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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演算法 (a lgor i thms)的運用在資訊化及數

位化的時代已越來越普遍，並改變許多事業的

營運模式及商業決策方式，因此國外已有部分

學者和競爭法主管機關注意到運用演算法而衍

生的競爭議題，其中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簡稱CMA)

更在2018年10月公布「訂價演算法－運用演

算法促進勾結及個人化訂價之經濟研究報告

（Pricing algorithms-Economic working paper 

on the use of algorithms to facilitate collusion 

and personalised pricing）」(簡稱CMA研究報

告)1，將演算法如何被廠商運用，以及在何種情

況下，廠商運用演算法可能引發限制競爭疑慮進

行討論，本文僅摘要演算法與聯合行為有關經濟

分析部分之內容。

演算法的定義與應用

演算法被運用在計算(calculation)、數據處

理(data processing)及自動化推理(automated 

reason ing)，依據Cormen等學者的定義２，

「演算法係指任一良好定義 (any well-defined)

之計算程序(computational procedure)，在計

算程序中投入(input)某些數值(value)或一組數

值，並產出(output)某些數值或一組數值。」至

於CMA研究報告則聚焦於訂價演算法(pr ic ing 

algorithms)，並定義為「使用一計算程序，投

入價格數值資料於計算程序中，產出價格決定

(determine price)之數值資料。」

訂價演算法在應用上分為兩大類，一為將事

業長期以來已經有的商業規則進行轉換之演算法

(下稱傳統演算法)3，如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Inc.) 在其平台上向第三方賣家提供“配對最低

價”(Match Low Price)功能，允許賣家可跟隨

其他競爭者所提供的最低價格，並允許他們根據

交易條件履行方式、客戶反饋評級和處理時間的

組合來選擇跟隨那些競爭者。另一為以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概念設計的演算法(下稱機器

學習演算法)，該演算法以實現特定目標為導向

(特定目標如利潤極大化)，由演算法自行根據所

有資料庫範圍調整設定特定參數，以達成特定目

標的價格設定。

英國對於運用訂價演算法促進聯合行為之經濟
分析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發布訂價演算法可能引起限制競爭行為方面的報告，探討運用演算法的經濟

效率、可強化或促進聯合行為的原因及提高聯合行為之風險。

■撰文＝張志弘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科員）

1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CMA,(2018), �"A Pricing algorithms-Economic working paper on the use of algorithms to facilitate collusion and personalised 
pricing�"

2 Cormen et al.(2001),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3 商業規則包括定價及折扣規則(rules on pricing and dis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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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傳統演算法或是機器學習演算法，數

據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投入，而投入的數據通常

都是與銷售有關的資訊，如產品價格、營收資

料、客戶資料等。以傳統演算法為例，它是根據

已設定的商業規則以運算數據而求出符合規則的

訂價結果，因此並不會從過往的「經驗」中學

習。而機器學習演算法則是利用數據進行深度學

習(deep learning)，嘗試各種不同的策略以測試

並更新訂價模型。

運用演算法的經濟效率

訂價演算法使得事業及消費者可以進行更

多、更快及更好的決策，提升整體經濟福利，

CMA研究報告分別從供給面及需求面探討可能促

進競爭的效果：

一、供給面效率

演算法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

結合，可以降低勞動成本。例如有研究論文顯

示，2024年翻譯人員將被取代、2027年卡車駕

駛將被取代、2053年外科手術將被取代。而大量

的資料蒐集及演算法可以幫助事業經理人進行更

多、更快及更好的決策，有助於提升事業經營效

率及節省成本。另外，因為演算法可以使價格更

快速回應市場供需變動並得以快速結清(clear)，

且運作將更有效率。

二、需求面效率

多樣化的演算法有助於消費者在市場交易中

進行決策，例如Amazon購物平臺使用第三方軟

體(Camel Camel Camel)的商品降價通知。而細

緻化的訂價演算法藉由價格預測提供消費者立即

購買或待降價後再行購買之決策建議，例如機票

訂票網站使用過去票價資料預測未來票價趨勢，

提供消費者立即購買或待降價後再行購買之建

議。另外，更複雜的訂價演算法將有助於消費者

將購買決策完全委外，例如數位化代理商可以運

用資料預測消費者偏好，最適化選擇商品或服務

並磋商交易條件，而且更能為消費者組群獲得最

佳的交易條件，不僅可減低搜尋及交易成本，更

可以強化買方力量。

運用訂價演算法可強化或促進聯合行為

訂價演算法可能使事業強化現有的聯

合行為，或促進 ( f a c i l i t a t e )默示勾結 ( t a c i t 

coordination)的形成。

一、在強化現有的聯合行為方面，訂價演算法因為

具有以下功能，可以加強現有的聯合行為：

(一)偵測(detecting)且回應價格偏離(deviations) 

聯合行為的維持常需仰賴即時發現並快速

回應異常價格，透過訂價演算法的偵測，可以

縮短事業發現及回應異常價格的時間，降低事

業違背協議的預期利潤，減少個別成員背離協

議的誘因。

(二)減少價格誤判的可能性

價格雜訊(noisy price information)使得聯合

行為的成員可能誤判市場價格降低的原因是由於

其他成員違背協議所致(但其實是因為產品需求

下降或其他外部因素所造成)，故展開報復進而

使得聯合行為瓦解，透過訂價演算法可以減少成

員間誤判的可能性。

(三)減少代理人道德風險問題

雖然聯合行為成員的高階管理階層已達成價

格協議，但實際執行銷售業務的人員卻可能因為

內部銷售競爭或與銷售數量連動的薪資結構等因

素，使其有違反共謀協議的誘因，而刻意以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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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價格販售商品，導致聯合行為不穩定，形成

代理人問題。此時，訂價演算法可以減少組織內

部人員執行訂價決策時，做出違反共謀協議的可

能性。

二、在促進默示勾結的形成方面，學者Ezrachi 

and Stucke(2015)提出以下3種理論解釋，

利用演算法可以促進默示勾結之形成４：

(一)軸幅式(Hub and spoke)共謀

數個競爭者使用相同的訂價演算法，可能導

致競爭者以相同的方式對類似的外部事件做出反

應，形成默示勾結，若競爭者意識到其他對手

可能也使用相同或類似的訂價演算法，則可能將

更加穩固該默示勾結行為。更進一步言，若競爭

者決定不使用自身數據及演算法，而是將訂價

權委託給外部提供演算法訂價服務的共同中介

(common intermediary)，則可能會導致類似中

心輻射框架(hub-and-spoke-like framework)的

軸幅式共謀行為。

(二)可預測代理(Predictable agent) 

當訂價演算法對外部因素可以做出預測反應

時，意味將減少價格反應出現不確定性的可能，

使得聯合行為的成員偵查異常價格更加容易，並

維持默示的價格協議。

(三)自動化運算(Autonomous machine)

如果訂價演算法設計具有自我學習功能，則

為達到極大化利潤之預設目標(pre-set target)，

訂價演算法自我學習後，可能會認為極大化利潤

之最佳策略是默示勾結。

運用訂價演算法提高聯合行為之風險

CMA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關注下列風險因

素(risk factors)可能引起之聯合行為：

一、集中市場(concentrated markets)

因為集中程度更高的市場，代表訂價演算法

可以取得更多的競爭對手或客戶數據進而更快發

現「背叛」的行為並實施懲罰。

二、市場透明度(market transparency)

市場資訊越透明，代表訂價演算法可以更快

從網站上取得競爭對手或客戶的數據資料，增加

預測市場價格的能力。

三、訂價模式(price setting)

訂價演算法自動訂價的特性使得事業的菜單

成本(menu cost)接近於零，因此市場上任何事

業試圖以低價販售的行為，其他廠商將快速發現

並跟隨，使得低價販售行為的短期利潤非常少，

減少價格競爭的發生。

四、互動頻率(frequency of interaction)

訂價演算法可能運用在市場低需求期間測試

競爭對手價格變化的反應，因為價格回復的速度

很快，故即便需求很少但是也可能發生多次的價

格變動，此時訂價演算法即可藉由多次測試對手

的反應，了解價格競爭的影響，進而減少在市場

高需求期間的價格競爭。

五、買方力量低或小額經常性購買( low buyer 

power or small regular purchases)

由於線上市場經常24小時營運及國際化營運

等因素，使得買方力量低且購買頻率高，當市場

缺乏買方力量時，將使得訂價演算法遂行聯合行

為的疑慮大增。

4 Ezrachi, Ariel ; Stucke, Mauri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ollusion: When Computers Inhibit Competiti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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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考量運用訂價演算法進行交易行為可能促進

競爭或限制競爭，仍屬高度複雜和不確定，缺乏

管制或過度干預都會給社會帶來很高的成本，且

在CMA研究報告中亦提及訂價演算法亦可能提

升社會整體經濟福利，執法機關必須對於訂價演

算法有更深入的了解，進行更深入的評估並採取

謹慎的態度，才能在聯合行為發生時予以妥適的

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