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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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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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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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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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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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達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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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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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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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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價格(CAPRICE)

營業淨額(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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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bb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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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總成本與產出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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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𝑙𝑛 𝐶𝑂𝑆𝑇 = 𝛼 + 𝛼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𝛼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𝛽 𝑙𝑛(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2
1
1
+ 𝛽 𝑙𝑛(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𝛽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𝛾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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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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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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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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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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 (18) 式中，總成本估計式的常數項係數值經由下式估得

(18)

γ = γ + γ ∙ 𝑙𝑛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γ ∙ 𝑙𝑛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γ ∙ 𝑡𝚤𝑚𝑒
依據第 (18) 式除以 q，可獲得平均成本估計函數為

(19)

ac = (γ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γ ∙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同理，亦可將第 (18) 式對 q 微分可獲得邊際成本估計函數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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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𝛽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 𝛽 𝑙𝑛

+ 𝛽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 1/2𝛽 𝑙𝑛
𝑙𝑛𝑄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𝑣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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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達

巨大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1,059,443
49.185
2.2
1,208,773
7,016,687
158.339
1.7
8,499,783

1,041,984
47.648
2.2
1,180,939
3,983,310
66.778
1.2
4,742,004

1,3448,028

10,195,079

108.986
3.2

66.390
1.6

17,108,530

12,796,603

199,534.4
12.406
0.2
238,355.8
831,239.5
18.817
0.2
1,039,887
881,544.9
12.04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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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0.483***
(0.000)
-0.051
(0.699)
0.999***
(0.000)

LAPRICE
0.535***
(0.000)
1.000
-0.441***
(0.000)
0.458***
(0.000)

CAPRICE
-0.116
(0.380)
-0.422***
(0.001)
1.000
-0.038
(0.773)

OUTPUT
0.996***
(0.000)
0.514***
(0.000)
-0.132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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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𝛼 + 𝛽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𝛾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23)
𝜕 ln 𝐶𝑂𝑆𝑇
= 𝛼 + 𝛽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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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𝛼 + 𝛽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𝛾 ln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𝛿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 ln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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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3
（0.421）
0.393***
（2.787）
0.607***

Intercept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
0.977***
（4.721）
0.008
（0.188）
-0.054
（-0.734）
-0.016***
（-2.172）
0.145
（1.299）
0.008
（0.284）
-0.107***
（-3.134）
2.907
（0.342）
-0.764
（1.15）
1.764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0.372
（0.780）
-0.274**
（-2.525）
-0.085
（-0.505）
-0.028
（-1.434）
-0.484
（-1.536）
0.094
（1.123）
-0.002
（-0.028）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𝑃𝑂𝐿𝐼𝐶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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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統計量
(F-statistic)
卡方檢定
(Chi-square)

df

P 值

65011.81

(9, 4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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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價格
投入要素
資本價格

前期：第(23)式
0.055
前期：第(24)式
0.461

後期：第(25)式
0.504
後期：第(26)式
0.774

影響
↑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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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達

巨大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1059530.200
94.303
2.119330
2869524.60
5244718.95
91.679
1.535360
14526310.850
11346572.800
82.408
1.970468
35694375.400

194199.935
116.527
0.227311
1352709.48
816610.208
19.289
0.157067
6934785.665
900095.054
12.176
0.3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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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PRICE
CAPRICE
OUTPUT

1.000
-0.70
(0.595)
-0.96
(0.446)
0.836**
(0.000)

0.40***
(0.000)
1.000

-0.182
(0.164)
-0.425**
(0.001)
1.000

-0.14
(0.285)
0.1
(0.938)

-0.059
(0.652)

0.909***
(0.000)
0.506**
(0.000)
-0.223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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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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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806***
(0.0000)
0.293098***
(0.0091)
0.706902
(-.-------)
2.39***
(0.0000)
-6.45***
(0.0000)
5.49***
(0.0000)
-0.039035***
(0.0001)

Intercept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𝑡𝑖𝑚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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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 (21) 式帶入表 16 估得各項變數係數值，故邊際成本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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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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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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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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隨機邊界分析之敘述性統計表
公司
變數

愛地雅

美利達

巨大

平均數

標準差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2988329.140
172.135
2.852
3376435.360

1455839.775
241.705
1.035
1644694.402

COST

10369489.920

5880239.886

LAPRICE

215.758

115.461

CAPRICE

2.719

1.182

OUTPUT

12269197.780

702513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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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
LAPRICE
CAPRICE
OUTPUT

1.000
0.298**
(0.000)
0.269**
(0.001)
0.999**
(0.000)

LAPRICE
0.564**
(0.000)
1.000

CAPRICE
0.230**
(0.005)
0.377**
(0.000)
1.000

0.234**
(0.004)
0.282**
(0.000)

0.264**
(0.001)

OUTPUT
0.999**
(0.000)
0.550**
(0.000)
0.222**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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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𝛽

3.895

4.200**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𝛽

218.229

8.678**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

𝛽

-0.241

-3.617**

𝛽

-690.799

-9.990**

𝛽

-25.11

-7.127**

𝑙𝑛

𝑙𝑛

𝐶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
𝐿𝐴𝑃𝑅𝐼𝐶𝐸

𝑙𝑛𝑂𝑈𝑇𝑃𝑈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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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引用文獻
于健、周媛媛 (2013)。消費者對自行車的購買意圖。管理資訊計算，2(1)，252-261。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2018)。100 年製造業-報告書統計表。取自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37348&ctNode=543.pdf。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2016)。2016 體育運動大數據分析與決策論壇。臺北市：作者
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7)。2017 年下半年臺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臺北市：作者。
方柏凱 (2014)。臺灣與波蘭產業群聚發展變遷之研究-以自行車產業為例。淡江國際與區域
研究半年刊，3(1)，25-57。
方博亮、林祖嘉 (2007)。管理經濟學。臺北市：智勝。
王媛慧、李文福、翁竹君(2007)。臺灣國際觀光旅館業生產力與效率分析：隨機邊界距離函
數之應用。經濟論文叢刊， 35(1), 55-86。
田君美 (2017)。當前中國大陸降低企業勞動成本之對策。經濟前瞻，171，60-66。
江永發 (2017)。解析一例一休的盲點：從政府與勞資三方治理關係談起。中國行政評論，
23(4)，86-110。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6)。運動與產業。臺北市：作者。
吳孟玲、林月雲 (2002)。臺灣自行車產業之組織死亡率分析－組織生態觀點。管理評論，
21(3)，115-136。
李尹鑫、陳家祥、嚴笠哲、相子元 (2018)。自行車踩踏功率的應用與發展。體育學報，51
(2)，145-154。
李沃牆 (2017)。一例一休對臺灣產業及總體經濟影響。亞洲金融季報，3，43-50。
李篤華 (2009)。運動休閒服務產業之發展對經濟影響之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以提高勞動雇
用與租稅減免爲例。戶外遊憩研究，22(1)，21-46。
杜豐吉 (2005)。國內金控公司之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討論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
學經濟，臺北市。
沈明展 (2006)。政府干預對產業合作網絡的影響 (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
市。
林房儹、劉秀端 (2005)。運動休閒產業發展重要課題與策略。國民體育季刊，34(2)，1823。
林炳文 (2010)。個體經濟學理論。臺北市：新陸。
林惠文、呂富惠 (2017)。臺灣運動產業之投入產出分析。體育學報，50(S)，61-78。
邱永和、胡均立、曹嘉麟 (2003)。臺灣生物科技廠商之成本效率分析。農業與經濟，31，
55-78。
邱翼松、金明央 (2016)。論休閒運動產業發展趨勢-新經濟增長點。高應科大體育，15，
157-172。
金必煌、李威昇 (2014)。自行車產業平台形成與演化。東海管理評論，16(1)，73-100。
俞慧芸、許蒨予、許婉玲、黃兆書、蕭弘育 (2004)。技術進步與資本市場對自行車產業永
續經營的影響 (未出版之專題報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雲林縣。
姚怡欣 (2008)。臺灣 50 股權成分股除權息日異常報酬分析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中山
30

大學，高雄市。
胡名雯 (2000)。台灣中小企業之應變力來源-生產理論的實證驗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臺北市。
翁志強 (2008)。臺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成本結構與市場力量之探討。餐旅暨家政學刊，
5(3)，227-246。
張少熙 (2016)。104 年度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臺北市：教育部體育署。
張浩銘 (2016a)。用於自行車之多層置物結構。專利與產學合作計畫報告，2(1)，8-13。
張浩銘 (2016b)。可調式自行車車架。專利與產學合作計畫報告，2(1)，29-32。
張景弘、許龍池、王建臺 (2014)。探討臺灣自行車業對臺灣自行車運動發展之影響。運動
休閒管理學報，11(1)，50-61。
張瑞雲、郭平欣 (2006)。網路外部性、品質內生化與成本結構 。亞太經濟管理評論，
10(1)，61-74。
教育部 (2013)。體育政策白皮書。臺北市：作者。
梁榮輝、廖振盛 (2004)。地區漁業經營型態與漁會信用部成本效率之分析。農業經濟半年
刊，75，149-178。
許正和、邱創勳 (2009)。臺灣自行車產業發展史-躍上頂峰的台灣鐵馬。臺北市：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
許吉輔、蔡永川、黃意文 (2013)。自行車之消費者購買決策因素分析。休閒運動保健學
報，4，127-141。
許秉翔、吳仁泰 (2006)。臺灣運動產業的產值估算與組成分析。體育學報，39(4)，119132。
陳文江 (2014)。體驗行銷應用在推廣自行車運動之效益初探。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2(2)，
179-196。
陳正倉、林惠玲、陳忠榮、莊春發 (2016)。產業經濟學。臺北市：雙葉。
陳正倉、林惠玲、陳忠榮、鄭秀玲 (2006)。個體經濟學理論與應用。臺北市：雙葉。
陳良治 (2016)。運動服務業發展環境整體評估及運動服務業經營升級中期計畫成果報告
書。臺北市：教育部體育署。
陳忠榮、劉定焜、洪福星 (2005)。臺灣公用氣體燃料事業最適規模與合併效率之實證研
究。經濟論文叢刊，33(3)，309-328。
陳滄江、許昌賢、劉詠婷 (2017)。TOPSIS 在供應商評選應用之研究-以自行車產業為例。
數據分析，12(6)，1-18。
陳肇堯、姜渝生 (2000)。臺灣遊憩區經營之經濟特性: Translog 成本函數之估計與分析。戶
外遊憩研究，13(1)，21-40。
彭玥箖、林谷鴻 (2010)。自行車品牌權益要素之分析－分析網路程序法之應用。工程科技
與教育學刊，7(3)，456-467。
黃台心、張寶光、邱郁芳 (2009)。應用共同成本函數討論東亞六國銀行業之生產效率。中
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經濟論文，37(1)，61-100。
楊雅博、吳世傑、黃鴻 (2002)。規模報酬與最適貿易政策。經濟論文，30(1)，1-27。
葉斯水 (2006)。台灣自行車產業發展之回顧與前瞻 (未出版碩士論文)。元智大學，桃園
31

市。
廖淑玲 (1998)。成為 WTO 會員國後對我國自行車業的影響。臺灣經濟研究月刊，21(6)，
43-48。
臺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 (2018)。臺灣車輛工業產值統計表-自行車。引自
http://www.ttvma.org.tw/cht/industrial-survey.php
蔡雅娟 (2014)。台灣製造業發展模式與困境。臺灣經濟研究月刊，37(11)，15-23。
盧永祥 (2008)。臺灣地區農業信用部風險態度、生產力及成本結構之研究。農業經濟叢
刊，14(1)，1-37。
謝旻凱、葉公鼎、陳智彥 (2016)。我國運動產業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定之因應策略
以國際政治經濟學觀點觀之。臺灣體育學術研究，60，107-115。
瞿宛文 (1993)。成長的因素-臺灣自行車産業的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5，65-92。
瞿宛文、李佳靜 (1999)。成長與組織：台灣與南韓自行車業之比較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
刊，35，47-73。
顏晃平、張靜文、吳榮杰 (2011)。農會信用部成本效率與結構之衡量－不同技術水準間群
組比較。農業經濟叢刊，17(1)， 41-75。
魏聰哲 (2013)。台灣自行車產業群聚發展的策略分析。經濟前瞻，146，103 - 107。
蘇信寧、陸綵格、康晴雯、林佳韻、李卓恆 (2013)。臺灣自行車業產業智慧財產布局分
析。創新與經營管理學刊，4(2)，19-30。
Agasisti, T., & Gralka, S. (2019).The transient and persistent efficiency of Italian and German
universities: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Applied Economics, 22, 1-19.
Alem, H. (2018). Effects of model specification, short-run, and long-run inefficienc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s. Agric. Econ. – Czech, 64, 508-516.
Bai, X., Salim, R., & Bloch, H. (2019).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Apple production in China: A
translog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Review, 48(2), 199220.
Balakrishnan, R., Labro E., & Soderstrom, N. S. (2014). Cost structure and sticky costs. Journal of
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6(2), 91-116.
Battese, G. E., & Coelli T. J. (1995). A model f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panel data. Empirical Economics, 20, 325-332.
Battese, G. E., & Coelli, T. J. (1992).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s,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panel
data: with application to paddy farmers in India. J. Prod. Anal, 3, 153-169.
Bikker, J. A. (2017). Is there an optimal pension fund size? A scale- economy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cost.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84(4), 639-769.
Bloch, H., Madden, G., & Savage, S. J. (2001).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in Australian
telecommunications.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8, 219-227.
Bruce, E. K. (2012). Wage theory, new deal labor polic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Were
government and unions to blame. ILR Revie, 65(3), 501-532.
Budd, J. W., & Wang, Y. (2004). Labor policy an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anada. ILR Review,
7(3), 386-401.
32

Chen, Y. S., & Lin, M. J., Chang, C. H., & Liu, F. M. (2009).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industry clustering in the bicycle industry in Taiwan. Technology in Society, 31, 207-217.
Chen, Z., Barros, C. P., & Borges, M. R. (2015). A bayesian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of
Chinese fossil-fuel electricity generation companies. Energy Economics, 48, 136-144.
Christensen, L. R., Jorgenson, D. W., & Lau, L. J. (1973). Transcendental logarithmic production
frontier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5, 28-45.
Clausen, T. H. (2009). Do subsidies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R & D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at the
firm level?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 239-253.
Cobb, C. W., & Douglas, P. H.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8
(1), 139-165.
Czarnitzki, D., & Licht, G. (2006). Additionality of public R&D grant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4(1), 101-131.
Dai, X., & Kuosmanen, T. (2014). Best-practice benchmarking using clustering methods:
Application to energy regulation. Omega, 42 (1), 179-188.
Dancer, D., & Blackburn, V. (2017). What are the effective public schools? Insights from New
South Wales’ secondary schools using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with a panel dataset.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61(2), 141-163.
DeCarolis, D. M., & Deeds, D. L. (1999).The impact of stocks and flows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on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 953-968.
Dellnitz, A., & Kleine, A. (2019).Multiple input-output frontier analysis–From generalized
deterministic to stochastic frontiers.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135, 28-38.
Farrell, M. J. (1957).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20, 253-281.
Frolov, V. G., Kaminchenko, D. I., Kovylkin, D., Popova, J. A., & Pavlova, A. A. (2017). The
maineconomic factors of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within the industrial policy concept of
industry4.0. Academy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6), 1-11.
Greene, W. H. (2003). Econometric Analysis.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Greene, W. H. (2004). Distinguishing between heterogeneity and inefficiency: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panel data on na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s.
Health Econ, 13, 959-980.
Greene, W. H. (2008). The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efficiency analysis. In H. O. Fried, C. A. K.
Lovell, & S. S. Schmidt (Eds.),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pp. 92–2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dri, K., Guermat, C., & Whittaker, J. (2003). Estimation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using
panel data and doubly heteroscedastic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s. Empirical Economics,
28, 203-222.
Higginsa, S., Lontb, D., & Scott, T. (2016). Longer term audit costs of IFRS and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implied auditor cost structure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56(1), 165-203.
33

Holmgren, J. (2013).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transport operations: An evaluation using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39, 50-57.
Holzhacker, M., Krishnan, R., & Mahlendorf, M. D. (2015). Unraveling the black box of cost
behavio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isk drivers, managerial resource procurement, and
cost elastic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6), 2305-2335.
Huang, Q., Jiang, M. S., & Miao, J. (2016).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zation on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7(2), 187-200.
Jiang, N., & Andrews, A. (2019). Efficiency of New Zealand’s district health boards at providing
hospital services: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53, 53-68.
Kahn, L. M. (2012). Labor market policy: A comparative view 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1(1), 94-110.
Kajzer, A. (2007). Development of the Slovenian labor market in 1996-2006 and the main
challenges of labor market policy.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19(4), 471-482.
Kalugina, Z. I. (2015). Technical progress or labor migration.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7(11), 66-82.
Katselidis, I. A. (2011). Don lescohier on labor market policy: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5(4), 985-1009.
Kitenge, E. (2016). Effects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imports on domestic factors in the U.S.
agricultural sector: A translog cost function framework.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3(2),
132–137.
Kleer, R. (2010).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as a signal for private investors. Research Policy,
39(10), 1361-1374.
Kuosmanen, T., & Kortelainen, M. (2012). Stochastic non-smooth envelopment of data:
Semiparametric frontier estimation subject to shape constraint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38 (1), 11-28.
Lee, C. Y. (2011).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ublic R&D support on firm R&D: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ulti-country data. Technovation, 31(5/6), 256-269.
Lee, H. A. (2017). Labour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eleventh Malaysia pl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34(3), 552-570.
Lowe, P. H., & Eguren, J. E. (2007). The determination of capacity expansion programmes with
economies of sca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18(3), 379-390.
Meeusen, W., & Den Broeck, J. V. (1977). Efficiency estimation from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s with composed err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8, 435-444.
Mehmood, Y., Rong, K., Bashir, M. K., & Arshad, M. (2018). Does partial quantity rationing of
credit affect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dairy farmers in Punjab, Pakistan? An applic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British Food Journal, 120, (2), 441-451.
Mirrlees, J. A. (1967). Optimum growth when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4(1), 95-124.
34

Mutz, R., Bornmann, L., & Daniel, H. D. (2017). Are there any frontiers of research performance?
Efficiency measurement of funded research projects with the Bayesian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for count data.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11, 613-628.
Nazarko, J., & Chodakowska, E. (2017). Labour efficiency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Europe based
on frontier method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nd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3(6), 787-795.
Nelson, R. A. (1986). Capital vintage, time trends,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3(2), 315-332.
Nguyen, S. V., & Streitwieser, M. L. (1999). Factor substitu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Does plant
size matter?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2, 41-57.
Pang, E. F., & Lim, L. Y. C. (2015). Labor, productivity and Singapore’s development model.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60(3), 1-30.
Pindyck, R. S., & Rubinfeld, D. L. (2015). Microeconomics. New Jersey: NJ. Pearson Education.
Plunkett Research (2014). Market Research, business trends, industry data, statistics, forecasts.
Plunkett Research, Ltd.
Rhys, D. G. (1972). Economies of scale in the motor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41(9), 1987-2002.
Samargandi, N. (2018). Determinants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MENA countries.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 54, 1063-1081.
Shailesh, K., & Kaushal, S. A. (2011). An empirical of motivation factors for purchasing the bike.
Annamal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Studies & Research, 3(1), 41-51.
Shen, X., & Lin, B. (2017).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ustainability, 9, (4), 646.
Shepherd, A. R. (1983). Factor price, optimum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9(4), 1169-1173.
Shui, H., Jin, X., & Ni, J. (2015).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nd energy efficiency: A stochastic
efficiency frontie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Research, 39, 1649-1663.
Titus, M. A., Vamosiu, A., & McClure, K. R. (2017). Are public master’s institutions cost efficient?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d spatial analysis.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58, 469-496.
Tsionas, M. G. (2020).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thick frontiers in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84, 762-768.
Viner, J. (1931).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3, 23-46.
Wang, J. ( 2011). Comparison on R&D output elasticity about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6, 93-106.
Weng, C. C., & Wang, K. L. (2004). Scale and scope economi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s in
Taiwan. Tourism Management, 25, 761-769
Wooldridge, J. M. (2016).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6th Edition). East
Lansing: MI. South-Western Publishing Group.
Xua, X. L., & Chen, H. H. (2018). Examining the efficiency of biomass energy: Evidence from the
35

Chinese recycling industry. Energy Policy, 119, 77-86.
Yan, H. D., & Hu, M. C. (2008).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growth of the firm: The case of
Taiwan’s bicycle industry.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10(1), 11-34.
Yoshimura, M., Izui, K., & Fujimi, Y. (2003). Optimiz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large-scale
design problems according to criteria inter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41(9), 1987-2002.
Zellner, A., Kmenta, J., & Dreze, J. (1966).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s. Econometrica, 34(4), 784-786.
Zellner. A. (1962). An efficient method of estimating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 and tests for
aggregation bia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98, 348-368.

36

10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詹俊成

計畫編號：108-2410-H-003-122-

計畫名稱：臺灣自行車產業標竿企業績效評估:隨機前緣成本分析之應用
成果項目

期刊論文
研討會論文
國
學術性論文 專書
內
專書論文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單位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量化

楊忠城,詹俊成,蔡宏典 (2019).臺灣自
1
行車產業之規模經濟型態：成本函數運
篇 用.大專體育學刊,21(3), 212-230.
0
0 本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期刊論文

0

研討會論文

0

篇

專書
國
學術性論文
外
專書論文

0 本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大專生

0

碩士生

1

協助資料蒐集與行政事務處理,提升研究
生之邏輯思考能力

博士生

2

協助計畫執行與資料分析,以及研究成果
撰述,培養具學術研究潛能之研究人力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人次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本國籍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非本國籍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0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