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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上，經濟學家認為當卡特爾內部存有超額產能時，由於降價可導致銷售量
及利潤大幅增加，因此，將會誘使集團成員違反減產協定秘密增產，從而造成卡特
爾組織瓦解，使超額產能與聯合壟斷二者呈相反關係。但是，以重複賽局為分析工
具之產業組織理論，卻強調超額產能可作為卡特爾用以威脅成員不得秘密增產的一
種可信賴威脅，並主張超額產能及策略性壟斷二者係呈現正向相關，二者何者為
真，尚有賴實證探討。因此，本文乃以公平會於 2000 年針對國內麵粉公會聯合壟
斷市場所作成之處分案為研究對象，並利用 Osborne 及 Pitchik 之超額產能模型對麵
粉業者是否果真透過建立超額產能之機制，以進行所謂之策略性壟斷，做一檢定，
結論顯示：吾人無法拒絕麵粉業者有藉諸超額產能作為懲罰欺騙行為之市場機制。

關鍵詞：超額產能、聯合壟斷、價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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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於 1990 年代初期甫成立時，國內
產業尚不明瞭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對聯合行為的禁制規定，故聯合行為
甚易查辦，例如：三家票券公司協議決定簽證費率及高雄五家信用合作社協商存款
利率調整標準，均屬該會對大型及高知識水準廠商間聯合行為的處分。但是，國內
大事業的聯合壟斷方式，近年來因受公平會取締及廣泛宣導之影響，已多轉向成為
不留任何文字協定的默契性聯合壟斷，致使公平會極難取得具體之書面證據作為處
分要件。而此一默契性行為也就是產業經濟學上所謂的策略性聯合壟斷（tacit
collusion），或是競爭法所稱的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practices）。依馬泰成及洪德
昌（2001, pp. 51-52）：「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若干以全國市場為銷售區域、知識水準
較高的大型事業所涉及的聯合漲價案，均無查獲具體的書面證據而得證。反之，處
分案的對象，則多集中於從業者知識水準較低及鄉間以區域性公會為主導的中小事
業聯合行為，例如：金門、花蓮瓦斯公會訂定桶裝瓦斯價格，以及宜蘭地區十家預
拌混凝土業者共同約定報價及出貨數量等，而受處分者亦多不甚瞭解公平交易法對
聯合行為的禁制規定，甚至於調查過程中即坦承聯合行為的存在。」此一現象不但
違反社會正義，更嚴重影響政府施政公信力，亟需相關單位重視，並對寡占市場中
大廠商的策略性壟斷採取因應策略。
依Stigler（1964），聯合壟斷是否能順利運作，主要取決於卡特爾組織是否可
成功地偵測成員秘密增產，以及對欺騙行為採取懲罰形成一種可信賴威脅（credible
threat）。而相關文獻對於策略性壟斷之研究亦多循以上兩項途徑進行，以偵測成員
秘密增產之途徑而言，Genesove and Mullin（2001）利用美國糖業壟斷案分析製糖
業者透過集會大量交換產銷及價格情報，使市場資訊「極度」透明化，俾便於卡特
爾有效偵測成員秘密增產之欺騙行為；Salop（1986）研析卡特爾透過最低價格保證
條款（meet competition）1 之行銷方式，利用消費者之詢價行為，使參與者得以掌
所謂最低價格保證條款就是廠商保證其產品價格最低，倘消費者能於其他競爭對手尋訪到更
低之售價時，則該廠商將比照降價，如此，倘其他卡特爾成員秘密增產並降價行為發生時，該廠
商即可透過消費者之訪價，立刻得知，從而促使市場資訊極度透明，而有利於卡特爾偵測成員之
欺騙行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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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其他成員秘密降價之欺騙行為；Phlips（1995）以歐盟紙漿案為研究標的，研析
卡特爾利用透明化的價格調漲方式 2，培養成員聯合漲價之默契；至於就卡特爾對於
成員秘密增產之懲罰機制而言，多數文獻如：Osborne and Pitchik（1983, 1986,
1987 ） ， Fershtman and Muller （ 1986 ） ， Davidson and Deneckere （ 1990 ） 及
Fershtman and Gandal（1994），則均強調超額產能可作為卡特爾用以威脅成員不得
秘密增產的一種可信賴威脅。傳統上，經濟學家認為當產業內部存有超額產能時，
由於降價可導致銷售量及利潤大幅增加，因此，將會誘使集團成員違反減產協定秘
密增產，從而造成卡特爾組織瓦解，使超額產能與聯合壟斷二者呈相反關係。但
是，以重複賽局為分析工具之產業組織理論，卻強調超額產能可作為卡特爾用以威
脅成員不得秘密增產的一種可信賴威脅，並主張超額產能及策略性壟斷二者係呈現
正向相關，二者何者為真，尚有賴實證探討。因此，本文乃以公平會於 2000 年針
對國內麵粉公會聯合壟斷市場所作成之處分案為研究對象，並初步發現國內麵粉業
設備利用率極低，主要大廠設備利用率長期維持在 50%以下，遠低於國內產業平均
水準之 80%，似顯示麵粉卡特爾有意地維持一個大量之閒置產能，倘有成員違反君
子協定，秘密降價，則所有成員均將全面開工，進行Bertrand價格競爭，而導致產
業內所有事業破產倒閉，形成一種可信賴威脅，從而嚇阻參與成員不得採取秘密降
價之欺騙行為。因此，為分析超額產能與聯合壟斷間之關係，作者爰利用Osborne及
Pitchik之超額產能模型對麵粉業者是否果真透過建立超額產能之機制，以進行所謂
之策略性壟斷，做一檢定，結論顯示：吾人無法拒絕麵粉業者有藉諸超額產能作為
懲罰欺騙行為之市場機制。
準此，以下首先擬就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做一簡單說明，其次，並以麵粉業
聯合壟斷案為對象，針對實務上寡占廠商如何利用超額產能做為壟斷市場之機制進
行研析，最後並以 Osborne and Pitchik（1983, 1986, 1987）對於默契性聯合壟斷之認
定標準，以麵粉業聯合壟斷案為樣本進行檢測。

在歐盟紙漿案中，紙漿廠商係採取每季報價之營運方式，而業者在下一季漲價前的數週就會
利用各種管道，發布漲價訊息，目的是要使競爭對手得知其欲漲價之訊息，藉以形成聯合調漲產
品售價之默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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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
廠商間於市場競爭之型態雖包羅萬象，但是，依據動態觀點之考慮，大體上，
可依據期間之長短，分為短期下之價格競爭及長期下之非價格競爭。而此一區分標
準，主要係利基於經營策略彈性之考量，蓋短期內事業所有產能設備、生產方式、
品牌形象或研究創新，均囿於時間因素無法調整，事業唯一能立即調整之競爭方
式，僅有產品價格乙項，故短期內廠商間之競爭方式偏向於價格競爭；反之，長期
間事業有充裕時間可調整產能設備、變更生產方式或藉廣告累積品牌形象，故較偏
重於非價格之競爭方式，而其中最重要者厥為數量競爭。依據經濟學文獻，短期價
格競爭行為主要之分析方式係柏諄模型（Bertrand model），在廠商產品品質及規格
相同之假設下，事業間之價格競爭，將迫使廠商價格等於邊際成本（P=MC），超
額利潤為 0。但是，就實際情形而言，吾人甚難想像當產業內部僅有二個事業存
在，使市場呈現高度集中的情形下，會有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及超額利潤為 0 的情
形！而此一現象，就是文獻上所謂的柏諄矛盾（Bertrand paradox）。
反之，分析長期數量競爭行為之古諾模型（Cournot model），則假設每一個事
業認為其他競爭對手產出數量不變的前提下，追求利潤極大化，選擇產出。如果廠
商面臨一個反需求函數（inverse demand function）： p = a − bQ ，Q 為整體產業產
出，且邊際成本固定為一個常數 c，廠商家數為 n，則各個廠商將獲取 π =

(a − c) 2
b(n + 1) 2

的超額利潤即。因此，古諾模型允許超額利潤存在，並設定其隨產業內部廠商數目
之增加而減少，一方面頗能符合經濟現實，另方面則凸顯出柏諄模型超額利潤為 0
之不切實際。但是，古諾模型卻缺乏一個價格競爭機制，只能假設一個外生的市場
拍賣員（market auctioneer），廠商需將產出交由市場拍賣員處理，並在其有效率之
撮合下使市場供需得以相等。但是，實際上，價格係決定於事業本身，而非拍賣
員。因此，模型中不存在價格競爭，是古諾理論最大之缺失。
解決以上兩者不足之處的方式甚多，例如：Edgeworth（1897）假設事業產能不
足以滿足市場需求，並透過產能限制（capacity restraint），證明價格等於邊際成本
的柏諄結果並不存在，並認為在賽局重複進行的情況之下，事業將會採取混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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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strategy），將價格定於上限價格 Ph 與下限價格 Pl 之間，當價格等於 Ph
時，事業產品價格高於其競爭對手，事業面臨一剩餘市場需求；反之，當價格等於

Pl 時，事業產品價格低於其競爭對手，事業可全能開工進行生產。在Edgeworth的
模型中，廠商無論採取 Ph 或 Pl 均可獲得相同之寡占利潤，且該等利潤通常均大於
0，即P > MC。Shubik（1959）則另以賽局理論之模型重新詮釋Edgeworth模型，並
認為純粹價格策略（pure price strategy）之均衡解並不存在，所有之均衡均以混合策
略（mixed strategy）的型態出現。Beckman（1965）及Levitan and Shubik（1972）
亦在不同的配給過程（rationing process）假設下，導出均衡混合策略（equilibrium
mixed strategy）存在，而且所有事業不可能訂定相同價格等結論。3
在眾多文獻中，最有趣且與本文較具相關之解決途徑應為Kreps and Scheinkman
（1983）所提出之競爭過程兩階段論，Kreps及Scheinkman將事業之決策過程，分成
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事前的投資階段（ex ante investment），產業內所有的事
業首先同時決定產能 k i ，產能一經決定，所有之產出即不能超出 k i ，即 qi ≤ k i ，當
產出超出產能，邊際成本趨於無限大， MC = ∞ ；第二階段為事後的價格競爭階段
（ex post price competition），當產能確定後，所有的事業進行價格競爭，並同時決
定產品價格。Kreps及Scheinkman最大之貢獻，就是在需求函數為凹性（concave）
及有效配給（efficient rationing）的假設下，證明二階段賽局（two-stage game）結
果與一階段古諾數量競爭賽局結果完全相同；按古諾模型之缺點在於其模型僅有一
階段之賽局，因此，其僅能選擇一個產能 k i ，再將產出交給市場拍賣員（market
auctioneer）處理，而使得在 P(k1 + k 2 + L + ki + L + k n ) 的價格下，市場供需得以相
等。但是，實際上，價格係決定於事業本身之決策，而非拍賣員。因此，模型中不
存在價格競爭，是古諾理論最大之缺失。為解決此一問題，Kreps及Scheinkman於是
將價格競爭引入事業決策之第二階段，並證明該二階段之結果與古諾之單一階段結
果相同。因此，在二階段賽局中，即使在第二階段存有價格競爭，廠商在第一階段
決定產能數量時，仍會考慮市場參與者不只本身一家，而不會將產能擴充至與整體
市場需求相當，從而導致與其他事業發生價格火拼，形成柏諄模型所主張P = MC之
事業產能既然不足以滿足市場需求，為了解決供過於求之問題，分析過程中，勢必須引用配
給過程，以解決產能限制之問題。其中，Beckman（1965）假設一個隨機之配給過程（random
rationing process），而Levitan and Shubik（1972）則採取一個有效配給過程（efficient rationing
process），使低價廠商供給產品給評價最高之消費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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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例如：Tirole（1988）即舉例說明以上意旨，他說：「在某些實際應用層面，
利用產能限制以佐證非價格競爭是相當合理的。例如：假設在一個小城內有兩家小
旅館，且在短期的情形下，旅館無法調整其床位（產能）。因此，如果個別旅館床
位無法滿足整體市場需求，則對該二家旅館而言，雙方進行割喉式競爭是無用的。
但是，即使在長期的情形下，他們也不會大量增加旅館床位，這是由於他們會預期
超額產能將導致激烈的市場競爭。」（Tirole（1988）, p. 211）
本諸以上意旨，Kreps及Scheinkman證明，在雙占模型的情形下 4 ，純粹策略均
衡（pure strategy equilibrium）存在之充要條件是兩家事業之產能不能太高，而使得
市場需求剛好等於者兩家事業產能的加總，此時 P1 = P2 = P(k1 + k 2 ) 。而此一結果與
古諾模型完全相同，即事業所決定之產能剛好等於市場對該事業之需求量，唯一不
同者為在Kreps及Scheinkman二階段模型的價格係由市場競爭決定，但是，在古諾模
型，則是由拍賣員（ auctioneer ）所決定。 Kreps 及 Scheinkman 同時證明，在產能甚
高且高過於市場需求時，純粹策略均衡（pure strategy equilibrium）將不存在，而由
混合策略均衡（mixed strategy equilibrium）所替代，且大廠之定價策略，將依循史
特柏格模型中之價格追隨者（Stackelberg follower）策略，先讓小廠銷售至其產能限
制，然後，再視市場所剩餘之需求，決定價格及產出，而Kreps及Scheinkman最後強
調 ， 投 資 產 能 超 出 市 場 需 求 ， 所 形 成 之 混 合 策 略 均 衡 （ mixed strategy

equilibrium），對雙方利潤均有不利之影響，故在正常情況之下，是不會被事業所
採行。而市場上如長期存在超額產能及低設備利用利用率之情形，是嚴重背離事業
經營之常軌，其最可能之原因，是將超額產能做為一種維持聯合行為紀律之懲罰方
式，倘有事業進行偷跑，背離聯合組織，各事業即全面開工，肇致割喉競爭（cut-

throat competition）之全體毀滅行為，以嚇阻卡特爾成員，不得私自增產。以下本文
將進一步探討此一課題。

參、超額產能與默契性聯合壟斷
傳統上，經濟學家認為當產業內部存有超額產能時，由於降價可導致銷售量及
4

雙占模型的結果，可以適用於n家事業的一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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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大幅增加，因此，將會誘使集團成員違反減產協定秘密增產，從而造成卡特爾
組織瓦解，故超額產能不利於聯合壟斷之形成。但是，以重複賽局為分析工具之產
業組織理論，例如：Osborne and Pitchik（1983, 1986, 1987），Fershtman and Muller
（1986），Davidson and Deneckere（1990）及 Fershtman and Gandal（1994），卻強
調超額產能可作為卡特爾用以威脅成員不得秘密增產的一種可信賴威脅（ credible

threat），並發現超額產能及策略性壟斷二者係呈現正向相關。
其實，事業藉由一個超額產能之建立，以維持默契性之聯合行為，可以利用一
個基礎賽局—囚犯兩難困境（prisoner’s dilemma），做一說明。在這個簡單的賽局
中，二個事業（事業甲及事業乙）面臨兩個選擇： (a) 訂定一個壟斷性之低產出策
略，以聯合壟斷市場；抑或 (b) 訂定一個競爭性之高產出策略，以進行市場良性競
爭，例如：雙方進行古諾數量競爭（Cournot quantity competition），並獲取合法之
寡占利潤。

表一

囚犯兩難困境賽局（prisoner’s dilemma）下之獲利表
事業乙

低產出

高產出

低產出

6,6

-3,9

高產出

9,-3

0,0

事業甲

上表所列各組數字係表示甲乙廠商之非法利潤，倘若事業甲及事業乙共同密謀
壟斷市場，並同時採取壟斷市場之低產出策略，則甲乙雙方均獲致聯合壟斷下較古
諾利潤為高之非法利潤（6, 6 ），反之，如果雙方互不合作，採取數量競爭，則雙
方之非法利潤為（0, 0），至於上表左下方之（9, −3 ）則係代表事業甲出賣事業乙
之欺騙行為，按當事業乙為履行默契協定，採取壟斷性之低產出策略，努力拉抬市
場價格。但是，甲卻採取較乙為低之價格，並秘密增產，將乙之客戶搶走，形成乙
之虧損 −3，而甲則擁有較原先履行君子協定下利潤 6 為高之利潤 9，形成雙方採取
欺騙行為之誘因。又由於本表係一對稱之賽局（symmetric game），故右上方係之
獲利（−3, 9）代表事業乙出賣事業甲。
而為抑制卡特爾成員秘密增產之欺騙行為，卡特爾組織勢必須設立一個市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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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提高對於欺騙行為之處罰，以本表為例，該懲罰即為古諾數量競爭，即當某
一方發現為對方出賣時，即永遠改採競爭情況下之高產出策略，而使雙方非法利潤
均為 0，而就此一設計而言，該懲罰額度似屬過低，對於欺騙之懲罰僅為正常的數
量競爭，參賽者雖無法取得非法利潤，但仍可獲得正常之古諾寡占利潤，惟如卡特
爾組織，可以設立一機制，使處罰額度由原先之（0, 0 ）提高至極端高之水準，例
如（−1000, −1000），則意味著倘集團內部成員有欺騙增產行為，其他所有成員均
將採取兩敗俱傷之報復措施，使產業內所有事業均面臨破產（−1000, −1000）之恐
怖均衡。
因此，實務上，產業內各廠商如果不約而同地，均建立起一個大量之閒置產
能，從而形成甚低之設備利用率，即係卡特爾組織為提高對於欺騙懲罰機制，所可
能採取之具體措施。在此一機制下，倘有參加成員違反君子協定，秘密降價，則所
有成員均將全面開工，進行割喉型態之價格競爭，而導致產業內所有事業破產倒
閉，形成一種可靠的威脅（credible threat）手段，從而嚇阻參與成員不得採取秘密
降價之欺騙行為。
然而以上立論均建立於子賽局完美性（subgame perfection）之上，屬於極端抽
象之理論概念，是否適用於現實經濟環境，則仍有賴個別產業之案例分析，但是，
揆諸相關文獻，相關實證研究，卻仍鳳毛麟角 5。究其原因應與該等模型過於抽象，
在實際個案研究中甚難建立相關計量模型或取得實際統計資料作為驗證有關。
所幸，公平會曾於 2000 年 6 月 7 日針對國內製麵公會檢舉麵粉公會聯合壟斷
麵粉市場案，作成裁決處分，該會（2001）研究報告亦針對此一案例之相關期間，
即 1994-1998 年，提供了麵粉業詳細之產能、小麥進口報價、邊際成本資料以及為
便於解釋以上資料所須之定性資訊（qualitative information）。因此，以下首先擬就
麵粉卡特爾的產能建置情形做一說明，其次並利用 Osborne 及 Pitchik 之超額產能模
型對麵粉業者是否果真透過建立超額產能之機制，以進行所謂之策略性壟斷，做一
初步檢定。

Davidson and Deneckere（1990） 指出當前實證文獻率多顯示超額產能及聯合壟斷二
者之相關性甚為微弱且結論相互衝突，僅有Rosenbaum（1989） 以美國鋁業整體產業為
研究對象，得出該業之平均獲利確與該業超額產能之大小呈現正相關現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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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麵粉業的模式化事實（stylized facts）
─卡特爾集團成員之設備利用率極低
依據公平會（2001），國內麵粉廠正式註冊者雖有 32 家。但是，其中甚多並
不從事生產，僅靠聯合採購之庇蔭，利用配額，進口小麥原料並轉售圖利。因此，
我們依據公平會（2001）之研究，剔除目前並未生產或原料銷售比率甚高之廠商，
並根據其資料，將分析集中於市場占有率較高之主要 10 家廠商 1994-1998 年之年資
料如表二。

表二
項目

廠商編號
1

麵粉業產量及市場占有等相關資料

個別廠商產量
QI（1994-1998
年平均值，
單位：噸）

市場占有率 S
（單位：%）

產能 CAP
（1994-1998 年
平均值，
單位：噸）

設備利用率 U
（單位：%）

33760

4.68

100980

33.43

2

33853

4.69

114000

29.70

3

34564

4.79

87120

39.67

4

35507

4.92

90000

39.45

5

36543

5.01

94900

38.51

6

36913

5.11

109500

33.71

7

41199

5.71

86400

47.68

8

53629

7.43

98940

54.20

9

53713

7.44

69677

77.09

10

110412

15.30

128986

85.60

平均數

47009
(39965)

6.51
(5.53)

98050
(94613)

47.90
(43.72)

標準差

23546
(8087)

3.27
(1.12)

16623
(13339)

19.10
(14.59)

附註：平均數及標準差攔位之括號數字為不含編號 10 公司之數值。
資料來源：請參閱附錄。其中，個別廠商資料來自公平會（2001）相關統計，又因該會為
保護個別廠商產銷資料之隱蔽性，故所有廠商名稱均以編號表示。整體產業產
出資料（亦即市場占有率之分母數字）則取自經濟部統計處出版之工業生產統
計月報。

依據表二，麵粉業之設備利用率極低，10 家主要廠商有 7 家設備利用率未達

50% ，且其設備利用率資料，與國內其他產業平均水準之 80% 相較亦屬偏低，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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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短期的情形下，廠商如果遭逢短期景氣蕭條，會有設備利用率過低，導致超
額產能出現，但是，就長期而言，廠商有充裕的時間可以調整包括產能在內的所有
生產要素，如果對產能投資過剩，廠商理應按實際市場需要減少產能存量，而不應
長期維持偏低之設備利用率。雖然「長期」的定義極度抽象，單憑公平會資料所涵
蓋之 5 年期間，並不足以斷言麵粉業有充裕時間，可調整產能數量，但是，依陳朝
威（1986），麵粉業之超額產能至少於 1980 年代即已存在 6，該業在將近 20 年的
時間長期維持如此龐大之超額產能，實悖乎企業經營常理，亟需一具體合理之理論
模型予以解釋。

伍、Osborne 及 Pitchik 之超額產能模型
當產業內部存有大量超額產能時，事業降價可使銷售量大幅增加，而提高秘密
增 產 之 誘 因 。 因 此 ， 傳 統 上 ， 經 濟 學 家 常 認 為 產 業 內 部 之 超 額 產 能 （ excess

capacity）會造成卡特爾組織之瓦解，而使超額產能與聯合壟斷二者成相反關係。然
而由前述賽局理論之觀點，超額產能卻可能作為卡特爾用以威脅成員不得秘密增產
的一種可信賴威脅，而使超額產能及策略性壟斷二者係呈現正向相關。
而此一立論即是 Osborne 及 Pitchik（1983, 1986, 1987）之超額產能模型所欲分
析之重點，Osborne 及 Pitchik 承襲 Kreps 及 Scheinkman 所提出之競爭過程兩階段
論，分析超額產能與事業競爭活動間之關係，而 Phlips（1995）亦以競爭政策之角
度，針對 Osborne 及 Pitchik 模型，就產能決定、卡特爾利潤分配方式及競爭法執法
當局對於聯合壟斷應有之認定標準等課題，提出精闢之闡釋，故以下僅以 Phlips 之
觀點，對 Osborne 及 Pitchik 之超額產能模型做一說明。

Osborne及Pitchik之理論為一兩階段模型，寡占廠商在第一階段制定投資決策，
並決定其產能時，即已充分了解其將與產業內其他同業，在第二階段密謀共同壟斷
市場；及至第二階段，事業之產能已然建立，且於短期內無法調整，此時，卡特爾
內部成員再依據既定之產能，決定如何劃分聯合壟斷下的獨占利潤，亦即決定卡特

按陳朝威（1986 年）統計，麵粉業於 1984 年年底每日（24 小時）對於小麥之加工
產能為 5600 噸，以 300 天計算，全年產能為 160 萬噸，至於同年國內小麥實際進口量
僅有 66.9 萬噸，設備利用率僅及 44.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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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組織內部成員之產出配額。而為有效執行卡特爾協定，卡特爾組織勢需建立機
制，以懲罰秘密增產之欺騙（cheating ）行為，在Osborne 及Pitchik 模型中，其懲罰
之方式與一般之同儕理論（folk theorem）相同，如遇有同業秘密降價或暗地增產，
則所有卡特爾成員均全能開工增產報復，而使市場回復至競爭下之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而為了提高懲罰之額度，各事業勢須於第一階段，進行大規模之投
資，以維持甚大之超額產能及極低之設備利用率，倘遇有他事業秘密增產，則卡特
爾所有成員均全能開工以為報復，導致所有業者虧損，藉以嚇阻秘密增產之欺騙行
為。而在Osborne及Pitchik模型中，決定卡特爾成員是否可採行此一超額產能之嚇阻
手段之條件，則係在於產能投資成本之高低；以一個雙占模型（即產業內部僅有二
個事業）為例，如果每增加一單位產能之投資成本低於產品售價二分之一時，則卡
特爾集團方能維持超額產能 7，以作為嚇阻欺騙行為之工具；反之，則否。

Phlips（1995）指出，Osborne 及Pitchik模型最大之貢獻，在於其提供了一套簡
單之認定標準給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作為認定聯合壟斷之依據。按在完全競爭市
場情況之下，廠商定價等於邊際成本，故產業內部所有事業之單位利潤相等。但
是， Osborne 及 Pitchik 認為在存有過盛產能之聯合壟斷解下，只要卡特爾集團依據

Nash（1950）之議價解（bargaining solution），將壟斷利潤超出所有事業全能開工
所獲利潤之差額，平均分配給各個成員，則小廠之單位產能利潤將高於大廠之單位
產能利潤。

Phlips（1995）因而指出，Osborne 及 Pitchik 的模型所以深具價值之原因，非
但在於其能為事業過度投資，建立超額產能而任其閒置，提供了一個合理之解釋，
更在於其為產業是否涉有聯合壟斷提供了一個簡易之判定標準。

陸、聯合壟斷行為之認定─以麵粉業為實證分析標的
針對以上 Osborne 及 Pitchik 的模型，以下謹以麵粉公會聯合壟斷案為分析目
標，並利用公平會所調查之麵粉業產銷、價格及產能資料，測試前述理論模型是否
可適用於實際之聯合壟斷案例。

7

此代表維持閒置產能之利益大於其成本。

公

32

平

交

易

季

刊

一、資料來源
資料主要係取自公平會（2001）對麵粉業者所為之問卷調查，該調查涵蓋期間
由 1994 年至 1998 年止，共計五年的年資料。此外，該會在調查期間發現，雖然國
內麵粉廠正式註冊者有 32 家，但是，其中甚多並不從事生產，僅靠聯合採購配額
進口小麥原料轉售圖利，因此，本研究爰剔除公平會發現目前並未生產或原料銷售
比率甚高之廠商，而將計量分析集中於市場占有率 4%以上之主要 10 家廠商。又因
為其中一家成本及獲利資料並不齊全，因此，本研究所利用之 panel data 係以「9 家
廠商橫斷面資料為經，5 年時間數列資料為緯」，合計觀察值 45 個。

二、實證模型設定
又依據Osborne及Pitchik的理論，產業如藉諸龐大之超額產能，威脅成員遵行壟
斷默契，將反映於小廠單位產能利潤高於大廠單位產能利潤之事證。因此，以下針
對該聯合壟斷案的案關期間，即 1994 年至 1998 年相關panel data，並分別利用OLS
及GLS檢視麵粉業者單位產能利潤（ v1 ）與個別廠商產能（CAP）間之關係，以確
定是否存有業者的 v1 會隨著CAP規模之擴大而減少之現象，其中GLS部分係以隨機
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進行估計 8，以求出具有不偏性及一致性之估計結
果，以避免在進行 OLS 時，因為 panel data 所具有之時間數列及橫斷面資料混合
（pooling）特性，所可能帶來之估計問題。而GLS估計方法因為需要分別控制panel

data之橫斷面資料及時間數列資料兩種不同干擾，因此，以下實證分為控制個別廠
商特性不同所導致誤差之GLS（以下稱GLS (firm effects)）；以及控制時間不同所導
致誤差之GLS（以下稱GLS (time effects)）。
此外，由於本文重點在於利用公平會所處分之麵粉案例，分析麵粉業產能與利
潤間之關係，藉以判定 Osborne 及 Pitchik 模型在政策與實證之應用性，因此，理論
模型完全引自 Osborne 及 Pitchik 的主張。但是，由於他們的模型過於偏重理論分
析，在實證應用上，僅能以單一解釋變數（explanatory variable，即產能 CAP）解釋
因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即廠商單位產能利潤 v1 ），以致相關之計量模型設定
8

估計方法請詳閱Greene（2000）及Pindyck and Rubinfeld（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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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簡單，在實際推估時，恐怕會因為省略其他可能影響因子，形成估計結果偏誤
（biased）及不一致性（inconsistent）的問題，因此，作者為控制其他可能會影響因
變數的因子，於是參酌 Shepherd （ 1972 ）， Vernon and Nourse （ 1973 ）及 Coate
（1989）等實證模型之設定，將個別麵粉廠市場占有率 S、平均麵粉價格 P、小麥
進口價 WP、米類及其製品價格 RICEP 及前四大廠商市場占有率合 CR4 等可能影響
麵粉廠利潤之因素納入計量模型，至於變數定義及資料來源請參閱附錄一。

三、實證結果
首先，以 v1 代表麵粉業者的單位產能利潤，即麵粉銷售額減去總產銷成本後再
除以產能，而 CAP 則為個別麵粉廠之產能，計量結果如表三所示，其中因變數為

v1 ；至於解釋變數除 CAP 外，尚包括：S、P、WP、RICHEP 及 CR4 等，括弧內之

表三
OLS
df=38
解釋變數
CONSTANT
CAP
S
p
WP
RICEP
CR4
R2

v1
−5.229*
（−2.23）
−0.001
（−0.13）
10.056**
（5.88）
0.015
（0.13）
−0.453*
（−2.25）
0.099*
（2.37）
−5.840
（−1.57）
0.56

實證結果

GLS（firm effects）
df=389
v1
1.930
（1.00）
0.014
（1.93）
9.026**
（3.76）
0.232**
（4.00）
−0.339**
（−3.56）
0.034
（1.85）
−4.237**
（−3.05）
0.60

GLS（time effects）
df=3810
v1
−5.765*
（−2.18）
－0.001
（−0.24）
10.103**
（6.01）
−0.017
（−0.13）
−0.467*
（−2.20）
0.108*
（2.41）
−6.091
（−1.48）
0.56

a. *表顯著水準為 5%，**表顯著水準為 1%
b. 變數定義如附錄。
c. 括弧內數字為 t 值
d. 實證分析所利用之 panel data 共有「9 家廠商每家各 5 年時間數列資料」，觀
察值合計 45 個。
9

GLS中之firm effects係為更正因個別廠商特性不同所造成橫斷面之誤差。
GLS中之time effects係為更正因時間不同所造成時間數列方面之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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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係代表t值，實證分析顯示，CAP顯著水準甚低，且OLS、GLS（firm effects）
與GLS（time effects）所顯示 v1 與CAP間之正負關係，亦有不同之結果 11，表示單位
產能利潤與產能二者間並無相關，結果甚不理想，而且解釋能力 R 2 亦僅約 56%至

60%之間。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到各家麵粉廠所提報之總產銷成本似乎有高估的
情形，其中有二家廠商甚至有連續五年維持虧損之紀錄，以經濟學長期及短期概念
而言，倘五年為一長期概念，且允許廠商可以自由進出市場，則該等業者早已因不
堪累賠而退出市場。因此，本研究初步判定此一總產銷成本資料甚不確實，並退而
求其次，另外利用來源較為可靠之小麥進口成本，也就是所謂的物料成本進行推
估，其原因在於，依公平交易法規定，現行麵粉業者聯合採購小麥，須事先向公平
會申請許可，且各船採購量及進口單價，該會均有掌握，故小麥進口成本之資料來
源較為確實。

表四
OLS
df=38
解釋變數
CONSTANT
CAP
S
p
WP
RICEP
CR4
R2

v2
－0.005
（-0.003）
－0.039**
（－8.88）
15.300**
（11.37）
0.355**
（3.68）
－0.583**
（－3.67）
0.034
（1.04）
0.842
（0.29）
0.96

實證結果

GLS（firm effects）
df=38
v2
－0.524
（－0.50）
－0.027**
（－4.13）
13.342**
（6.29）
0.290**
（4.82）
－0.338**
（－3.43）
0.017
（0.90）
1.668
（1.15）
0.90

GLS（time effects）
df=38
v2
－0.044
（－0.02）
－0.039**
（－9.30）
15.309**
（12.08）
0.388**
（3.67）
－0.693**
（－3.98）
0.040
（1.03）
0.368
（0.10）
0.97

a. *表顯著水準為 5%，**表顯著水準為 1%
b. 變數定義如附錄。
c. 括弧內數字為 t 值
d. 實證分析所利用之 panel data 共有「9 家廠商每家各 5 年時間數列資料」，觀
察值合計 45 個。
其中，OLS與GLS（time effects）顯示CAP愈小， v1 愈高，代表小廠之單位產能利潤將高於大
廠之單位產能利潤；反之，GLS（firm effects）則呈現相反關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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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估計方式與前項大致相同，唯一不同者在於利用 v 2 代表麵粉業者的單位產
能附加價值，即麵粉銷售額減去小麥進口成本後再除以產能，準此， v 2 及 CAP 間
之關係如表四。
結果顯示，利用小麥進口成本作為減項，遠較總產銷成本為理想， R 2 大幅提高
至 0.90 至 0.97 之間，且單位產能獲利與廠商產能大小亦顯著地呈現相反關係，顯
示廠商產能愈大，利潤愈小，因此，麵粉小廠的單位產能獲利高於大廠單位產能獲
利。至於其他變數之估計係數亦與理論預期相同，例如：個別麵粉廠市場占有率愈
高，利潤愈高；整體產業麵粉平均價格愈高，代表產業景氣上升，個別麵粉廠利潤
自然相應提高；個別麵粉廠小麥原料成本愈低，利潤愈高。
接著再將計量分析中不具顯著性之變數 RICEP 及 CR4 省略，實證結果如表
五，顯示利潤與產能變化方向相反之主要結果仍然維持不變。此外，我們另外也對

v 2 及 CAP 做了一個相關分析，並發現二者呈現負相關，相關係數為 −0.54。因此，
我們無法否定在聯合行為的架構下，麵粉大廠的單位產能獲利會低於小廠單位產能
獲利之性質。

表五

解釋變數

實證結果

OLS
df=38

GLS（firm effects）
df=38

GLS（time effects）
df=38

v2

v2

v2

2.196*
（2.31）

0.597
（0.79）

2.382*
（2.37）

－0.038**
（－8.68）

－0.025**
（－3.83）

－0.038**
（－8.93）

S

15.284**
（11.30）

13.639**
（6.32）

15.297**
（11.65）

p

0.435**
（5.36）

0.362**
（7.33）

0.446**
（5.20）

WP

－0.534**
（－3.60）

－0.324**
（－3.46）

－0.577**
（－3.71）

R2

0.96

0.90

0.96

CONSTANT
CAP

a. *表顯著水準為 5%，**表顯著水準為 1%
b. 變數定義如附錄。
c. 括弧內數字為 t 值
d. 實證分析所利用之 panel data 共有「9 家廠商每家各 5 年時間數列資料」，觀
察值合計 4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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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為檢視超額產能與聯合壟斷間之關係，本研究以公平會於 2000 年針對國內麵
粉公會聯合壟斷市場所作成之處分案為研究對象，並初步發現國內麵粉業設備利用
率極低，主要大廠設備利用率長期維持在 50%以下，遠低於國內產業平均水準之

80% ，似顯示麵粉卡特爾有意地維持一個大量之閒置產能，倘有成員違反君子協
定，秘密降價，則所有成員均將全面開工，進行 Bertrand 價格競爭，而導致產業內
所有事業破產倒閉，形成一種可信賴威脅，從而嚇阻參與成員不得採取秘密降價之
欺騙行為。此外，本文亦利用 Osborne 及 Pitchik 之超額產能模型對麵粉業者是否果
真透過建立超額產能之機制，以進行所謂之策略性壟斷，做一檢定，實證結果顯
示：麵粉大廠的單位產能獲利確實低於小廠單位產能獲利，吾人無法拒絕麵粉業者
有藉諸超額產能作為懲罰欺騙行為之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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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變數定義及資料來源
1. CAP：個別麵粉廠產能，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1）。
2. CR4：前四大廠商市場占有率總和，其中分子部分之個別廠商產量QI來自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2001），至於分母部分之整體產業產出資料則取自經濟
部統計處出版之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3. P：麵粉平均價格，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4. QI：個別麵粉廠產量，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1），又因公平會為保護個別
廠商產銷資料之隱蔽性，故所有廠商名稱均以編號表示。

5. S：個別麵粉廠市場占有率，其中分子部分之個別廠商產量QI來自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2001），至於分母部分之整體產業產出資料則取自經濟部統計處
出版之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6. U：個別麵粉廠設備利用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1）。
7. v1 ：個別麵粉廠單位產能利潤，即麵粉銷售額減去總產銷成本後再除以產能，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1）。

8. v 2 ：個別麵粉廠單位產能附加價值，即麵粉銷售額減去小麥進口成本後再除以
產能，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1）。

9. WP：個別麵粉廠小麥進口價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1）。
10. RICEP：米類及其製品價格，行政院主計處物價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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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and Competition
Ma, Tay-Cheng
Abstrac
Traditional IO theories have long held that cartels break down on account of their
excess capacity. With excess capacity, cartel members have an incentive to cheat and
undercut collusive pricing since they th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over a larger share
of the market. More recent gam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however, emphasize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cess capacity and collusion is positive rather than negative. In the
case of tacit collusion, it is reported that a high level of excess capacity might be used to
punish deviators more harshly in that it is easier for cartels to dump a large amount of
products onto the market. While these propositions may seem contradictory, which one of
the two holds actually depends on the particula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2000,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ound the flour industry in Taiwan to be guilty of colluding in the
domestic market. Given the data set that this case provided,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mploys
the excess capacity model developed by Osborne and Pitchik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lour industry case is upheld or not. The results strongly indicate that the cartel
deliberately built up a huge excess capacity to discourage cheating.
Key words: excess capacity, collusion, pric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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