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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畜牧業對於我國農業佔有相當程度之產值，且其佔農業之比重約 31%，許多

產品之原料都必需仰賴畜牧業之供應，為初級產品密切相關之上游產業。而畜牧

產業也為高度技術及資金集中之產業，相對於其他農業有相當程度之進入門檻，

在畜牧業的產品產值當中，又以畜養毛豬的比率為最高。 

    經過小組討論後，決定採用畜牧業作為企業個案實務報告之標的，拜訪小組

成員親戚經營之位於屏東九如鄉的養豬場。由於畜牧產業之經營目的之一為獲取

利潤，而利潤必須考量到相關成本與收入的規劃控制。除了所考量養豬產業的一

般成本之外，我們更深入探討與品質相關的成本，因為品質的好壞往往容易影響

豬隻的價格，因此決定透過研究相關之品質成本，希望藉由整理及分析提供給經

營者相關資訊，使其能利用該資訊進行經營決策，並對經營者所面臨之困難，提

供比較方案，從而分析與改善此品質成本問題。 

    我們也將上述成本資訊彙整成幾張表格模型，並以會計資訊系統幫助企業於

未來達成更精確的成本記錄。 

    另外，除了財務構面分析，本報告也將進行 SWOT、五力分析之非財務構面

分析，主要是希望幫助企業了解目前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局勢，以及現在及未

來該如何因應這些變化，並透過分析給予一定程度之建議，以供企業經營決策參

考。 

 

 

 

 

 

 

 

關鍵字： SWOT 分析、五力分析、品質成本、會計資訊系統



私人養豬業—成本暨產業環境探析 

Private pork production on factory farming - Production cos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nalysis. 

                                    2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7 年) 

Abstract 

  Animal husbandry share 31% of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occupie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output value in Taiwan. The raw materials of many products rely on the 

supply of animal husbandry,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imary products of the upstream 

industries. Animal farming also require high technology and is a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y. It is considered the higher entry barrier when comparing with other agriculture 

industry. Among animal husbandry, pig raising obtains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output.  

  Therefore, after the group discussion, we decided to study animal husbandry as for 

the enterprise case practice report. We visited the relatives of the group members in pig 

farms business located in Pingtung- Jiuru Town.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planning and control costs. Except for the general cost considered by the pig industry 

itself, we will explore additional quality-related cost. Furthermore, the cost for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pork meat is also investigated in this report. Hope the 

information to make a better decision and improve the cost of quality issue. 

  In addition to the financial analysis, we also carry out two non-financial analyses, 

SWOT and Porter five forces analysis. Most importantly, we hope this report can help 

companie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for companies how to deal with the uncertainty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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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業概況 

    此養豬場位於屏東縣九如鄉，目前該養豬場的主人為陳伯伯與其太太，且現

在並沒有聘請任何員工，對於養豬場內的大小事則由他們夫妻一手包辦。 

    該場由他們於民國 82 年創立，因他們覺得生活中應該找點事情來做，況且

他們有自己的農地，並不需要再負擔一筆購買土地或租土地的成本。 

    目前（2017 第三季）整個養豬場的豬隻數量約為 1,200 隻，其中成豬與幼豬

約占比各一半。在更早以前，豬隻數量約 2,000 至 3,000 頭左右，但因陳伯伯與

陳阿姨年紀大，因此將養豬場之規模縮減。 

    對於銷售方面來說，成豬（100 至 125 公斤）均銷售至肉品市場，而銷售至

肉品市場之售價則以豬隻體重計價，目前（2017 前三季）約每個月銷售 120 頭豬

隻。 

    該養豬場為所有豬肉食品之最上游廠商，而因為僅有陳夫婦兩人為主要經營

者，故其並無明確的部門劃分及組織架構。 

 

■ 地區                 屏東縣九如鄉。 

■ 成立時間         民國 82 年。 

■ 員工與經營者 陳伯伯、陳伯母。 

■ 豬隻數量         約 1,200 隻。 

■ 產銷數量（月） 生產及銷售各 100～120 隻、死亡約 10 隻。 

■ 豬隻來源         場中母豬生產。 

■ 銷售於             肉品市場，按體重計價，成豬約 100～120kg。 

▲ 表一：企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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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本簡介 

第一節、概述 

    在了解企業目前概況後，此部分將進行有關該企業之成本支出，亦即企業在

正常營運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成本，而將成本進行一有系統的匯總。 

    藉由本篇成本之匯總結果為依據，小組成員們會協助企業了解有哪些成本是

可以被控制的，或是有哪些成本應該可以透過效率、流程的改善而達到成本減少

目的。 

第二節、基本假設條件 

    在進行成本介紹前，先將該養殖場第三季相關豬隻變動數進行彙整，並以此

平均值當作計算成本之單位，如下表所示：（單位：隻） 

 7 月 8 月 9 月 平均 

期初 1,200  1,219 1,190 1,203 

出生 130 100 100 110 

售出 (100) (120) (170) (130) 

死亡 (11) (9) (10) (10) 

期末 1,219 1,190 1,110 1,173 
     

▲ 表二：豬隻產銷與死亡數。 

    乃因該畜牧場陳伯父與陳伯母先前並未明確記錄相關豬隻產銷數量，故該產

銷數量為一約當值。而後文在計算養殖場成本時，均以上表中「平均」欄位為基

準。是以，後文所述之各項成本單位可能不盡相同，但均先將其換算為在「一個

月」中所需消耗之金額，才得以進行比較。 

    另外，於成本之組成要素方面，本篇僅討論「營運活動有關現金支出」的成

本，因該養殖業該季並無重大投資或籌資活動。至於廠房折舊費用，或是進行成

本管理而非財務會計上所允許揭露之成本，如機會成本等無現金流出之成本，本

篇也暫時不予以討論。 

    後文成本金額為陳伯父與陳伯母根據其以往慣例與專業判斷提供之概略數

值，小組成員僅將該成本做有系統之分類及彙整。 

第三節、成本說明 

    下圖為豬隻成長流程與其相關作業活動，因養殖場中豬隻數量眾多，且每隻

豬的成長情況不一，故圖中每一區塊之活動於每月份均會發生，並以此流程為基

礎計算一個月中所需發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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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 預防針 

投入飼料

及其他成

本 生病治療 

死亡 

成年公豬 

成年母豬 

出售 

生產幼豬 

(成長期間)  

 

 

 

 

 

 

▲ 圖一：成長及作業流程。 

(一) 接生成本：根據表二，企業會有110隻豬出生，而出生之接生成本為每隻$200，

共計為「$200×110 隻＝$22,000」。 

(二) 預防疫苗支出：  

1. Diluent 稀釋液－組織培養活毒疫苗（活菌苗）：該疫苗於豬隻一出生即須

施打，每劑$5，換言之在一個月中需耗用「$5×110 隻＝$550」來施打該疫

苗。 

2. 英特威豬環狀病毒感染單位重組不活化疫苗：該疫苗於豬隻一出生即須施

打，每劑$70，換言之在一個月中需耗用「$70×110 隻＝$7,700」來施打該

疫苗。 

3. 豬菱縮性鼻炎基因改造次單位重組毒素不活化組合菌苗：該疫苗於豬隻一

出生需先注射一次，待中年時尚需施打第二次，而廠中有 30%豬隻已到中

年且尚未施打，故該疫苗在一個月中需耗用「$25×110 隻＋$25×1,173 隻

×30%＝$11,550」來施打該疫苗。 

藥  名 
適用情

形 

一針

花費 

一隻豬所

需針數 

平均一個

月需花費 

Diluent 稀釋液-組織培養活

毒疫苗（活菌苗） 
豬瘟 $  5 1 $   550 

英特威豬環狀病毒感染單位

重組不活化疫苗 

環狀 

病毒 
$ 70 1 7,700 

豬菱縮性鼻炎基因改造次單

位重組毒素不活化組合菌苗 
鼻炎 $ 25 2 11,550 

    $ 19,800 
     

▲ 表三：預防疫苗成本。 

(三) 疾病治療—食用藥粉：以下藥粉均添加至 1 噸重之飼料中，而每一包均可供

200 頭豬隻食用，可食用約 3 個月左右。 

1. 合記預防綜合性下痢食用天然奈米矽凝膠複合物：該藥劑每包價格為$600，

需供 1,200 頭豬食用，共需 6 包，總計為$600×6＝$3,600；平均一個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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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用「$3,600÷3(月)＝$1,200」。 

2. 豬巴氏桿菌毒素基因轉型大腸桿菌：該藥劑每包價格為$400，需供 1,200

頭豬食用，共需 6 包，總計為$400×6=$2,400；平均一個月需耗用

「$2,400÷3(月)＝$800」。 

藥  名 適用情形 單包售價 平均一個月需花費 

合記預防綜合性下痢食用

天然奈米矽凝膠複合物 

預防及減

緩下痢 
$ 600 $  1,200 

豬巴氏桿菌毒素基因轉型

大腸桿菌 
改善消化 $ 400      800 

   $   2,000 
    

▲ 表四：食用藥粉成本。 

(四) 飼料成本：一頭豬自小到大約需食用 300 公斤隻飼料，而每頭豬隻成長期約

半年，換言之平均一個月需食用 50 公斤。該養殖場中共約有 1,200 隻豬，故

一個月消耗「50 公斤×1,200 隻＝60,000 公斤」的飼料。 

另外，第三季平均飼料每公斤時價為$9，故總共耗用成本「$9×60,000 公斤

＝$540,000」。 

(五) 電費及污水處理費用：養豬場每月所使用的電費即為加強豬隻糞尿之處理與

防治相關費用，第三季每月平均「$10,000」。 

(六) 設備保養與維修費用：養豬場每月固定對設備，如飼料機台、汙水處理裝置、

廠房等進行維修、保養及更新之費用，每月平均「$1,000」。 

(七) 死亡豬隻處理成本：若有豬隻死亡，需另支付每隻$300 之處理費用，一個月

共計「$300×10 頭＝$3,000」。 

(八) 運輸費用：可供出售的成豬1運送至肉品市場所需要的運費，一趟約$1,500元，

每月平均四趟，故總成本為「$1,500×4 趟＝$6,000」。 

第四節、成本表 

    綜合上述成本，整理為一個月份之成本支出（現金流出），列示如下： 

 

 

 

 

 

 

                                                 
1
 若為母豬，會依其奶水質量判斷是否繼續供生產，若質量不佳則將其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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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相關現金流出之簡易成本表（一個月） 

  計算單位 單位成本 單位數量 合 計 

飼料費用 公斤 $    9 60,000 $ 540,000 

預防針費用 
   

  

    新生豬隻 隻 100 110 11,000 

    中年豬隻補打疫苗 隻 25 352 8,800 

接生費用 隻 200 110 22,000 

運輸費用 批次 1,500 4 6,000 

電費及汙水處理費用 月 10,000 1 10,000 

設備維修費用 月 1,000 1 1,000 

醫藥費用 月 2,000 1 2,000 

死亡處理費用 隻 300 10 3,000 

總成本 (現金流出)       $ 603,800 
     

▲ 表五：成本表。 

第五節、基本成本分析 

    以上的成本僅著重於營業上產生有現金支出的成本，也就是說整個企業最大

的成本—購買固定資產產生之成本（投資活動），並未納入計算，正常來說應將

該成本按照資產消耗的比例分攤於使用資產的每一期間（營業活動），但此份報

告卻忽略之，原因在於受訪陳伯父及伯母時，他們並無法明確地說明這些資產原

始取得成本，換言之如果該成本金額重大，但卻也用概略數值來分攤，甚至其折

舊方法若評估不適當（往年並未評估），均會使得上述之成本表金額更加不確實，

故此篇章中不考慮非現金之成本。 

  此外，本報告目的為協助企業評估其成本，而非精算企業成本。購買固定資

產產生之成本已屬沉沒成本，且非經常性交易，自無再評估之必要。 

   由表五之結果，可以看出最大之成本支出項目為投入飼料，但飼料的支出並

無法直接由企業控制，另外運輸費用、水電費用等均是為了使企業達到正常營運

之必要支出，當然也無法由企業直接控制並減少該成本。 

  換言之，以上符合企業能夠自主控制，並最有可能將該成本減少到最低的成

本即為「品質成本」，例如：預防針、醫藥費用、死亡處理費用等，均能夠由企業

的品質控管而改變。故，於下一篇章開始，我們小組會進行有關品質控管的成本

做更進一步之分析與討論，並幫助企業改善此部分之品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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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 預防針 

投入飼料

及其他成

本 生病治療 

死亡 

成年公豬 

成年母豬 

出售 

生產幼豬 

(成長期間) 

參、品質控管與分析 

第一節、概述 

    在與陳伯伯與陳伯母的訪談中，他們提到目前養豬場面臨其中之一的問題為

「豬隻疾病」的發生，但相關病情之改善，並非單就靠我們能夠輕易解決，而是

需要加上醫療團隊、養豬業者等互相配合，進而能將病情所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 

    然而，為了檢測損失是否降到最低，則需要靠相關的成本及售價分析，例如

攸關利益、攸關成本及差異分析等，因此，我們以本年度第三季所投入之有關品

質成本為例，並與陳伯伯討論後，因而設計兩個方案來與企業目前現行之品質成

本支出相互比較，從而分析其攸關品質成本與利益的變動，來建立一份品質成本

報告，並找出可能降低品質成本以增加該企業之邊際貢獻的方法。 

    換言之，我們雖無法解決該疾病最根本的疫情，但我們能提供肇因於品質不

良的相關成本數據予企業參考，以利企業做出更符合成本效益之決策。 

第二節、品質成本說明 

    該部分討論內容均以財務構面為依準，而品質最直接的財務性衡量為「品質

成本」，係指為了預防發生品質不良（豬隻疾病）或導因於品質不良而發生的任

何成本，即為下圖紅色框框部分。 

 

 

 

 

 

 

 

▲ 圖二：品質成本項目。 

以上各作業產生之品質成本可約略分為以下四類： 

(一) 預防成本（Prevention Costs）：為了防止有瑕疵品（受感染豬隻）發生的成

本。例：預防疫苗、環境清潔、豬隻隔離成本。 

(二) 鑒定成本（Appraisal Costs）：為了偵測出產品是否有瑕疵（受感染豬隻）而

發生的成本。例：檢驗及測試成本。 

(三) 內部失敗成本（Internal Failure Costs）：產品在製程中或製成完，未送達顧

客手中，偵測出有瑕疵品而發生的成本。例：豬隻撲殺成本、治療成本。 

(四) 外部失敗成本（External Failure Costs）：豬隻送交肉品市場後瑕疵才被偵測

出來，公司所需負擔的成本。例：顧客支援、豬隻跌價、訴訟負債。 

    另外，品質成本的最大項目經常因品質不佳所犧牲邊際貢獻的「機會成本」，

這也是於財務會計所忽略的，因此尚需考量該機會成本，並將其導入品質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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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企業品質成本實例 

    前已述及相關品質成本之分類，於此我們乃將該養豬場於第三季所發生之為

改善品質或肇因於品質不良而導致的支出（或收入減少）加以整理，並將其金額

整理為一個月所需之支出，列示如下： 

(一) 預防疫苗：參見「表三」，總支出為$19,800。 

(二) 食用藥粉：參見「表四」，總支出為$2,000。 

(三) 廠房清潔：廠房清潔是豬隻健康之根本，在骯髒的環境中，豬隻容易生病，

為避免因疾病而導致更多內部失敗成本的發生，每日均需固定清理豬圈。其

清潔支出包含水費、電費2、汙水處理費等，該成本每月均固定必要支出，而

且可以明顯確定未來豬隻數量波動不大時，成本波動亦不大，而該項為使廠

房達到清潔的成本金額每月大約為$4,500。 

(四) 機會成本：在發生瑕疵品(不健康之豬隻)時，該豬隻已死亡之成本，亦即該

豬隻死亡所致之成本增加並非有「實際支出」發生，而是「收入的減少」，在

做品質成本攸關決策時，需將該部分成本納入考量。 

該養豬場預估未來一個月將有 10 頭豬死亡，另參考現時售價並根據該企業

之慣例所做之調整，所預估未來售價（淨變現價值）金額為$8,000（考量生

長情況後的平均每頭），故預計未來會產生「$8,000×10 頭＝$80,000」之豬隻

死亡導致的機會成本。 

(五) 死亡豬隻處理成本：若有豬隻死亡，需另支付每隻$300 之處理費用，一個月

共計「$300×10 頭＝$3,000」。 

(六) 出售損失：當成豬已達可供銷售狀態時（約 100 至 125 公斤），會運往肉品

市場中銷售，而該肉品市場會檢驗該豬隻健康狀態，即該豬隻若發現有不健

康的狀態，需降價出售，進而使企業產生出售損失。根據以往企業慣例，每

個月會有約 120 頭豬隻出售，而扣抵金額大約為$10,000。 

    將上述所提及之成本分類至以下各項品質成本中，彙整如下表： 

品質成本報告—第三季（平均一個月） 

預防成本    

    預防疫苗 $  19,800   

    食用藥粉 2,000   

    廠房清潔 4,500 $  26,300  

鑑定成本     

     (無)    

內部失敗成本    

    豬隻死亡機會成本 $  80,000   

    死亡豬隻處理費用 3,000 83,000  

外部失敗成本    

    售價扣抵金額  10,000  

  $  119,300  
    

▲ 表六：品質成本報告—第三季。 

                                                 
2 並非所有電費均是廠房清潔成本，在此僅指清潔廠房所耗用的電費，故該電費自不受季節之

影響，這也是本報告將此部分電費納入固定成本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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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看見豬隻的品質成本大多來自於內部失敗成本，而該成本動因則為

豬隻死亡隻數，然該企業並無法控制該豬隻售價與死亡處理費用，故需以減少豬

隻死亡隻數為首要任務。但為減少死亡隻數，則可能必須同時增加其預防成本以

及鑑定成本，乃需做攸關分析。如後文說明。 

    品質成本類型族繁不及備載，以上僅舉例符合重大性之成本，換言之其它小

額品質成本的支出在此不納入考慮。 

第四節、品質控管方案分析 

    在與陳伯伯與陳伯母討論後，我們有了以下兩者對於品質控管之改進方針，

並希望透過所選定的方案來達成攸關成本品質的減少與攸關品質利益的增加。另

其相關金額之變動來源於伯父與伯母之專業分析與預測，而小組成員僅就伯父及

伯母提供之資料加以彙整並辨識與解析之。各方案如下所述： 

(一) 方案一：在不減少預防成本下，增加鑑定成本，另定期做豬隻健康檢查，倘

若發現疾病則即早治療，故投入相關藥劑與偵測成本。其各細項內容包含： 

1. 鑑定成本：請專業獸醫師來評估豬隻健康狀況，一個月費用約$10,000。 

2. 因有鑑定行為發生，導致檢測出豬隻疾病，故需投入相關藥劑來治療疾病，

該藥物支出金額約為$11,000。 

3. 因有鑑定行為並即早治療，故該豬隻死亡數約可降低至 6 隻。 

4. 因有鑑定行為並治療，故外部失敗成本可降低至$5,000。 

    以「總額」列示該方案，則其品質成本預算報告則為下表所示： 

品質成本預算—方案一 

預防成本    

    預防疫苗 $  19,800   

    食用藥粉 2,000   

    廠房清潔 4,500  $  26,300  

鑑定成本     

    豬隻健檢  10,000  

內部失敗成本    

    豬隻死亡機會成本 ($8,000×6 頭＝$48,000) $  48,000   

    疾病治療成本 11,000   

    死亡豬隻處理費用 ($300×6 頭＝$1,800) 1,800 60,800  

外部失敗成本    

    售價扣抵金額  5,000  

  $  102,100  
    

▲ 表七：品質成本預算—方案一。 

(二) 方案二：減少不必要之預防成本，但因為預防成本較少，故尚須要有鑑定成

本之投入，待鑑定發生後才做治療，其各細項內容包含以下： 

1. 將「豬菱縮性鼻炎基因改造次單位重組毒素不活化組合菌苗（預防疫苗）」

劑量減少為 1 劑，於豬隻出生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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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再使用「豬巴氏桿菌毒素基因轉型大腸桿菌(食用藥粉)」。 

3. 鑑定成本：請專業獸醫師來評估豬隻健康狀況，一個月費用約$10,000。 

4. 因有鑑定行為發生，導致檢測出豬隻疾病，但因預防措施減少，故需投入

相關藥劑成本較方案一多，該藥物支出金額約為$13,000。 

5. 雖預防措施較少，但因有鑑定行為並即早治療，故該豬隻死亡數約可降低

至 7 隻。 

6. 雖預防措施較少，但因有鑑定行為並即早治療，故外部失敗成本可降低至

$8,000。 

    以「總額」列示該方案，則其品質成本預算報告則為下表所示： 

品質成本預算—方案二 

預防成本    

    預防疫苗 $  11,000   

    食用藥粉 1,200   

    廠房清潔 4,500 $ 16,700  

鑑定成本     

    豬隻健檢  10,000  

內部失敗成本    

    豬隻死亡機會成本 ($8,000×7 頭＝$56,000) $  56,000   

    疾病治療成本 13,000   

    死亡豬隻處理費用 ($300×7 頭＝$2,100) 2,100 71,100  

外部失敗成本    

    售價扣抵金額  8,000  

  $ 105,800  
    

▲ 表八：品質成本預算—方案二。 

第五節、品質控管方案比較 

    以「淨額」列示該方案若執行所會產生之相關增額利益與增額成本變動，如： 

品質管制方案成本效益分析比較表 

 方案一 方案二  

預防成本    

    減少預防疫苗支出  $  8,800  

    減少食用藥粉支出  800  

鑑定成本     

    增加豬隻健檢成本 $  (10,000)  (10,000)  

內部失敗成本    

    減少豬隻死亡機會成本 32,000 24,000  

    增加疾病治療成本  (11,000)  (13,000)  

    減少死亡豬隻處理費用 1,200 900  

外部失敗成本    

    降低售價扣抵金額 5,000 2,000  

成本節省淨額及增額邊際貢獻 $   17,200 $  13,500  
    

▲ 表九：品質管制方案成本效益分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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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之結果，可分以下幾點說明： 

(一) 若直接以成本節省淨額及增額邊際貢獻來比較，該企業應選擇「方案一」來

執行，因其對於成本節省與邊際貢獻增加之效果較為顯著。 

(二) 若比較兩方案之各細項，方案二之預防成本雖有減少，但因為豬隻疾病預防

做得較少，導致未來疾病發生時需要耗用更多治療成本來治療，此種方法減

少的成本金額小於增加的邊際成本金額，導致其成本節省效果未如方案一明

顯。 

(三) 兩方案同時發生了鑑定成本，這也是使得死亡豬隻之銷貨收入機會成本明顯

減少之主因。但內部成本有一加項，乃是因「鑑測」行為發生而導致被追溯

於「內部失敗成本」的疾病治療成本，該成本的發生並非代表企業之「損失」，

反而對企業產生了「利益」，因為透過即時治療，才得以讓其他內部失敗成

本與外部失敗成本同時減少。 

(四) 自方案一與方案二看出，若企業能同時減少預防成本，又同時不讓內部失敗

成本與外部失敗成本增加，如此企業的增額邊際貢獻會更為可觀，故「預防

成本」應為該畜牧業最重要且最不可或缺之成本。 

第六節、品質控管結論 

    品質改善除了給予企業可數量化的「財務利益」以外，亦可能產生非財務性

的益處。如致力在改善品質的過程中，企業內部之相關人員增強了對產品流程的

專業知識，或有助於未來找到更創新之方法以降低其他直接成本、間接成本（非

品質成本）。 

    另外，身為一個上游供應商，其「品質」為最應優先考量之重點，因其品質

的好壞不僅會影響消費者，更容易影響其他下游通路。是以，為建立與下游通路

間更良好之商譽，品質管制應為該養豬場之務本之道。 

    但是，企業也應該明白改善品質並不一定能使銷售額或數量增加，例如當同

業致力產品品質改善之際，公司之品質改善產品質的努力僅能避免銷售業績衰退，

或是品質改善幅度小於其他競爭者，因而無法增加銷貨收入。 

    如此一企業除了做有關財務構面之分析外，尚需整合其他非財務構面的分析，

例如 SWOT、五力分析等，才能做通盤之考量。後續篇章提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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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計資訊系統的使用 

第一節、概述 

    因為陳伯伯與陳伯母並無基本的會計概念，對於過往的各項現金收支並無明

確的紀錄，即使有也僅是以紙本粗略紀錄，且往往有多筆交易並未確實謄寫。 

    另外，若要操作較複雜之會計資訊系統，必須經過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而

平時僅有陳夫婦兩人管理養豬場之大小事，工作之餘已無其他閒暇時間做學習，

況且他們兩人也已計畫在不久後的將來會對養豬場之規模進行縮減，所以若將時

間花在學習這些過於複雜之會計資訊系統操作，以及會計的概念，倒不如把這段

時間拿來改善豬隻身上浪費的成本等，這樣反而更符合經濟之效益。 

    為此，小組成員們考量到陳伯伯及伯母的需求，因而設計幾個相對簡易的

Excel 檔案提供予他們，取代現有的紙本作業。在該 Excel 裡面，我們已經設定

好表格，也將各個參數設定完畢，往後若發生現金相關收支，只需以固定的模式

套入該表格即可，僅僅幾個簡單的步驟就可以匯總成當月分的成本支出與銷貨收

入。 

    另外該 Excel 檔取代了原本的紙本作業，且僅以現金收支表示，大大的降低

了原本紙本謄寫所浪費的時間，且金額還可能比紙本更為正確，這才是真正符合

該養豬場經營管理的需求！ 

第二節、成本 Excel 檔案3 

    首先，以月份為單位，分別記錄銷貨收入與發生成本，之後得到當月之淨利

（或淨現金流入/出，如左圖），並按季別先行匯總，最後自動加總而得年度損益

報表（現金流量表，如右圖）。以下為該檔案截圖： 

 

 

 

 

 

 

 

 

 

 

 

 

 

 

 

                                                 
3成本 Excel 檔：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9LBwlGbdHA9SmdMVnkzV1Zrcl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9LBwlGbdHA9SmdMVnkzV1Zrc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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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品質成本 Excel 檔案4 

    在進行記錄前，需先讓陳伯伯與伯母釐清甚麼叫品質成本與其分類，了解後

再進行成本紀錄。以下分步驟介紹： 

(一) 為於事後檢測該品質控管成效，企業需先在月初時估計當月可能發生的品質

成本項目，並將金額填入。金額自動於總額欄位（C25）匯總。（數字均為假

設值） 

 

(二) 按照流水帳（日記帳）方式記錄有關品質成本之支出（左方表格），而相同事

件之支出可能發生在不同日期，所以月底時需將所有相同用途所發生的成本

過帳（右方表格），金額會自動匯入5。匯入完畢後可檢查最下方小計行列（21

列）是否平衡。（數字均為假設值） 

                                                 
4 品質成本 Excel檔：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9LBwlGbdHA9enZVLXVlbEdtLTA   
5
 科目（事件名稱）我們會先幫企業先做初步設定，往後企業即不需再調整。若企業發生其他

事件為該 Excel 檔中沒有的，逕自行加入即可。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9LBwlGbdHA9enZVLXVlbEdt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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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成本匯總完畢後填入下圖之實際欄位中（D 欄），金額自動加總。另外，最

右方的欄位（F 欄）也會自動算出預期與實際支出之差額，最後得到成本節

省淨額之總額。（數字均為假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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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SWOT 分析 

第一節、進行 SWOT 分析理由 

    由於環境與競爭市場是處於流動且複雜的狀態，為了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並讓經營者能立即的對症下藥制定方針，把各項因素融合並分析，我們能得到一

連串相對應的策略，接而討論並抉擇。 

    簡單的說，該部分研究分析就是對企業本身所處包括內、外部環境狀況的分

析，最大化的利用優勢，進一步改進不足的地方。 

第二節、SWOT 內容 

(一) 優勢（Strengths）： 

1. 陳伯父及伯母親自細心呵護，豬隻品質較其他同業相比穩定。 

2. 由夫妻兩人親自照顧，並無額外請人，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支出。 

3. 該企業營業 20 餘年，與下游廠商均維持良好關係，如此可以大幅增進與

下游通路之議價空間。 

(二) 劣勢（Weaknesses）： 

1. 疾病的交叉感染：由於飼養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養母豬和育肥豬，或者保

育豬和育肥豬，產房和保育在一起等情況的養殖環境，一旦有疾病的發生

將會感染其他階段的豬。 

2. 不可能完全做到全面的消毒，而這也是所有養殖業者的一大難題。 

(三) 機會（Opportunities）： 

1. 家庭主婦習慣去傳統市場採買豬肉。 

2. 國人偏好溫體豬：經中時民調中心調查（如圖三）發現，台灣民眾日常生

活用品中的生鮮食材在傳統市場購買的比例高達 82%，且下表紅框中可

發現在連台北這樣繁榮，超市遍布可及的大城市，都有 86.8%的人會在傳

統市場購買豬肉，又因一般豬肉攤販是直接將現宰豬肉送到市場販賣，未

經冷藏冷凍處理，此種未經冷藏處理稱為溫體豬，由此可知，國人大多喜

愛溫體豬，且比率相當高，故對我們養豬的來說，是很棒的機會。 

 

 

 

 

 

 

 

 

 

▲ 圖三：豬肉需求者於台北市中傳統市場之購買行為統計。 

3. 遇有傳統節慶，如中元普渡、清明節等，豬肉價格會上漲，因需求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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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威脅（Threats）： 

1. 國際廉價肉產品的競相湧入：國外的養殖成本相對較低，肉品價格也就便

宜，國內豬隻的價格上漲導致利潤變的很低，一旦進口豬肉，將立即影響

國內的豬肉價。 

2. 國內養豬技術水平叫他國落後，難以提升：國內自家養殖往往沒有授以一

定的技術水平，加上人工及圈舍養殖成本的高攀不下，有些成本只能自己

吸收。 

3. 國家政策所造成的影響： 

(1) 政府補貼以及屠宰壟斷：畜牧業通常需要政策的支持，因此對該產業

而言，勞動力多而資金少，政策在鼓勵和幫襯方面，會在財政上給予

支持。屠宰企業方面，往往價高時壓價，而價低時提前儲備肉，等高

價時再拋出。 

(2) 環境問題：養豬業通常有著高汙染的特性，而此也易受到政府罰款。 

第三節、SWOT 簡表 

內
部
環
境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 親自呵護，品質穩定。 

˙ 低人力成本。 

˙ 與下游關係優良。 

˙ 疾病交叉感染。 

˙ 無法全面消毒。 

外
部
環
境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 至傳統市場消費者多。 

˙ 國人偏愛溫體豬。 

˙ 傳統節慶的機會。 

˙ 國際肉品進口。 

˙ 養豬技術較為落後。 

˙ 國家政策之威脅。 

▲ 表十：SWOT 簡表。 

第四節、給予企業之建議 

    此企業的缺點是因為消毒不完全，造成疾病交叉感染，故建議加強消毒，且

不能只消毒豬隻或是小範圍環境，而是所有可能接近豬隻的任何事物都須防範，

例如：進出的車輛、豬舍、器具，或是工作人員等都要做測底消毒，並定期做豬

舍清掃。消毒時要注意消毒劑噴灑劑量，劑量不能太高亦不可太低，太高劑量容

易引起豬腹瀉，劑量太低無法發揮消毒作用，且要注意消毒劑的溫度，調配時應

盡可能接近豬隻的體溫，避免豬隻受寒。噴灑方式而言，切記不應該直接對著豬

消毒，而是要從上方噴灑消毒劑，這樣才能讓消毒藥劑均勻地落在豬隻身上，且

必須確保藥劑噴灑到豬舍各個小角落。 

  除此之外，政府加強取締環境汙然問題，可以透過更新設備來降低利如環境

污染成本，或是利用沼氣發電等，如此可能讓電力自給自足，也免於政府的高額

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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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五力分析 

第一節、進行五力分析理由 

    與 SWOT 分析相同，五力分析目的為助於幫助管理階層了解對公司所處環

境之情況，並測知公司所處產業的競爭強度與獲利潛力。另外，尚可透過五力分

析更了解產業現況，以及將來要採取什麼樣的方式才能做好管理，以帶來最大的

績效。 

第二節、五力分析內容 

    五力分析內容包含以下各要素： 

(一) 現有競爭者： 

    台灣國內較大規模之養豬戶為目前競爭者。因為陳伯伯與陳伯母的養豬

場目前有 1,200 頭隻豬，相對較小規模，而台灣通常大規模養豬戶都有一套

標準的作業流程來管理其豬隻成本並對品質做更為嚴格之把關，另其對於擁

有的設備等資源也會較豐富，達到規模經濟之效益，故賣出時對於買家方面

比起小規模養豬戶更有一定的議價能力。 

(二) 潛在競爭者： 

1. 國外進口豬肉：台灣在 2005 年全面開放豬肉產品進口，但依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糧食供需年報（民國 104 年），近十年來國內豬肉的自給率約落

於 9 成附近，表示目前進口豬尚未大規模地威脅到本土養豬戶。但仍需留

意未來進口豬是否會逐漸取代本土豬隻之生產。 

2. 國外進口豬內臟：豬隻的肝、肚、腎、腸子等內臟，屬於西方飲食少食用

部位，故豬內臟大量而以低價的進口，使得本土豬隻內臟價格下跌。 

(三) 替代品： 

    於市面上常見且被大眾接受之其他肉品，例如：雞肉、鴨肉、鵝肉、牛

肉。因此當豬價價格上漲波動較大時，消費者會選擇不購買豬肉，進而購買

其他肉品。如圖四，當 7、8 月份豬肉價格上漲時，家禽肉品的成交量明顯

上升（圖五），正說明豬肉被其他肉品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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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豬肉價格(2017/01～2017/09)。 

 

 

 

 

 

 

 

▲ 圖五：家禽肉品價格與成交量。 

(四) 供應商議價能力： 

    供應商生產飼料的生產成本中原料占大多的比例，而飼料成分主要由玉

米以及豆粉製成，所以飼料價格與玉米和豆粉有高度相關。其中豆粉是透過

黃豆壓榨而成，而玉米和黃豆價格深受國際穀物供應影響，如果穀物應天氣

導致收成不佳或者是台灣進口船隻延誤等導致貨物供應不穩定，則可能使玉

米及豆粉價格上漲，進而使成本上漲。 

    但由於飼料市場普遍競爭激烈，產能可以很快進行提升，且銷售量主要

取決於豬隻的存欄量，所以企業的議價能力一般。 

(五) 買方議價能力： 

    豬隻售價通常以市場價格決定，所謂市場價格可能包含：整體供應數量

的變動、進口豬肉之進口量、出口豬價、運輸費用、其他地區的需求量或我

國檢疫措施與政策之因素影響，故該價格並非單就買家能自行決定，因此買

方在議價能力方面不高。 

    但是，於「品質控管與分析」篇幅中提及買方可能就豬隻健康等情況扣

抵些許銷售價格，因此該企業應提升自有的品質控管能力，才能有更堅定之

立場與買方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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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五力分析簡圖 

 

 

 

 

 

 

 

 

 

 

▲ 圖六：五力分析簡圖。 

第四節、給予企業之建議 

    依照台灣養豬市場趨勢，小規模養豬戶容易因為設備老舊或者規模不足而逐

漸造成利潤不佳等問題，所以最好能夠讓企業規模擴大用以增加競爭力，並且同

時能夠增加對於飼料成本上的議價能力，例如：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以讓飼料成

本不至於受到太大的變動，而導致利潤受限。 

 

【現有競爭者】 

大規模養豬戶 

 

【替代品】 

其他肉類產品 

 

【淺在競爭者】 

進口豬肉及內臟 

 

【供應商議價能力】 

一般，因價格主 

要受時節影響 

 

【買方議價能力】 

盡量提升品質以降

低買方議價機會 

 



私人養豬業—成本暨產業環境探析 

Private pork production on factory farming - Production cos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nalysis. 

                                    22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7 年) 

柒、小組心得與後續追蹤 

    如前文所述，小組成員們從初步的成本分析開始，幫助該企業進行一有系統

的成本匯整，並評估所有發生的成本中最需立即改善且最有可能得到控制的成本

——品質成本。之後我們也立即透過在學校所學的知識做品質成本的更進一步分

析，並與陳伯父、伯母進行反覆的討論、更正與修改，最後得出兩個可行方案，

進而比較兩個方案的差異給企業做參考。 

    除此之外，我們尚提供了有關資訊系統的檔案給該企業，為企業減少了許多

紙本記帳所浪費的時間，且僅需以短短的時間就可以學會更為精確的紀錄方式。

伯父及伯母試用過後，的確覺得非常的方便，也有意願在未來以此種方法彙整成

本。 

    陳伯伯與伯母都非常的開心我們小組成員願意花時間與精力，運用我們在課

堂上所學的幫助企業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並幫他們做分析，但身為會計系的

學生，我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因為在整份報告進行的過程中，不僅僅幫助

了陳伯伯跟伯母，藉由這次的報告小組成員們更是收穫滿滿，且體認到實務上的

複雜度往往是僅有理論基礎而無法論及的，例如每個豬隻的生長條件、健康情況

不一等，或是突然爆發的流行病症，這些都是在實務上應該考量的情形。  

    本份個案報告能夠順利完成，我們非常感謝系上老師願意提供這個的機會，

更感謝企業能在百忙之中提供給我們許多資料與建議。在報告中或許尚有較不足

的部分，透過指導老師的協助與幫忙，我們成長了很多，也感謝伯母及伯父願意

接納我們的建議並與我們一起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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