓展至國外市場，特別是面臨國內市場飽和時，綜合以上兩點，唯一解決途徑是走出

臺灣、迎向世界。因此開始在各地設立工廠扎根，如越南、荷蘭、美國以及目前最大的自行

車製造國-大陸。同時，面臨國外知名品牌大廠的競爭，體認到品牌的價值，透過品牌的效益

可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大家熟悉的品牌，如巨大捷安特、美利達、愛地雅等車廠均是於 

80 年代辛苦建立。而臺灣自行車產業特有的中小企業經營型態，在設計研究、生產、甚至是

通路的建立上都讓自己享有高度彈性的組織反應能力並結合中心衛星工廠的概念，強化眾多

小個體企業的競爭實力，變成是一個團隊企業面臨全球化的挑戰，在許多具有前曕願景的企

業共同經營超過六十年的成果 (俞慧芸等，2004)。臺灣自行車產除業聚落形成之外，並以專

業化勞動力與技術的投入來增加該產業的競爭優勢方式 (方柏凱，2014)；瞿宛文 (1993) 調

查結果顯示臺灣運動自行車廠周邊供應鏈與從業人口眾多；再從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2018) 

的工商普查資料顯示，臺灣自行車及共應商家數為 1,540 家，產業相關從業人員為 32,228 人，

整體運動自行車產業鏈全年營業收入總額達 1,524 億元，超越國內機車產業的 1,158 億元，

故臺灣自行車產業之重要性不言可喻。 

綜上所述，臺灣的自行車產業為臺灣工業經濟歷史發展的縮影，1960-1970 年代配合政

府政策，以廉價勞力促使產業萌芽，1980 年代以技術密集促使勞力升級，1990 年代，因勞

力價格高漲促使技術產業升級轉型，最後由於全球化競爭，在以形成的中部自行車產業聚落

推動臺灣自行車協進會所推展之 A-TEAM 與全球自行車業者結盟，造成形勢 (平台)，產生

群聚的效果，塑造良性的競爭與互動，讓臺灣成為全球高級量產化自行車及零件的研發及供

應重鎮。運動自行車產業的發展不僅對國內運動產業、製造業，乃至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具

有重要影響性，更在國內的就業市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如何讓運動自行車產業在面臨

全球化經爭的壓力下，能夠永續經營發展與壯大，乃政府與企業必須正視的重要議題。 

第二節 產業成本概念 

 從臺灣產業發展的過程來看，自行車產業在輕工業時代興起。產業發展初期只有少數幾

家的成車廠與零件廠，多數零件仍是依賴日本等地的進口；爾後，在產業成熟的同時，臺灣

的產業結構也逐漸變化,匯率升值、勞工成本增加 (俞慧芸等，2004)，故在探討產業的發展過

程中，成本因素不得不為企業經營重要的考量因素。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7) 發布 2017 年下

半年臺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即明白指出：在製造業受訪廠商最關切的之總經議題中，

「勞動成本與人力資源短缺」為關切議題中第二名，如此更清楚了解產業成本在各產業發展

過程中，為不可忽視的競爭要素。2010-2013 年我國業者將外銷訂單交付海外廠生產的前五大

因素皆相同，依序為「生產成本低廉」、「配合客戶要求」、「當地方材物料供應方便」、「開拓

當地市場」、「全球連籌管理與上游生產線外移」，近年來，中國工資快速飆升，生產成本低廉

為業者海外生產主要因素之比重出現下滑的跡象 (蔡雅娟，2014)。故企業主為了不在海外尋

求生產，勢必尋求提升勞力生產價值及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就經濟理性角度，企業若尋求永

續發展，並不完全會以成本為唯一考量，因遷廠海外所需負擔不只是低廉的人力需求，其所

需冒的風險技術被學習而成為新競爭者的風險。而成本管理為財務管理服務，並追求利潤最

大化為目標，故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能促使企業講究成本核算、加強成本的生產管理，但利

潤最大化也需考慮企業的遠景規劃，而且必須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風險；其希望的結果是考

量企業的財務風險與企業長遠發展能力。現今股東財富最大化已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追逐目

標，但不能因要滿足企業股東財富最大化而犧牲成本的控制和企業長期發展決策的要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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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自行車產業而言，面臨國外知名品牌大廠的競爭，體認到品牌的價值，透過品牌的效

益可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大家熟悉的品牌，如巨大捷安特、美利達、愛地雅等車廠均是

於 80 年代辛苦建立。而臺灣自行車產業特有的中小企業經營型態，在設計研究、生產、甚

至是通路的建立上，都讓自己享有高度彈性的組織反應能力並結合中心衛星工廠的概念，強

化眾多小個體企業的競爭實力，變成是一個團隊企業面臨全球化的挑戰 (俞慧芸等，2004)，

以品牌經營與附加價值的提升揭示企業尋求永續經營的同時，除了尋求營收的成長與規模的

擴大外，成本的控管更攸關企業的競爭力強弱。 

第三節 成本分析與規模經濟 

 過去關於成本結構的分析，決定規模在短期內可控的成本，研究發現成本結構混亂的結

果通常被解釋為反映短期的成本管理行為；在調整了固定成本的影響後，研究發現其結果是

不同的，研究證明了長期成本結構決策影響企業檢測短期成本管理決策的能力 (Balakrishnan 

et al., 2014)，故企業在考量企業永續經營的同時，往往也會檢視企業的長期經營發展。而就供

應鏈管理和財務層面，需求的不確定性和財務風險影響成本管理活動，具體來說，企業可能

會改變資源採購選擇以提高成本彈性以回應這兩者風險因素。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也支持企業

以成本結構來規避相關的風險 (Holzhacker, Krishnan, & Mahlendorf, 2015)。探究成本結構來

推算規模報酬為產業發展相關研究的重要範疇之一，以 1995-2006 年臺灣農會信用部研究為

例，以成本結構來推算臺灣農業信用部的規模報酬值均大於 1，整體平均值為 1.4383，均屬規

模報酬遞增的階段，且大致呈現逐年遞增的現象；由上述可知，農會信用部相當具有規模經

濟的現象，表示各農會信用部持續產出的增加時，長期平均成本才會隨之下降，在金融改革

的 2001-2003 年時 (政策影響效果)，規模報酬遞增最快速。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在 1996 年

達到高峰，但是之後由於大陸生產基地的興起且在臺灣生產成本的高漲情況下，國內業者紛

紛外移，讓出口的數量自然而然降低，自行車王國地位岌岌可危。因此，企業若以永續經營

考量，非一昧追求成本控制，勢必以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此也改變產業成本結構，而改變成

本結構的同時，欲使產業能處於規模報酬或固定規模報酬狀態，以取得長期成本競爭優勢，

提升企業競爭力。 

第四節 政策對企業成本的影響 

 臺灣 2000 年金融改革是以政府政策促使產業轉變的有效政策之一 (盧永祥，2008)。企

業成本、規模經濟型態、規模報酬與貿易政策的關係亦是當前企業經營管理所必須關注的議

題 (楊雅博、吳世傑、黃鴻，2002)。在臺灣，當 1971 年左右美國訂單大批湧到之際，中小企

業能大量及時湧現，並形成零組件網絡是臺灣能夠建立領先地位之關鍵因素。南韓以大企業

著稱，而大企業未能協助扶植一零組件網絡，直到 1980 年初政府大力介入協助扶植零組件

網絡，南韓自行車業才開始快速成長，但時機已稍晚。這意味著對產業發展而言，產業結構

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產業政策才是關鍵因素，在適當時機採行最適合的產業政策是促進產業

發展的關鍵因素 (瞿宛文、李佳靜，1999)。 政府自勞基法實施以來，對最低基本工資的訂定

一直都是勞資雙方關注的議題，其中最引起社會強烈反應的不外乎是我國修訂勞動基準法，

自 2016 年起開始實施的《勞基法》修正案 (以下稱一例一休)。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

案通過後也大幅提高休息日加班費，「休息日加班」比「平日加班」的加班費高出近 3 倍 (李

沃牆，2017)。該項法案確實造成企業成本的增加，以製造業而言，人力成本關乎企業競爭力，

尤其以外銷出口為導向的臺灣廠商面對國際的競爭，人力成本的增加相對於產品報價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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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也造成不小的影響。經濟全球化大幅度增加企業競爭的壓力，要在全球競爭中生存，企

業無不竭盡所能降低生產成本；對設置勞動基準較高國家的企業而言，其為遵守該國的勞動

基準相關規定，勢必增加其人事成本的支出，全球競爭力必然會降低 (江永發，2017)。過去

相關文獻顯示勞動政策皆為各國政府與企業所必須面對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Kajzer, 2007; 

Katselidis, 2011; Lee, 2017; Pang & Lim, 2015; Samargandi, 2018)。綜合前述，政策或勞動政策

的改變確實會對產業造成影響與衝擊，然卻缺乏實證研究做政策實施前後對單一產業的影響

研究，尤以現今處於全球化競爭的時代，變動影響數據皆可能造成政府政策或企業決策的改

變。勞動政策的變化，往往是作為更大的勞資關係的一部分而頒布改革方案，仍然很難精確

估計彈性具體政策 (Budd & Wang, 2004)。因此，本研究嘗試從成本面分析「一例一休」政策

對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結構的衝擊。 

第伍節 本章總結 

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係我國最重要的運動休閒產業重點發展類別，其不僅攸關我國運動

產業的發展，更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乃至於勞動市場與國家競爭力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面臨全球化競爭的環境，企業除透過不斷地產品創新與研發，以確保產品的競爭力外，如何

透過成本的控管，降低營運支出亦關係著企業在競爭對手間的競爭力。本研究嘗試從計量經

濟的角度，從成本結構的觀點探討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的成本結構，並分析「一例一休」政

策對於勞力密集的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所帶來的影響，研究結果不僅可作為企業營運管理之

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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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藉由成本函數相關經濟理論文獻探討，建立研究之理論模型；再藉由研究假

說的陳述與變數的定義來形成實證研究的估計模型，分述如下： 

第一節 自行車成本函數理論模型 

就企業角度，要生產獨樹一格的產品來取得競爭優勢，勢必提升其生產因素層次，而提

高生產因素層次必須在人力與資本上持續的投資；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在提高自身產品附加

價值的同時，需在人力價格與資本價格上投入更大心力，故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主要成本函

數即以這兩投入要素為其主要項目。本研究就產業特性的生產投入要素與產出，如設備廠房

價格、人力資源價格及營業淨額，並考量成本函數之經濟理論，如該產業具有彈性 

(flexible) 的函數型式，因此，本研究採用 Zellner 等 (1966) 根據 Cobb-Douglas 模型，進而

演化發展出 Translog 模型，並結合 Christensen 等 (1973) 的成本函數觀點，做為估算產業

規模經濟的重要概念，藉以檢驗運動自行車產業之規模經濟情形 (顏晃平等，2011；Bloch, 

Madden, & Savage, 2001)。Christensen 等 (1973) 提出之對偶成本函數 (Translog Cost 

Function, TCF) 概念可以看作任意展開的平方微分成本函數之二階泰勒式 (Taylor series 

approximation) 函數。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企業成本結構來估算

該產業的規模經濟型態，其理論模型推導過程如下： 

Kitenge (2016) 指出 Translog 成本函數的計量經濟學適用於成本函數相關研究的數據推

論，就運動自行車產業而言，人力資源包含管理階層與作業員，以及製造機具與廠房設備，

此勞動與資本兩項為運動自行車最重的投入。瞿宛文 (1993) 認為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在

市場不斷擴張與改變的同時，勞動分工變得更加精密，面對市場競爭，勢必要提升資本投

入。此外，利潤亦為成本函數影響因素之一 (張瑞雲、郭平欣，2006)。綜上，本研究所探

討之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最重要的投入為人力投入與專業機器設備的投入，故臺灣運動自行

車產業的成本函數之理論模型描繪如第 (1) 式，𝑊  代表人力價格，𝑊  代表資本價格，Y 

代表產出： 

𝐶𝑂𝑆𝑇 = 𝑓(𝑊 , 𝑊 , 𝑌) 

(1) 

Cobb 與 Douglas (1928) 提出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後，廣為學界使用，而成本函數

為生產函數之對偶，故依據 Bikker (2017) 所使用的成本函數模型中，建立之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可運用於研究成本結構，以上述產出 (利潤) 及要素價格投入，研究者進一步以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模型進行研究，列式如下： 

 

𝑙𝑛 𝐶𝑂𝑆𝑇 = 𝛼 +  𝛼 𝑙𝑛 𝑊 + 𝛼 𝑙𝑛 𝑊 + 𝛼 𝑙𝑛 𝑌 

(2) 

第 (2) 式之限制式如下，𝛼  (i = 0,1,2,3) 為待估參數： 

 𝛼 + 𝛼 = 1 

(3)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為線性函數，其函數型態之估算值與實際值有所差異，如自變數

設定的缺失、是否考慮未知變數或虛擬變數等影響；Translog 成本函數為二階展開式，可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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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接近實際值，該函數可由平方項與交乘項來判斷自變項與應變數之關係與方向，但兩者適

用性也須經過檢測，才能判定產業成本函數特性適用哪一個。故由第 (2) 式展開後，Translog 

成本函數如下： 

𝑙𝑛 𝐶𝑂𝑆𝑇 = 𝛼 +  𝛼 𝑙𝑛 𝑊 + 𝛼 𝑙𝑛 𝑊 + 𝛼 𝑙𝑛 𝑌 + 𝛽 (𝑙𝑛𝑊 ) + 𝛽 (𝑙𝑛𝑊 ) +

𝛽 𝑙(𝑙𝑛𝑌) + 𝛾 𝑙𝑛 𝑊 𝑙𝑛 𝑊 + 𝛾 𝑙𝑛 𝑊 𝑙𝑛 𝑌 + 𝛾 𝑙𝑛 𝑊 𝑙𝑛 𝑌 + ε  

(4) 

第 (2)、(4) 式必須滿足要素價格限制，而第 (4) 式中，𝛼  (i = 0,1,2,3)，𝛽 (𝑖 = 1,2,3) 

以及 𝛾 (𝑖 = 1,2,3、𝑗 = 1,2,3、𝑖 ≠ 𝑗) 為待估參數： 

𝛼 + 𝛼 = 1 和 

𝛽 + 𝛽 + 𝛽 = 𝛾 + 𝛾 + 𝛾 = 0  

(5) 

上述方程式 (1) 至 (5) 為計量經濟研究方法的成本函數理論模型，藉由下列之研究假說與

變數定義來形成實證的估計模型，再由估計模型來推算規模經濟型態、找出最適生產規模、

政策因素是否影響成本及隨機邊界分析之應用。 

第二節 資料變數與定義 

壹、資料來源與期間 

    本研究樣本取自臺灣經濟新報 (TEJ) 之 TEJ New Finance-新公報適用資料庫，樣本期間

涵蓋於 2012 至 2018 年，共 28 季資料。本研究對象為臺灣自行車產業，其中以三大家公

司：美利達、巨大以及愛地雅為本研究對象，因研究資料須成對資料，扣除不完整資料後，

在進行更新的筆數。隨機邊界分析之應用採用 2004 年第 4 季至 2018 年第 3 季之季報資

料，並以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巨大、美利達及愛地雅等三家公司為研究對象，因應研究工具

使用資料配對型態，資料值必須三家自行車產業該季皆有資料才形成配對型態，故本文資料

經整理後 (扣除闕漏值) 以成對資料對應後，按時間 (t) 順序由遠而近排序，時間為 2004

年第 4 季為 t=1，後依時間序排列 ，總計樣本觀察值共計 150 筆。 

貳、變數定義 

本研究根據第  (4) 式，成本函數分為應變數、自變數與虛擬變數，上述實證

模型之變數定義如下：  

一、應變數：總支出  

    本文為探討該運動產業之成本結構，故選取企業財報之營業成本總數作為研究變數，模

型中以 COST 代表。 

二、自變數：人力價格 (LAPRICE)、資本價格 (CAPRICE)、產出 (OUTPUT) 

1. 人力價格  

    本研究以營業費用-用人費用合計數除以員工人數來代表員工之總所得較符合企業成本

支出，在模型中以 LAPRICE 代表人力價格。 

2. 資本價格  

    本研究以財報揭露之營業成本-攤銷、營業成本-折耗、營業成本-折舊、總數除以財報揭

露之廠房不動產及設備作為資本價格，在模型中以 CAPRICE 代表資本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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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出  

    本研究使用附加價值概念，以財報揭露之營業收入淨額作為產出之衡量，在模型中以 

OUTPUT 代表。 

三、虛擬變數：政策:一例一休  

為了研究一例一休對成本結構之影響，本研究加入虛擬變數 POLICY 檢測，以 2017 年

一例一修開始推廣作為分界點，2017 年之前之資料設為 POLICY = 0，反之 POLICY = 1。 

參、樣本敘述統計量 

表 1 為 2012 年至 2018 年及隨機邊界分析之應用採用 2004 年第 4 季至 2018 年第 3

季之季報資料作為本研究樣本敘述性統計資料。故表 1 之平均數、標準差與變異數資料值

皆為空白，敘述性統計資料由本研究各研究主題中呈現。 

表 1  
樣本敘述統計資料 (N = ?) 

公司名稱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愛地雅 

成本(COST)    
人力價格(LAPRICE)    
資本價格(CAPRICE)    
營業淨額(OUTPUT)    

美利達 
 

成本(COST)    
人力價格(LAPRICE)    
資本價格(CAPRICE)    
營業淨額(OUTPUT)    

巨大 

成本(COST)    
人力價格(LAPRICE)    
資本價格(CAPRICE)    

營業淨額(OUTPUT)    

 

肆、相關係數 

表 2 為相關係數分析表。相關係數分析表詳細資料，待 TEJ 資料庫 2018 年第四季財

報公布收錄資料庫後，才進行資料相關彙整。故表 3 之成本、人力價格、資產價格與營業

淨額資料值皆為空白；敘述性統計資料由本研究各研究主題中呈現。。 

表 2   
相關係數分析 

變數 成本(COST) 人力價格 LAPRICE) 資本價格(CAPRICE) 營業淨額(OUTPUT) 

成本(COST) 
    
    

人力價格(LAPRICE) 
    
    

資本價格(CAPRICE) 
    
    

營業淨額(OUTPUT) 
    
    

註 1：左下角為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右上角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分析 

註 2：***、**、*分別表示在 1%、5%、10% 之顯著水準。 

註 3：括號內為 p 值。 

註 4：樣本筆數共 ?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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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說 

根據對偶 (duality) 理論可知，生產及成本函數彼此互為對偶關係，包含關於生產特性相

同的訊息，實證上也可利用生產函數或成本函數來探討產廠商的生產特性 (Weng & Wang, 

2004)。由於近期所發展出之成本函數型式隱含引伸需求 (derived demand) 方程式為所欲估計

參數之線性函數，同時成本函數亦能代表一般化之生產結構。生產成本是廠商於生產過程使

用資源的成本，生產廠商實際支付給個別生產要素所有者或其他廠商的支出，包括工資、地

租與利息等，即所謂的會計成本 (陳正倉等，2006)。 

人力要素價格就是勞動者的薪資，即勞動者的收入或工資；資本價格是生產商品的機器、

設備的投入費用，因涉及會計原則，故會分期 (季) 認列這些資本設備的折舊、折耗及攤銷等

費用，該期 (季) 資本設備費用佔總設備成本的比例則視為資本要素價格，上述兩項投入要素

即構成產品主要成本，也構成本函數；故本研究以實證角度並採用成本函數來探討臺灣運動

自行車產業廠商生產特性。 

由成本結構分析，藉以瞭解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投入資源分配之關係，本研究以 Cobb-

Douglas 及 Translog 成本函數概念探討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上市、上櫃公司成本結構，並經

數據判讀後選擇適當的成本函數，兩項成本函數差異在於 Translog 成本函數對自變數的平方

項及交叉項提供對成本造成的影響與否，提供更多元的可能與合理的數據解釋。本研究為蒐

集 2012 年至 2018 年相關統計報表資料，探討自行車企業廠商之成本結構應以何種模型估

計，經上述探討後，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說一： 

    H1: 臺灣三家運動自行車廠商勞動價格、資本價格與產出交互影響成本結構。 

 

國內相關研究曾指出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形態存在規模經濟，然該論述並未有實徵性研

究加以證實 (沈明展，2006)，且國、內外目前亦無對運動自行車產業進行相關規模經濟型態

之研究，為進一步瞭解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的營運現況，本研究利用成本函數估計模型來驗

證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是否存在規模經濟型態，並提出本研究假說二： 

    H2: 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存在規模經濟。 

 

｢一例一休｣ 政策實施後估計會導致製造業必須面臨加班費上漲、特休假增加、 勞保費

率提升等三大成本增加之問題 (李沃牆，2017)，然，目前各項數據均針對國內整體產業做評

估，其對單一產業之實際影響性為何，目前則尚實證性研究，考量運動自行車產業係國家重

點發展之運動產業，亦是我國重要的製造業，其發展對我國之經濟乃至於勞動就業市場均有

重要的影響性。因此，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資料，提出研究假說三： 

H3：「一例一休」勞動政策衝擊勞動密集的臺灣運動自行車廠商成本結構。 

 

    以上三項假設即為本研究第一個主題軸:政策因素是否影響本產業成本。就運動自行車

產業而言，人力資源包含管理階層與作業員，以及製造機具與廠房設備，此勞動與資本兩項

為運動自行車最重的投入；一般經濟理論，通常使用 Cobb-Douglas 型態之生產函數以表達

廠商生產技術 (Zellner 等，1966)。因生產函數與成本函數為對偶關係 (Weng & Wang, 

2004) ，且成本函數在一定時期當中存在於總成本與產量之間具三次多項函數關係 (Pindyck 

& Rubinfeld, 2015)，如圖 2 所示，故設定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產量三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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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理論，時間可視為生產技術進步的因子。在實證的文獻中，對於許多生產過程

而言，廠商具有規模經濟和某些運營成本，隨著需求的長期增長而影響產能擴張的時間和規

模 (Lowe & Eguren, 2007)，時間趨勢所獲得的重要作用確定技術變革的速度和方向 (Nelson, 

1986)，故時間因素被視為規模經濟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加入時間 (T) 變數而形成本文總成本

函數模型；故由上述形成本研究假說四： 

H4：臺灣自行車產業是否達到最適生產規模型態 

 

 

 

 

 

 

 

 

 

 

 

 

 

 

 

 

隨機邊界法 (SFA)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參數化方法，旨在評估效率為某些經濟實體的活動

評分 (Dellnitz & Kleine, 2019)，隨機邊界法 (SFA) 早已開發並應用於農業等多個領域的效率

分析，如健康、製造和教育產業上(Agasisti & Gralka, 2019；Battese & Coelli, 1992, 1995; Dancer 

& Blackburn, 2017；Greene, 2003, 2004; Hadri, Guermat, & Whittaker, 2003;Meeusen & Den Broeck, 

1977)；本研究嘗試從隨機邊界法 (SFA) 分析來瞭解臺灣自行車產業成本結構，並利用臺灣

新經濟日報 (TEJ) 之 TEJ New Finance - 新公報適用資料庫，藉由臺灣自行車隨機邊界法 

(SFA) 推算臺灣自行車產業標竿企業之成本效率。 

    藉由本研究方法來對應上述假設一至四並探索兩研究方式之利弊。 

根據上述假說，形成以下之各項估計模型，根據第 (4) 式形成 Translog 成本函數之估計

模型： 

𝑙𝑛 𝐶𝑂𝑆𝑇 = 𝛼 +  𝛼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1

2
𝛽 𝑙𝑛(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1

2
𝛽 𝑙𝑛(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1

2
𝛽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𝛾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𝛾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ε 

(6) 

第 (6) 式也必須滿足要素價格一階齊次限制: 

圖 2 總成本與產出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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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α = 1和                           (7) 

𝛽 + 𝛽 + 𝛽 = 𝛾 + 𝛾 + 𝛾 = 0                         (8) 

由第 (8) 式來判斷該產業適合的成本函數為 Cobb-Douglas 或 Translog？若符合第 (8) 

式，即該產業成本函數應為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反之，該產業成本函數應以 Translog 

成本函數型態為宜。選擇適合本研究的成本函數後，再進行規模經濟之測量，按 Bikker (2017) 

使用成本與收益函數分析，以規模經濟之基本定義，係收益函數之判斷式，本研究因為使用

成本結構，應變數為 𝑙𝑛 𝐶𝑂𝑆𝑇，與基本定義互為倒數，依照 Weng & Wang (2004) 之方法，改

變判斷方式，對第 (6) 式偏微分；規模經濟係產出變動量除以總成本變動量，即每一產出單

位需投入多少成本，依前述學者定義，規模經濟之測量是對方程式進行偏微分，期結果如下: 

𝑆𝐶𝐸 =
𝜕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𝑙𝑛 𝐶𝑂𝑆𝑇
=

𝜕 ln 𝐶𝑂𝑆𝑇

𝜕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9) 

為闡述計算運動自行車產業的規模經濟，根據第 (6) 式之 Traslog 估計模型，該產業

之規模經濟估計為: 

𝑆𝐶𝐸 = (𝛼 + 𝛽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𝛾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𝑅 + 𝛾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10) 

而規模經濟判斷方式為當 SCE ＞ 1 代表存在規模經濟。當運動自行車產業擴大生產業

規模時，促使產量變動的平均總成本將下降；反之，當 SCE ＜ 1，即表示運動自行車產業存

在規模不經濟；當 SCE ＝ 1 當運動自行車產業變動生產規模時，投入的生產成本等於產出

量，即為固定規模報酬，代表達到最適生產規模。 

將勞動政策虛擬變數 (POLICY) 設入第 (6) 式作為 「一例一休」 政策對臺灣運動自行

車產業成本結構之估計模型如下： 

𝑙𝑛 𝐶𝑂𝑆𝑇 = 𝛼 +  𝛼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𝛽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𝛽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𝛽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𝛾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𝛾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𝛿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𝛿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𝛿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𝛿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𝜑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𝜑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𝜑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𝜔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𝜔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𝜔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ε  

(11) 

第 (11) 式中，使用 Chow-test 檢定 「一例一休」 政策對該產業之成本結構衝擊，設虛

無假設如下式，當拒絕虛無假說，表示 「一例一休」 勞動政策對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顯著

產生衝擊： 

𝐻 ： 𝛿 ＝ 𝛿 = 𝛿 = 𝛿 = 𝛿 = 𝜑 = 𝜑 = 𝜑 = 𝜔 = 𝜔 = 𝜔 = 0 

以上推論的估計模型為上述主題軸一: 政策因素是否影響本產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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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運動自行車產業而言，人力資源包含管理階層與作業員，以及製造機具與廠房設備，

此勞動與資本兩項為運動自行車最重的投入；一般經濟理論，通常使用 Cobb-Douglas 型態

之生產函數以表達廠商生產技術 (Zellner等，1966)。生產函數型態如下: 

Q = AX ∙ 𝑋                                               (12) 

上式中，Q 代表運動自行車產量，X 、𝑋  分別表示勞動與資本投入。 

因生產函數與成本函數為對偶關係 (Weng & Wang, 2004)，且成本函數在一定時期當中存

在於總成本與產量之間具三次多項函數關係 (Pindyck & Rubinfeld, 2015)，如圖 3 所示。故設

定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產量三次式之為C = BW ∙ 𝑊 ∙ exp (𝛽 ∙ 𝑄 + 𝛽 ∙ 𝑄 + 𝛽 ∙ 𝑄 )                   

(13) 

第 (13) 式中，C 代表總成本，W  與 W  分別表示勞動與資本之價格。 

對第 (13) 式取對數後，經過 scale 的模型簡化及調整，不影響研究方向與結果(Wooldridge, 

2016)，轉換成下式 

lnC = β + 𝛽 ∙ 𝑙𝑛𝑊 + 𝛽 ∙ 𝑙𝑛𝑊 + 𝛽 ∙ 𝑄 + 𝛽 ∙ 𝑄 + 𝛽 ∙ 𝑄          (14) 

第 (14) 式中，β = 𝑙𝑛𝐵；且必須符合要素價格一階齊次性的限制如下 

𝛽 + 𝛽 = 1                                                  (15) 

為確定技術變革的速度和方向 (Nelson, 1986)，故時間因素被視為規模經濟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所收集臺灣三家運動自行車廠，以季資料由時間遠而近作時間上的區分，即排列順序由遠

而近編號，由 1 (時間遠) 編列到 20 (時間近)。故加入時間 (T) 變數而形成本文總成本函數

模型如下式 

lnC = β + 𝛽 ∙ 𝑙𝑛𝑊 + 𝛽 ∙ 𝑙𝑛𝑊 + 𝛽 ∙ 𝑄 + 𝛽 ∙ 𝑄 + 𝛽 ∙ 𝑄 + 𝛽 ∙ 𝑇   (16) 

第 (16) 式中，各參數預期符號如下: 

𝛽 > 0，表示為固定成本；𝛽 > 0 與 𝛽 > 0，分別表示勞動與資本價格提高會造成成本增加；

符合圖 2 總成本曲線型態下，Q 的係數預期符號分別為 𝛽 > 0、𝛽 < 0 和 𝛽 > 0；𝛽 < 0，

表示隨時間經過而技術進步，使總成本降低。 

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指每增加一單位產出所必須增加的生產成本、平均成本 (average 

cost) 指總成本除以總產量所得到每單位產出所需成本的平均大小，所以平均成本也稱為單位

成本 (unit cost)。在追求利潤最大下，廠商應選擇其最適產量，使得邊際成本等於價格，當價

格超過邊際成本時，廠商提高產量可以增加利潤；反之，若價格小於邊際成本，則減產可以

使產商利潤變大。因此，只有在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產量下，才可以使的廠商利潤最大 (方博

亮、林祖嘉，2007)。多數廠商長期成本曲線呈現 U 字形，但不同產業達成最適成本生產規

模卻是大不相同。例汽車產業製造商達成最適規模的產量相對大，服飾產業製造業者達成最

適規模產量相對小，其差異主要是專業技術將規模報酬遞增現象反映在平均成本曲線遞降部

分不同所致 (林炳文，2010)。利用計量方法估計成本函數，並衡量平均成本最低者的規模 (陳

正倉等，2016)，即取得最適生產規模，故根據第 (14) 式，LAPRICE 為人力價格、CAPRICE 

為資本價格、OUTPUT 為產出，而以對數型態，並不影響任何係數 (斜率) 的估計及研究方向

與結果 (Wooldridge, 2016)，故成本函數估計模型如下: 

lncost = γ + γ ∙ 𝑙𝑛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γ ∙ 𝑙𝑛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𝑡𝑖𝑚𝑒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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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第 (17) 式，估計出來的各項變項係數來推算總成本，故估計總成本模型為 

tc = γ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18)                     

而第 (18) 式中，總成本估計式的常數項係數值經由下式估得 

γ = γ + γ ∙ 𝑙𝑛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γ ∙ 𝑙𝑛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γ ∙ 𝑡𝚤𝑚𝑒                  (19) 

依據第 (18) 式除以 q，可獲得平均成本估計函數為 

ac = (γ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20)                    

同理，亦可將第 (18) 式對 q 微分可獲得邊際成本估計函數為 

mc = γ + 2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3 ∙ γ ∙ 𝑞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21)               

第 (20) 與 (21) 式的估計值，若邊際成本小於平均成本，此時處於規模經濟；反之，當邊

際成本大於平均成本，為規模不經濟；若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呈現規模報酬不變。 

    以上估計模型的推論為本研究之第二主題軸: 本產業最佳化生產廠商。 

    在函數型態方面，我們假定成本函數具有超越對數函數之性質。因為超越對數函數為較

有彈性之函數型式，它給予生產函數較少的技術限制。其優點在於無論間接效用函數、成本

函數或生產函數的型態為何，它可以盡量接近真正的函數 ( 邱永和等，2003)，無效率模型則

衡量成本無效率指標與勞動價格、資本價格及產出之關係，亦即將此三項控制變數設定為影

響無效率項 uit 的外在因素，進行聯立之估計，本研究實證模型如下: 

𝑙𝑛 𝐶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𝛽 + 𝛽 𝑙𝑛 + 𝛽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 1/2𝛽 𝑙𝑛 + 1/

2𝛽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 𝛽 𝑙𝑛 𝑙𝑛𝑄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𝑣  + 𝑢                                                          

(22) 

    故以上陳述即為本研究第三主題軸:嘗試從隨機邊界法 (SFA) 分析來瞭解臺灣自行車產

業成本結構，並利用臺灣新經濟日報 (TEJ) 之 TEJ New Finance - 新公報適用資料庫，透過 

translog 成本函數之理論模型來建立本研究之成本函數的實證模型，進一步取得臺灣自行車

廠適宜的成本函數型態；再透過臺灣自行車隨機邊界法 (SFA) 推算臺灣自行車產業標竿企

業之成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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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研究 

第一節 假說一至假說三之實證結果 

壹、本主題研究基本資料 

    表 3 為 2012 年至 2018 年之本主題樣本敘述性統計資料，除資本價格以百分比呈現外，

其餘變數皆為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綜合數據看來，巨大之公司規模為最大，其次為美利達，

再者為愛地雅，總支出成本 (COST) 以及總產出 (OUTPUT) 順應著上述推斷，皆為巨大 > 

美利達 > 愛地雅，從平均數以及中位數可以觀察到此二項數據皆為平均數大於中位數，呈現

右偏的趨勢；然而人力價格 (LAPRICE) 也就是平均薪資則是美利達 > 巨大，而該項數據，

美利達的標準差明顯高於其餘兩間。由此可知，美利達公司中平均薪資的高低差大於其餘兩

間；資本價格 (CAPRICE) 的部分三家公司皆無重大差異，原因為此三家公司都具有一定規

模，故總固定資產如同規模有一定的總額，但能夠藉由些微差距能夠判斷出美利達公司在資

本價格 (CAPRICE) 的表現沒有其餘兩間好，可推測閒置資產的比例較其餘兩間高或固定式

資產使用率沒有符合一般同業水準。 

表 3  
假說一至三之樣本敘述統計資料 (N = 59) 
公司名稱 變數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愛地雅 

COST 1,059,443 1,041,984 199,534.4 
LAPRICE 49.185 47.648 12.406 
CAPRICE 2.2 2.2 0.2 
OUTPUT 1,208,773 1,180,939 238,355.8 

美利達 

COST 7,016,687 3,983,310 831,239.5 
LAPRICE 158.339 66.778 18.817 
CAPRICE 1.7 1.2 0.2 
OUTPUT 8,499,783 4,742,004 1,039,887 

巨大 

COST 1,3448,028 10,195,079 881,544.9 
LAPRICE 108.986 66.390 12.048 
CAPRICE 3.2 1.6 0.3 
OUTPUT 17,108,530 12,796,603 1,185,863 

註：除資本價格為百分比，其餘單位皆為新台幣千元。 

 

    表 4 為相關係數分析表，從研究資料發現總支出成本 (COST) 以及總產出 (OUTPUT) 

呈現正相關；人力價格 (LAPRICE) 與總成本 (COST) 及資本價格 (CAPRICE) 亦呈現正相

關，意味著三間公司之機器設備仍然需要大量人力操作，值得注意的是人力價格與資產價格

呈現顯著負相關，即兩者有替代互補關係，總結此三家公司為非常倚賴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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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假說四之相關係數分析 (N = 59) 
變數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COST 
1.000 

 
0.535*** 

(0.000) 
-0.116 
(0.380) 

0.996*** 
(0.000) 

LAPRICE 
0.483*** 

(0.000) 
1.000 -0.422*** 

(0.001) 
0.514*** 

(0.000) 

CAPRICE 
-0.051 
(0.699) 

-0.441*** 
(0.000) 

1.000 -0.132 
(0.319) 

OUTPUT 
0.999*** 

(0.000) 
0.458*** 

(0.000) 
-0.038 
(0.773) 

1.000 

註 1：左下角為 Pearson 相關係數，右上角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 

註 2：括號內為 p 值。 

註 3:*p < .1 ; **p < .05 ; ***p < .01。 

 

貳、實證結果 

本節探討 「一例一休」 的法令於實施後是否對自行車產業之成本結構造成影響，第 (11) 

式估計結果如表 5 所示。並進一步對表 5 估計結果進行 Chow-test 檢測，結果如表 6。 

Chow-test 檢測結果，F 統計量為 65011.81，p 值小於 .01，顯示在 1 % 顯著水準下拒

絕虛無假設，在 99% 的信心水準上可以推斷一例一修法令的實施確實改變了自行產業之成

本結構，此為本研究目的欲了解之重要結果。依據上述推導，本研究進一步觀察投入組合人

力價格、資本價格分別對於總支出之調節效果，故針對人力價格與資本價格於第 (9) 進行偏

微分，以計算價格彈性，以下為針對人力價格及資本價格進行偏微分之方程式： 

𝜕 ln 𝐶𝑂𝑆𝑇

𝜕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 𝛽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𝛾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23) 

𝜕 ln 𝐶𝑂𝑆𝑇

𝜕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 𝛽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24) 

根據表 5 之估計結果，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成本結構改變，針對第 (11) 式進行偏微分，

計算人力價格、資本價格之價格彈性以進行比較，下列為人力價格之偏微分方程式為第 (25) 

式以及資本價格之偏微分方程式為第 (26) 式： 

𝜕 ln 𝐶𝑂𝑆𝑇

𝜕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 𝛽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𝛿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𝜑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𝜃 𝑙𝑛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𝜃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25) 

= 𝛼 + 𝛽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𝛿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𝜑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𝜃 𝑙𝑛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𝜃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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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假說一至三 ｢一例一休｣ 政策變動之成本函數實證結果摘要 
𝑙𝑛 𝐶𝑂𝑆𝑇 = 𝛼 + 𝛼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𝛽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𝛽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𝛽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𝛾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𝛾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𝛿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𝛿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𝛿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𝛿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𝜑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𝜑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𝜑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𝜔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𝜔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𝜔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ε  

(11) 

變數 係數 

Intercept 
0.703 

（0.421）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0.393*** 

（2.787）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0.607*** 

－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0.977*** 

（4.721）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0.008 

（0.188）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0.054 

（-0.734）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0.016*** 

（-2.172）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0.145 

（1.299）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0.008 

（0.284）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0.107*** 

（-3.134）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2.907 

（0.342）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764 

（1.15）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1.764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372 

（0.780）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274** 

（-2.525）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085 

（-0.505）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028 

（-1.434）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484 

（-1.536）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094 

（1.123）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002 

（-0.028） 
𝐴𝑑𝑗𝑢𝑠𝑡𝑒𝑑 𝑅 =  .999  
註 1 : *p < .1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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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假說一至三 Chow-test 結果摘要 

統計量 F 值 df P 值 

F 統計量 
(F-statistic) 

65011.81 (9, 41) .000 

卡方檢定 
(Chi-square) 

585106.3 9 .000 

 

透過第 (11) 式之係數結果、人力價格、資本價格、產出之各個自然對數之平均數，分

別為 1.861、-1.733 & 6.713 代入第 (25) 及第 (26) 式得出在一例一修法令實施之後，人力

價格對總支出之價格彈性為 0.504；資本價格對總支出之價格彈性為 0.774，並藉由與第 (23) 

和 (24) 式之結果做比較，變動結果如表 7，兩者對總支出之價格彈性皆成長許多，兩投入

要素比較結果：人力價格對總成本影響程度較大。 

表 7  
人力價格與資本價格之價格彈性比較 
投入要素 前期：第(23)式 後期：第(25)式 影響 
人力價格 0.055 0.504 ↑0.449 
投入要素 前期：第(24)式 後期：第(26)式  
資本價格 0.461 0.774 ↑0.313 

 

第二節 假說四之實證結果 

壹、本主題研究基本資料 

表 8 為 2012 年至 2017 年之本主題樣本敘述性統計資料，除資本價格以百分比表示外，

其餘變數皆為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以各項數據看來，巨大之公司規模為最大，其次為美利

達，最後則為愛地雅，總支出成本 (COST) 以及總產出 (OUTPUT) 平均數 之數據推斷，其

次序為巨大 > 美利達 > 愛地雅，從人力價格 (LAPRICE) 也就是平均薪資則是愛地雅 > 美

利達 > 巨大，而該項數據，愛地雅的標準差明顯高於其餘兩間。資本價格 (CAPRICE) 的部

分，愛地雅 > 巨大 >美利達，此三家公司都具有一定規模，故總固定資產有一定的規模。 

表 8  
假說四之 樣本敘述統計資料 (N = 60) 
公司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愛地雅 

COST  1059530.200   194199.935 
LAPRICE       94.303      116.527 
CAPRICE     2.119330     0.227311 
OUTPUT   2869524.60   1352709.48 

美利達 

COST   5244718.95   816610.208 
LAPRICE       91.679       19.289 
CAPRICE     1.535360     0.157067 
OUTPUT 14526310.850  6934785.665 

巨大 

COST 11346572.800   900095.054 
LAPRICE       82.408       12.176 
CAPRICE     1.970468     0.340421 
OUTPUT 35694375.400 15587681.023 

註 1：總樣本量 60 筆。 
註 2：除資本價格為百分比，其餘單位皆為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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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9，我們可以發現總支出成本 (COST) 以及總產出 (OUTPUT) 呈現高度相關，表示

為效率遞增；而人力價格 (LAPRICE) 對於總成本 (COST) 亦呈現顯著正相關，意味著三間公

司之機器設備仍然需要大量人力操作，值得注意的是人力價格與資產價格雖無顯著性卻呈現

負相關，即兩者有替代互補關係 (Nguyen & Streitwieser, 1999)。 

表 9  
假說四之 相關係數分析 
變數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COST 
1.000 

 
0.40*** 

(0.000) 
-0.182 
(0.164) 

0.909*** 

(0.000) 

LAPRICE 
-0.70 
(0.595) 

1.000 -0.425** 
(0.001) 

0.506** 
(0.000) 

CAPRICE 
-0.96 
(0.446) 

-0.14 
(0.285) 

1.000 -0.223 
(0.87) 

OUTPUT 
0.836** 

(0.000) 
0.1 

(0.938) 
-0.059 
(0.652) 

1.000 

註 1：左下角為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右上角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分析 
註 2：***、**、*分別表示在 1%、5%、10% 之顯著水準。 
註 3：括號內為 p 值。 
註 4：樣本筆數共 60 筆。 

貳、實證結果 

    由第 (17) 式利用經濟計量軟體 Eviews 9 測得估計結果如表 10。其各項變數之數據皆

達 1% 的顯著水準。理論上，其截距項應為正數，故符合預期。人力價格與資本價格係數顯

著呈現正相關，即表示人力成本或資本成本的增加均會造成總成本增加。產出之一次項及二

次項與三次項之估計係數均顯著符合總成本函數型態。時間估計係數為顯著負相關，表示本

研究期間自 2012-2018 年間，廠商隨時間而技術進步，使總成本降低。該成本函數修正後 𝑅  

為 0.859，表示函數中的變數可達 85% 以上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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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假說四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估計結果 
lncost = α + α ∙ 𝑙𝑛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α ∙ 𝑙𝑛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α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α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α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α ∙ 𝑡𝑖𝑚𝑒 
變數                       係數 

Intercept 12.07806*** 
(0.0000)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0.293098*** 
(0.0091)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0.706902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2.39*** 
(0.0000)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6.45*** 
(0.0000)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5.49*** 
(0.0000) 

𝑡𝑖𝑚𝑒 -0.039035*** 
(0.0001) 

Adjusted 𝑅 =0.859766 

註 1：*** 表示在 1% 之顯著水準。 
註 2：括號內為 t 統計量 
註 3：樣本筆數共為 60 筆 

 

一、運動自行車產業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推估總成本 

     由第 (17) 式參數估計結果來推估第 (19) 式總成本曲線的截距項 γ 。取對數後的平均

人力價格為 4.35443、平均資本價格為 0.611942、時間以每季由遠而近編號 (1-20 號) 後之加

權平均數為 10.5，帶入第 (19) 式，推算後 γ  為 13.37705。故第 (18) 式總成本曲線估計為

下式: 

tc = 13.37705 + 2.39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6.45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5.49 ∙ 𝑞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27)    

由第 (27) 式總成本曲線與產出 (OUTPUT) 形成對應關係圖 (圖 3)，其圖形也應證上圖 

2 之總成本曲線圖；代表臺灣運動自行車廠商也歷經規模報酬遞增、固定規模報酬兩個階段。

值得一提是，在圖 3 的 B 區紅色框線中，形成明顯微幅向下趨勢，經樣本比對後，皆為巨

大公司各年度 (2012 - 2016 年) 第三季之樣本；在比對該年巨大公司第三及第四季均為該公

司的產出 (營業收入) 最高兩季，相較於第四季投入要素成本皆有一項或兩項明顯高於第三

季別，在人力價格可調控的假設下，使用人力增加或當季資產價格與第四季差異不大情況下

而導致此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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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運動自行車產總成本曲線與產出對應圖 

 

二、運動自行車產業成本函數推估平均成本與邊際成本 

    由第 (20) 帶入 α  為 13.37705，故平均成本為 

ac = (13.37705/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2.39 − 6.45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5.49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28)  

由第 (21) 式帶入表 16 估得各項變數係數值，故邊際成本為 

mc = 2.39 + 2 ∙ (−6.45)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3 ∙ 5.49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29) 

    由平均成本及邊際成本與產出 (OUTPUT) 形成對應關係圖 (如圖 4)，單位平均成本隨著

產出增加，其單位平均成本形成下降趨勢；邊際成本隨產出增加，邊際效應越趨遞減，如圖 

3 之 A 與 B 的轉折交界線剛好對應圖 4 之 a 點，其產出幾乎接近；在產量不斷增加時，

單位成本與邊際成本曲線趨近交會於一點，在實務上即是似接近達到該產業的最適生產規模，

如圖 4 之 b 點處。 

B 區 A 區 

OUT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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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平均成本、邊際成本曲線圖 

 

第三節 隨機邊界分析之實證結果 

壹、本主題研究基本資料 

    表11為 2004年至 2018 年之本研究樣本敘述性統計資料，除資本價格以百分比表示外，

其餘變數皆為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以各項數據看來，巨大之公司規模為最大，其次為美利

達，最後則為愛地雅，總支出成本 (COST) 以及總產產出值 (OUTPUT) 平均數 之數據推斷，

其次序為巨大 > 美利達 > 愛地雅；從人力價格 (LAPRICE) 也就是平均薪資則是美利達 > 

巨大 > 愛地雅，而該項數據，愛地雅的標準差卻明顯高於其餘兩間。資本價格 (CAPRICE) 

的部分，巨大 >愛地雅 >美利達，此三家公司都具有一定規模，故總固定資產如同規模有一

定的規模。 

    表 12 為相關係數分析表，我們可以發現總支出成本 (COST)以及總產出 (OUTPUT) 呈

現高度相關，表示為效率遞增；而人力價格 (LAPRICE)對於總成本 (COST)亦呈現顯著正相

關，意味著三間公司之機器設備仍然需要大量人力操作。  

 

 

 

 

 

 

 

 

 

 

a b 

OUT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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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隨機邊界分析之敘述性統計表 

公司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愛地雅 

COST 2988329.140 1455839.775 

LAPRICE 172.135 241.705 

CAPRICE 2.852 1.035 

OUTPUT 3376435.360 1644694.402 

美利達 

COST 10369489.920 5880239.886 

LAPRICE 215.758 115.461 

CAPRICE 2.719 1.182 

OUTPUT 12269197.780 7025135.999 

巨大 

COST 23716714.900 11903622.000 

LAPRICE 184.424 91.257 

CAPRICE 2.997 1.662 

OUTPUT 30576858.160 15144095.090 
註 1：總樣本量 150 筆 (扣除闕漏值)。 
註 2：除資本價格為百分比，其餘單位皆為新台幣千元。 

表 12    
隨機邊界分析之相關係數分析表 

變數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COST 
1.000 

 

0.564** 

(0.000) 

0.230** 

(0.005) 

0.999** 

(0.000) 

LAPRICE 
0.298** 

(0.000) 

1.000 0.377** 

(0.000) 

0.550** 

(0.000) 

CAPRICE 
0.269** 

(0.001) 

0.234** 

(0.004) 

1.000 0.222** 

(0.006) 

OUTPUT 
0.999** 

(0.000) 

0.282** 

(0.000) 

0.264** 

(0.001) 

1.000 

註 1：左下角為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右上角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分析 
註 2：***、**、*分別表示在 1%、5%、10%之顯著水準。 
註 3：括號內為 p 值。 
註 4：樣本筆數共 150 筆。 

 

貳、實證結果 

    本研究針對國內三家運動自行車廠商進行效率估計，分別採用 2004 年第 4 季至 2018 

年第 3 季之財務資料；因資料各項闕漏因素或資料值未盡完整等原因造成的缺漏樣本,故整

理後形成之追蹤資料 (panel data) 共計 150 筆；本研究利用 Frontier 4.1 軟體，對已設定的

隨機成本邊界模型進行實證研究。隨機成本邊界函數估計結果整理於表 13，由估計結果可觀

察到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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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與勞動要素之相對價格與成本呈正向關係，且兩者要素價格造成成本提高的趨勢是

遞增的，亦即相對投入要素價格增加的幅度不變之下，成本隨著相對價格增加而隨之提

高。 

二、產出值與成本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但從二次式得知產值造成成本增加的速度為顯著遞減。

即產出增加的幅度不變之下，成本隨著產出增加而提升的幅度卻愈來愈小，即推測隨產

值增加，每單位成本下降，形成規模經濟之型態。 

表 13  

隨機成本邊界函數估計結果 

自變數 參數 參數估計值 t值 

常數項 𝛽  -11.316 -3.516**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𝛽  3.895 4.200**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𝛽  218.229 8.678**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𝛽  -0.241 -3.617**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𝛽  -690.799 -9.990**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𝛽  -25.11 -7.127** 

註1：***、**、*分別表示在1%、5%、10%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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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從成本函數分析的概念，探討臺灣運動自行車廠商之政策影響成本結構、

產業最適生產規模及臺灣自行車隨機邊界法 (SFA) 推算臺灣自行車產業標竿企業之成本效

率之情形。首先，解析臺灣三家運動自行車廠商成本函數結構，針對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之

勞動價格、資本價格與產出是否會交互影響總成本結構進行探討，從成本函數分析的概念，

探討 「一例一休」 的勞動政策是否會對臺灣運動自行車廠商之成本結構造成影響情況；其

次利用 Cobb-Douglas 成本函數衡量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之成本效率，並探究該產業之最適

生產規模；最後，運用隨機邊界法 (SFA) 推算臺灣自行車產業標竿企業之成本效率。歸納本

研究分析結果可獲致以下結論。 

壹、以勞動政策而論 

一、本研究使用 translog 成本函數研究我國自行車產業自 2012 年至 2018 年之成本結構，

探討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之勞動價格、資本價格與產出是否交互影響總成本結構，研究結

果發現人力價格以及資本價格對於總成本之皆具備顯著影響能力，藉由係數分析，人力價

格約莫佔了投入組合之 36%；而資本價格約為 64%。換句話說，企業若想對成本進行控

制，從資本價格的角度去調整勢必會更顯著。本研究更進一步探討投入組合對於總成本之

價格彈性，數據顯示人力價格的部分約為 0.055；資本價格約為 0.461，而此項數據更進

一步地支持上述的研究結論。 

二、本研究推論主要原因可能是自實施的 「一例一休」 法案後，企業改以雇用大量計時工

或是臨時工替代原本正式員工之加班費，而此舉可確實降低企業整體之平均成本，進而慢

慢達到規模經濟。回顧了關於工資制定機構和勞動力市場政策的理論，這些包括集體談

判、最低工資、就業保護法、失業保險、強制性育兒假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這些政

策可能會提高經濟效率；但是，失業或資源錯置導致這些勞動政策效益的增加可能會被抵

消 (Kahn, 2012)。 

三、勞動政策的規劃與推動應是平衡且有益勞資雙方，然而政府常忽視政策因素的負面作用，

促使經濟蕭條而導致工資率僵化的因素提升生產成本，並干擾市場分配勞動力，進而對產

業發展產生不良影響 (Bruce, 2012)。本研究建立含政策變數成本結構之模型，測試 ｢一

例一休｣ 實施之後企業之成本結構是否改變，結果發現 2016 年起開始實施 「一例一休」 

法案後確實造成了成本結構之改變；以顯著性而言，投入組合對於總成本確實更具備了影

響力；然而藉由係數分析，本研究發現人力價格約莫佔了投入組合之 39%；而資本價格

約為 61%，相較起本研究之初步結果，投入組合的比例稍為有些變化。由於臺灣運動自

行車產業仍屬倚重大量人力之製造業，然而為因應 「一例一休」 法案，企業有可能縮減

正式員工之人數，改以雇用計時工或是臨時工替代原本的人力，故導致人力價格於投入組

合內之比例變動。而就價格彈性而言，也著實受到 「一例一休」 法案之影響，無論是人

力價格或是資本價格皆有顯著成長。 

貳、以最適生產規模而論 

一、由產業內生產廠商的成本狀態來了解整體產業內的規模經濟狀態，臺灣自行車產業的規

模經濟型態屬於規模報酬遞增及固定規模報酬階段。而在產業中，各廠商的成本應對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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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狀況皆有不同，圖 3 的 B 區紅色框線中，形成明顯微幅向下趨，不同於經濟理論 (如

圖 2)，自行車產業裡的生產廠商巨大公司第三季在投入要素總成本接近情況下，其產出 

(值) 卻提高情況下，若以時間因素來考量，可視為因時間因素造成的技術進步。 

二、自行車在臺灣為極具競爭力的運動製造業，故由圖 4 之箭頭 b 部分，即平均成本趨近

於邊際成本的交會點，可視為該產業的最適生產規模；最接近最適生產規模的三點均為巨

大公司 2015-2017 年第四季，在觀看該公司第四季累計產出 (值) 卻是當年度最大，而第

四季與該年度他季成本比較來說，第四季總成本不是最大。就巨大公司來說，該公司在第

三季的累計產出 (值)，維持當年度第三高，但總成本卻是當年度最大；2015-2017 年第四

季卻是當年度累計產出 (值) 最高；故可推測在整個臺灣運動自行車產業中，巨大公司成

本調控得宜且產出 (值) 高而形成該產業最適生產規模。 

參、隨機邊界法應用之結論 

    實證結果顯示廠商無效率顯著造成本超額增加，因此廠商因致力消除無效率的決策造成

成本的增加。根據運動自行車廠現場情況推測，目前因應世界潮流競爭，各家廠商無不投入

各地方地區的產品設計的差異製化，職是之故，不同生產線的調整勢必影響生產效率及資源

配，而世界多數自行車廠也皆面臨此一問題，在產品線交替過程產生的無效率可能存在各家

生產廠商，但無效率的減少形同比其他同業來的更有效率，因此還是能在競爭市場中，取得

領先地位。 

第二節 建議 

壹、以勞動政策而論 

    面對全球化競爭，自行車產品生命週期及具體且詳細的客戶請求，廠商面臨雙重困境設

計項目的難度：需要將問題作最適生產規模來處理問題和需要將開發週期縮短到一定時期 

(Yoshimura, Izui, & Fujimi, 2003)。企業若能更加重視人力資本發展，能增加勞動力的知識和

技術熟練程度，而創新是一種加速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因素，企業可透過整合中、小型企業進

入全球價值鏈來提升出口業績及競爭力；以政策意涵而言，勞動政策導可能致勞工工資率的

僵化致使企業提升生產與經營成本，並同時干擾市場勞動力分配，政府欲實現繁榮的目的，

除了提高工資，鼓勵人力資源和創新層面也是可行的選項之一 (Bruce, 2012)。 

貳、以最適生產規模而論 

    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並不是擴大企業的唯一的理論基礎，故隨著規模的擴大，首先會發

生規模經濟，單位成本下降，而隨著規模繼續擴張，單位成本達到最低，廠商在生產過程中，

為了生存與獲利，當然希望找到或建立最適生產規模，並在此規模下可以最低成本生產來達

到最大獲利。以運動自行車品牌廠，投注研發費用投資，可加大與競爭對手的差距並形成更

高的產業進入障礙，以利公司長期發展；只要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產生有利潤的差距，必會

持續生產以擴大利潤最大化，巨大公司即是一例。 

參、隨機邊界法應用之建議 

    政府補貼是通常用於增強企業創新能力的政策活動。一般認為，政府補貼會產生積極影

響企業的創新產出；但是，有關此問題的研究並未導致一致關於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之間關

係的結論輸出。一項研究表明，政府補貼具有對企業創新能力的積極影響 (Clausen, 2009; 

Czarnitzki & Licht, 2006; Kleer, 2010; Lee, 2011; Wa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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