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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價格不對稱、民生必需品、獨占定價、聯合行為、價格管制 

一、研究緣起 

我國屬小型開放經濟，民生物資之生產原料大多仰賴進口，而國際原

物料價格受市場供需與政經情勢影響有所波動，又是無可避免的正常現象。

但輿論媒體、民意代表與消保團體卻常存有國內商品價格有跟漲不跟跌的

印象，認為當國際原物料成本上漲時，國內產品價格會以較快速度，全額

甚至超幅上漲，以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原料價格下跌，產品價格卻僅

會以遲緩速度微幅下跌或根本文風不動，而有所謂的價格不對稱傳輸

（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簡稱 APT）問題。再加上國內農產品也

常受颱風等天災影響存有季節性波動，因此，每遇原物料價格波動（例如：

小麥、黃豆）上漲，公平會與經濟部即迭遭批評，被指責是怠忽職守，未

能善盡督導物價責任，形成輿論話題，認為政府應強力管制物價，防止商

人囤積居奇壟斷物價。但在我國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政經體系下，物價

管制非但背離了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更傷害對人民財產權的民主保障，因

而使競爭機關無所適從，施政困窘不堪，損及執法之獨立性與中立性。 

因此，本研究從經濟分析之觀點出發，首先探究物價波動的本質與競

爭機關處理物價應有之分際；其次，則挑選若干重要民生物資，蒐集其價

格、原料成本、產銷資訊等的市場資料，以時間數列之誤差修正（ECM）

理論，建立計量模型，用於分析產品價格到底是不是以較快速度或較高的

幅度反映原料成本上漲，期能協助公平會建立物價預警機制；最後，則分

析可能影響市場供需及物價波動之各項因素，進而在法律層面釐清公平法

介入規範之界限，並研擬政府對超額反映成本漲價行為之可行管制措施。

此預警制度非但可透過風險監控之角度，調節民生物價，亦可提供案件偵

查過程所需之佐證資料。因此，研究成果除提供公平會執法之參酌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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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望民眾與相關主管機關建立對於物價管制措施之應有共識。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在物價預警機制用於提供市場事證做為推理依據或是間接證據，以推

定業者是否涉聯合行為之構想下，公平會應如何判斷商品價格與原料成本

間之聯動性？倘事業定價涉有超額反映原料上漲幅度情事，其獲利到底是

廠商壟斷所形成之長期結構問題？還是僅是短期過度反映市場供需波動

所致？對於事業超額反映成本之漲價行為，公平會是否應直接介入商品價

格之管制？還是應另行建置合宜規範體系以恪遵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分

際？ 

為回答以上諸多問題，本研究篩選生產過程簡單、不需要專利科技、

附加價值不高、原料成本占成品售價極大比重且輿論高度重視的十組民生

物資，包括小麥與麵粉、燃煤與水泥、黃豆與黃豆油、水泥與預拌混凝土、

生乳與鮮奶、天然氣與瓦斯、稻穀與白米、鋼胚與鋼筋、玉米與飼料、廢

紙與瓦楞紙板，分別採用年資料與月資料進行研究。參考 Peltzman (2000)、

Borenstein et al.(2002)、馬泰成、簡美瑟(2011)等研究，設定價格不對稱誤

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稱 ECM），透過成品價格與原料

成本的長期關係，分析國內重要民生必需品的短期價格變化，檢測是否存

在持續以及累積的不對稱性價格調整現象？ 

此外，根據預警模型殘差之常態分配特性，設定黃色與紅色價格預

警門檻，界定政府適當之介入時機。黃色價格預警門檻與公平會介入建議

設定為：每單位成品實際零售價格(對數值)變動量超過預測價格(對數值)

變動量一個標準差，此時公平會應留意市況；紅色價格預警門檻為：每單

位成品實際零售價格(對數值)變動量超出兩個標準差，此時可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與公平會之職權分工處理。 

三、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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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不管是年資料或月資料，價格之變異係數，本研究所

選取的樣本多數呈現原料成本波動大於成品價格波動幅度，亦即成品價格

波動相對原料成本波動較為保守的情況。在 APT 檢測部分，不管是年資

料或月資料，十組民生品皆無易漲難跌或易跌難漲之累積價格不對稱調整

現象。 

APT 證明榨取性濫用的證據力高於 APT 證明一致性行為的證據力。

本研究所篩選之民生品沒有 APT 的市場現實，支持這些市場沒有獨占定

價或聯合行為，對公平會施政有若干肯定外；另方面，似乎也反映了我國

勞動所得占 GNP 比重由 1981 年的 44%一路降至 2012 年的 39%的所得分

配惡化事實，因為廠商勞動成本穩定，甚至稍微減少，即使市場需求與原

料成本發生波動時，產品價格漲幅空間也不大。另一方面，假設市場資料

確實顯示 APT 存在，並不代表市場存在獨占或壟斷，最多只能顯示：市

場價格反映超出(或低於)原料成本變化幅度。因此 APT 分析僅能做為公平

會初步判斷是否介入物價查處之依據，有助於區分廠商調價行為是否涉及

公平法規範或純屬供需變化所導致之經營行為，以大幅節省行政調查成本。

就執法實務言，APT 絕不能取代公平會的調查、分析與斷案功能。如欲精

準判定事業是否具有聯合壟斷市場的合意行為，尚有賴辦案人員綜合市場

結構與廠商行為，就水平競爭與垂直供應鏈關係、市場競爭型態、成本結

構與其他重要變數如匯率變動、油電漲價等因素整體考量。此外，APT 屬

於數量分析，成功與否端賴主管機關能否掌握國內重要民生物資及農工原

物料之產銷庫存、成本、價格等變化的產業資料庫，方有助於及時查處人

為操縱市場物價之行為。 

四、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實證結果，本研究提出四點立即可行之建議與兩點長期性建議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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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價格預警制度部分：建議公平會以 APT 為基礎，針對重要民生物資建

立價格預警系統，以掌握農工原料成本變化對下游民生必需品價格之影

響，做為處理市場競爭問題之參考。 

2.物價管制部分：建議公平會體察國際潮流與執法實務，謹守競爭機關

與管制機關分工之基本精神，不宜直接涉入物價管制，只有在獨占或聯

合等限制市場競爭行為發生時，方宜管制價格。 

3.聯合行為之防制部分：建議公平會採用「APT(同時考慮價格與成本)

為主，價格平行行為為輔」的推理方式，做為認定聯合行為的價格依據。

原因在於：「即使原料價格下跌，但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仍然不變或甚

至同時上漲（APT）」相較「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同時上漲（價格平行

行為）」在證明一致性行為存在的推理時，前者似較後者更能明顯地、

一致地指向共謀壟斷之犯罪事實。 

4.榨取性濫用之防制部分：在當前貧富差距日益惡化影響階級對立的政

治環境下，公平會宜利用 APT 作為管制榨取性濫用之預警機制，以落

實公平法第 9 條第 2 款、第 3 款，只要財團事業符合獨占認定標準且具

有 APT 事實者，公平會即應立刻展開調查。 

   （二）長期性建議 

1.執法實務部分：建議公平會透過「穩定物價小組」協調，由主計總處取

得具公信力與可信賴之市場價格資料，以建立起長期資料庫。另方面，亦

宜引入經濟分析，以解決市場界定不易與成本無法取得問題，精準認定市

場力量。 

2.跨部會協調部分：由於物價問題錯綜複雜，非單一部會可獨力完成，必

須由各相關部會相互協調，分工合作。物價安定工作應不以影響經濟正常

發展為前提，兩者應相輔相成。且穩定物價工作必須在事前採行因應措施，

以減少價格波動造成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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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國屬小型開放經濟，民生物資之生產原料大多仰賴進口，而國際原

物料價格受市場供需與政經情勢影響有所波動，又是無可避免的正常現象。

但輿論媒體、民意代表與消保團體卻常存有國內商品價格有跟漲不跟跌的

印象，認為當國際原物料成本上漲時，國內產品價格會以較快速度，全額

甚至超幅上漲，以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原料價格下跌，產品價格卻僅

會以遲緩速度微幅下跌或根本文風不動，而有所謂的價格不對稱性（price 

asymmetry）問題。再加上國內農產品也常受颱風等天災影響存有季節性

波動，因此，每遇原物料價格波動（例如：小麥、黃豆）上漲，公平會與

經濟部即迭遭批評，被指責是怠忽職守，未能善盡督導物價責任，形成輿

論話題，認為政府應強力管制物價，防止商人囤積居奇壟斷物價。但在我

國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政經體系下，物價管制非但背離了市場自由競爭

機制，更傷害對人民財產權的民主保障，因而使競爭機關無所適從，施政

困窘不堪，損及執法所需之獨立性與中立性。因此，本次公平會所提出之

研究需求：「以客觀的產銷資訊與價格資料，建立物價上漲預警機制，設

定物價基準值及警戒燈號，只要商品價格波動超過基準值一定比例，即就

其供需市況，展開監控甚至主動介入調查」實屬刻不容緩之政務。1
  

歐盟、美國與日本皆有物價預警系統。歐盟執委會根據經理人對銷售

價格的預期及消費者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來監控歐元區物價以偵測通貨膨

脹的發生。美國理工學院透過網際網路，每天蒐集價格資料，進行即時監

控與估計通貨膨脹值。日本則蒐集全國三百家超市 POS(point-of-sale)系統

                                                 
1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53805/print(2015/2/6)。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53805/print(2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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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掃描器的資料，計算每日的價格通貨膨脹率。這些國家或組織的物價預

警系統，皆是以監測全國物價波動的通貨膨脹率為目的，並非針對個別商

品的物價預警。然而個別商品物價預警制度，非但可透過風險監控之角度，

調節民生物價，亦可提供案件偵查過程所需之佐證資料。以聯合行為合意

推定為例，該機制能提供市場事證（例如：成本、利潤加成與市場供需）

做為情況（間接）證據，推定業者是否涉聯合行為。 

在國際上，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個別商品物價的管制，常見以防止市

場壟斷、促進自由競爭、保障消費者福利為目的，例如，香港、OECD、

印尼、寮國、澳洲與印度等。多數 OECD 國家對電力、氣體燃料與通訊更

設有價格上限的管制。2臺灣的物價監控工作，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進行，

公平交易委員會則主管獨占事業禁止行為、聯合行為之禁止、約定轉售價

格以及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將個別商品物價預警機制用於提供市

場事證做為推理依據甚至是間接證據，以推定業者是否涉聯合行為之構想

下，公平會應如何判斷商品價格與原料成本間之聯動性？倘事業定價涉有

超額反映原料上漲幅度情事，其獲利到底是廠商壟斷所形成之長期結構問

題？還是僅是反映短期市場供需波動的 overshooting？此一overshooting是

否又涉及人為操作？值此之際，公平會直接介入商品價格之管制，是否與

公平法追求效能競爭與價格機制之規範宗旨有所扞格？3若從恪遵競爭法

主管機關執法分際，對於事業超額反映成本之漲價行為，有無另行建置合

宜規範體系之必要性？以上諸多問題，實有進行研究檢討之必要性。 

國內外建立預警機制之研究，早期使用灰色預測模型（李順成，2000）

或區別分析（Benzing, 2000），近二十年間以時間序列分析為主，包含單

                                                 
2
 請參閱第二章之說明。  

3
 前揭註，陳榮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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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 ARIMA 模型（戢桂如等，1997）及多變量的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稱 ECM）；近 5 年大數據分析當道，則多為類神經

網路（Neural Networks）與資料探勘（Data Mining）（Li et al., 2010；Cao 

et al., 2011；Karahoca et al., 2013；Li et al., 2015） 

灰色預測模型不需要明確數學模型，利用少量資料（至少 4 筆以上的

小樣本）即可進行單變量預測分析，忽略隱藏在歷史資料的訊息。區別分

析使用多個區別變數建構區別函數，根據判別函數值進行新觀察值分類，

新觀察值只能依原設定之類別進行歸類，因此只能判斷是否落在高價區。

ARIMA 為單變量之預測分析，忽略長期均衡對短期動態調整的影響。類

神經網路採用高度非線性的函數設定，結合大數據資料、人工智慧、機器

學習、統計分析，雖然可由機器自我學習找出投入變數預測產出變數的最

適當係數，但其變數間的因果關係，較難簡單量化說明。 

誤差修正模型（ECM）有多個特性優於前述提及之預警研究方法，

(1)ECM 為多變量時間序列分析，同時考量變數長期均衡關係與短期關係

之交互影響，修正 ARIMA 模型忽略長期均衡的缺點；(2)ECM 由統計檢

定客觀判斷變數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且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和邊際影響，

均能量化說明，優於類神經網路無法清楚提供邊際影響之缺點；(3)ECM

估計結果不僅能用來預測未來結果，也能設定預警門檻，修正區別分析只

能分類的缺點；(4)ECM 使用較長時期的資料，能提供更多訊息，優於灰

色預測僅利用少數資訊進行預測的缺點。 

由於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的長期關係，分析國內重

要民生必需品的短期價格變化，是否真有輿論所指稱的價格不對稱性存在？

如有，政府適當之介入時機又是如何？因此比較上述各研究法之特性後，

本研究選擇以不對稱性價格調整之誤差修正模型預測民生物資市場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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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定價格異常上漲之預警機制。模型除可檢測市場歷史價格是否存在不

對稱性調整，出現易漲難跌的特性，以期能特別監控其未來價格動向外，

也能根據預警模型殘差設定價格預警門檻。 

基於前述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考量，本研究擬從經濟分析之觀點出發，

首先探究物價波動的本質與競爭機關處理物價應有之分際；其次，則挑選

十組重要民生物資，蒐集其價格、原料成本、產銷資訊等的市場資料，以

不對稱價格傳輸之誤差修正（ECM）模型，分析產品價格是否以較快速度

或較高的幅度反映原料成本上漲，期能協助公平會建立物價預警機制；最

後，則分析可能影響市場供需及物價波動之各項因素，進而在法律層面釐

清公平法介入規範之界限，並研擬政府對超額反映成本漲價行為之可行管

制措施。研究成果除提供公平會執法之參酌外，也冀望民眾與相關主管機

關建立對於物價管制措施之應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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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物價制度研析 

第一節 價格管制 

根據 OECD 的定義，價格管制指的是由政府機關命令或民意機關立法

來訂定物品的價格。在此政策下，可能會訂定物品價格的上限或下限。價

格管制也包括一些指導方針，這些指導方針訂定了價格可以增加的幅度，

最常見的應用是租金的管制，而如何訂定價格則決定於成本、投資報酬率

及加價等。4詳言之，價格管制是政府規定某些貨物或商品可以在零售市場

或生產過程當中可以銷售的數量及價格。價格管制最常發生的地方是獨占

事業或公用事業，有時在特殊情形（如戰爭時）下也會有價格管制的措施。

贊成價格管制的人認為一些基本的物品應該是每個人都負擔的起的，反對

價格管制的人認為價格管制會阻礙投資及研發。 

試圖控制和操縱價格與工資可以說是由來已久，遠古迄今政府常會設

定價格的上限及下限。自漢摩拉比及古埃及時期的 4000 年前就有價格及

工資的管制。舊約中禁止對同胞收取貸款的利息。伊斯蘭教也有類似的規

定。中世紀的政府設定麵包的最高價錢。到了二十世紀，即便是高度經濟

自由化的美國的一些大城市（如紐約及波士頓等）也有租金的管制，有時

候也對汽油的價格管制。美國卡特政府有所謂的「自願」價格管制，英國、

挪威及丹麥等先進國家也有價格管制的機制。一般人對於物價的管制均可

以理解，即便最後無法保護消費者，價格管制還是提供了窮苦人民在艱困

時期有能力買到相關物品的希望。像禁止高利貸，就是希望幫助靠借貸度

日的人民，免於負擔過高的利率，對麵包價格的管制則是希望幫助窮人，

                                                 
4
 資料來源： Glossary of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Economics and Competition Law, 

compiled by R. S. Khemani and D. M. Shapiro, commissioned by the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Fisc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OEC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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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得以維生。對租金的管制則是希望能在對房屋的需求大於供給時，使

房客有能力租到房子，避免房東獲得暴利。  

儘管管制物價好像有些道理，但經濟學家卻一直抱持反對的態度，除

非面臨緊急的時期（如戰時）。根據 Alston et al. (1992, p. 204)中的調查，

超過七成的經濟學家完全同意如果對於房租設上限，則將會減少房屋的供

給，而且屋況也會較差。有一成多的經濟學者基本上同意，但有些許保留 。

只有不到一成的經濟學家反對。對於工資管制的調查也發現類似的結果，

只有不到一成的經濟學家同意工資管制是對付通貨膨脹有效的方法。有超

過七成的經濟學家完全反對，其餘則是有條件的贊同。 

 經濟學家反對價格管制的主要原因為價格管制將扭曲資源的配置。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費利曼曾指出經濟學家可能懂得不多，但他們知道如何

創造短缺及剩餘。就短期而言，對價格訂上限將導致短缺，對價格定下限

將導致剩餘。 

對價格的管制將導致價格系統無法正常運作使得供需均衡需要倚賴

其他的機制配合。當訂定價格上限後，供給小於需求，此時額外需求可能

需要透過某種機制來滿足，例如，先排隊者將可獲得購買的優先權。5
  

價格管制的後果會因為對物品的需求及供給彈性有所不同，有些人獲

益，有些人受害，但常都會有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的問題。產業

                                                 
5
 當美國於 1973 至 1979 年間對汽油價格管制時，採用先來先服務的作法，汽車
駕駛必須排隊等候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買到汽油。這種現象在共產國家更是屢見
不鮮，如蘇聯及東歐的共產國家，常常都有價格管制，排隊買東西極為常見。這
種價格管制方式下，消費者付出的代價不只是商品的價格，還包括等候時間的機
會成本，在如美國之類的國家，這些機會成本可能很大，加上原來的價格後，可
能還高於沒有管制下的成本，因此，就此點來說，價格管制的效益可能是小於成
本的。在蘇聯之類的國家，由於工資常也受到管制，失業率高，因此，此類的機
會成本較低，因此，價格管制的代價相對於美國可能較低。另一種可能的機制是
採用抽籤的方式，例如，公司初次公開發行時的承銷價格往往偏低，欲申購股票
者人數眾多，故實務上皆是採用抽籤的方式，中籤率常常很低。此處的承銷價格
偏低，常常也是與政府的管制有關，希望投資人不會買到太貴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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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是個重要的因素，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對價格管制的負面後果常常是

很驚人的，例如，在產品有些許差異化而相當競爭的市場中訂定價格的上

限常常會導致產品的品質變差，以美國而言，在戰爭時期（兩次世界大戰

及韓戰），食物的原料變差，製程被簡化等等皆很常見。即便政府另外訂

定品質的下限也很難真正落實並管理。 

另外一個價格上限管制的後果是，比較有錢的消費者可以賄賂供給者，

等於是變相以較高的價格取得物品，此時價格管制亦是名存實亡。供給無

法滿足需求時，排隊購物是常見的情形，此時將可能會有購物黃牛的情形。

另外，黑市買賣也會開始興盛。當然針對黃牛及黑市，政府皆可採取其他

的管制措施（如限制一次購買的數量及打擊黑市等），但是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這些措施可能無法達到功效，而且要實施這些措施也可能將花費

鉅額成本，真正有較多需求的人也無法被滿足。6
 

一、古早時期的管制 

人類自從有統治者以來就開始想辦法控制其轄內人們的經濟活動。人

們一直對某項商品的「公平合理」價格相當關切，而且許多人皆認為政府

應該維持價格的公平合理。有史以來的幾千年世界，各國的政府均試圖操

縱工資與價格。當政府操縱價格的措施失敗時常會歸責於邪惡的個人或組

織，而鮮少思考其管制的政策可能是無效的。 

更廣一點地說，人類有史以來即喜歡嘗試對經濟體做規劃，當試驗了

一段時間成效不彰後就予以棄置，而當某些事件發生後就又開始從事計畫

經濟。 

                                                 
6
 取材自 Hugh Rockoff, Price Controls,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PriceControls.html，請見其中更詳

細的說明。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PriceContro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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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一百年主要的價格管制 

資本主義的體制通常會讓市場決定絕大多數物品的價格，賣方設定一

個買方願意支付的價格，而在此價格下的成交量與價格合起來對賣方是最

有利的。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多數的政府採行的是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的態度。只有在面臨大眾基本需要的特殊物品時才會介入，以免價格完全

由利潤導向的企業決定。例如，多數採資本主義的國家，電力是基本的必

需品，對於電價制訂的方式政府還是會干預。針對水、天然氣、室內電話

等，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皆會管制，通常是給廠商一特定的報酬率，再倒

推出相關的價格。其原因在於這些物品的市場常為寡占或獨占，像汽油之

類的商品則多半沒有管制，因為通常提供汽油的廠商很多，競爭比較激烈，

比較沒有無謂損失的問題。 

價格管制也常出現於緊急時期及金融動盪的時期。在第一次及第二次

大戰的時期，參戰的國家許多都有物價管制的措施，以期穩定經濟並避免

通貨膨脹。韓戰時期，美國也有物價管制，在 1971 年 Nixon Shock 的時

期，美國總統尼克森發布Executive Order 11615 （依據 1970年的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命令九十天內物價及工資均不能變動以抑制通貨膨脹。

7這些管制已經不是針對單一物品的價格管制，而是針對整體物價水準的管

制。此為美國二戰後第一次真對物價及工資全面性的管制，而此管制最終

延續到 1973 年，最後，多數人認為這些管制是無效的。原因是許多申請

增加價格的製造商獲得允許，而被允許的原因是因為生產成本增加了。8
  

 

                                                 
7
 Yergin, Daniel; Stanislaw, Joseph (2002).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 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xon_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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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哄抬物價 

與價格管制有關的另一個現象是哄抬物價（price gouging），前者是

由政府發動，後者是由賣方發動。所謂哄抬物價是指賣方對物品所訂定的

價格遠高於合理的價格。柯林頓總統執政時，指出美國的藥廠有哄抬藥價

的情形，他們可以獲得 40 到 50%的投資報酬率，遠高於其他行業（如化

工業）。9哄抬物價通常發生於需求或供給有突發的衝擊（shock）時，例

如美國發生卡崔娜颶風後的紐奧良等。Price gouging 在美國可以當作一個

法律名詞（有此種行為是違法的），也可以當成是沒良心的漫天開價。 

美國經濟學家較少談 price gouging 這個名詞，在用到時有時指獨占廠

商將價格提高，使其享有比競爭市場下為高的價格，有時指供給者在短期

需求變動時獲得的額外好處。10儘管如此，美國競爭法基於尊重市場機制

原則，競爭機關並不管制這種傾向於榨取性濫用的管制，而是由結構面著

手，例如：管制獨占結合與掠奪性定價等結構面行為。多數的物價管制都

是由相關專責的管制機關與地方政府依據民刑事法律辦理。例如：根據美

國佛羅里達的法律，哄抬物價是一種刑事犯罪，當一個民生基本物品的供

應商在發生重大急難事件當時或預期將發生而提高價格時，就有可能犯哄

抬物價的罪，在危急事件發生前或當時取消契約或單方違約以獲得利益也

屬於哄抬價格。例如，當颶風來臨之前，如果零售商將已經購買的現存存

貨換上新的價格，而此價格又高於原來的價格，此即屬於哄抬物價。對賣

方來說需要證明增加價格為反映成本（如需要用到緊急發電機，此種電力

                                                 
9
 請參見 Franklin Allen, Richard Brealey, Stewart C. Myers,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Eleventh Edition, McGraw-Hill Companies, 2014 
10

 Lawrence Kudlow, The judicial hacker, Jewish World Review, June 1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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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較高或危急時需付出較高的薪資才能找到工人等）。11在加州則訂

定了 10%增加的上限。12
 在美國，州政府訂定禁止哄抬物價的規定是合憲

的。另外，州政府也可以訂定禁止囤積物品的規定。13截至 2008 年，美國

有 34 個州有訂定禁止哄抬物價的法令。根據美國的規定，哄抬物價的情

境包括下列三種條件：14
 

1.緊急時期：大多數的州的規定僅限於災難期間的價格變動。 

2.必需品：大多數的州的規定僅適用於維生的必需品。 

3.價格上限：法令規定限制的是價格的上限。 

由於有關價格管制及哄抬物價的實例及相關理論很多，為節省篇幅在

此不一一介紹，而將重點放在不對稱價格傳輸的部分。 

第三節 物價預警系統 

一、歐盟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下的經濟及財務事務部門(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利用質性調查資料分析並監控EU及歐元區的物價以

偵測通貨膨脹的發生。他們主要是分析兩類別的資料，第一類為在物價形

成的早期階段偵測物價的壓力，例如經理人對價格的預期。第二類包括消

費者對物價的預期，此可以顯示近年來通貨緊縮(以 Harmonis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s, HICP 衡量)對於通貨膨脹的預期影響。他們以實際資料分

析發現經理人的銷售價格預期及消費者的通貨膨脹預期可以提供有用的

                                                 
11

http://myfloridalegal.com/pages.nsf/Main/5D2710E379EAD6BC85256F03006AA2

C5?OpenDocument 
12

 Michael Giberson, The Problem with Price Gouging Laws Is optimal pricing 

during an emergency unethical? Regulation, Spring 2011. 
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ice_gouging 
14

 M. Zwolinski, The Ethics of Price Gouging,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3: 347 –37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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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價格變動的資訊，這個價格的變動是由供應鍊開始一直到最終的消費

者物價。15
 

二、美國 

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十億價格計畫」(The Billion Prices Project)提

供偵測通貨膨脹的另一種方法。該計畫主持人 Alberto Cavallo 及 Roberto 

Rigobon 教授指出：「在超過一世紀的時間中，大家用的蒐集價格的方法及

衡量價格的方法都沒怎麼改變，以美國而言，數百名政府人員到全國的零

售商及企業去記錄商品及服務的價格，而這是一種耗時耗錢的作法，以致

於能夠監控的項目有限。在這種方法下，通貨膨脹的數字僅能一個月甚至

兩個月出來一次。」，在「十億價格計畫」下兩位教授發展出一套能夠於

每天蒐集價格資料的方法，其所利用的就是網際網路。在他們的網站上有

每天的價格指數，還能夠提供即時的全球通貨膨脹估計值 。目前他們透

過七十個國家的三百個零售商監控了五百萬個項目的價格。其方法的好處

在於能更快速的提供資料。舉例來說，當 2008 年九月 Lehman Brothers 破

產後兩天，物價指數急速下跌，而他們卻能在比 CPI 宣布的更早的 2009

年一月時就預測到物價回升。16
 

三、日本 

 日本的The UTokyo Daily Price Index 計畫係於 2013年 5月 20日展開，

主持人為 Tsutomu Watanabe (University of Tokyo) 及 Kota Watanabe (Meiji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Tokyo) 。目的為發布以日為單位的消費者價格

                                                 
15

 Box I.4: What do survey data tell us about future price developments? 資料來源

網址：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eu/forecasts/2015_spring/box4_en.pdf  
16

 請見

http://mitsloanexperts.mit.edu/a-new-way-of-tracking-inflation/#sthash.KVid9o0D.d

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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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率。此係 JSPS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之

"Understanding Deflation in Japan"計畫的一部分。計算指數的資料來自於

Nikkei Digital Media Inc.。UTokyo Daily Price Index 的資料來自於超級市

場 POS (point-of-sale) 系統之掃描器。在日本全國有三百家的超市會將掃

描器的資料每天透過 Nikkei Digital Media Inc.傳輸到計畫的資料庫中。這

些資料包括每一超級市場中每項商品銷售的價格及數量。此指數包括的產

品包括食物類及家用品類，但不包括電子用品及其他消費者耐久財及服務。

總計包括 350,000 個項目，為日本官方消費者物價指數（由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發布）中涵蓋項目的兩成。UTokyo Daily 

Price Index 係於交易發生後三日發布，且為每日發布。相對於官方的數字，

其優點如下。為了要得到一能夠反映實際消費狀況的價格指數，必須要針

對銷售最好的產品取得精確的資料。日本官方通常幾年才會調查一次銷售

最好的商品。這無法反映當今市場的狀況，特別是在競爭劇烈的時期，銷

售最好的商品可能每天都不一樣。POS 資料不只包括價格，還有數量。當

天銷售量最高的產品對價格的影響也最大。此稱為 Tӧrnqvist index 。前述

由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發布的官方指數為每月

月底所發布，其數字為前一個月的指數。落差接近一個月，而 UTokyo Daily 

Price Index 落差只有三天。此指數可以協助政府公債投資人預測商品價格

的變化，而此價格的變化係 Bank of Japan (BOJ)決定貨幣政策最主要的參

考資料之一。該指數對於價格的設定者（如製造商及批發商）於產品訂價

亦有很大的助益。在 1990 年代末期，日本陷入通貨緊縮，如能有高頻率

且高精確度的價格指數資料對於偵測通貨緊縮結束（通貨膨脹開始）也有

很大的幫助。17
 

                                                 
17

 請見 http://www.canon-igs.org/en/price_u-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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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為經過追溯計算的 UTokyo Daily Price Index 於 2011 年一月到

2013 年七月的七日加權平均資料，圖中顯示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 311 大地

震發生前的通貨膨脹率為負的百分之 0.7，，地震後上升為百分之 1.5，反

應了地震後對於飲水、食物及日用品的需求大增。此圖顯示每日發布的指

數有助於偵測突發且維持期間短的價格變化。 

 

圖 2-1  Utokyo Daily Price Index，2011-2013 

資料來源：http://www.cmdlab.co.jp/price_u-tokyo/faq_e 

 

第四節 競爭法及主管機關 

 美國於上個世紀兩次大通貨膨脹分別發生於 1942 及 1950 年，突發的

通貨膨脹對經濟有重大的影響，進而引發對物價的管制，但在一般時期與

物價有關的法律主要為聯邦的反托拉斯法及州的最低價格法。許多人認為

http://www.cmdlab.co.jp/price_u-tokyo/faq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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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法律是互斥的：反扥拉斯法的目的主要為確保市場的自由競爭，但

物價管制則為干預市場。看起來好像是當有價格管制時，反扥拉斯法就偃

兵息鼓，但兩者並非互斥，原因是價格管制並沒有終止市場的運作，只是

稍微或顯著壓抑，市場仍有氣息。總是會有些地方基於競爭的力量價格會

落在上限(ceiling)以下，再者，反扥拉斯法並不只是影響價格，也涉及許多

其他的層面。18以下說明世界部分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的作法及物價管制

相關的規定。 

 

 

 

 

 

 

 

 

 

 

 

 

 

 

                                                 
18

 請見 Robert V. Faragher and Fritz F. Heimann, "Price Controls, Antitrust  Laws, 

and Minimum Price Law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9 (1954): 648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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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競爭法及主管機關在物價管制扮演的角色及相關物價管制 

國家 競爭法

主管機

關或其

相關機

關 

競爭法相

關法令 

目的 作法 物價管制 

臺灣 公平交

易委員

會 

公平交易

法 

防止物價

哄抬的聯

合行為查

處 

–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物價

監控。 

–公平交易委員會主管獨占

事業禁止行為、聯合行為之

禁止、約定轉售價格以及其

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由行政院成

立跨部會物

價監控 

美國 聯邦交

易委員

會

(Feder

al 

Trade 

Commi

ssion) 

主要為
Sherman 

Act 

1890、the 

Clayton 

Act 1914 

及 Federal 

Trade 

Commissi

on Act 

1914
19

 

反托拉斯

法應著重

於消費者

的福利及

整體效率

性 

有些企業實務作法明顯違

反規定，例如 price fixing。

此涉及企業間協議設訂價

格，如果協議是持續性的，

則稱為卡特爾。無論企業是

否因為此協議而使得利潤

增加，也不管是否協議後具

有主導市場的力量均係違

法的。 

各州均有相

關的規定，

遇到戰爭時

期，聯邦也

有管制措施 

香港 競爭委

員會

(Comp

etition 

Commi

ssion) 

競爭條例

(Competiti

on 

Ordinance

)
20

(於

2015 年底

即將實施) 

防止市場

壟斷 

過去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作

法： 

–強調價格透明化措施，包

括對零售價、超級市場之價

格及傳統市場價格的調查。 

–每週發布汽油零售價資

訊。 

請參考左側

香港消費者

委員會作

法） 

 

  

                                                 
19

 CJ Goetz, FS McChesney and TA Lambert, Antitrust Law,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5th edn 2012) 
20

 https://www.mayerbrown.com/hong-kong-competitio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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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競爭法及主管機關在物價管制扮演的角色及相關物價管制 (續) 

國

家 

競爭法主

管機關或

其相關機

關 

競爭法

相關法

令 

目的 作法 物價管制 

O

E 

C

D 

競爭委員

會

(competiti

on 

committee

) 

競爭法

及政策

之建議

及最佳

實務

(Recom

mendati

ons and 

Best 

Practices 

on 

Competi

tion Law 

and 

Policy)
21

 

禁止壟斷
22

 

部分成員國實際案例： 

–愛爾蘭 1987 年訂定存貨商

品相關規定，禁止零售商銷

售特定存貨商品的價格低於

發票價格。 

–愛爾蘭酒館於 2008 年 12 

月經由同業公會將價格凍結

一年，受到調查。 

–義大利調查於 2006 年 10 

月至 2008 年 3 月所發起的

二十六家麵糰廠商固定價格

卡特爾。 

–愛沙尼亞於 2010 年下半年

調查乳製品與麵包產業有無

卡特爾行為。 

–德國於 2010 年 1 月調查糖

果、咖啡與寵物食品業者有

無卡特爾行為。 

–加強執法降

低價格。 

–特別注意價

格下跌時期

的卡特爾行

為。 

澳

洲 

澳洲競爭

及消費者

委員會

(ACCC) 

競爭及

消費者

法 

促進市場

競爭與效

率並保護

消費者福

利，某些

產業因自

然獨占、

網路效應

以及市場

失靈而須

有相關規

範。 

–燃料價格監督機制：汽油批

發供應商有高度市場集中現

象，買賣雙方對價格透明化

失衡，故監督汽油業的價

格、成本及利潤，報導廠商

價格資訊，包括說明零售價

格的決定因素（含原油價格

及匯率等）。 

–輸配電網絡規定：規定輸電

及配電網絡費用（具自然獨

占現象）以確保消費者福利。 

–過去曾對油

電管制。 

–在糧食價格

上漲時，澳洲

競爭及消費

者委員會必

須解決違法

的反競爭行

為，但不會訂

定價格。 

 

                                                 
21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recommendations.htm 
22

 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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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競爭法及主管機關在物價管制扮演的角色及相關物價管制 (續) 

國

家 

競爭法主管機

關或其相關機

關 

競爭法

相關法

令 

目的 作法 物價管

制 

印

度 

印度競爭委員

會 

印度競

爭法 

防止反競

爭行為，促

進自由競

爭、提升消

費者福

利。 

–以兩階段方法認定市場失

靈，第一階段為事前結合管制

的檢視，第二階段為事後反卡

特爾與反濫用獨占力。 

依照不同產業的結構與行為

進行競爭分析，特別是食品、

鋼鐵、造紙、藥品及化學品等

產業。 

  

印

尼 

印尼商業競爭

監督委員會

(KPPU) 

印尼競

爭法 

防止不當

壟斷行為 

–競爭法第 5 條規定聯合行為

排除適用之規定，但此排除適

用必須經過嚴謹經濟及統計

分析。 

–如排除適用有極大之負面效

果，KPPU 將提出建議撤銷或

更改法規及政策。 

  

日

本 

日本公平交易

委員會 

日本獨

占禁止

法 

促進國家

經濟發展

及保障消

費者利益 

於 1977 年曾通過修法，主要

為： 

於獨占市場恢復競爭之作

法，企業須對日本公平交易委

員會報告說明價格上漲的原

因。 

 

新

加

坡 

新加坡競爭委

員會 

    –相關禁止有三： 

反競爭協議的禁止、濫用支配

地位的禁止、實質減損競爭結

合的禁止 

–效率最重要，消費者其次 

–不具消費者保護特色 

–非物價管制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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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競爭法及主管機關在物價管制扮演的角色及相關物價管制 (續) 

國

家 

競爭法

主管機

關或其

相關機

關 

競爭法相

關法令 

目的 作法 物價管制 

越

南 

越南貿

易部

(Ministr

y of 

Trade) 

競爭法

(Law on 

Competitio

n)
23

 

防止競

爭限

制、不

公平競

爭實務 

 

越南短期控制通貨膨脹之方

式包括： 

1.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 

2.減少公共支出及公共投資。 

3.提升製造業效率、加速出口

及節約能源。 

4.防止產品聯合調漲價格。 

 

越南解決長期通貨膨脹的方

式包括： 

1.強化控制經濟集中度，以期

能避免業者濫用市場力量； 

2.強化監督相關部門的競爭

活動以期確保競爭環境及保

障市場進入之順暢； 

3.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 

越南的

Ministry of 

Justice 指出越

南 National 

Assembly近來

將草擬新的訂

價法。主要係

針對 2002 年

的 Ordinance 

on Pricing 修

改，並創造一

全面性的價格

管理法律架構

以符合社會主

義導向的市場

經濟。24
 

韓

國 

韓國公

平交易

委員會 

獨佔管制

及公平交

易法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MRFTA)     

藉由增

加競爭

及改善

市場結

構以提

升經濟

效率及

消費者

福利    

         

      

分析南韓國內供油業者聯合

調漲油價的不對稱現象，而

獨立加油站可提升零售油品

市場價格的競爭情形。 

  

資料來源：整理自孫立群、顏家琳、杜幸峰、賴美華、胡俊賢民國 100 年 10 月 18 日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出國報告：舉辦「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高通膨時代的角色」研討會會

議報告。 

 

                                                 
23

 http://www.vietnamlaws.com/freelaws/Lw27na3Dec04Competition[XV1135].pdf  
24

 http://moj.gov.vn/en/ct/Lists/TalkingLaws/View_Detail.aspx?ItemI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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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OECD 國家的價格上限管制 

表 2-2  OECD 國家的 RPI-X 管制 

產業 

國家 
電力 氣體燃料 水業 鐵道 機場 通訊 

澳洲 V V V V  V 

奧地利 V V   V  

比利時      V 

加拿大      V 

智利 V V V    

捷克 V V     

愛沙尼亞 V V     

德國 V V   V V 

希臘       

匈牙利 V V   V  

愛爾蘭 V V   V V 

義大利 V V   V V 

以色列       

日本       

韓國       

墨西哥 V V   V V 

荷蘭 V      

紐西蘭 V V    V 

挪威 V      

波蘭 V V     

葡萄牙 V V     

斯洛伐克 V V     

斯洛維尼亞 V V     

西班牙 V V     

瑞典 V    V  

瑞士       

土耳其 V      

英國 V V V V V V 

美國      V 

資料來源：整理自 Jonathan Mirrlees-Black, Reflections on RPI-X Regulation in OECD 

Countries, Centre for Competition and Regulatory Policy (CCRP), City University London 

CCRP Working Paper No 25 (Octo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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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前著名的 Littlechild (1983)報告發表後，英國開始應用 RPI-X

形式的管制電信業，隨後擴大應用在其他與「網絡」有關的產業，包括水、

電、天然氣、機場、鐵路等。此種作法類似於價格上限管制(price-cap 

regulation)，使用 RPI-X 設定公司收入的上限。以零售價格指數(Retail Price 

Index, RPI)減去預期效率面的節省(X)，目的在提供效率節省的誘因，在預

期節省的 X的部分可以移轉給股東至少到下次討論上限時（通常為五年），

X 不只基於公司過去的績效，也決定於同產業中其他公司的績效。 

此種管制的方法導致英國產業的轉型。這種管制方式也擴及到世界許

多其他國家，許多國家也享受到相關得好處，包括成本的節省及改善誘因

機制等。此外，RPI-X 管制也促進了「網絡」產業在融資上的的變革。投

資人現在對這種方法頗為熟悉，並且實施它經常會伴隨著私有化或基礎產

業重建亦或兩者，尤其在英國特別明顯。它使得大量的資產從公部門轉向

私部門，並且促進在實體資產上的投資。這反過來創造了新的資產類別-

基礎建設-投資者開始關注於被 RPI-X 方法管制的資產(Mirrlees-Black, 

2014)。 

由表 2-2 可發現幾乎所有的 OECD 國家對於物價的上限均有管制，差

異在於管制行業數的多寡。在電業的管制國家最多，依序是氣體燃料、通

訊、機場、水業及鐵道。圖 2-2 為 OECD 國家各受管制主要行業的管制國

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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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OECD 國家受管制主要行業的管制國家數 

第六節 物價制度的經濟分析 

在經濟學的領域，不對稱的價格傳輸（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

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尤其是在農業經濟的次領域。25不對稱價格傳輸

常被視為是一種市場失靈的表現（market failure），市場失靈發生的情形

包括：市場太少、非競爭行為或市場不存在，導致無效率的分配。解決市

場失靈的方法包括課稅/補貼機制，財產權的指派及特殊定價機制。這些方

法的精神都在於創造更多的市場。這些措施可能是有效的，但如果增加市

場反而造成非凸性（non-convexities）或較少參與，則增加市場將導致獨占

行為的市場失靈。如果是屬於自然壟斷或資訊壟斷所造成的市場失靈則要

                                                 
25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現象相當普遍，主要發生於汽油、農產品、零售銀行的存
款、碳排放權等的市場中。  

21 

17 

3 2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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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非市場的手段解決。26
 

有關不對稱價格傳輸最有名的文章應為芝加哥大學教授Sam Peltzman

於 2000 年發表於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 Prices Rise Faster 

than They Fall （價格上升比下跌快）。27他指出產出價格對投入價格的增

加通常較投入價格的減少反應為快，根據他的實證結果，每三個市場就有

兩個市場有此種現象。不論是生產者的物品還是消費者的物品都有此現象。

在這兩種市場中，不對稱的反應對於成本的衝擊的反應幅度都很顯著，而

且持續性很久。平均而言，對於正向的成本衝擊，相對於負向的成本衝擊，

立即反應的幅度前者為後者的兩倍。此種差異可維持五到八個月。Peltzman 

的研究有別於過去選擇性的針對一兩個市場（如汽油及農產品等），他針

對許多產品一起研究，包括了 77 種消費者物品及 165 種生產者物品。 

此研究指出過去的經濟理論有一個缺口，Peltzman 的研究試圖彌補此

一缺口。他的研究發現，個別決策者（如連鎖超市）對於成本的衝擊沒有

不對稱反應，但是成本衝擊在經過一連串的批發配銷系統過濾後，有不對

稱的情形出現。他也發現不對稱的程度與投入價格波動度有負向的關係，

而不對稱的程度與存貨成本、價格改變的不對稱菜單成本（asymmetric 

menu costs of price changes）及不完全競爭沒有顯著的關係。詳言之，

Peltzman 指出一般說法均無法解釋不對稱價格傳輸的現象，他認為價格不

對稱傳輸是個理論上的謎。一般經濟學家給的理由均無法透過實證分析得

到證實。他指出無論是完全競爭的市場還是寡占的市場，都有不對稱價格

傳輸：當市場中有很多且不精明的消費者時有不對稱價格傳輸的現象，而

                                                 
26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M000056&q=market

%20failure&topicid=&result_number=1. 
27

 Sam Peltzman, Prices Rise Faster than They Fall,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8, No. 3 (Jun., 2000), pp. 46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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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場只有少數的幾個大的精明的玩家（產業買家）一樣也有此現象。他

在實證迴歸式中加入與存貨持有成本及菜單成本相關的代理變數後也發

現無法解釋該現象。如前所述，他只發現，當投入價格波動性大時，價格

不對稱較少。Peltzman 指出或許可以利用調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來

解釋。例如，當一產出物品的投入（如原料或人工）都是用「隨心所欲」

（at-will）的契約採購，如果原料的價格上漲，廠商可以停用此原料，基

於這種契約的性質，廠商可以以低的成本迅速解決此問題。但是，如果原

料的價格下跌，廠商要增加相關的採購，如要快速處理，則需要耗費較多

的成本（如搜尋成本等），他認為這種說法可以解釋他的實證結果。28
 

Meyer and Cramon-Taubadel (2004)針對 2004 年以前的文獻作了有關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完整回顧。29該文指出非競爭市場及調整成本為兩個解

釋不對稱價格傳輸的主要理由。作者認為第一個是顯而易見的：不對稱價

格傳輸不可能發生於競爭市場，如果一個產業永遠根據邊際成本定價，則

它們會立刻百分之百反應供應商價格的增加或減少。因此，不對稱價格傳

輸不可能發生於完全競爭的產業。因此，不對稱的定價應該與產業不夠競

爭有關，他們認為沒有人真正瞭解壟斷的市場。壟斷者利用一些詭異的方

法來遂行其市場力量。 

Kimmel (2009)延伸了前述 Peltzman 的想法，並將其擴展至所有公司，

而不論契約是否為「隨心所欲」，作者指出要為 Peltzman 解謎，需要考慮

分析市場均衡時，簡化的古典競爭市場模型（教科書及期刊文章中的模型）

                                                 
28

 Balke et al. (1998) 指出如 FIFO (first in first out)之類的會計方法可以解釋不對
稱價格傳輸。請見 Balke, N.S., Brown, S.P.A. and Yücel, M.K. (1998). Crude Oil 

and Gasoline Prices: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Economic Review, First Quarter, pp. 2-11. 
29

 Meyer, Jochen and Stephan von Cramon-Taubadel (2004). 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 A Surve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5, 581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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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世界的競爭市場是不同的。雖然在簡化的競爭市場模型中不可能出

現不對稱價格傳輸，但如果在模型中額外考慮競爭性、寡占性及獨占性就

可以使不對稱的定價變得可能發生。Kimmel 指出在實際的世界裡，價格

的改變不是對稱的：只要投入價格的增加不會使得所有廠商都離開市場，

則任何跟著漲價的廠商都可能可以獲利（只要銷售量不會大幅減少），但

是，當投入價格下跌時，沒有廠商可以獲得好處，除非其增加產量及銷量，

這些需要花費時間。Kimmel 說明要增加產量及銷量需要花時間，而減少

產量則比較不會。30
 

Ritz (2015)指出雖然不對稱價格傳輸相當常見，但在 Peltzman 的樣本

中約有三成是價格傳輸是對稱的。31有些情形下，價格上升反而比下降還

慢。32他指出不對稱價格傳輸的現象在英國的媒體有甚多的討論，許多人

認為這代表市場的競爭不夠激烈。 

Ritz 指出現有的文獻通常會宣稱標準的經濟理論無法解釋不對稱價

格傳輸，因此，這種現象表示市場失靈，同時表示經濟學教科書也失靈。

他提及 Peltzman 說到：「在標準的價格理論中，投入價格增加或減少會影

響邊際成本，產出價格會跟著對稱地調整」（p. 465），並提及「理論上

有真空」（theoretical vacuum,” p. 488）下，「不對稱可以稱為『制式事實』

（stylized fact）」。這個事實提供了學者一個重大的挑戰。Ritz 也指出

Kimmel (2009)提到價格不對稱傳輸不可能發生於簡單的競爭市場模型中。

                                                 
30

 Kimmel, Sheldon (2009). Why Prices Rise Faster than they Fall.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iscussion Paper 

EAG09-4, July 2009. 
31

 Robert A. Ritz,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Asymmetric Cost Pass -Through, Energy 

Policy Research Group (EPRG) Judge Business School &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ay 2015.  
32

 見 Ward, Ronald W. (1982). Asymmetry in Retail, Wholesale, and Shipping Point 

Pricing for Fresh Vegetabl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4, 

205-212. 及 Meyer and von Cramon-Taubade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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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pata (2009)則說明根據傳統的經濟理論，同質的公司如果做價格競爭，

則利潤會等於零，此時成本的衝擊將全數移轉到最終的價格。33
Ritz 則認

為，令他詫異的是，前述的文章都沒有仔細說明何謂「標準的」經濟理論。 

Ritz 試圖挑戰過去的文獻，其證明即使最簡單的經濟理論，只要應用

得當也可以解釋價格不對稱的現象。他的模型可以解釋為何價格在一些市

場可以強力上漲，而在另一些模型可以同樣地強力上漲或不強力的上漲。

這個結果不論是在競爭市場或在非競爭的市場都可能發生。34
 

Ritz 的理論可以簡單說明如下：假設產業中的競爭情形使得均衡價格

會受邊際成本的影響，如果均衡定價函數是線型的，則邊際成本的變動（不

管往上還是往下）將會完全轉移到價格的變動。但是，如果均衡定價函數

為成本嚴格凸函數（convex function），則由任何一點開始，一個給定數

額的成本增加，其使得價格增加的額度將會超過一個給定數額的成本下降

導致價格降低的額度。因此，在凸性的均衡價格函數下，邊際的傳輸額度

將會超過平均傳輸額度，因此，傳輸額度在高成本（高價格）的時候會比

較大。Ritz 證明這種凸均衡價格函數在競爭及非競爭市場都可能發生。在

完全競爭市場當需求函數為凸函數且供給函數為價格的凸函數時就會發

生，如果均衡定價函數為凹函數（concave function）則會發生相反的情形。 

Ritz 也解釋其與過去研究的不同，他指出過去研究許多透過兩件事情

來排除不對稱價格傳輸的可能：第一，這些研究做了一些假設使得均衡定

價成為邊際成本的線型函數（例如假設需求及供給函數均為線型），第二，

這些研究僅考慮些微的變數（即考慮微積分中 local 的現象）。Ritz 認為這

                                                 
33

 Tappata, Mariano (2009). Rockets and Feathers: Understanding Asymmetric 

Pricing.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0, 673-687. 
34

 Ritz (2015)指出他之前的理論需要倚賴非競爭的市場來證明不對稱傳輸現象，
他則能克服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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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假設都有問題。他的結論是，根據其理論可以解釋價格實證結果中不對

稱傳輸的各種現象，無論是增加傳輸，還是減少傳輸，甚至是沒有改變的

傳輸。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有如此多的文獻對於價格不對稱的研究，但初

步了解並沒有先進國家競爭機關設有預警制度管制民生必需品的跟漲不

跟跌的行為。 

一、不對稱價格傳輸的類型 

根據 Meyer and Cramon-Taubadel (2004)，我們可以根據三種準則將不

對稱價格傳輸分類。以下的說明及圖示均係參考該文。 

第一個準則指的是到底是傳輸速度還是幅度為不對稱。圖 2-1 中的 產

出價格 p
out

 係決定於投入價格 p
in

 ，在某一特定事件時間，後者可能會增

加，也可能會減少。在圖 2-3(a)中，p
in

 改變後，p
out的變化幅度係決定於

p
in

 的變化方向。在圖 2-3(b)中，重點在於速度。當然，圖 2-3(a)及圖 2-3(b)

的狀況可能同時發生，此即圖 2-3(c)。 

第二個準則係根據 Peltzman (2000)，他指出不對稱價格傳輸可分為正

向及負向。如果 p
out

 對於 p
in 的增加相對於減少的反應更快或更完整時，

他稱此為「正向」。此即圖 2-4 所示。而「負向」的價格傳輸是指 p
out

 對

於 p
in的減少相對於增加的反應更快或更完整時，此即圖 2-5 所示。該文指

出如果把正向及負向當作好壞來解釋就會導致誤解。如果 p
in

 及 p
out

 分別

代表的是一商品批發及零售的價格，負向的不對稱價格傳輸對消費者而言

是好的，而正向的不對稱價格傳輸則是不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價格的傳輸不一定是由投入的價格影響產出的價格，也

有可能因為需求的突然改變，導致產出價格的改變，進而影響投入的價格。

該文建議將正向的不對稱價格傳輸定義為：「在利潤縮小的情形下（投入

價格增加或產出價格減少），相對於利潤擴大的情況下，價格（對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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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價格及投入價格）跟隨變動的速度較快及幅度較大」。反之，則為負

向的不對稱價格傳輸。 

 

 

 

圖 2-3(a)不對稱價格傳輸之幅度 

 

 

 

圖 2-3(b)不對稱價格傳輸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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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c)不對稱價格傳輸之速度及幅度 

 

 

 

圖 2-4 正向不對稱價格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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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負向不對稱價格傳輸 

資料來源：Meyer, Jochen and Stephan von Cramon-Taubadel (2004). 

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 A Surve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5, 581-611. 

 

 

第三種分類準則為根據垂直及空間（水平）分類。所謂的垂直不對稱

價格傳輸指的是如消費者常抱怨農產品價格的增加很快會傳輸到批發價

及零售價，而當其價格的減少則很慢。所謂的空間不對稱價格傳輸是指如

美國小麥出口價格的增加，會使得加拿大出口價格的增加的速度很快，幅

度也大，相反的美國出口價格同幅度的減少，則對應的加拿大出口價格減

少的幅度較小，反應也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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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實證研究彙整（資料來源：Meyer and von Cramon-Taubadel (2004)） 

 

n

o 
作者 年 期刊 

測試方

法 

因果

性 

時間序

列 
產品 

垂直/水

平空間. 
區域 期間 

結果：不對

稱/對稱 
問題 

1 Heien 1980 AJAE level x - 

糧食生

產 

(food 

prod.) 

垂直 美國 
1960:1-1975

:12 
混合 

 

2 Ward 1982 AJAE level x - 蔬菜 垂直 美國 
 

混合 
 

3 Freebairn 1984 
RMA

E 
diff. x - 

糧食生

產 
垂直 澳洲 1971-1982 對稱 

 

4 Carlton 1986 AER diff. - - diff. 垂直 美國 
1957:1-1966

:12 
對稱 

只測試負向不

對稱 

5 
Kinnucan 

& Forker 
1987 AJAE level - - 乳製品 垂直 美國 

1971:1-1981

:12 
不對稱 自我相關 

6 
Boyd & 

Brorsen 
1988 

NCJA

E 

level/del

ta 
- - 豬肉 垂直 美國 1974-1981 對稱 自我相關 

7 Schroeder 1988 AB level x - 豬肉 垂直 美國 1983-1986 混合 
 

8 
Bailey & 

Brorsen 
1989 

WJA

E 
delta x - 

家畜

(cattle) 
水平空間 美國 

1979:6-1986

:4 
混合 無自我相關 

9 Hahn 1990 JAER diff. - - 食用肉 垂直 美國 
1980:1-1987

:3 
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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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實證研究彙整（資料來源：Meyer and von Cramon-Taubadel (2004)）(續) 

 

no 作者 年 期刊 
測試

方法 

因果

性 

時間

序列 
產品 

垂直/水平

空間. 
區域 頻率 期間 

結果：不對稱

/對稱 
問題 

10 
Pick, Karrenbrock 

& Carman 

19

90 
AB level - - 水果 垂直 美國 

1985:2-19

87:6 
混合 自我相關 10 

11 Karrenbrock 
19

91 

FRBo

SL 
delta - - 汽油 垂直 美國 

1983:1-19

90:12 
混合  11 

12 
Punyawadee, Boyd 

& Faminow 

19

91 
CJAE delta - - 豬肉 水平空間 

加拿

大 

1965:1-19

89:12 
對稱 自我相關 12 

13 Bacon 
19

91 
EE diff. - - 汽油 垂直 英國 每半個月 

1982:6-199

0:1 
不對稱  

14 Hannan & Berger 
19

91 
AER diff. - - 利率 垂直 美國 每月 

1983:9-198

6:12 
不對稱 

 

15 Appel 
19

92 
AW/S level - - 雞 垂直 德國 每月 

1973:1-198

9:12 
不對稱 

自我

相關 

16 Hansmire & Willet 
19

92  
level - - 蘋果 垂直 美國 每月 1980-1990 

 

自我

相關 

17 Neumark & Sharpe 
19

92 
QJE diff. - - 利率 垂直 美國 每月 

1983:10-19

87:11 
不對稱 

 

18 Griffith & Piggott 
19

94 
AE level - - 

食用

肉 
垂直 澳洲 每月 

1971:1-198

8:12 
混合 

自我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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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實證研究彙整（資料來源：Meyer and von Cramon-Taubadel (2004)）(續) 

 

no 作者 年 
期

刊 

測試

方法 

因果

性 

時間

序列 
產品 

垂直/水平

空間. 
區域 頻率 期間 

結果：不對稱

/對稱 
問題 

19 
Zhang, Fletcher & 

Carley 

19

95 
AB level x - 花生 垂直 美國 每月 

1984:1-199

2:7 
混合 

自我

相關 

20 
Mohanty, Peterson 

& Kruse 

19

95 

CJ

AE 
level x - 小麥 水平空間 全球 每月 

1980:1-199

0:6 
不對稱 

自我

相關 

21 v. Cramon & Loy 
19

96 

CJ

AE 
ecm x x 小麥 水平空間 全球 

每月/每

週 

1980:1-199

1:6 
對稱 

 

22 Scholnick 
19

96 

JIM

F 
ecm - x 利率 垂直 亞洲 每月 

1983:1-199

2:11 
混合 

 

23 Bernard & Willet 
19

96 

JA

AE 
level x - 

烤肉 

(broil

er) 

垂直 美國 每月 
1983:1-199

2:12 
混合 

自我

相關 

24 
Borenstein, 

Cameron & Gilbert 

19

97 
QJE 

ecm/le

vel 
- x 汽油 垂直 美國 

每週/每

半個月 

1986:3-199

2:12 
混合 

 

25 Jackson 
19

97 
RIO diff. - - 利率 垂直 美國 每月 

1983:12-19

85:11 
不對稱  

26 Schertz Willet et al. 
19

97 
AB delta x - 蘋果 垂直 美國 每月 1975-1990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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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實證研究彙整（資料來源：Meyer and von Cramon-Taubadel (2004)）(續) 

no 作者 年 期刊 
測試方

法 

因果

性 

時間序

列 
產品 

垂直/水

平空間. 
區域 頻率 期間 

結果：不對稱/

對稱 
問題 

27 
Enders & 

Granger 

199

8 
JBES 

thresho

ld 
- x 利率 垂直 美國 每季 

1958:Q1-199

4:Q1 
混合 

 

28 v. Cramon 
199

8 

ERA

E 
ecm - x 豬肉 垂直 德國 每週 

1990:1-1993:

10 
不對稱 

異質性

變異 

29 
Balke, Brown 

& Yücel 

199

8 

FRB

oD 

level/e

cm 
x (x) 汽油 垂直 美國 每週 

1987:1-1996:

8 
混合 

 

30 
v. Cramon & 

Loy 

199

9 

JfNu

S 

ecm/le

vel 
- x 小麥 

水平空

間 
全球 每週 

1980:1-1996:

3 
對稱 

 

31 
Goodwin & 

Holt 

199

9 

AJA

E 

thresho

ld 
- x 牛肉 垂直 美國 每週 

1981:1-1998:

3 
對稱 

 

32 
Frost & 

Bowden 

199

9 
JBES ecm - x 利率 垂直 

紐西

蘭 
每月 

1985:9-1996:

4 
不對稱 

 

33 
Goodwin & 

Harper 

200

0 

JAA

E 

thresho

ld 
- x 豬肉 垂直 美國 每週 

1987:1-1999:

1 
混合 

結構性

變化 

34 Peltzman 
200

0 
JPE delta - - diff. 垂直 美國 每月 1978-1996 混合 

 

35 Abdulai 
200

0 
JDE 

thresho

ld 
- x 玉米 

水平空

間 
迦納 每月 

1980:5-1997:

10 
不對稱 

 

36 
Enders & 

Siklos 

200

1 
JBES 

thresho

ld 
- x 利率 垂直 美國 每月 

1964:1-1998:

12 
混合 

 

37 
Goodwin & 

Piggott 

200

1 

AJA

E 

thresho

ld 
- x 

玉米/

大豆 

水平空

間 
美國 每天 

1992.1-1999-

3 
混合 

 



 

34 

 

表 2-3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實證研究彙整（資料來源：Meyer and von Cramon-Taubadel (2004)）(續) 

 

no 作者 年 期刊 
測試方

法 

因果

性 

時間

序列 
產品 

垂直/水

平空間. 
區域 頻率 期間 

結果：不對稱

/對稱 
問題 

38 Abdulai 2002 AE 
threshol

d 
- x 豬肉 垂直 瑞士 每月 1988:1-1997:9 不對稱  

39 
Aguiar & 

Santana 
2002 AB level x x diff. 垂直 巴西 每月 1987:1-1988:6 混合 

自我相

關 

40 

Romain, 

Doyon & 

Frigon 

2002 AB level - - 牛奶 垂直 美國 每月 1980-1997 混合 
自我相

關 

期刊: AJAE=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AME=Review of Marketing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E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CJAE=North Centr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B=Agribusiness  WJAE=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JAER=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FRBoSL=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CJAE=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E=Energy Economics  AW/S=Agrarwirtschaft Sonderheft  QJ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E=Agricultural Economics  JIMF=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JAAE=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RIO=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JBES=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ERAE=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FRBoD=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Economic Review  JfNuS=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JP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D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因果性:  X = 有因果關係檢定，  - = 無因果關係檢定 

時間序列:  X = 有單根檢定，   - = 無單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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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品特性、生產成本與產品價格 

 

第一節 總體的絕對物價與個體的相對物價 

物價分為總體的絕對物價與個體的相對物價二種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

整體物價絕對水準，範圍涵蓋所有商品。如果汽油漲價、麵包漲、沙拉油漲、

房租漲、學費漲、蚵仔煎漲、萬物皆漲，就是總體經濟的絕對價格上漲或是

所謂的通貨膨脹。顧名思義，唯一的原因就是整個國家的總供需失調，例如：

貨幣發行過多使貨幣價值降低，而貨幣又是所有商品的交易媒介，其發行數

量過多自然減損貨幣價值，需要更多貨幣才能交換到相同數量商品，也就導

致所有商品價格上漲；此外，貿易出超、政府財政赤字甚至國際物價上漲與

臺幣貶值，也會透過經濟資源流向國外或被浪費使用，使民間可用資源減少，

進而造成國內物價上漲。但重點是總供需的變化乃係涉及貨幣、外匯與財政

政策等總供需調整工具，此類政務率皆與個體的競爭政策或公平會施政無關，

公平會不宜也無力介入整體通貨膨脹之管制。  

至於相對物價則是個別商品相對其他商品價格的高低。如果萬物價格皆

不漲，只有麵粉或鮮奶漲價，這就是個體經濟上所謂的相對價格上漲，其上

漲來源完全源自該特定產業的市場供需甚至人為操作。此時，公平會責無旁

貸，自然應該對麵粉或鮮奶市場供需嚴加留意。如果單純只是因為國際小麥

或是國內生乳收購價上漲，麵粉或鮮奶價格自然應該相對上漲，讓消費者體

認小麥或牛乳已經愈來愈少，飲食習慣是到了該改變的時候。但如果漲價是

因為鮮乳或大宗穀物業者聯合壟斷市場，公平會自然應該本於反托拉斯之授

權，儘快處理聯合行為。這就是政府針對單一商品相對價格上漲應有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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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原料成本與商品價格間之聯動 

    長期以來，消費者普遍存有國內商品價格有易漲難跌的印象，特別在食

衣住行等重要民生物資方面，各界常認為當原料價格上漲時，商品價格會以

較快速度，全額甚至超幅上漲，以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原料價格下跌，

成品價格卻僅會以遲緩速度微幅下跌，甚至逆勢上漲，而有所謂的價格不對

稱性問題。因此，每遇國內外重要農工原料價格波動時，政府即迭遭批評未

能善盡督導物價責任，形成輿論話題。由於問題癥結在於：民眾在認知上受

到無商不奸的傳統觀念影響，先入為主地存在商品價格漲多跌少的印象，認

為廠商會將產品價格以較快（慢）速度反映原料成本增加（下跌）；或是在

產品售價上超額反映成本漲幅，但成本下跌時，售價卻又文風不動。但此一

印象是否果真反映國內產業結構壟斷程度過高，廠商因而得以利用原物料漲

跌獲取獨占利潤，導致物價偏高或是長期上漲？還是僅僅只是反映社會大眾

對於物價變化主觀體認所形成之相對剝奪感，如同卡尼曼（Kahneman）35的

前景理論所言：大眾基於自私心理，對於“損失”比“獲利”更為敏感，商品價格

上漲代表實質所得減少，是一種損失，實在很難接受；反之，價格調降則因

實質所得的增加，是一種獲利，則視為理所當然，因而對兩者敏感程度不同。

在價格上漲時，會體認較大痛苦；反之，在價格下跌時，則僅會有微小確幸。 

因而使民眾產生物價在反映成本波動時總是漲多跌少的主觀認知。而以

上認知其實包括兩種不同的概念：(1)產品價格是否長期間總是以較大(小）的

幅度反映物價上漲(下跌）？(2) 即使產品價格在長期間合理地反映成本，使

產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維持一個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短期動態的調整過程中，

產品價格是不是以較快（慢）速度反映原料成本上漲（下跌）？使得廠商能

夠混水摸魚，取得短期壟斷利潤。研究團隊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實證問題，宜

                                                 
35 200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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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嚴謹的計量分析，蒐集產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的實際資料進行分析，以判

定國內物價是否存在漲多跌少的現象，並進一步建立起民生物資的價格預警

制度。利用計量模型參數建立監控物價上漲的預警機制，涵蓋範圍包括各民

生必需品。為便利公平會未來作業，我們也挑選其中較為重要的 10 項商品做

為樣本，提供公平會未來作業參考之依據。具體的方法則是利用所能蒐集各

該商品產銷資料的樣本期間，作為判定產品價格上漲是否合理之基準值，並

建立燈號概念，例如：估計結果顯示：產品價格相對成本波動超過預測值一

個基準值，就算是達到黃燈，業務單位即需詳加留意市況；超出兩個基準值，

就達到紅燈，可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之職權分工處理。 

第三節 科技產品與民生產品 

研究團隊強調：在展開個別商品價格與成本分析前，最重要的準備工作

是必須釐清兩種截然不同的商品概念： 

1.創新科技產品：商品生產過程複雜，需要利用大量科技知識或是大規模機

器投資，因此，產品附加價值極高，成本僅占售價極其微小比例，例如：

半導體元件由矽土製成矽晶圓，再經數百個製程步驟，才能製作出 DRAM。

因此，矽土原料占晶圓比重極低：一個裝有 25 片晶圓的晶盒重量大約 9 kg，

至少可賣出 15 萬元，但 1kg 矽土價格卻僅 600 元。因此，這類科技產品價

格與原料價格高低無關，也不會引起社會大眾注意，其價格上漲甚至能反

映我國科技水準進步與國際競爭力提高，並進一步提高各該產業從業人員

所得，推動經濟成長。因此，是類產品價格波動與原物料成本變化幾乎沒

有任何關係，也不是本研究關切的重點。 

2.傳統民生物品：本部分的民生商品生產過程簡單且步驟不多，既不需要專

利科技甚至也可能不需要大量投資。因此，附加價值不高，原料成本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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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售價極大。例如：小麥磨成麵粉、黃豆榨成沙拉油、生乳加溫殺菌成鮮

奶、石灰土燒成水泥、原油煉成汽油、產地青菜（或砂石）運到臺北（工

地）。由於這些簡單加工品的原料成本占產品售價極高比重，且多進口自

國外，因此，每遇國際農工原料價格波動（或是颱風過後的蔬果價格上漲），

就會連帶引起國內製品價格起伏，甚至使民眾普遍產生各類物價漲多跌少

的印象，而使政府相關單位（例如：經濟部與公平會）迭遭消保團體與輿

論批評未能善盡督導物價責任，形成諸多施政困擾。 

 

基於上述兩類產品的差異與政策需要，本研究計畫主要針對第二類產品

進行研析，檢視這些大眾關切的民生必需品，是否果真有輿論所指稱的價格

不對稱性存在？並據以協助公平會建立起預警機制，以處理價格問題。具體

而言，也就是如果這些民生必需品價格之上漲，並非呈現逐步上漲之單調趨

勢，而是透過非對稱方式反映原料成本變化型態為之：當原料價格上漲時，

民生產品價格會以較快速度，全額甚至超幅上漲，以反映成本增加；反之，

當原料價格下跌，產品價格卻僅以遲緩速度微幅下跌。這時公平會就應該建

立起物價預警機制，判定公權力介入市場標準，以避免對市場機制造成不當

之人為干預。 

第四節 產品價格與原料成本 

    建立價格預警機制之具體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參考 Borenstein et al.(1997)、

Peltzman (2000)、Borenstein et al.(2002)、Bettendorf et al.(2003)、馬泰成、簡

美瑟(2011)等一系列以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稱 ECM）為

基礎的計量模型，透過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的長期關係，分析國內重要民生

必需品的短期價格變化，是否真有輿論所指稱的價格不對稱性存在？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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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適當之介入時機又是如何？該模型的優點在於：它是一個簡單易於操作

且成熟（廣為文獻採用）的計量模型。因此，相信它不會被各界質疑。基本

上，該模型主要在於探討原料成本反映於產品售價的傳導機制，如果售價超

額反映成本就代表市場上存在著不對稱價格傳導現象（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以下簡稱 APT）。 

至於研究對象的篩選，則依照下述兩項原則：(1)依據前述民生產品特性，

挑選生產過程簡單、不需要專利科技、附加價值不高、原料成本占成品售價

極大比重、輿論高度重視的民生必需品。(2) 由於公平會並未刻意針對國內物

資建立起長期的價格與產銷資料庫，因此，本研究將挑選現有具有長期價格

與產銷次級資料，可供作計量分析的商品。表 3-1 乃根據以上兩個原則，並根

據委辦處業務需要，將本研究鎖定之民生品列示如下。 

 

 

表 3-1：重要民生物資列表 

原料 成品 原料 成品 

小麥 麵粉 燃煤 水泥 

黃豆 黃豆油 水泥 預拌混凝土 

生乳 鮮奶 天然氣 瓦斯 

稻穀 白米 鋼胚 鋼筋 

玉米 飼料 廢紙 瓦楞紙板 

 

                                             



 

40 

 

  



 

41 

 

第四章 價格不對稱性預警模型之估計與實證結果 

 
本章介紹實證分析所採用之相關理論，包括單根檢定、不對稱價格傳輸

之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稱 ECM），以及實證分析結果。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採用時間序列資料進行迴歸分析前，必須先檢測變數是否為定態

（stationary）或不具有單根（unit root)，以確定同期變數間的迴歸關係並非「假

性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之關係（Granger and Newbold, 1974）。根據

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的單根檢測結果，有下列四種情況： 

Case 1：若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變數皆為定態36,37（標記為 I(0)，即序列不用差

分就是定態之意），任何衝擊只會短暫影響價格。此狀況下，直接利

用價格與成本建構迴歸模型，檢測成本對價格之影響。 

Case 2：若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皆為非定態，但差分一次後轉為定態，則屬於

I(1) 變數。一組非定態 I(1)變數的線性組合若能轉變成定態 I(0)，此時

變數間存在共整合（cointegration）關係，此即變數間之長期均衡關係

（Engle and Granger, 1987）。當價格與成本存在共整合關係，則短期

下偏離價格與成本的長期均衡關係時（存在誤差），價格均會朝長期

均衡調整（誤差修正），而任何衝擊對價格將存在永久持續之影響；

                                                 
36

 變數之均數為常數，變異數為有限值，不同期變數之共變異數為相隔期數之函數  

(陳旭昇，2013)。  
37

 非定態變數有兩種類型，一種具有固定趨勢，另一種存在隨機趨勢。具有固定趨

勢的變數只要去除趨勢即為定態。去除固定趨勢的方式有二種，第一種方法先去除

固定趨勢的影響，主要利用估計變數對時間變數的簡單迴歸，其殘差值即為去除固

定趨勢後的水準；第二種是在價格與成本的迴歸模型中納入時間變數即可。具有隨

機趨勢的變數，存在單根，必須採差分處理，方可轉為定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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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應採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稱 ECM）探討價

格與成本之關係。ECM 模型建構概念，將於 Engle-Granger 兩階段共

整合檢測與估計小節中說明。 

Case 3：若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皆為差分一次轉為定態之 I(1)變數，但不存在

共整合關係，則短期動態調整並無特定限制；只需要去除 ECM 模型

之誤差修正項，再進行短期價格動態調整分析即可。 

Case 4：若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一為差分一次轉為定態之 I(1)變數，另一者為

定態的 I(0)變數，則價格與成本 level 變數間無固定變動比例的線性關

係。 

初步檢測本研究所選民生品之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之對數值，皆屬於 I(1)

變數，故後續僅針對 Case 2 和 Case 3 進行模型設定與說明。38
 

檢測單根方法眾多，各有優缺點，並無學者一致推薦之檢測法，因此本研

究選用文獻普遍採用的 ADF 單根檢測。常見的共整合檢測有 Johansen 共整合

檢測與 Engle-Granger 兩階段共整合檢測。前者適用於變數存在一條或多條共

整合關係式的變數，後者則適用於僅有一條共整合關係的變數。由於

Engle-Granger 共整合檢測之操作與檢測理論相對簡易，再者，本研究為價格

與成本兩個變數的關係，最多僅有一條共整合關係式，因此選用相對較容易執

行的 Engle-Granger 共整合檢測。以下分別說明 ADF 單根檢測、Engle-Granger 

共整合檢測，以及價格是否易漲難跌之模型設定與檢測，和價格預警之概念。 

一、ADF 單根檢定（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Enders, 2009）  

                                                 
38

 依循 Peltzman (2000)所採用的分析方式，採用 log-log 模型，建構對數化後原料成

本與成品價格長期關係。Log-log 型式優點在於，原料成本對成品價格之邊際影響受

原料成本高低影響，並非固定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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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任何一個變數𝑋𝑡（例如，成本𝐶𝑡或價格𝑃𝑡）是否具有單根（非定態），

可選用的檢定關係式有三種：  

1.不包含截距項的隨機漫步（pure random walk） 

∆𝑦𝑡 = 𝛾𝑦𝑡−1 + ∑ 𝛽𝑖∆𝑦𝑡−𝑖−1 + 휀𝑡                                                      (4.1）

𝑝

𝑖=2

 

2.包含截距項的隨機漫步（random walk with drift） 

∆𝑦𝑡 = 𝑎0 + 𝛾𝑦𝑡−1 + ∑ 𝛽𝑖∆𝑦𝑡−𝑖−1 + 휀𝑡

𝑝

𝑖=2

                                            （4.2） 

3.包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項的隨機漫步（random walk with drift around a 

stochastic trend） 

∆𝑦𝑡 = 𝑎0 + 𝛾𝑦𝑡−1 + 𝑎2𝑡 + ∑ 𝛽𝑖∆𝑦𝑡−𝑖−1 + 휀𝑡                                 （4.3）

𝑝

𝑖=2

 

其中∆𝑦𝑡 = 𝑦𝑡 − 𝑦𝑡−1，𝛽𝑖、𝑎0、𝑎2、𝛾皆為參數，t為時間趨勢項，휀𝑡為誤

差項，p為最適落後期數，用以控制殘差項序列相關的問題。39
 

三條 ADF 單根檢定式之差異在於是否納入截距項或時間趨勢。若序列平

緩無明顯趨勢，採用檢定式（4.1），若序列潛在變化呈現上升或下降線性趨

勢，採（4.2），若序列存在非線性趨勢，則採（4.3）。40
 若實務上難以判斷，

則依循圖 4.1 之檢測流程處理（Enders, 2009）。 

                                                 
39測試不同 P 值並記錄模型之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指標=T ln(𝑆𝑆𝐸) + 2k，其
中T為樣本總數，ln(𝑆𝑆𝐸)為對數轉換後的殘差平方和，k為待估參數總數。AIC 最小者對應之
p，即為最適 p(楊奕農，2009)。  
40

 http://faculty.smu.edu/tfomby/eco6375/BJ%20Notes/ADF%20Not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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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ADF 單根檢測流程 （Enders, 2009） 

不管採用哪一條關係式，檢定變數是否有單根的虛無與對立檢測設定均

相同： 

𝐻0：𝛾 = 0  （代表變數具有單根，需要進行差分才能轉為定態）               

𝐻1：𝛾 < 0  （代表變數為定態）                  

拒絕虛無假設代表變數為定態，不存在單根（unit root）；反之，若結論

為不拒絕虛無假設，則變數為非定態，存在單根。檢定𝛾 = 0 之τ 統計量，並

非傳統的 t 分配，檢測之 P 值乃根據 MacKinnon (1994)建議的方法估計取得。 

二、Engle-Granger 兩階段共整合檢測與估計（Engle and Granger, 1987） 

兩個 I(1)變數經過一階差分後可轉為定態變數。若兩個 I(1)變數存在共整

合關係，則兩變數間仍存在一條長期均衡關係，短期下可能偏離長期均衡，

導致誤差存在，但必定存在一股力量使兩變數水準往長期均衡（誤差為 0）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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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Engle and Granger, 1987）。 

因此 Engle and Granger(1987) 的兩階段共整合檢測與估計，在第一階段採

OLS 估計兩個原始變數間之關係式，目的在於取得關係式的殘差，以檢測殘差

是否為定態。若殘差 t̂ 為定態，則根據Granger表現定理（Granger Representation 

Theorem），變數間存在共整合關係，採原始變數估計的共整合式和用誤差修

正模型估計的意義一致。因此，可採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簡

稱 OLS）估計原料成本（ tC ）與成品價格（ tP ）間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簡稱 VECM）或針對以成品價格（ tP ）為應變數之單

一條誤差修正模型（ECM）進行估計。若殘差 t̂ 不為定態，則採 OLS 估計原

料成本（ tC ）與成品價格（ tP ）差分後之向量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簡稱 VAR）或針對以差分後之成品價格（ tP ）為應變數之單一 AR 模

型。 

為了進行不對稱價格調整之檢測，本研究依循 Peltzman (2000)所採用的分

析方式，考量變數間之逐年變動量不一定為固定常數，因此採用對數型式，

估計原料成本（ln tC ）與成品價格（ln tP ）之長期關係式，以及短期價格不對

稱調整之模型。以下針對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存在共整合的情況進行說明。 

（一）採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簡稱 OLS）估計原料成本（ tC ）

與成品價格（ tP ）間之共整合關係，即長期均衡關係： 

假設原料成本（ln𝐶𝑡）和成品價格（ln𝑃𝑡）均為 I(1)，則 Engle and Granger 

(1987)之兩階段共整合檢測與估計步驟，第一階段乃估計下方之共整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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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41

 

ttt CP   lnln 10 ,                               （4.4） 

其中， t 為相互獨立且具同質變異的誤差項。 

若原料成本（ln tC ）與成品價格（ln tP ）間存在共整合關係，則（4.4）

估計具有一致性，其殘差 ttt CP lnˆˆlnˆ
10   必為定態且為偏離長期均衡的

差異量。採用前述圖 4-1 ADF 單根檢測流程，即可檢定殘差 t̂ 是否為定態。

若拒絕殘差有單根之虛無假設，表示殘差為定態，變數存在共整合關係。反

之，若不拒絕殘差有單根之虛無假設，表示殘差為非定態，變數不具共整合

關係。當殘差為非定態時，本研究採 Quandt-Andrews breakpoint test 檢測長期

關係是否存在結構變化導致殘差非定態。若檢測結果顯示結構變化點顯著，

則依所建議的結構變化點設定虛擬變數 D，重新估計納入結構變化的模型

（4.5），並再次檢測殘差是否為定態。假設 T1 點存在結構變化，則結構變化

的模型（4.5）設定如下： 

tttttt CDDCP   ln*lnln 3210 ,                    （4.5） 

其中， tD =1，若 t ≥ T1； tD =0，若 t < T1。42
 

（二）原料成本（ln tC ）與成品價格（ln tP ）存在共整合關係下之誤差修正模

型（ECM） 

                                                 
41

 若原料成本（ ln𝐶𝑡）和成品價格（ ln𝑃𝑡）均為定態，直接估計式 (4.4)即可。若兩變

數，一為定態，一為非定態，則式 (4.4)不成立。  
42

 Quandt-Andrews breakpoint test 是檢測迴歸係數穩定性的方法之一。假設有 100 筆

資料且結構變化點發生在中間 70 筆對應的某一個時間點（ t = 16 ~ 85），則

Quandt-Andrews breakpoint test 依序分別測試結構變化點為 t = 16 （設定 D=1 若 t ≥ 16）

到 t = 85（設定 D=1 若 t ≥ 85），並紀錄每次估計（4.4a）後之殘差平方和；殘差平

方和最小者對應的時間點，即為後續採用 F test 檢測結構變化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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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整合式乃變數間的長期均衡關係，「誤差修正」指價格偏離均衡關係

（ t̂ ≠0 ） 乃 短 暫 現 象 ， 長 期 下 ， 會 自 動 修 正 返 回 均 衡 關 係

（ ttt CP lnˆˆln0ˆ
10

*   ，其中 *

tP 為長期均衡價格）。43因此短期價格調

整需考慮偏離的情況。 

ECM 模型利用前一期之長期均衡偏離值（ 1
ˆ
t ）來修正本期的價格水準。

由於本研究目的，除欲進行價格預測以了解零售價格上漲是否相對成本出現

過度調漲之情況外，也希望檢測零售價格相對成本變化的調整速度，會不會

因為成本上漲或下跌而有不同？亦即問題成為：當成本上漲時，零售價格會

以較快速度，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成本下跌時，零售價格是否僅以遲緩

速度下跌，而有所謂的價格不對稱性問題。參考 Peltzman（2000）、之設定，

本研究建構價格不對稱調整之 ECM 模型，以進一步檢測成本上漲時，零售價

格反映成本變動，是否呈現價格不對稱性問題。 

價格不對稱調整之 ECM 模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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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其中， 11011 lnˆˆlnˆ
  ttt CP  ， tt CC lnln   （  tCln =0），若 0ln  tC

（ tCln < 0）； tt CC lnln   （  tCln = 0），若 tCln < 0（ tCln > 0）。

最適落後期 q，為 AIC 值最小之模型對應之 q，其中 AIC= n lnσ̂𝑢
2 +2k。此處的 

k 為模型中參數的個數， n 為有效觀測值個數，σ̂𝑢
2為（4.6） 2

u 之一致性估計

值。 

                                                 
43

 若存在結構變化，則 tttttt CDDCP ln*ˆˆlnˆˆln0ˆ
32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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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供給與需求干擾持續影響成品價格時，可能造成模型殘差相關，因此

額外加入應變數落後期的控制項。殘差若存在相關性，迴歸係數估計式雖然仍

具有不偏性和一致性，但是變異數估計值與係數的標準誤皆為有偏估計，因此

t test 和 F test 檢測結果均有誤。本研究採 LM test 檢測兩年殘差是否相關。4445
 

在式（4.6）中，如果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在長期維持如（4.4）之均衡關

係，則一旦前一期供需發生波動使實際 lnC 與 ln P 在 1t 期脫離均衡關係，

出現 0ˆ
1 t ，則在 t 期自然會有力量促使二者路徑又回到長期均衡路徑。例

如，前一期誤差為正（ 0ˆ
1 t ），隱含 1101 lnˆˆln   tt CP  ，亦即前一期價

格過高，則本期價格應調降；反之，若前一期誤差為負（ 0ˆ
1 t ），隱含

1101 lnˆˆln   tt CP  ，亦即前一期價格過低，則本期價格應調升。因此，預期

1
ˆ
t 之係數 θ 應為負，θ 絕對值大小，反映本期零售價格修正“前期實際價格（ln

1tP ）偏離均衡價格（ln
*

1tP = 110 lnˆˆ
 tC ）間差異”的比例，亦即 θ 反映調整

至長期均衡的速度。當 0ˆ
1 t ，代表前一期之C 與 P 處於長期均衡途徑。46

θ

值愈接近-1，調整速度愈快。 

三、不對稱價格調整檢測 

根據式（4.6），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之間會維持一個穩定的長期關係。

因此，該式可用於檢測：（a）價格是否長期間持續超額反映成本的上漲（H1:

                                                 
44

 附錄月資料檢測 6 個月殘差是否相關。LM test 利用(4.6)式之殘差值（ �̂�𝑡），估計

�̂�𝑡 = 𝛿0 + ∑ 𝛿𝑖�̂�𝑡−𝑖 
𝑘
𝑖=1 + (4.6 式)所有解釋變數 + 𝑣𝑡。虛無假設為 HO: 𝛿𝑖 = 0, 𝑖 =

1, 𝑘（殘差不相關），H1: 至少一個𝛿𝑖 ≠ 0, 𝑖 = 1, 𝑘 （殘差相關）。觀察本研究 10 組原

料 -成品價格相關性之落後期，年資料皆未超過 2 年，月資料則未超過 6 個月。因此，

年資料設定 k=2，月資料設定 k=6。  
45

 模型本欲納入廠商家數以控制市場結構的變化，惟相關資料難以取得。  
46

 Gujarati (2003, pp. 824-826)，Borenstein et al. (1997, pp. 314-315) 與 Bettendorf, 

Geest, and Varkevisser (2003, pp. 67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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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0, …, k）？亦即當成本上漲時，成品價格是否以較高幅度反映成

本增加；反之，當成本下跌時，成品價格僅微幅下跌或根本文風不動。此外，

亦可檢測（b）成品價格之累積反映，是否成本上漲異於成本下跌（H1:

0- 
00




k

i

i

k

i

i  ）？若兩項檢測，皆呈現不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則該項成品

並無價格不對稱問題。 

最後，值得再度強調的是：ECM 的優點在於其能考慮價格與成本間之長

期關係，當前期發生成本變化使實際價格偏離均衡水準時，在本期自然會有

力量使實際價格向均衡水準趨近。最後，成本也可能會因上漲與下跌不同的

方向（  tCln 或  tCln ），對零售價格有不同的影響程度與遞延效果。例如：

如果成本在 t 期上漲 1 美元，並在 t+1 期下跌 1 美元，此一價格持平並不意味

著零售價格會先漲後跌並回復到原先水準，或是根本不變。在價格不對稱的

情形下，零售價格甚至可能在 t+1 期及以後各期仍然繼續上漲。因此，本研究

的 ECM 模型與部分調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基本上並不相同。 

四、價格預警機制 

價格不對稱模型，除可提供歷史價格調整是否存在易漲難跌的檢測分析

外，最終目的仍在於預警用途。根據各價格不對稱調整模型之參數與殘差值，

可建立監控物價上漲的預警機制。具體的方法是以整個樣本期間作為判定產

品價格上漲是否合理之基準值，並建立燈號概念。 

根據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進行估計後，可取得模型殘差值，計算其標準

差。在殘差滿足常態分配下，殘差均值上下一個標準差的範圍，大約包含 68%

的觀察值，殘差均值上下兩個標準差的範圍，大約包含 95%的資料，而殘差

均值上下三個標準差的範圍，大約包含 99.97%的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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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誤差之變異數等於應變數之變異數，亦即 2

u =Var(u)=Var(∆𝑙𝑛𝑃)。因

此，本研究將殘差的標準差視為預警燈號的基準值。根據下一期的原料成本

資訊，以及參數估計結果，可預測下一期的成品價格變動量（式（4.6）之∆𝑙𝑛�̂�）。

若下一期實際價格變動量超過預測值一個標準差（∆𝑙𝑛𝑃 − ∆𝑙𝑛�̂� > �̂�𝑢），可設

定為黃燈，業務單位即需詳加留意市況；若是波動超出兩個標準差

（∆𝑙𝑛𝑃 − ∆𝑙𝑛�̂� > 2�̂�𝑢），就達到紅燈，可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之職

權分工處理。若無成本資料，則以樣本平均值（∆ln𝑃̅̅ ̅̅ ̅̅ ）近似∆𝑙𝑛�̂� 處理。 

第二節  年資料實證分析結果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蒐集 10 組民生品之年資料與月資料進行分析。本節說明年資料之

分析結果，月資料實證分析結果則提供於第三節。表4-1為年資料民生品項目、

資料來源和樣本資料涵蓋期間對照表。47
 

小麥、黃豆、玉米、燃煤、天然氣等原料名目價格，取自國外資料庫，

其他商品單價，則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之內

銷量與內銷價，自行計算出內銷單價（新臺幣元/公斤）。樣本資料期間，除

廢紙為 1992-2014，小麥與黃豆為 1982-2014 外，其餘皆為 1981-2014。 

國外資料，原始資料單位為美元者，均乘以美元兌臺幣名目匯率，轉換

為新臺幣元。國外天然氣原始資料單位為 US$/MMBtu，由於 1 MMBtu=1 

million BTU (British Thermal Unit)= 28.263682 m
3，因此將原始資料再除以

28.263682 轉換為每立方公尺單價。 

                                                 
47

 廢紙資料僅 12 筆，自由度低，估計結果較不精確，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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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乳資料為公平會所提供之歷年生乳收購價格，各期收購價為各期夏季、

暖季與冬季價格之平均值。未提供數據之日期，視為收購價未變動。若是當

年收購價格有多次調整，則將當年度多次收購價平均值視為該年度生乳價

格。 

二、敘述統計 

本研究針對民生用品且資料期間相對較長與較重要的分類，採名目價格

（對數值）進行分析。表 4-2 提供所有變數之敘述統計，其中變異係數為標準

差/平均值*100，乃資料單位不同或平均值大小差異太大時，可客觀衡量各變

數資料波動差異的指標。依據表 4-2 所顯示，除生乳成本相對於鮮乳售價，以

及水泥成本相對於預拌混凝土售價波動較小外，其餘民生品均呈現原料成本

波動大於成品價格波動幅度。因此，整體平均而言，成品價格波動相對原料

成本波動較為保守的情況。 

三、趨勢圖與單根檢測 

進行各民生品原料成本與成品售價的共整合檢測與短期價格動態調整分

析前，必須先檢測變數是否皆為定態或是皆為 I(1)變數。各變數的走勢圖有助

於判斷變數是否存在趨勢。圖 4-2(a)~(j) 為 10 組民生品之原料與成品名目價

格走勢圖。觀察各組價格變化走勢，有兩項發現：（1）原始資料似乎都存在

隨機趨勢，（2）除了圖 4-2(g)中的燃煤原料與水泥成品以及圖 4-2(h)水泥原料

和預拌混凝土成品外，每一組原料與成品之名目價格走向大致一致，隱含同

期原料與成品價格間可能存在穩定的關係。不過，實際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

漲跌是否存在易漲難跌的情況，則有賴共整合檢測以及價格不對稱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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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對象與年資料來源 

科別 代號 單位 原始資料定義 
資料期

間 
資料來源 

民
生
工
業 

小麥 C1 元/公斤 US$/公噸 
1982-20

14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麵粉 P1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20

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

產產品統計 

黃豆 C2 元/公斤 US$/公噸 
1982-20

14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黃豆油 P2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20

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

產產品統計 

生乳 C3 元/公斤 
為酪農收購款夏冬

與暖之平均值 

1981-20

14 
公平會提供  

鮮奶 P3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20

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

產產品統計 

廢紙 C5 元/公斤 國產中部收購均價 
1992-20

14 

商品行情網

(ht tp:/ /cip.chinatimes.com/)  

瓦楞紙 P5 
元/平方公

尺 
內銷值/內銷量 

1981-2

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

產產品統計 

農
業
育
樂 

稻穀 C4 元/公斤 稻穀(蓬萊)價格 
農糧署網站

（ http:/ /www.afa.gov. tw）  

農糧統計 -糧價及糧商資料  白米 P4 元/公斤 白米(蓬萊)零售價 

玉米 C10 元/公斤 Maize, US$/mt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飼料 P10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

產產品統計 

燃
氣
營
造 

燃煤 C6 元/公斤 Coal, Australia, $/mt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World Bank 

水泥 P6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

產產品統計 

水泥 C7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預拌 

混凝土 
P7 

元/立方公

尺 
內銷值/內銷量 

天然氣 C8 
元/立方公

尺 

為 Natural gas LNG, 

US$/mmbtu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World Bank 

瓦斯 P8 
元/立方公

尺 

國內天然氣之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

產產品統計 

電子 

機械 

鋼胚 C9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

產產品統計 
鋼筋 P9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http://www.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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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樣本年資料之敘述統計  

民生物資 單位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變異係數 個數(年) 

民
生
工
業 

小麥(C1) 元/公斤 7.779  4.918  14.209  2.794  35.91  33 

麵粉(P1) 元/公斤 13.332  9.908  22.244  2.973  22.30  34 

黃豆(C2) 元/公斤 5.635  3.449  10.273  2.004  35.56  33 

黃豆油(P2) 元/公斤 28.672  17.426  45.872  8.627  30.09  34 

生乳(C3) 元/公斤 19.695  15.985  26.173  3.093  15.71  34 

鮮奶(P3) 元/公斤 39.163  31.723  54.447  6.888  17.59  34 

廢紙(C5) 元/公斤 3.702  1.900  5.660  1.111  30.01  14 

瓦楞紙(P5) 
元/平方公

尺 12.787  9.911  17.687  2.017  15.77  34 

農
業
育
樂 

稻穀(C4) 元/公斤 17.745  12.800  23.100  2.756  15.53  34 

白米(P4) 元/公斤 26.715  21.140  36.269  4.048  15.15  34 

玉米(C10) 元/公斤 5.047  3.184  8.776  1.497  29.66  34 

飼料(P10) 元/公斤 10.581  7.765  16.300  2.774  26.22  34 

燃
氣
營
造
科 

燃煤(C6) 元/公斤 1.567  0.820  4.006  0.847  54.04  34 

水泥(P6) 元/公斤 2.065  1.454  2.355  0.213  10.32  34 

水泥(C7) 元/公斤 2.065  1.454  2.355  0.213  10.32  34 

預拌混凝土

(P7) 

元/立方公

尺 1460.676  1040.365  2124.544  292.655  20.04  34 

天然氣(C8) 
元/立方公

尺 7.177  2.977  17.344  4.435  61.79  34 

瓦斯(P8) 
元/立方公

尺 9.122  5.880  17.933  3.876  42.49  34 

電
子
機
械 

鋼胚(C9) 元/公斤 9.701  5.541  23.036  4.957  51.10  34 

鋼筋(P9) 元/公斤 12.031  7.288  25.276  4.632  38.5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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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a) 小麥與麵粉價格走勢圖  圖 4-2(b) 黃豆與黃豆油價格走勢圖 

 

 

  

圖 4-2(c) 生乳與鮮奶價格走勢圖   圖 4-2(d) 廢紙與瓦楞紙板價格走勢圖 

 

 

   

 圖 4-2(e) 稻穀與白米價格走勢圖    圖 4-2(f) 玉米與飼料價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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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g) 燃煤與水泥價格走勢圖   圖 4-2(h)水泥與預拌混凝土價格走勢圖 

 

 

 

圖 4-2(i) 天然氣與瓦斯價格走勢圖  圖 4-2(j) 鋼胚與鋼筋價格走勢圖 

 

表 4-3 提供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對數值之單根檢測與 Engle-Granger 共整

合檢測結果。表中變數之整合階次皆為 I(1)，顯示變數皆具有單根且差分一次

可轉為定態。 

進行 Engle-Granger 共整合檢測時，稻穀與白米、玉米與飼料、水泥與預

拌混凝土之長期關係式的殘差為非定態。觀察走勢圖後，進一步採用

Quandt-Andrews unknown breakpoint test，測試長期關係式是否存在一個結構

變化點導致殘差為非定態。根據 Quandt-Andrews 檢測結果，證實此三組民生

品之長期關係，確實存在結構變化。此外，燃煤與水泥價格走勢在 2000 年附

近出現較大變化，根據 Quandt-Andrews 檢測結果，2000 年也確實為顯著的結

構變化點。因此這四組商品之長期均衡關係，均根據 Quandt-Andrews 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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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變化點，重新估計長期關係式，估計後之殘差也皆轉為定態。 

長期關係式之估計結果統整於表 4-4，表格中之 Dxxxx，皆為虛擬變數，

其數值定義為：xxxx 年開始，Dxxxx=1，xxxx 年以前 Dxxxx=0。觀察表 4-4，

lnC 之係數為各成品價格之原料成本彈性，彈性越大，成品價格對原料成本波

動之反映愈敏感。鮮乳彈性最高為 1.079，彈性大於 1，表示成品價格變動比

例超過原料成本變動比例。除鮮乳之外，其餘成品價格之成本彈性大約介於

0.4～0.8。此結果也再次顯示，平均而言，成品價格波動反映原料成本波動幅

度較為保守的情況。 

白米價格與稻穀成本的長期關係，結構變化出現在 2008 年。白米對稻穀

之成本彈性在 2008 年後略降。此結構變化點主要是 2007 年受颱風影響稻作

歉收令產值下跌至新臺幣 260.9 億元的低點，故出現 2008 年糧食價格危機。

此外，稻米產量與產值和稻米種植面積相關，受稻田轉作與休耕影響，臺灣

稻米產量與產值亦下滑。2011 年起在公糧收購價格調漲也引導臺灣米價上漲 

（周孟嫻、許嘉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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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單根檢測與 Engle-Granger 共整合檢測結果 

民生物資 單位 整合階次 I(?) 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係 個數(年) 

民
生
工
業 

小麥(C1) 元/公斤 I(1) 
Yes 

33 

麵粉(P1) 元/公斤 I(1) 34 

黃豆(C2) 元/公斤 I(1) 
Yes 

33 

黃豆油(P2) 元/公斤 I(1) 34 

生乳(C3) 元/公斤 I(1) 
Yes 

34 

鮮奶(P3) 元/公斤 I(1) 34 

廢紙(C5) 元/公斤 I(1) 
Yes 

14 

瓦楞紙(P5) 元/平方公尺 I(1) 34 

農
業
育
樂 

稻穀(C4) 元/公斤 I(1) 
Yes，2008 年開始 

有結構變化 

34 

白米(P4) 元/公斤 I(1) 34 

玉米(C10) 元/公斤 I(1) 
Yes，2004 年開始 

斜率有結構變化 

34 

飼料(P10) 元/公斤 I(1) 34 

燃
氣
營
造
科 

燃煤(C6) 元/公斤 I(1) 
Yes，2000 年開始 

有結構變化 

34 

水泥(P6) 元/公斤 I(1) 34 

水泥(C7) 元/公斤 I(1) 
Yes，2001 年開始 

有結構變化 

34 

預拌混凝土(P7) 元/立方公尺 I(1) 34 

天然氣(C8) 元/立方公尺 I(1) 
Yes 

34 

瓦斯(P8) 元/立方公尺 I(1) 34 

電
子
機
械 

鋼胚(C9) 元/公斤 I(1) 

Yes 

34 

鋼筋(P9) 元/公斤 I(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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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價格與燃煤成本的長期關係，結構變化出現在 2000 年。水泥價格對

燃煤的成本彈性由 2000 年前的無彈性，略為升高到 0.231（0.090＋0.141）。

水泥產品製造過程中，煤炭支出約占總生產成本 35%，居所有生產成本之冠。

臺灣煤炭大多自國外進口，而亞太地區為全球煤炭產銷分布之主要地區，早

期國際煤價穩定，2003 年起至 2004 年，國際煤價因為中國大陸大量進口礦砂

等物資、中國大陸確保內需緊縮燃煤出口、澳洲煤輪候港及印尼煤礦罷工等

因素大幅上揚。2007 年澳洲 Dawson 礦區生產出現問題，印尼的雨季和庫存

量較低以及中國大陸冬季已屆用煤增加等因素，燃煤供應吃緊，因此煤價持

續上揚；2008 年中國大陸因為大風雪由煤炭出口國轉為淨進口國，南非因斷

電減少煤炭出口，以及澳洲因水災亦減少煤炭出口，造成亞太地區煤炭價格

更加上揚，臺灣燃煤成本快速上漲（李涵茵， 2 0 08）。國際煤炭價格在全球

經濟快速增長和能源需求增加的影響下，亞太地區燃煤價格將因供給減少及

需求增加而呈現上升趨勢。另一方面，水泥製造過程中，電力約占總生產成

本 10-15%，臺灣油電雙漲，水泥製造成本無可避免也因此上升，而油價上漲

則連帶使得預拌混凝土的運輸成本提高（涂朝順，2012）。水泥價格部分，

除燃煤價格與電價上漲影響水泥成本外，影響水泥市場價格最大的因素仍在

需求面，而需求面與總體經濟密切相關，其走勢關鍵變化請參見下方說明。 

預拌混凝土價格與水泥成本的長期關係，結構變化出現在 2001 年。預拌

混凝土對水泥價格之彈性由 2001 前的無彈性（係數不顯著）提高至 2001 年

後的 0.818（1.344－0.526）。結構變化起因自 1997 年、1998 年因河川禁採

砂石，貨源供給短缺，導致砂石價格上揚約二成，進而造成預拌混凝土價格

上升。水泥、預拌混凝土及水泥製品製造之行業均屬於「水泥及其製品製造

業」。水泥及其製品為營建業基本建材，舉凡民間房屋、公路、橋樑、機場、

水庫等工程均需投入大量水泥、預拌混凝土等。一般而言，水泥產品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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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潮、不易運輸且不易儲存，因此屬於內需型產業，其需求有 7~8 成來自

民間營建業的使用，2~3 成用於公共建設工程，因而水泥需求量主要與民間營

建業的走勢息息相關（康智強，2010）。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48，自 1999 

年起房屋建築業景氣轉趨低迷，連續三年下跌， 2001 年有 17 家建商有爆發

財務危機的可能性，金融機構對廠商採取緊縮銀根措施，營造業面臨融資困

難，除了總體經濟持續走低外，預拌混凝土、砂石等材料價格上漲，政府禁

用外勞政策實施也迫使企業以本國人力取代外勞，造成勞工成本上揚，這些

問題皆讓營造業廠商陷入虧損困境，建築推案減少，需求也趨緩，故價格走

軟（蘇美惠，2002）。2002 年起止跌回升，漲幅逐年擴大。2004 年全球經

濟復甦，國際工業原料需求強勁，國內景氣回升，價格再次走揚。此外，政

府為提振國內經濟，自 2008 年起提出多項刺激經濟方案，除了愛臺十二項建

設在 2009 年底陸續發包外，隨後又有 4 年 5000 億元的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內

容涵蓋「桃園機場捷運」、「臺中及高雄鐵路立體捷運化」、「國道拓寬擴

建」、「推動都市更新」、「整建老舊危橋」等長期發展之基礎建設)。需求

面的成長也造成水泥價格上揚。  

玉米成本與飼料價格的長期走勢雖然頗為一致，但 2004 年後飼料價格似

乎有較大漲幅、較慢跌幅，因此結構變化點出現在 2004 年。2004 年後飼料價

格對玉米成本波動較為敏感，彈性由 2004 年以前的 0.442 提高至 0.604。實務

上，飼料價格反映成本是否確實存在漲易跌難，則需進一步利用價格不對稱

傳輸 APT 模型進行檢測。 

 

  

                                                 
48
行政院主計處第 3 局第 3 科，國情統計通報，專題分析， 95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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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長期關係式之估計結果 

 
原料成本(C) 小麥 黃豆 生乳 廢紙 稻穀 玉米 燃煤 水泥 天然氣 鋼胚     

成品價格(P) 麵粉 黃豆油 鮮奶 瓦楞紙 白米 飼料 水泥 混凝土 瓦斯 鋼筋     

應變數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常數 1.521 2.063 0.451 1.990 1.257 1.545 0.745 7.534 1.073 0.800     

 [11.67]** [13.20]** [2.83]** [24.21]** [10.35]** [16.34]** [43.55]** [35.16]** [10.97]** [10.64]**     

ln C 0.525 0.742 1.079 0.430 0.695 0.442 0.090 -0.526 0.589 0.750     

 [8.14]** [8.09]** [20.13]** [6.81]** [16.12]** [7.02]** [1.48] [-1.83] [11.38]** [22.06]**     

D2004* ln C      0.162         

      [7.88]**         

D2008     3.162          

     [6.87]**          

D2008* ln C     -0.995          

     [-6.57]**          

D2001        -0.648       

        [-2.55]*       

D2001* ln C        1.344       

        [3.88]**       

D2000       -0.214        

       [-6.46]**        

D2000* ln C       0.141        

       [2.00]*        

觀察值個數 33 33 34 14 34 34 34 34 34 34     

R-squared 0.68 0.68 0.93 0.79 0.97 0.90 0.65 0.77 0.80 0.94     

註：**與*分別表示係數在1%與5%下顯著（雙尾檢測）。 

 

 

四、APT 檢測 

取得上述各組民生品之長期關係式的殘差值，即可估計成品反映原料成

本變動的 APT 模型，並檢測成品價格反映原料成本波動時，是否存在易漲難

跌的現象？49表 4-5 為各組 APT 模型估計結果。除黃豆油與瓦楞紙之成品價格

需納入應變數落後期一期來控制序列相關問題外，其餘成品價格之殘差均無

                                                 
49
針對長期均衡存在結構變化的四個群組，由於自由度太低或甚至不足，因此未進行

短期動態關係的結構變化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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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相關問題。表 4-6 統整所有民生品之價格不對稱的聯合檢測與累積效果檢

測結果。研究結果顯示：所篩選之民生品，皆無易漲難跌或易跌難漲之價格

不對稱調整問題。  

年資料短期價格調整的 APT，皆顯示成品價格變動比例小於成本變動比

例，顯示過去歷史成品價格的漲幅，相對於成本，較為保守。根據常態分配

特性，均值上下兩個標準差應包含 99.97%之觀察值，若超出此範圍可視為異

常值，此外誤差之標準差與應變數（成品價格變動）之標準差相同。因此假

設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結構未改變下，後續價格預警機制乃根據成品價格上

漲幅度是否超出均值+2 個標準差，來判斷成品價格波動是否超漲。 

 

表 4-5  APT 模型估計結果 

原料成本(C) 小麥 黃豆 生乳 廢紙 稻穀 玉米 燃煤 水泥 天然氣 鋼胚 
 
                    

成品價格(P) 麵粉 黃豆油 鮮奶 瓦楞紙 白米 飼料 水泥 混凝土 瓦斯 鋼筋 
 
                    

應變數 ΔlnP ΔlnP ΔlnP ΔlnP ln P ΔlnP ΔlnP ΔlnP ΔlnP ΔlnP ΔlnP 
 
                    

ΔlnC-(t)  0.042  0.478  0.855 0.248 0.304  0.325 -0.005  0.104  0.328  0.751 
 
                    

 [0.21] [1.52] [1.33] [6.51]** [1.06] [3.76]** [-0.08] [0.31] [1.87] [6.44]** 
 
                    

ΔlnC-(t-1) -0.028 -0.368  0.183 -0.012   0.082  0.144  0.080  0.022  0.162 
 
                    

 [-0.14] [-1.71] [0.27] [-0.09]  [1.04] [2.56]* [0.52] [0.17] [2.92]** 
 
                    

ΔlnC+(t)  0.475  0.277  0.558 0.276 0.821  0.280  0.098  0.505  0.507  0.881 
 
                    

 [1.86] [1.30] [5.94]** [2.93]* [11.90]** [2.96]** [1.56] [2.51]* [8.01]** [8.99]** 
 
                    

ΔlnC+(t-1) -0.204 -0.194  0.312  0.107   0.180  0.079  0.135  0.065 -0.020 
 
                    

 [-1.07] [-0.73] [1.62] [2.20]  [1.72] [1.53] [0.84] [0.67] [-0.30] 
 
                    

휀�̂�−1  -0.651 -0.720 -0.547 -0.354 0.07 -0.203 -0.319 -0.200 -0.186 -0.145 
 
                    

 [-3.32]** [-3.42]** [-2.73]* [-2.61]* [0.53] [-1.38] [-2.33]* [-2.46]* [-2.29]* [-1.32] 
 
                    

ΔlnP(t-1)   0.264  - 0.203 
 

     
 
                    

  [2.26]*  [-2.20] 
 

     
 
                    

Observations: 31 31 32 12 33 32 32 32 32 32                      

R-squared: 0.42 0.55 0.45 0.90 0.68 0.64 0.35 0.16 0.56 0.87                      

ε̂ 標準差 0.102 0.118 0.036 0.029 0.035 0.051 0.058 0.069 0.059 0.049                      

註: 括號[ ] 中為異質性穩健 t 統計量。**與*分別表示係數在 1%與 5%下顯著（雙尾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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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價格不對稱檢測-年資料 

APT 關係式 LM test 聯合檢測 (F test) 累積效果 

檢測 (t test) 

成品(P) 原料(C) 
H0: 2 期殘差 

無序列相關 

H0： 

iii   ,  

H0： 

0
00




k

i

i

k

i

i   

麵粉 小麥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黃豆油 黃豆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鮮奶 生乳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白米 稻穀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瓦楞紙 廢紙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水泥 燃煤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預拌混凝土 水泥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瓦斯 天然氣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鋼筋 鋼胚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飼料 玉米 無相關 無持續 APT 無累積 APT 

註: ∆ln𝑃𝑡 = ∑ 𝛼𝑖
𝑘
𝑖=0 ∆lnC𝑡−𝑖

− + ∑ 𝛽𝑖∆lnC𝑡−𝑖
+𝑘

𝑖=0 + 𝜃휀�̂�−1 + ∑ 𝛾𝑖∆ln𝑃𝑡−𝑖
𝑚
𝑖=1 + 𝑣𝑡，其中 휀�̂�−1 =

ln𝑃𝑡−1 − �̂�0 − �̂�1ln𝐶𝑡−1或 휀�̂�−1 = ln𝑃𝑡−1 − �̂�0 − �̂�1ln𝐶𝑡−1 − (�̂�2𝐷𝑥𝑥𝑥𝑥 + �̂�3𝐷𝑥𝑥𝑥𝑥 ∗ ln𝐶𝑡−1) ，則

根據表 5 各組實際之長期關係式估計結果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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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價格預警機制-年資料 

民生物品 單位 
預測 

變數 

樣本平

均∆ln𝑝̅̅ ̅̅ ̅̅  

휀�̂�−1 

係數 

黃色警戒 

(∆ln𝑃𝑡 > 0) 

紅色警戒 

(∆ln𝑃𝑡 > 0) 

價格 

不對

稱 

累積效

果 

民
生
工
業 

小麥 
元/公斤 ∆ln�̂�𝑡 0.0099 －0.651 

∆ln𝑃𝑡 − ∆ln�̂�𝑡 > 
0.102 

∆ln𝑃𝑡 − ∆ln�̂�𝑡> 
0.204 

NO NO 
麵粉 

黃豆 
元/公斤 ∆ln�̂�𝑡 0.0007 －0.720 

∆ln𝑃𝑡 − ∆ln�̂�𝑡 > 
0.118 

∆ln𝑃𝑡 − ∆ln�̂�𝑡> 
0.236 

NO NO 
黃豆油 

生乳 
元/公斤 ∆ln�̂�𝑡 0.0117 －0.547 

∆ln𝑃𝑡 − ∆ln�̂�𝑡 > 

0.036 

∆ln𝑃𝑡 − ∆ln�̂�𝑡> 

0.071 
NO NO 

鮮奶 

廢紙 元/公斤 

∆ln�̂�𝑡 0.0038 －0.354 
∆ln𝑃𝑡 − ∆ln�̂�𝑡  > 

0.029 
∆ln𝑃𝑡 − ∆ln�̂�𝑡> 

0.058 
NO NO 

瓦楞紙 
元/平方

公尺 

農
業
育
樂 

稻穀 
元/公斤 ∆ln�̂�𝑡 0.0152 0.035 

∆ln𝑃𝑡 − ∆ln�̂�𝑡 > 

0.035 

∆ln𝑃𝑡 − ∆ln�̂�𝑡 > 

0.070 
NO NO 

白米 

玉米 
元/公斤 ∆ln�̂�𝑡 0.0075 －0.203 

∆ln𝑃𝑡 − ∆ln�̂�𝑡  > 
0.051 

∆ln𝑃𝑡 − ∆ln�̂�𝑡> 
0.102 

NO NO 
飼料 

燃
氣
營
造 

燃煤 
元/公斤 ∆ln�̂�𝑡 -.0002 －0.319 

∆ln𝑃𝑡 − ∆ln�̂�𝑡 > 
0.058 

∆ln𝑃𝑡 − ∆ln�̂�𝑡> 
0.116 

NO NO 
水泥 

水泥 元/公斤 

∆ln�̂�𝑡 0.0101 －0.200 
∆ln𝑃𝑡 − ∆ln�̂�𝑡 > 

0.069 
∆ln𝑃𝑡 − ∆ln�̂�𝑡> 

0.139 
NO NO 預拌混

凝土 

元/立方

公尺 

天然氣 元/立方

公尺 
∆ln�̂�𝑡 0.0311 －0.186 

∆ln𝑃𝑡 − ∆ln�̂�𝑡  > 
0.059 

∆ln𝑃𝑡 − ∆ln�̂�𝑡> 
0.117 

NO NO 
瓦斯 

電

子

機

械 

鋼胚 

元/公斤 ∆ln�̂�𝑡 0.0164 －0.145 
∆ln𝑃𝑡 − ∆ln�̂�𝑡 > 

0.049 
∆ln𝑃𝑡 − ∆ln�̂�𝑡> 

0.099 
NO NO 

鋼筋 

註: ∆ln𝑃𝑡 = ∑ 𝛼𝑖
𝑘
𝑖=0 ∆lnC𝑡−𝑖

− + ∑ 𝛽𝑖∆lnC𝑡−𝑖
+𝑘

𝑖=0 + 𝜃휀�̂�−1 + ∑ 𝛾𝑖∆ln𝑃𝑡−𝑖
𝑚
𝑖=1 + 𝑣𝑡， 휀�̂�−1 = ln𝑃𝑡−1 − �̂�0 −

�̂�1ln𝐶𝑡−1或 휀�̂�−1 = ln𝑃𝑡−1 − �̂�0 − �̂�1ln𝐶𝑡−1 − (�̂�2𝐷 + �̂�3𝐷 ∗ ln𝐶𝑡−1) ，則根據表 4-4 各組實際之長期關係

式估計結果來計算。 

 
 

五、價格預警機制  

表 4-7 統整 10 項民生用品之黃色與紅色預警門檻：若每單位成品實際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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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格(對數值)變動量超過預測價格(對數值)變動量一個標準差，公平會應留

意市況；若是超出兩個標準差，可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之職權分工

處理。例如，若每立方公尺實際瓦斯價格(對數值)上漲超過預測價格(對數值)

變動量 0.059，公平會應留意市況；若是超出 0.117，可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與公平會之職權分工處理。以物價資訊看板平臺上之商品為例說明。使用名

目價格計算，且與前一期價格相比，因此操作容易。茲以本研究所篩選之民

生品，選擇「物價資訊看板平臺」上之零售商品進行說明。 

麵粉項目：日正中筋麵粉一公斤包裝為例，缺乏其成本資訊，但觀察其

2015 年 7/2 最高價為 50 元，最低價為 44 元，計算簡單平均價為 47 元，7/3

最高與最低價分別為 51 元和 44 元，平均價為 47.5 元。平均而言，上漲

∆ln𝑃𝑡 =ln(47.5)-ln(47)=0.01058 元，∆ln𝑃𝑡 − ∆ln𝑝̅̅ ̅̅ ̅̅ =0.01058-0.0099=0.00068 低於

黃色警戒的 0.102，因此公平會尚不需要介入。 

黃豆油項目：臺糖大豆沙拉油 3L/瓶(以沙拉油的密度50
0.9 轉換，每公升

大約 0.9 公斤，因此 3L 約為 2.7 公斤）為例，缺少其成本資訊，但觀察今年

7/1 最高價為 159 元，最低價為 104 元，計算簡單平均價為每 3 公升 131.5 元

或每公斤 16.235 元。7/2 最高與最低價分別為 159 元和 122 元，平均價為每 3

公升 140.5 元或每公斤 17.346 元。平均而言，∆ln𝑃𝑡 =ln(17.346)-ln(16.235) = 

0.0662 元，∆ln𝑃𝑡 − ∆ln𝑝̅̅ ̅̅ ̅̅ =0.0062-0.0007=0.0055 仍低於黃色警戒的 0.118，因此

公平會尚不需要介入。 

瓦斯項目：大臺北瓦斯價格為例，觀察其歷史價，價格一路下跌，僅今年 6

月每立方公尺 21.23元上漲至 7月之 21.43元。由於每立方公尺∆ln𝑃𝑡 = ln(21.43) 

- ln(21.23) = 0.00938 元，而∆ln𝑃𝑡 − ∆ln𝑝̅̅ ̅̅ ̅̅  =0.00938-0.0311 < 0，仍低於黃色警

戒的 0.059 元，因此公平會上尚不需要介入。 

                                                 
50

 不同食用油的密度並不相同，但是都在 0.9 上下，因此採 0.9g/cm
3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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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月資料實證分析結果 

本節針對 10 組民生用品之月資料 APT 模型實證分析結果進行說明。樣本

月資料涵蓋 2002/01-2015/05，共 161 筆觀察值，以下以廢紙和瓦楞紙進行詳

細說明，其餘組別之資料來源、敘述統計、月資料 APT 模型估計結果與各組

成品價格月資料之黃色與紅色預警水準則分別統整於表 4-8 至表 4-11。 

 

一、廢紙與瓦楞紙價格預警模型 

國內造紙業產品，以工業用紙為主，紙漿原料 70%為廢紙，30%為純木

漿。廢紙部分 80%為國內回收廢紙，20%為進口，故針對國產中部廢紙收購

均價與瓦楞紙價格進行分析，樣本資料期間皆為 2002/01-2015/05。廢紙成本

資料取自商品行情網 (http://cip.chinatimes.com/)，瓦楞紙價格取自經濟部

/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由內銷值/內銷量計算出每平方

公尺單價。廢紙與瓦楞紙名目價格之樣本平均值分別為每公斤 4.14 元和每平

方公尺 13.39 元，變異係數值顯示廢紙成本波動遠大於瓦楞紙零售價格波動。 

（一）趨勢圖  

圖 4-3 顯示 2002/01-2015/05，廢紙與瓦楞紙名目價格的時間數列走勢，瓦

楞紙價格漲跌走向大致反映廢紙成本的波動。此外，瓦楞紙價格反映成本波動

時，似乎也呈現下跌較緩慢的情況，是否存在易漲難跌的情況，有賴進一步樣

本資料之單根與共整合檢測。 

http://cip.chinatimes.com/)，樣本資料期間為2002/01-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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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廢紙成本與瓦楞紙名目價格之時間數列走勢圖 

 

（二）ADF 單根檢測結果與 Engle-Granger 共整合檢測  

圖 4-3 中，廢紙成本與瓦楞紙售價似乎均呈現隨機趨勢，由於後續長期均

衡與短期價格動態調整均採對數化模型建構，因此在 10%顯著水準下，採 ADF 

test，根據 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 選擇最適落後期數，進行 lnC 與 lnP 是

否具有單根之檢測。檢測結果顯示，廢紙成本與瓦楞紙價格均為 I(0)序列，兩

者之 ADF 檢測式中，僅截距項顯著，趨勢項並不顯著。 

由於廢紙成本與瓦楞紙售價皆為 I(0)序，故長期均衡關係式必然成立。然

而，估計後之殘差（휀�̂�），經 ADF 檢測，並非定態，因此進一步採用

Quandt-Andrew unknown breakpoint test 檢測模型是否存在結構變化，檢測結果

顯示，2008 年 3 月(含)以後與 3 月以前之結構有差異。此結構差異發生之可能

原因在於 2008 年及 2009 年受全球金融風暴衝擊，紙張與紙板消費量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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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到 15 年來新低。我國造紙業之產值受到紙漿供應與價格之影響，自 

2001 年全球景氣復甦以來，中國大陸對進口紙漿需求非常大，影響全球紙漿

價格走向；另一方面，因 2004 年後原物料價格及運輸持續走揚，以及美元、

加幣相繼貶值壓力，致使國際紙漿價格於 2005 年底開始上漲。至 2008 年下

半年受到全球經濟情勢反轉及金融風暴的衝擊，加上全球用紙需求受景氣影

響而呈現疲弱，導致國際紙漿用量及報價呈現大幅滑落的態勢，2009 年國內

業者進行減產而使得紙業的產、銷值均呈現大幅衰退。2010 年則是景氣復甦

造成用紙需求呈現上升的趨勢（黃啟峰等，2012）。 

根據結構變化點，定義虛擬變數 D08M03=1 （=0），若所在時間點在 2008

年 3 月(含)以後（2008 年 3 月以前）。重新估計包含虛擬變數之長期關係式，

得到（4-7）： 

ln�̂�𝑡
(標準誤)

[P 值]

= 2.197 
(0.034)
[0.000]

+ 0.252
(0.027)
[0.000]

ln𝐶𝑡 + 0.275
(0.100)
[0.006]

𝐷08𝑀03𝑡  

−0.117
(0.007)
[0.096]

ln𝐶𝑡 × 𝐷08𝑀03𝑡，   𝑅2 = 0.569        （4-7） 

 

上式之殘差（휀�̂�）經 ADF 檢測，顯示在 1%顯著水準下，휀�̂�確實為定態。 

（三）短期動態分析與價格不對稱調整檢測  

估計不對稱價格預警誤差修正模型，估計結果如式（4-8）。51在 5%顯著

水準下，式（4-8）之殘差，經 Breusch-Godfrey 序列相關之 LM Test、White

不包含自變數交互項的異質變異數檢測，證實為白噪音。 

                                                 
51

 雖然本研究所採用的 LM Test 與 White 不包含自變數交互項的異質變異數檢測顯
示殘差不存在異質變異問題，但考量不同檢測法可能存在異質變異，因此 ECM 估計
之標準誤，皆採 Newey-West 設定，求算異質變異與序列相關穩健的標準誤
(heteroscedasticity and autocorrelation robust，簡稱 H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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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式（4-8），p 值小於 10%之係數，似乎成本上漲（ΔC
+）多於成本下

跌（ΔC
-）。進一步檢測 H0： 2,1,0,  iii  以及 H0： 0

2

0

2

0


 i

i

i

i  ，顯

示國內瓦楞紙價格反映廢紙成本上漲或下跌變化之影響時，當期雖無價格不

對稱調整，但成本波動對兩期後價格之影響，呈現易漲難跌之價格不對稱現

象。不過，累積反映則未顯示瓦楞紙價格有易漲難跌的不對稱價格調整現象。

휀�̂�−1之係數反映短期價格向長期均衡調整修正的速度，為 11.9%。相關檢測結

果統整列示於表 4-8。 

∆ln�̂�𝑡
(HAC se)

[P 值]
















 
2

1

0

2

1

0 lnˆlnˆlnˆlnˆ
i

itit

i

itit CCCC  + θ̂휀�̂�−1

+ 



m

i

iti P
1

ln  

 = 0.005
(0.013)

[0.714]

 tCln + 0.034
(0.024)

[0.152]



 1ln tC − 0.010
(0.019)

[0.610]



 2ln tC  

       +0.001
(0.017)

[0.965]

 tCln + 0.045
(0.033)

[0.175]



 1ln tC + 0.065
(0.021)

[0.002]



 2ln tC    − 0.074
(0.018)

[0.000]

휀�̂�−1

+ 0.255
(0.085)

[0.003]

1ln  tP + 0.053
(0.059)

[0.368]

2ln  tP − 0.127
(0.066)

[0.056]

3ln  tP   

                       𝑅2 = 0.35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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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瓦楞紙價格不對稱調整模型之相關檢測結果 

統計檢測 統計量 自由度 P 值 

H0：6 期殘差無序列相關之 LM Test 1.082 F(6,141) 0.376 

H0：殘差為同質變異之 White Test 1.641 F(10,146) 0.100 

H0： 2,1,0,  iii   3.360 F(3,147) 0.021 

H0： 0
2

0

2

0


 i

i

i

i    H1： 0
2

0

2

0


 i

i

i

i   -1.884 t147 0.062 

H0： 000     H1： 000    0.181 t147 0.856 

H0： 011     H1： 011    -0.256 t147 0.798 

H0： 022     H1： 022    -2.33 t147 0.021 

 

（四）價格預警機制  

式（4-8）殘差之標準差為 0.018，若每平方公尺實際瓦楞紙價格對數值變

動超過預測價格對數值差異 0.018 元，即∆ln𝑃𝑡 − ∆ln�̂�𝑡 > 0.018，公平會應留

意市況；若是超出 0.036 元，即∆ln𝑃𝑡 − ∆ln�̂�𝑡 > 0.036，可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與公平會之職權分工處理。若無成本價格資訊，則以瓦楞紙對數值樣本平

均值 0.0027 取代預測價格對數值，即∆ln�̂�𝑡 ≈ 0.0027。 

二、其他民生品之月資料分析結果  

表 4-9 提供變數月資料來源。觀察表 4-10 月資料敘述統計之變異係數，

除生乳與鮮乳、鋼胚與鋼筋、水泥與預拌混凝土三組民生品之成品價格變動

高於原料成本變動幅度外，其餘民生品皆為原料成本波動大於成品價格。整

體而言，名目價格呈現原料成本波動大於成品價格的情況與年資料情況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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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月資料 

民生

品 
代號 單位 原始資料定義 資料期間 資料來源 

小麥 C1 元/公斤 US$/公噸 
2002/01 

-2015/05 
World Bank  

麵粉 P1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 

-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

業生產產品統計 

黃豆 C2 元/公斤 US$/公噸 World Bank  

黃豆油 P2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

業生產產品統計 

生乳 C3 元/公斤 
為工廠收購款夏

冬與暖之平均值 
公平會提供  

鮮奶 P3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

業生產產品統計 

稻穀 C4 元/公斤 稻穀(蓬萊)價格 農糧署網站

（http://www.afa.gov.tw）  

農糧統計 -糧價及糧商資料  
白米 P4 元/公斤 

白米(蓬萊)零售

價  

廢紙 C5 元/公斤 
國產中部收購均

價 

商品行情網

(http://cip.chinatimes.com/)  

瓦楞紙 P5 
元/平方

公尺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

業生產產品統計 

燃煤 C6 元/公斤 

Coal, Australia, 

$/mt, nominal, 

US$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World Bank 

水泥 P6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

業生產產品統計 

水泥 C7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預拌 

混凝土 
P7 

元/立方

公尺 
內銷值/內銷量 

天然氣 C8 
元/立方

公尺 

Natural gas LNG, 

US$/mmbtu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World Bank 

瓦斯 P8 
元/立方

公尺 

國內天然氣之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

業生產產品統計 

鋼胚 C9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

業生產產品統計 
鋼筋 P9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玉米 C10 元/公斤 
Maize, US$/mt, 

nominal$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飼料 P10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

業生產產品統計 

 

  

http://www.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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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樣本之敘述統計-月資料 

 

民生物資 單位 
成本/售價

%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變異 

係數 
個數(月) 

小麥(C1) 元/公斤 

50.42  

8.02  5.29  13.70  1.76  21.90  161 

麵粉(P1) 元/公斤 
15.90  10.92  25.87  3.22  20.22  161 

黃豆(C2) 元/公斤 

32.18 

11.03  6.25  17.70  2.82  25.61  161 

黃豆油(P2) 元/公斤 
34.26  21.37  53.72  7.53  21.99  161 

生乳(C3) 元/公斤 

51.92 

24.62  20.65  29.91  2.09  8.48  161 

鮮奶(P3) 元/公斤 
47.41  36.04  54.97  4.46  9.40  161 

稻穀(C4) 元/公斤 

60.48 

22.64  18.63  30.87  2.43  10.74  161 

白米(P4) 元/公斤 
37.44  32.07  43.08  2.25  6.01  161 

廢紙(C5) 元/公斤 

單位不同 

4.14  1.85  6.57  1.04  25.10  161 

瓦楞紙(P5) 
元/平方公

尺 13.39  9.83  16.27  1.26  9.43  161 

燃煤(C6) 元/公斤 

113.73 

2.41  0.99  5.17  0.86  35.84  161 

水泥(P6) 元/公斤 
2.12  1.70  2.59  0.16  7.78  161 

水泥(C7) 元/公斤 

單位不同 

2.26  2.00  2.79  0.17  7.45  161 

預拌混凝土

(P7) 

元/立方公

尺 1818.54  1525.21  2228.40  192.30  10.57  
161 

天然氣(C8) 
元/立方公

尺 

90.07 

12.05  6.40  19.57  4.26  35.35  
161 

瓦斯(P8) 
元/立方公

尺 13.38  8.14  19.07  3.04  22.73  
161 

鋼胚(C9) 元/公斤 

93.83 

15.95  7.18  27.69  3.81  23.87  161 

鋼筋(P9) 元/公斤 
17.00  8.39  29.46  4.16  24.48  161 

玉米(C10) 元/公斤 

44.96 

6.03  3.58  10.17  1.74  28.91  161 

飼料(P10) 元/公斤 
13.40  8.91  16.87  2.25  16.83  161 

註: 成本佔售價%是利用平均成本/平均售價。實際生產，投入與產出不一定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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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統整月資料 APT 模型估計結果之不對稱價格調整檢測，檢測結果

顯示：鮮奶、白米與飼料聯合檢測雖存在價格調整不對稱的情況。不過，鮮

奶的累積影響呈現易跌難漲，白米當期價格反映成本變動的情況，也是易跌

難漲。對原料成本漲價反映幅度較大的情況，飼料顯現在 1 期和 2 期後，但

累積反映，並未出現不對稱情況。最後，表 4-12 提供十組民生品黃色與紅色

預警門檻水準。 

根據表 4-12 的 10 項民生用品之黃色與紅色預警門檻：若每單位成品實際

零售價格(對數值)變動量與預測價格(對數值)變動量相差超過黃色預警門檻，

公平會應留意市況；若是超出紅色門檻，可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之

職權分工處理。例如，若每立方公尺實際瓦斯價格(對數值)上漲超過預測價格

(對數值)變動量 0.064，公平會應留意市況；若是超出 0.127，可依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與公平會之職權分工處理。以物價資訊看板平臺上之商品為例說明。

使用名目價格計算，且與前一期價格相比，因此操作容易。茲以年資料選用

之零售商品進行說明。 

麵粉項目：日正中筋麵粉一公斤包裝為例，缺乏其成本資訊，但觀察其

2015 年 7/2 最高價為 50 元，最低價為 44 元，計算簡單平均價為 47 元，7/3

最高與最低價分別為 51 元和 44 元，平均價為 47.5 元。平均而言，上漲

∆lnPt=ln(47.5)-ln(47)=0.01058 元，∆lnPt-(∆ln𝑃𝑡
̅̅ ̅̅ ̅̅ ̅)=0.01058-0.0036=0.00698 低於

黃色警戒的 0.033，因此公平會尚不需要介入。 

黃豆油項目：臺糖大豆沙拉油 3L/瓶(以沙拉油的密度 0.9 轉換，每公升

大約 0.9 公斤，因此 3L 約為 2.7 公斤）為例，缺少其成本資訊，但觀察今年

7/1 最高價為 159 元，最低價為 104 元，計算簡單平均價為每 3 公升 131.5 元

或每公斤 16.235 元。7/2 最高與最低價分別為 159 元和 122 元，平均價為每 3

公升 140.5 元或每公斤 17.346 元。平均而言，∆lnPt =ln(17.346)-ln(16.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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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2 元，∆lnPt-(∆ln𝑃𝑡
̅̅ ̅̅ ̅̅ ̅)=0.0062-0.0032=0.003 仍低於黃色警戒的 0.026，因此

公平會尚不需要介入。 

瓦斯項目：大臺北瓦斯價格為例，觀察其歷史價，價格一路下跌，僅今

年 6 月每立方公尺 21.23 元上漲至 7 月之 21.43 元。由於每立方公尺∆lnPt = 

ln(21.43) - ln(21.23) = 0.00938 元，而∆lnPt-(∆ln𝑃𝑡
̅̅ ̅̅ ̅̅ ̅)=0.00938-0.003 = 0.00638，

仍低於黃色警戒的 0.064 元，因此公平會上尚不需要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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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價格不對稱檢測-月資料 

 

APT 關係式 LM test 
APT 聯合檢測  

(F test) 

累積影響檢測 

(t test)  

成品(P) 原料(C) 
H0:殘差無

序列相關 
H0: iii   ,  H0: 0

00




k

i

i

k

i

i   

麵粉 小麥 無相關 無 APT 無 APT 

黃豆油 黃豆 無相關 無 APT 無 APT 

鮮奶 生乳 無相關 

拒絕 H0 

負向: ii   , i=1,2,6  

正向: 55    





k

i

i

k

i

i

00

  

(易跌難漲) 

白米 稻穀 無相關 

拒絕 H0  

負向: ii   , i=0,1,5 

正向: ii   , i=4 

無 APT 

瓦楞紙 廢紙 無相關 無 APT 無 APT 

水泥 燃煤 無相關 
無 APT 無 APT 

預拌 

混凝土 
水泥 無相關 無 APT 無 APT 

瓦斯 天然氣 無相關 無 APT 無 APT 

鋼筋 鋼胚 無相關 無 APT 無 APT 

飼料 玉米 無相關 

拒絕 H0 

負向: ii   , i=3 

正向: ii   , i= 1,2 

 

無 APT 

註: 1. LM test 為 6 期殘差之相關性檢測。2. APT 模型設定與年資料模型相同: ∆ln𝑃𝑡 =

∑ 𝛼𝑖
𝑘
𝑖=0 ∆lnC𝑡−𝑖

− + ∑ 𝛽𝑖∆lnC𝑡−𝑖
+𝑘

𝑖=0 + 𝜃휀�̂�−1 + ∑ 𝛾𝑖∆ln𝑃𝑡−𝑖
𝑚
𝑖=1 + 𝑣𝑡， 휀�̂�−1 = ln𝑃𝑡−1 − �̂�0 − �̂�1ln𝐶𝑡−1。

3. 若聯合檢測拒絕 H0，才會進行個別期的不對稱調整檢測，個別 APT 檢測(t test)之 H0：

0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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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價格預警機制-月資料 

民生

物品 
單位 

預測 

變數 

樣本平

均 

∆ln𝑃̅̅ ̅̅ ̅̅  

휀�̂�−1 

係數 

黃色警戒 

(∆ln𝑃𝑡 > 0) 

紅色警戒 

(∆ln𝑃𝑡 > 0) 

價格 

不對稱 

累積

效果 

小麥 
元/公

斤 
∆ln�̂�𝑡 0.0036 -0.111 

∆ln𝑃𝑡 − ∆ln�̂�𝑡 

> 0.033 

∆ln𝑃𝑡 − ∆ln�̂�𝑡 

> 0.065 NO NO 
麵粉 

黃豆 
元/公

斤 
∆ln�̂�𝑡 0.0032 -0.046 

∆ln𝑃𝑡 − ∆ln�̂�𝑡 
> 0.026 

∆ln𝑃𝑡 − ∆ln�̂�𝑡 
>0.052 NO NO 黃豆

油 

生乳 
元/公

斤 
∆ln�̂�𝑡 0.0027 -0.178 

∆ln𝑃𝑡 − ∆ln�̂�𝑡 

> 0.024 

∆ln𝑃𝑡 − ∆ln�̂�𝑡 

> 0.048 

負向： 

t-1,t-2,t-6 

正向：t-5 

負向 
鮮奶 

稻穀 
元/公

斤 
∆ln�̂�𝑡 0.0009 -0.080 

∆ln𝑃𝑡 − ∆ln�̂�𝑡 
> 0.006 

∆ln𝑃𝑡 − ∆ln�̂�𝑡 
> 0.013 

負向： 

t, t-1, t-5 

正向： t-4 

NO 

白米 
元/公

斤 

廢紙 
元/公

斤 
∆ln�̂�𝑡 0.0027 -0.056 

∆ln𝑃𝑡 − ∆ln�̂�𝑡 
> 0.018 

∆ln𝑃𝑡 − ∆ln�̂�𝑡 
> 0.036 

NO NO 
瓦楞

紙 

元/平

方公尺 

燃煤 
元/公

斤 
∆ln�̂�𝑡 0.0024 -0.085 

∆ln𝑃𝑡 − ∆ln�̂�𝑡 

> 0.020 

∆ln𝑃𝑡 − ∆ln�̂�𝑡 

>0.041 
NO NO 

水泥 

水泥 
元/公

斤 

∆ln�̂�𝑡 0.0017 -0.017 
∆ln𝑃𝑡 − ∆ln�̂�𝑡 

>0.012 

∆ln𝑃𝑡 − ∆ln�̂�𝑡 

>0.024 
NO NO 預拌 

混凝

土 

元/立

方公尺 

天然

氣 元/立

方公尺 
∆ln�̂�𝑡 0.0030 -0.165 

∆ln𝑃𝑡 − ∆ln�̂�𝑡 

> 0.064 

∆ln𝑃𝑡 − ∆ln�̂�𝑡 

>0.127 
NO NO 

瓦斯 

鋼胚 
元/公

斤 
∆ln�̂�𝑡 0.0042 -0.123 

∆ln𝑃𝑡 − ∆ln�̂�𝑡 

> 0.018 

∆ln𝑃𝑡 − ∆ln�̂�𝑡 

>0.036 NO NO 

鋼筋 

玉米 
元/公

斤 
∆ln�̂�𝑡 0.0037 -0.078 

∆ln𝑃𝑡 − ∆ln�̂�𝑡 
> 0.021 

∆ln𝑃𝑡 − ∆ln�̂�𝑡 
>0.043 

負向： t-3 

正向：t-1, 

t-2 

NO 

飼料 

註: 1. 正向與負向不對稱價格調整分別指易漲難跌與易跌難漲。2. ∆ln𝑃𝑡 = ∑ 𝛼𝑖
𝑘
𝑖=0 ∆lnC𝑡−𝑖

− +

∑ 𝛽𝑖∆lnC𝑡−𝑖
+𝑘

𝑖=0 + 𝜃휀�̂�−1 + ∑ 𝛾𝑖∆ln𝑃𝑡−𝑖
𝑚
𝑖=1 + 𝑣𝑡，휀�̂�−1 = ln𝑃𝑡−1 − �̂�0 − −�̂�1ln𝐶𝑡−1。3. ∆ln�̂�𝑡 

未知時，可以∆ln𝑃̅̅ ̅̅ ̅̅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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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針對 10 組民生品年資料與月資料進行的價格預警分析結果，成本與零售

價都存在共整合關係。各組民生品零售價格年資料與月資料之黃色預警與紅

色預警水準分別如表 4-7 與表 4-12 所示。 

觀察誤差修正係數，當係數值愈接近-1，調整速度愈快。根據表 4-7 之年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黃豆油零售價格往長期均衡調整的速度最快，修正比例

約 72%，白米最低，不到 5%，水泥、鋼筋與鮮奶也較緩慢，均低於 20%。在

5%顯著水準下，本研究所挑選的民生物品則皆無易漲難跌之 APT 情況，且成

品價格變動比例相對於成本變動比例保守，以「物價資訊看板平臺」上對應

之零售商品進行漲幅分析，也均未超出殘差所建議之紅色警戒。 

根據表 4-12 之月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鮮奶、瓦斯與鋼筋往長期均衡調整

的速度相對較快，但修正比例均低於 20% ，預拌混凝土最慢，不到 2%。在

5%顯著水準下，本研究所挑選的 10 項民生物品累積價格調整皆無易漲難跌之

APT 情況，以年資料分析選取之「物價資訊看板平臺」上對應之零售商品，

再次進行漲幅分析，也均未超出殘差所建議之紅色警戒。 

比較表 4-7 年資料黃色預警門檻和表 4-12 月資料的黃色預警門檻，可發

現月資料的價格波動幅度較小，因此月資料的黃色預警門檻也相對較年資料

低。因此，實際進行物價漲幅比較時，若為一般日資料或月資料，建議與月

資料的預警門檻比較，若為季資料或年資料，則採用年資料的預警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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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價格不對稱與預警制度的經濟與法律意義 

 

第一節 價格不對稱與預警制度的經濟意義 

 前述計量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篩選之民生品均不呈現 APT，此一事證雖

對我國市場競爭機制與公平會施政提出若干支持，但 APT 是否能 100%掌控

市場獨占力？公平會是否能完全仰賴預警機制管制市場競爭？其實並不盡然，

否則世界各國早已普遍實施預警制度，APT 分析並早已成為各競爭機關之制

式指導原則。為進一步研究這些議題，本研究嘗試以當前我國政經發展環境

為背景，分析 APT 的政策意義與執法上之適用性，希望能提供若干建議供公

平會參考。 

一、價格不對稱的原因 

依據 Meyer et al. (2004)針對文獻所整理的結論，APT 出現的原因大致分

為兩點：(1) 市場壟斷導致產品漲價，競爭機關應及時處理；(2) 經濟成長或

通貨膨脹過程中，廠商為減少菜單成本(menu cost）之定價行為。但此一經營

行為符合市場效率原則，競爭機關不需特別留意。 

1.市場壟斷：依據 Meyer et al. (2004)整理，社會大眾面對 APT 最直覺的反應

就是寡頭壟斷。事實上 Borenstein et.al. (1997)、Balke et al. (1998)、Brown and 

Yucel (2000)、McCorriston (2002)等文獻也指出：獨占廠商利用原料成本發生

漲跌波動之際，濫用市場力量提高產品售價，就是形成事業 APT 的主要原因。

然而 Meyer et al. (2004)則提出相對保守看法，認為前述理論過於武斷與民粹。

APT 原因甚多，並非只有市場獨占所能解釋，例如：他們認為所有 APT 之研

究都是針對單一商品（或市場）的時間數列資料進行研究，除非市場壟斷發

生在研究者所引用之樣本期間之內，否則價格上漲的卡特爾行為根本無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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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於 APT 之內。他們甚至進一步引用 Ward (1982)看法認為：市場壟斷不但不

會造成 APT（跟漲不跟跌），反而會導致負向的 APT（跟跌不跟漲）。原因

在於：寡占廠商不願意冒著提高價格所造成市占率減少之風險。 

2. Menu cost：依據Ball and Mankiw (1994) 的研究，在其他情形不變的前提下，

如果原料成本增加（減少），產品價格理當隨之上漲（下跌）。但在現實世

界，廠商調整產品售價往往需要支出相當的交易成本（也就是所謂的 menu 

cost），例如：更改報價單與價目表、改變會計系統、通知下游客戶…，無不

需要花費資源。依據 Levy et al. (1997)與 Dutta et al. (1999)統計，menu cost 約

占美國零售市場廠商利潤的 27%-35%之間。再加上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國

總體物價水準多呈穩定上漲之勢。此時，即使個別商品(例如：冷氣)價格長期

維持不變，但相對其他物品或勞務（例如：按摩）而言，冷氣相對價格已然

自動下跌。52因此，在效率市場的前提下，如果原料成本下降 3%，廠商基於

競爭壓力，本應降低產品售價，以維持產品競爭力。但因總體物價本呈長期

上漲趨勢（例如：每年通貨膨脹率 5%），如廠商仍維持原本產品售價，不相

映降低，但實質上，其產品價格相對整體物價已然下跌 5%－3% = 2%。因此，

維持原價不反映原料成本降低，非但能節省 menu cost 等交易成本，有時還能

達到實質降價目的。反之，當原料成本增加，其產品售價原本就應上漲，再

加上整體物價又呈長期上漲，更使其心目中理想的產品售價較實際價格高出

許多。此時，即使調漲產品售價必須支付額外交易成本，但廠商仍必須立即

反映。往來之間，自然形成各界對廠商跟漲不跟跌的非對稱上漲印象。 

                                                 
52

 例如：冷氣於 1970 年代價格與目前價格相差不多，但卻只有富豪人家才有能力消

費 (「我在冷氣房裡長大的！」是當時富家子女常掛在嘴邊的說詞 )；反之，當時上海

浴室按摩則屬於大眾消費 (百元有找 )。但隨著經濟成長與勞動所得 (勞動價格、勞動

成本 )提升，洗腳按摩因屬勞力密集行業，其價格自然水漲船高 (千元以上 )，最後，

冷氣絕對價格雖然沒有太大變化，但其相對價格卻也下降到平民階級所能消費之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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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原因：除了上開兩項因素外，APT 也往往與產品特性（例如：是否易於

腐壞）與存貨控管等因素有關。但 Meyer et al. (2004)強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政府的保證收購與價格支持等農業政策。按各國針對農業，大多訂有

保證收購等價格下限政策，Kinnucan and Forker (1987)因而認為農產品價格支

持計畫，往往會使中間商人認為價格下跌只是暫時的，因為政府為維持農民

所得，會馬上啟動保證收購等價格干預措施，使價格回穩。反之，價格上漲

則多屬長期持續現象(因為政府不會採取措施打壓農產品價格)。因此，廠商為

節省 menu cost 會很快地反映成本增加，但卻僅以遲緩速度反映成本下跌。 

二、價格不對稱的應用有其限制因素 

APT 分析雖能利用簡單可操作之門檻，做為公平會初步判斷是否介入物

價查處之依據，有助於區分廠商調價行為是否涉及公平法規範或純屬供需變

化所導致之經營行為，以節省行政調查成本。但就執法實務言，APT 絕不能

取代公平會的調查、分析與斷案功能。如欲精準判定聯合行為，尚有賴辦案

人員綜合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就水平競爭與垂直供應鏈關係、市場競爭型

態、成本結構與其他重要變數如匯率變動、油電漲價等因素整體考量。易言

之，建立在價格不對稱的預警制度其實就是一個測量是否發燒的溫度計。但

發燒只是反映人體防禦機制的一種症狀結果，原因甚多，甚至有時人體可以

透過發燒促進新陳代謝，使感冒自然消失。因此，本研究強調如果市場資料

顯示 APT 存在並不代表獨占或壟斷，最多只能顯示：市場價格反映超出(或低

於)原料成本變化幅度，使市場供需在短期內產生 overshooting。至於 APT 是

否涉及人為操作？是否為廠商壟斷導致之長期結構問題？尚有賴公平會進一

步掌握足夠的證據，以判斷 APT 是否源自事業聯合壟斷市場的合意行為。更

何況依據 Meyer et al. (2004)針對 40 篇論文所探討的 205 件個案所作之統合分

析（Meta-analysis）顯示：APT 存在的比例達 48%（99 件）。但經過他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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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這些個案因資料共線性、觀察期間、樣本頻率與結構變化等因素影響，

往往導致估計結果產生偏誤。此時，在市場不存在 APT 的虛無假設下，單憑

計量結果證明市場聯合是否存在，至少涉及兩項執法錯誤： 

（Type I error）APT 存在但市場沒有壟斷： 

(1) 市場價格變化除反映原料成本所形成之供給變化外，還包括市場需求波動，

亦即 APT 也有可能是反映需求增加所形成之衝擊，例如：當原料價格下跌或

上漲時正逢市場需求增加，統計資料自然會顯示 APT 存在。 

(2) 事業利用 APT 減少 menu cost：在總體物價長期上漲的趨勢下，事業定價

總是傾向反映（不反映）原料價格上漲（下跌）。 

 （Type II error）APT 不存在但市場有壟斷： 

值得注意的是，APT 不存在並不代表市場沒有壟斷。依據 Bolotova and 

Novakovic (2012)、Ma (2007)與 Meyer et al. (2004)研究，此一現象多數發生於

政府管制下的特定市場。例如：Bolotova and Novakovic (2012)以美國紐約州管

制鮮乳價格不得超出生乳成本的 200%的措施為例說明：政府為保護酪農與消

費者，規定鮮乳定價不得超出進貨成本的一倍，以限制經銷商中間利潤不得

超出進貨成本。但此一規定卻形成業者聯合壟斷的 focal point，亦即所有業者

均以生乳價格的 200%定價，即使當逢需求淡季乳品價格加成理當調降時，業

者卻也是以成本加成一倍的方式定價。此時，生乳價格的 200%反而成為業者

聯合壟斷市場的標的價格。但弔詭的是：任何計量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必定顯

示 APT 不存在於受管制的牛乳市場。其理甚明：生乳價格調漲（價）一元，

市場價格就馬上調漲（價）二元。 

（小結） type II error 多數發生於政府管制的市場，判斷容易不至於引起公平

會執法困擾，問題真正癥結還是在於 type I error：APT 存在但市場沒有壟斷。

因此，Azzam (1999) 指出：即使當前文獻能精確指出 APT 是否存在，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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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能有學者能以計量分析 100%證明 APT 與聯合行為間的關聯性。但即使

如此，由於 APT 誤差多集中於 type I error，並能利用簡單可操作之分析，提

供公平會初步市場事證，確實可以做為一個預警機制，以協助公平會處理物

價案件。 

總之，公平會可透過 APT 的預警結果，決定是否立案進行調查；但 APT

仍無法全然保證價格變化是否源自廠商壟斷。如欲精準判定聯合行為，仍有

賴執法機關通盤考慮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特別是 APT 屬於數量分析，成功

與否端賴主管機關能否掌握大量時間數列及橫斷面之市場資訊，例如：經濟

學者 Harrington (2006) 在如何偵測價格卡特爾所作之研究曾指出：執法機關

如欲減少誤判風險，就必全面蒐集產品價格、原料成本的與產業結構資料，

清楚認知 (1)廠商行為本質；(2)廠商行為變化；(3)其他廠商或產業之比較；(4)

判斷利潤高低。而以上均與 APT 與執法機關所掌握之資料品質息息相關。更

何況在默契性聯合壟斷案件中，執法者在無法取得書面協議等直接證據的情

況下，如欲單憑便利機制（facilitating practices）等間接證據，能將廠商繩之

以法。首要之務，就必須能並充分瞭解涉案廠商之價格與成本資料，進行正

確的價格不對稱分析，並進一步取得各項行為及目的要件。研究團隊即希望

公平會能藉著民生物資價格預警系統之建立，長期持續地蒐集市場的產銷及

價格資料，在處理價格案件時，能掌握機先，在誤判風險最小的前提下，取

得推定廠商合意的間接證據。 

第二節 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 

雖然我國公平會公平法第 25 條之授權，競爭機關或有權限可管制事業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漲價行為。但依據各國作法與我國公平

會執法趨勢顯示：競爭機關對價格之管制，大多尊重專責的管制機關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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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類似 25 條整合管制（hybridized approach）的作法則不多見，並將其視為一

種在「非常時期（例如：921 大地震）」方能採行之「非常手段（管制水塔定

價）」。再加上，以 APT 為基礎之預警制度又偏重於水平競爭與垂直交易無

涉。因此，以下僅以競爭機關處理聯合行為與獨占的觀點，分析 APT 之適用

性。 

一、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聯合行為 

自公平交易法實施以來，國內事業已逐漸瞭解聯合漲價是非法行為，為

規避政府規範，即使有合意壟斷市場的行為，也逐漸化明為暗或轉成默契性

的一致性行為（馬泰成、洪德昌，2001）。由於一致性行為沒有公開合意等

直接證據，僅有卡特爾為貫徹減產紀律的「促進資訊透明」與「懲罰欺騙行

為」等便利機制（facilitating practices），在法庭上作為證明合意存在之間接

證據，因此，證據力較弱。但依據我國最高法院判例有關證據認定之見解：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

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

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始為合法。」

此時，便利機制（例如：中油與台塑公開漲價資訊）雖僅能用以證明間接事

實的存在與否，並據以推論他項事實（促進市場資訊流通讓競爭對手知道自

己將漲價，並請對手跟漲）。但只要便利機制等間接事實能符合推理管道（例

如：APT），並在不違背經驗法則的情形下，其實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此時，APT 雖不能做為證明業者有公開合意的直接證據，也不是可

以做為間接證據的便利機制；但 APT 至少能提供執法機關做為證明犯罪的推

理依據，其執法意義遠高於形式上的價格平行行為。原因在於：「即使原料

價格下跌，但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仍然不變或甚至同時上漲（APT）」相較「所

有廠商的產品定價同時上漲（平行行為）」在證明一致性行為存在的推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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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似較後者更能明顯地、一致地指向共謀壟斷之犯罪事實。 

總之，執法機關在審理價格案件時，如果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事業聯合壟

斷價格之事實，必須將法條作適度的延伸，方能利用間接證據證明聯合合意，

就必須對 APT 作為推理管道以支持間接證據的證據力，採取較嚴格的標準。

但只要執法機關能將所有有利於被告的疑點排除後，發現合意壟斷之限制競

爭因素確實是 APT 現象之「唯一合理解釋」，就能將便利機制作為間接證據，

認定當事人有非法合意。 

二、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榨取性濫用行為 

1.榨取性濫用：就公平法第九條獨占事業之禁止行為言，APT 主要涉及榨取性

濫用（exploitative abuse）。而美國與歐陸兩大競爭法系對於榨取性定價之管

制則有不同之看法：前者認為商品價格漲跌係反映市場供需機制之正常變化，

基於經濟效率與契約自由原則，競爭機關不應管制榨取性濫用定價。反之，

後者則在 EC 條約第 102 條（a）款之規範下，視獨占事業漲價為剝削消費者

利益的榨取性濫用，認為競爭機關不應放任獨占事業任意漲價剝削消費者，

以維持社會分配正義。由於 (1) 我國法律體制屬歐陸法系，榨取性濫用原本

就是公平法第九條對於獨占事業之禁止行為；(2) 在事業具有獨占力的前提下，

APT 於證明榨取性濫用的證據力高於 APT 證明一致性行為的證據力。APT 在

當前貧富差距日益惡化與社會階級對立益趨激化的大環境下，其實證結果自

然具有若干政策意義，可供公平會做為安定社會人心，並進而鞏固民主政治

之施政參考。 

2.反托拉斯與所得分配：APT 分析主要適用於不需要現代科技之民生物資。由

於該等物資附加價值不高，原料成本占產品售價主要比例。另方面，由於民

生品多屬於勞力密集產品。因此，勞動支出其實也占產品售價相當比例(雖然

可能不若原物料比例之高)。由於勞動薪資應該隨經濟發展過程逐漸提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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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果實能由全民共享，理論上，該等產品價格相對於科技產品售價應

一路上漲，使民生物資市場上呈現正向 APT 現象： 

經濟成長→民生產業勞動薪資增加大於生產力53增加→產品價格上漲→正向

APT 

經濟成長→科技產業勞動薪資增加小於生產力增加→產品價格下跌→負向

APT 

民生商品價格雖然傾向於跟漲不跟跌之 APT 特性，54但本研究針對 10 項

民生品所為之實證分析卻顯示：該等商品多不呈現 APT，黃豆/黃豆油與鋼胚/

鋼筋甚至呈現負的 APT(跟跌不跟漲)。理論上應呈 APT 的民生品卻沒有 APT

的市場現實，除了顯示這些市場沒有獨占定價或聯合行為，對公平會施政有

所肯定外；另方面，似乎也反映了我國勞動所得占 GNP 比重由 1981 年的 44%

一路降至 2012 年的 39%的所得分配惡化事實。由於廠商勞動成本穩定減少，

即使市場需求與原料成本發生波動，產品價格漲幅空間卻也不大，以致本研

究所調查的商品都不呈現 APT。雖然近年來薪資階級所得裹足不前所隱含的

貧富不均是全球化現象，並有賴教育政策、財稅政策與社會福利予以調整。

但政府機關各司其職，就競爭機關掌理反托拉斯角度而言，其執法意義仍不

容忽視。以下先以央格魯薩克遜國家為例說明國際反托拉斯趨勢，再說明其

對公平會管制民生必需品市場競爭的執法意義。 

按我國受薪階級薪資所得多年來雖然裹足不前，但就絕對水準言，至少

還能維持原先水準，只是經濟成長果實多由富人藉由房地產與股市投機取走

(且資本利得稅極少)，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即令如此，近年來社會仍發生太陽

花學運等一系列以縮短貧富差距為主軸之抗爭行為。依此比例觀之，所得分

配不均更嚴重的英美法系國家所遭遇的壓力其實較臺灣更為險峻(各國所得分

                                                 
53

 此處生產力指：non-quality adjusted labor productivity。  
54

 參見 Peltzm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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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惡化情形參閱表 5-1)。此外，以美國為例，依據 Wolff (2014) 統計：雖然

美國 14 年來總所得增加超過四分之一，但國家新增加的財富卻皆為菁英階層

取走；反之，中產階級所得55卻自 2000 年起呈現一路下跌。影響所及，美國

前1%的富有家庭所得占GDP比重由1982年之12.8%增加到2013年之19.8%；

但是，後 40%較為貧窮家庭所得比重卻由 12.3%降到 9.4%。所得分配一路惡

化終於導致社會資源的高度集中，以 2012 年美國財富資料計算，全國竟有 22%

的財富集中於前千分之一富豪之手。56再加上所得稅課徵歸宿又多以勞工薪資

所得為主，富人階級的利潤所得卻因各式租稅減免，稅額極少，以致國家租

稅多由中產受薪階級承擔，使中產階級逐漸萎縮，終於導致民怨四起，類似

佔領華爾街或種族爭議事件層出不窮，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55

 中產階級所得以所得中位數計算 (median income)，也就是 100 人中，所得第 50 高
與所得第 51 高兩人所得平均而得。  

56
 相對而言，在 1979 年此一數據僅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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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主要國家(地區)所得分配狀況 

 

 
每戶 每人 

西元 

年別 

中華民國 

日本 美國 美國 

香港 中華民國 

日本 美國 南 韓 新加坡 
 

 
(a) (a) (b) (b) (b) 都市家庭 全體家庭 全體家庭 就業家庭 

就

業

家

庭 

(c) 
      

(a) (b) (a) (b)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五等

分 

位差

距 

倍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尼 

係數 

吉

尼 

係

數 

1997 5.41 0.32 4.78 9.50 0.38 13.89 0.46 -       - 4.18 0.29 - - 12.08 0.44 3.80 0.26 - - - - - - - 

1998 5.51 0.32 4.62 9.70 0.38 13.83 0.46 -       - 4.18 0.30 - - 12.03 0.44 4.55 0.29 - - - - - - - 

1999 5.50 0.33 4.85 9.89 0.41 13.64 0.46 -       - 4.08 0.29 4.84 0.31 12.10 0.44 4.62 0.29 - - - - - - - 

2000 5.55 0.33 4.74 10.15 0.41 14.01 0.46 -       - 4.15 0.29 - - 11.85 0.44 4.05 0.27 - - 20.90 0.49 10.10 0.44 0.43 

2001 6.39 0.35 4.68 10.44 0.41 14.40 0.47 17.22 0.52 4.57 0.31 - - 12.20 0.45 4.29 0.28 
  

19.50 0.49 11.10 0.45 0.44 

2002 6.16 0.35 6.36 9.73 0.40 14.39 0.46 -       - 4.59 0.31 - - 12.10 0.44 4.34 0.28 - - 25.40 0.51 11.30 0.45 0.43 

2003 6.07 0.34 6.11 9.40 0.39 14.71 0.46 -       - 4.39 0.31 - - 12.46 0.45 4.22 0.27 - - 28.10 0.51 11.50 0.46 0.42 

2004 6.03 0.34 6.04 10.04 0.40 14.78 0.47 -       - 4.28 0.30 4.98 0.31 12.82 0.45 4.41 0.28 - - 29.60 0.52 11.60 0.46 0.42 

2005 6.04 0.34 5.97 10.17 0.40 14.98 0.47 -       - 4.24 0.30 - - 12.92 0.45 4.55 0.28 - - 31.90 0.52 12.10 0.47 0.42 

2006 6.01 0.34 6.24 10.39 0.40 14.81 0.47 18.66 0.52 4.18 0.30 - - 12.97 0.45 4.62 0.29 5.38 0.31 - - 12.30 0.47 0.42 

2007 5.98 0.34 6.39 10.29 0.40 14.54 0.46 -       - 4.16 0.30 - - 12.76 0.44 4.84 0.29 5.60 0.31 - - 13.00 0.48 0.44 

2008 6.05 0.34 6.07 9.57 0.39 14.68 0.47 -       - 4.23 0.30 - - 13.22 0.45 4.88 0.29 5.71 0.31 - - 12.80 0.47 0.43 

2009 6.34 0.35 6.25 9.59 0.39 14.79 0.47 -       - 4.35 0.30 5.13 0.31 13.72 0.46 4.97 0.30 5.75 0.31 - - 12.60 0.47 0.42 

2010 6.19 0.34 6.22 - - 15.41 0.47 -       - 4.25 0.30 - - 14.47 0.46 4.82 0.29 5.66 0.31 - - 12.60 0.47 0.43 

2011 6.17 0.34 6.24 - - 15.84 0.48 20.70 0.52 4.29 0.30 - - 14.71 0.46 4.82 0.29 5.73 0.31 - - 12.50 0.47 0.43 

2012 6.13 0.34 6.26 - - 15.83 0.48 -       - 4.14 0.29 - - 14.68 0.46 4.67 0.29 5.54 0.31 - - 12.80 0.48 0.43 

2013 6.08 0.34 6.12 - - 15.90 0.48 -       - 4.08 0.29 - - 14.17 0.46 4.56 0.28 5.43 0.30 - - 12.10 0.46 0.41 

 

說明 ： 五等分位差距倍數係最高20%家庭所得為最低20%家庭所得之倍數；吉尼係數愈大，表示所

得分配不均等的程度愈高。 

附註 ： 本表之資料為各國官方發布數字，各國間所得內涵相異，不具嚴謹比較基礎，例如：我國為臺

灣地區全體家庭之可支配所得；美國(a)為全體家庭稅後所得，含政府現金給付，2007年(含)以前含

資本利得及非現金給付，2008及2009年則不含資本利得，(b)為稅前所得，含政府現金給付，但不含資

本利得及非現金給付；日本(a)為年間收入(稅前之所得總額)，惟1999年起才納入農家，2002年起再納入

單人戶，日本(b)為全體家庭每人可支配所得；南韓(a)係都市家庭(不含單人戶及農漁家)之每人可支配

所得，(b)為全體家庭(含單人戶及農家)之每人可支配所得；新加坡(a)為全體家庭，(b)及(c)為就業家庭

之工作所得，(a)及(b)均不含社福移轉收入及繳稅支出，因此倍數及係數較高，(c)則含社福移

轉收入及繳稅支出；香港為稅後現金所得，資料每5年發布一次。 

資 料  來  源 ： 主計總處，102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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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與貧富差距的關係牽涉到競爭法立法目標。而競爭法的立法目標

雖多，但追根究柢不外乎：(1) 提高整體經濟產出(經濟效率)；(2) 保護中小

企業與消費者福利(政治公平)。但除了民生必需品的卡特爾可以同時兼顧公平

與效率以外，其他所有的執法都要面對效率與公平間之取捨。雖然實務上，

每個國家競爭法的目標都包括公平與效率，但有公平就沒有效率，有效率就

沒有公平，兩者必然相互牴觸。此時，所得分配不均所隱含的反托拉斯意義

可以圖 5-1 作為說明： 

 

圖 5-1 貧富差距與反托拉斯思潮 

(英美法系國家為例，Piketty，2014 資料) 

 

(公平重於效率時期)：19 世紀初期，因工業革命推動了鋼鐵、汽車與石化

等重工業發展，導致歐美國家事業規模急速擴大與產業高度集中，使國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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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為少數財團壟斷。財團近一步透過各種不公平手段，壓迫消費者、勞工與

中小企業，導致貧富差距而形成廣大民怨，從而使罷工與暴動層出不窮。學

界與法界遂開始懷疑資本主義與市場競爭機制，因而有哈佛學派 SCP 嚴格管

制托拉斯之主張與克萊登法之立法。社會各界普遍認為：沒有強有力的反托

拉斯，消費者與財團間的交易就不可能建立於公平基礎之上。有些經濟學家

甚至倡言：由於反托拉斯不會引起景氣蕭條，因此，可以取代中央銀行的貨

幣政策，成為解決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參見 1959 年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的

Eckstein Report)。 總之，這段期間歐美各國多半採取嚴格的反托拉斯執法，

且在執法目標上是公平重於效率，避免財團利用競爭所形成的經營優勢，作

為剝削消費者與打擊中小企業之市場工具。 

(效率重於公平時期)：嚴重的貧富不均因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與二次世

界大戰嚴重破壞富人財產而逐漸縮小，使全球所得分配逐漸改善。再加上過

度強調干預的產業政策，又打擊商人投資意願，傷及歐美經濟元氣，形成

1970-1980 年代的長期停滯性通貨膨脹。鑒於過度嚴苛的反托拉斯非但不符所

得分配潮流甚至產生諸多弊端，不利於產業競爭力。以雷根與柴契爾為首的

新保守主義乃於 1980 年代開始回歸自由放任的古典路線，強調政府不應利用

反托拉斯干預市場機制，再加上芝加哥學派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 SCP 理論

的激烈抨擊，各國政府因而相繼放寬反托拉斯執法並容忍財團快速擴張，以

維持經濟效率與高速成長。  

(當前的政經環境 - 知識經濟與全球化導致財富集中)：寬鬆的反托拉斯

與解除管制等自由化政策的推動，放寬了政府對事業經營的管制，再加上資

訊科技創新帶動知識經濟發展，使資本家利潤相對勞工薪資大幅增長，以致

各國所得分配日益惡化。此一趨勢自然引起經濟學家關注，並形成了當前經

濟學主流：新制度學派(又稱政治經濟學或是哈佛學派復辟)的看法：「倘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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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使財富進一步集中於具有優勢經濟地位的少數菁英階級(例如：大型生產

者)，或是削弱與其對立階級所具有之制衡力量(例如：中小企業與消費者)。

此時，經濟效率只會使資源與財富為少數人壟斷，反而會對長期生產力造成

負面影響且不利於民主政治(Acemoglu and Robinson，2013，p.176)。」依此觀

之，經濟效率所支持的經濟福利不一定能代表全民的社會福利；市場經濟達

到均衡也不一定代表民主政治能夠穩定發展。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強調市

場競爭的經濟政策往往是政治上的災難，而沒有法治的民主政治也常形成為

社會動亂的根源。 

資源分配高度不均也順帶重燃起社會對反托拉斯的期望，政治經濟學大

師 Simon Johnson 更呼籲：「社會上需要新的經濟理論，破除社會上“大到不

能倒”的迷思，對大財團(特別是銀行)施以更嚴格的反托拉斯管制，以維護政

治安定。」57
 因此，就主管反托拉斯業務之競爭機關言，自然也應該正視當

前所得分配惡化激發階級對立，並危及民主政治的政治現實。更重要的是：

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標並不是僅侷限於維護經濟效率，而是同時包括鞏固民

主政治。58根據 ICN 的整理：主要工業國家之競爭法的立法目標可歸納為：確

保有效的競爭環境、提高經濟效率、確保經濟自由、促進市場整合、配合民

營化與自由化政策、提高全球市場競爭程度、積極地推動消費者福利、消極

地保護消費者、創造中小企業公平競爭環境、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等 10 項。59其

中前 6 項在於保護競爭效率從而推動經濟成長，後 4 項則旨在保護消費者與

弱小的競爭者等弱勢族群。此外，我國公平法第一條也開宗明義地指出公平

                                                 
57

 2010/1/21 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參閱：  

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0/01/21/an-antitrust-investigation-of-the-banks/；
2014/11/30 

58
 Maurice Stucke. 2012. “Reconsidering Antitrust’s Goals.”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3(2): 551-629. 
59

 參閱
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755.pdf(2015/1/15) 

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0/01/21/an-antitrust-investigation-of-the-banks/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7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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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立法旨在：「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

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因此，維持社會公平正義以鞏固民主政治本來就是競

爭法的重要目的。更何況美國修曼法根本就是當時美國國會為緩和工人與農

夫暴動所引起之社會不安，希望能藉著節制財團擴張，以維護分配正義，進

而維護民主政治與社會安定。因此，維護市場競爭等學理機制根本不是當時

反托拉斯的立法目的(Brooks，1964)。 

3.APT 與榨取性濫用：基於以上說明，反托拉斯除了要維護競爭機制與經濟效

率外，也要顧及潛在的政治問題，必須經濟與政治兩者並重以求取公平與效

率間的平衡。因此，謹就前述計量結論與公平會處理獨占事業定價的施政關

聯說明如次。 

雖然美國法基於尊重市場機制的考量，對榨取性濫用採取當然合法原則，

不會直接管制事業定價過高或超額利潤行為；60而歐盟雖然明文限制榨取性定

價，但因取締榨取性濫用涉及諸多執行與認定問題。因此，對於榨取性濫用

的管制亦高度審慎，迄今僅有處分四件榨取性濫用案案例61，其中二件62甚至

遭 ECJ 撤銷。但近年來，受全球性所得分配惡化之影響，前述政治經濟學主

張自然引起競爭法文獻上的廣泛重視，以芝加哥學派理論為主的效率觀點也

已遭到強力挑戰，1970年代哈佛學派主張保護消費者與重視分配不公的理論，

又再度受到重視。例如：First and Waller (2013)在一篇名為“反托拉斯的民主赤

字”文章中指出：雷根與柴契爾新保守主義當道時期(參閱圖 5-1)，由於過於寬

鬆的反托拉斯執法不但是導致所得分配不均與經濟力量集中的原因之一，更

                                                 
60

 美國法甚至認為榨取性濫用是推動產業發展的原動力：榨取性濫用使得廠商於短
期內得以享有超額利潤，但只要市場不存在進入障礙，長期間必會吸引新生產者進
入市場，導致產出增加與價格下跌，前者為經濟創造出更多財富，後者則能嘉惠消
費者，因此，既然榨取性濫用存有自我矯正機能，也就不需政府別關注。  
61

 General Motors，United Brands，British Leyland 與 Deutsche Post II。  
62

 General Motors 與 United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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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到全球的民主政治安定。其後，Baker and Salop (2015)則進一步提出類似

1970 年代無過失獨占（no fault monopolization）的概念，認為即使獨占廠商透

過高效率或創新投資取得獨占地位，沒有任何阻礙性濫用等違法行為，但只

要該等廠商利用獨占力量，不當定價取得獨占利潤，就應視之為榨取性濫用，

由競爭機關加以管制。渠等更進一步呼籲美國國會應比照歐盟立法修訂修曼

法，將榨取性濫用管制納入反托拉斯範圍。即使短期內有修法困難，渠等也

建議 FTC 可利用現行 FTC 法第五條授權，暫時處理獨占行為所造成之所得分

配不公。即使獨占者透過正當手段取得獨占地位，但只要其利用獨占力量進

行不當定價，就應該被視為是一種不公平競爭，由 FTC 加以管制。 

總之，以上主張的基礎在於：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各國勞動生產

力雖然持續攀升，但市場機制競爭的結果卻是：勞動者所獲得的薪資報酬一

路減少，資本家的利潤所得一路攀升。此時，如果競爭機關所保障之市場競

爭機制無法公平的分配經濟資源，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競爭機關就有調整

執法方向的必要性。以民生產業相關之結合為例：如果競爭機關放任市場機

制自行運作，雖可提高資源運用效率(例如：獨占併購可減少成本，使獨占利

潤增加 10 元，但業者卻提高價格使消費者損失 2 元，兩者合計獨占利潤共增

加 12 元)。此時，即使富人所得增加使整體社會福利增加(12 − 2 = 10元)，但

富人福利的增加卻是建立於窮人的犧牲之上，即使前者福利增加大於後者福

利減損使公共利益增加。但基於公平觀點，政府仍有對獨占定價加以管制的

必要。 

4.加強對於民生用品榨取性濫用之規範：競爭機關對於涉及民生必需品榨取性

濫用之規範必須以競爭法立法目標為根基。依據前述分析，競爭法目標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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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效率與公平兩類。63競爭機關如欲保障競爭效率就必須犧牲消費者公平，如

欲保護消費者利益就必須犧牲競爭效率，兩者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基於

當前貧富差距急遽惡化的大前提下，公平會為達成競爭法目標就必須有所取

捨，並按照第三章第三節所述，將管轄範圍區分為：科技品與民生品。科技

品任其自由競爭與自由定價，以發揮市場機制，鼓勵企業創新以獲取高額獲

利。但在民生必需品市場方面，公平會則應偏重社會公平，加強對消費者的

保護，並在市場範圍與獨占力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利用預警制度與 APT 加強

對對民生用品榨取性濫用之管制，只要財團事業符合獨占認定標準且具有

APT 事實者，公平會即應立刻展開調查。 

雖然在證據不足被告應受無罪推定之基本原則下，執法機關不宜屈服於

民粹，單憑 APT 以證據力較弱且迂迴的證據作為處分依據。但如果未來公平

會能透過部會協商機制，取得主計總處的民生物資價格資料，64並發現：當多

數民生物資因薪資所得低落與成本降低沒有呈現 APT 的整體環境下，若 APT

指出某一獨占事業長期超額反映原料成本，定價「顯著」且「長期」高於競

爭價格或是生產成本。只要沒有任何非常顯著的市場效率原因，公平會就應

考慮以榨取性濫用規範其行為。至於民生必需品的具體判斷標準，除考慮案

關市場結構外，本研究建議按照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將占五等分

中所得最低家庭(弱勢家庭)消費支出比重最重要的食品與飲料產業，列為特別

                                                 
63

 競爭法目標包括甚多，Jacobson(2015)因而依據法律觀點，進一步將其歸納為：維

護整體經濟福利、規範競爭過程、保護消費者福利、保障消費者選擇的自由與多重

目標五類。基於本研究對各國實務之整理，幾乎每一個國家都落入最後一類：多重

目標。但就經濟學言，無論如何區分或精簡，其實不外乎效率與公平兩類，Jacobson

的前兩項屬於效率範疇，後兩項屬於公平範疇，最後一項 (也就是各國實務 )則是兩者

兼顧。  
64

 參閱後續的第三點：「掌握產銷與價格資料」之相關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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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對象(參見表 5-2)，65只要該等商品定價長期存在超額利潤，公平會就應比

照加拿大聯邦上訴法院(Federal Court of Appeal)於 Superior Propane 案之主

張66，將廠商行為是否會惡化貧富不均做為判定違法依據。原因在於：(1) 我

國公平法雖明定維護消費者利益為競爭法目標，但因消費者範圍涵蓋極廣，

除一般家庭外，尚包括其他的商品購賣者(例如：購買中間原材料之大型廠商

與奢侈炫耀品之土豪富紳)，如不分類別不予排富，就可能發生犧牲一般中小

企業與產業升級為代價，保護豪門巨室的遺憾情勢，例如：過度管制高檔餐

飲娛樂、遊艇或輕航機生產廠商的定價行為，反會犧牲中小企業與就業勞工

之福利。因此，立基於公平的管制範圍應以民生產業為主。(2) 相較於默契性

聯合或是結合等領域，利用 APT 取締榨取性濫用的執法基礎清楚分明，只要

民生必需品之獨占事業長期具有跟漲不跟跌的APT，且該事業調薪幅度極少，

因而勞動成本長期維持不變甚至減少，使其獨占利潤長期成長。此時，執法

機關就可依據貝恩指數(Bain Index)計算其獨占力，作為認定違法事實之市場

要件。(3) 公平會資源有限，不可能比照民生必需品，對所有產業投入相等之

資源關注。 

  

                                                 
65

 其實占該等家庭支出比重最高者應係房租，約占其總支出一半，只是房價政策實

在不涉及公平會業務。  
66

 Superior Propane, [2002] C.C.T.D. No. 10, 18 C.P.R. (4th) 417 (Can. Comp. Trib.); 

aff’d 3 F.C. 529 (Fed. Ct. Ap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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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民生必需品列表 

類別 商品內容 

主食品 米、米製品、麥麵、穀物雜糧豆類及製品、麵包及麵製品、糕餅、彌

月蛋糕等 

副食品 全年肉類、魚貝及水產品、蔬菜類、食用油及油脂類(含人造奶油)等 

乳酪及蛋

類 

奶粉、鮮牛奶、鮮羊奶、其他奶製品(如天然奶油、煉乳、養樂多. . . .)，

蛋及蛋製品 

水果類 全年水果、其他加工水果與乾果 

糖及其他

食品 

全年砂糖(方糖)、糖果、果醬、蜂蜜、巧克力、冰淇淋、其他糖類，調

味品類，調理食品(含熟食、冷凍調理食品)、彌月油飯 

非酒精性

飲料 

汽水、沙士、可樂、礦泉水、蔬果汁及其他不含酒精之飲料、豆類、

穀物、雜糧飲料、豆漿、沖泡之茶、咖啡、可可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102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102.pdf 

 

三、掌握產業產銷與價格資料 

就執法實務而言，執法者受限於研究資料不足，不可能將盤古開天以來

所有的時間數列資料納入APT分析，因而可能衍申出APT應用於執法的限制。

亦即如果聯合或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分析期間 (例如：本研究的

1981-2014)之前，且壟斷態勢歷經 34 年不變，則 APT 就很難反映市場因壟斷

所造成之價格成本比長期偏高之問題。又由於在一致性行為的處理上，執法

機關很難找到廠商聯合的直接證據，多半僅能依賴促進資訊流通等便利機制，

做為間接證據。此時，如欲將 APT 做為聯繫間接證據與實際犯罪的推理依據，

就必需仰賴大量時間數列及橫斷面之市場資訊，以證明犯罪事實。此時，執

法機關首要之務，就是必須能全盤掌握市場長期資訊，才能透過 APT 與其他

產業結構資料，分析涉案廠商之價格與成本，以釐清聯合行為要件。因此，

建議公平會能藉著民生物資價格預警系統之建立，長期持續地蒐集市場產銷

及價格資料，並透過主計單位與國發會「物價資訊看板平臺」等資料，在誤

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1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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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風險最小的情形下，取得推定廠商合意的間接證據。 

此外，由於公平會掌管全國所有產業之競爭事宜，備多力分，少數統計

人員不可能確實掌握全國各產業之價格成本資料，甚至連廠商數目都有困難。

再加上公平會處理個案的市場資料有甚高比例係由業者提供，也容易導致道

德危機，使業者為避免法律規範，刻意提供虛偽或經修飾之偏誤資料，誘導

公平會辦案方向。此一執法困境即係 Phlips (1995)所稱之不可分性

(indistinguishbility)，亦即公平會因無法掌握確實成本資料，以致無法區分市

場實際價格究係 (1)獨寡占事業在競爭狀況下所決定之合理價格抑或 (2) 濫

用獨占力量或從事市場壟斷所為之獨占價格？以致產生誤判之虞。解決之道

不外乎括擴大資料取得範圍與加強分析資料兩者： 

1.擴大蒐集具公信力與可信賴之整體性市場價格資料67：整體資料係對所有產

業或產業內所有廠商所為之調查資料，抽樣對象廣泛。雖然樣本或有高估，

或有低估，但基於大數法則，高低偏誤可相互抵銷，並得以形成常態特性，

因此準確度較高。反之，公平會透過個別訪談所調查之個別事業資料誤差非

但較高，且加上道德危機所形成之誠實問題，根本不值得信賴。因此，為提

高辦案準確度，公平會宜加強與負責國家整體資料統計業務之主計總處聯繫，

以擴大資料蒐集範圍。按我國整體物價與個別市場價格資料之調查，係由行

政院主計總處負責彙總，該處作業方式採取：「整體資料公開發布，個別資

料隱藏保密原則」，俾於保護隱私之前提下，達成資訊公開之目的，故受調

廠商多願誠實填報。此相對於公平會為辦理個案與調查個別事業，所面臨之

道德危機問題，主計總處整體資料之準確度與信賴度自然較高。雖然依據統

計法 26 條規定：「統計之公開程度分左列三類：一、秘密類：除因統計上之

目的供給政府機關之需要外，不得洩漏之。二、公開類：得供公眾閱覽及詢

                                                 
67

 甲乙廠商進行交易，甲廠商的價格就是乙廠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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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三、公告類：應按規定時期及其他條件，於一定地域公告之。」公平會

雖無法由主計總處取得個別業者價格資料，但至少可基於辦案的統計需求，

透過副院長主持之「穩定物價小組」，取得個別市場或產品之平均價格資料，

以建立起長期資料庫。至於公平會同仁為辦理個案所需之個別廠商市場價格

亦宜由公平會自行於市場調查取得，而非由廠商提供。 

2.設計經濟模型以分析價格資料：即使公平會可取得個別商品價格資料，APT

至多也只能在事前提供預警功能，在事後做為推理機制以判定聯合行為，其

本質與價格平行行為相同，只是市場的一個表象，很難做為間接證據證明廠

商合意。依據 Eastman Kodak v. Image Technical Servs 案68，法院指出：至少

必須滿足三項前提下，市場價格與生產成本差距才能夠做為證明市場力量的

間接證據，亦即(1)案關市場能夠清楚界定；(2) 廠商必須有高市場占有率；(3) 

市場存有進入障礙且其他的競爭者也無法於短期內提高產出。因此，高利潤

最多只是證明市場力量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就經濟學言，前述三項

條件其實完全反映於涉案事業所生產產品面臨替代品的多寡(亦即需求替代彈

性)。形式上，此一標準就是教科書上所說的 Lerner Index (LI)。而 LI 衡量市

場力量的方法，就是比較實際價格(公平會實際訪查價格)與理想價格(市場處

於競爭下的價格)間之差距。理論上，此一理想(或競爭)價格就是邊際成本(廠

商每多生產一單位產品所增加的成本)。然而實務上，即使實際價格與成本唾

手可得，但邊際成本卻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不可能量化於實際數據。例

如：即使統一超商素以經營效率著稱，但試問該公司能否知道花蓮某一門市

每多賣出一份報紙(價格必定 10 元)，統一的總成本會多出幾元？高雄某門市

多賣出一瓶鮮奶，總成本增加多少？更何況如前所述，涉案廠商為規避法律

規範往往產生道德危機，其所提供成本的正確性殊堪質疑。 

                                                 
68

 1997-2 Trade Cases P 71,908, 44 U.S.P.Q.2d 1065, 97 Cal. Daily Op. Serv. 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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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市場力量的衡量問題，遂有各式理論嘗試以不同計量方法估計獨

占力。其中，較為多數學者所接受並廣為採用的標準做法就是所謂的新實證

產業組織學說(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NEIO)
69。該學說有鑒於

市場範圍界定不易與邊際成本無法取得等問題，因而發展出一套以 LI 為基礎

的獨占力認定標準，例如：Genesove and Mullin (1998, 2006) 與 Kim and Knittel 

(2006)等一系列研究就以民生必需品為研究對象，將市場需求替代彈性引入

LI，發展出一套客觀的獨占力界定標準(elasticity-adjusted Lerner Index)。該模

型的優點就是：即使執法機關不了解業者真正的成本也不確定市場範圍到底

多大，但只要知道主要原料價格與替代品價格，就能精準地估算出市場力量

大小。就執法實務言，該理論正可用於銜接本研究的價格預警制度，作為公

平會事後處理案件所需評估市場力的要件。亦即競爭機關可於事前建立預警

機制，如發現價格異常或其他與競爭相牴觸事證，顯示該異常並非短期供需

失調，即可立案展開調查，並於事後透過完整的獨占力分析，甚至將交易慣

例、廠商家數與產業結構等要項納入分析模型，即可跳過市場範圍與邊際成

本，得出正確的市場力量。 

  

                                                 
69

 Bresnahan, T.F. (1989), “Empirical Studies of Industries with Market Power,”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II, eds. R. Schmalensee and R.D. Willig,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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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平會處理物價之時機與方式         

 

第一節  物價與公平交易法 

一、影響物價之關聯因素 

所謂物價係整體經濟活動之綜合表現，一般分為總體的絕對物價與個體

的相對物價二種不同的概念。影響物價之因素錯綜複雜，且彼此相互關聯。

舉凡貨幣供給水準的多寡，匯率的變動，重要農工原料的價格走勢，特定產

業的市場供需變化，天然災害的影響，勞動成本的變動以及市場預期心理因

素等都會影響物價波動。如依物價膨脹的類型加以區分，概可分為以下三類

70： 

（一）需求拉動（Demand Pull）因素 

就需求面而言，舉凡消費、投資、政府預算赤字、貿易順差等實質有效

需求及貨幣供給之大幅增加，皆將促使總需求大於總供給，導致物價水準之

上漲。 

（二）成本推動（Cost Push）因素 

就供給面而言，凡勞動成本提高，利率上揚，生產原料及機器設備價格

上漲，廠商壟斷市場抬高利潤等，將導致成本增加，影響物價上漲。 

（三）預期膨脹心理（Expectation of inflation）因素 

倘民眾預期物價將行上漲，而不願保有貨幣，增加支出會形成搶購、囤

積，將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速，增加有效需求，使物價上漲更為劇烈；另方

面，膨脹心理倘促使公眾要求提高工資，將使廠商生產成本增加，形成物價

                                                 
70

 林益裕，物價與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委員會 96 年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頁

205 - 228，公平交易委員會印行，200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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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上漲，倘廠商無法相應調整工資導致生產的萎縮，將造成更可怕的停

滯膨脹（Stagflation）現象。 

上開影響物價上漲之關聯因素，倘涉及總體國家總供需失調，如貨幣發

行過多、匯率貶值、貿易出超或財政赤字等因素，必須由主管總供需調整工

具之中央銀行與有關之財經部會採行因應措施，此與公平會執行公平交易法

之職掌並無相關。但倘涉及個體物價之上漲，則必須進一步探討其上漲係來

自特定商品的市場供需變化或是成本上漲因素或是人為操縱壟斷之因素所致，

再進一步區分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權責或公平會須介入查處，如此相互協

調分工合作，始能達成穩定物價之目標。 

二、公平交易法介入規範物價之權限 

在探討公平會是否介入規範物價之權限之前，必須先瞭解公平交易法之

立法目的及規範內容，公平交易法第一條開宗明義的指出，公平交易法之立

法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至於其規範內容，可分為二大部分，一為限制競爭，另一為不

公平競爭。前者在於規範市場之自由競爭，藉以消除市場進入障礙及濫用市

場力量，後者在於規範市場競爭之公平性，藉以充分發揮效能競爭的本質。

有關公平交易法規範價格之相關條款如下： 

（一）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公

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款）。 

（二）事業不得為聯合（包括價格等）行為（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 

（三）事業不得對商品或服務約定轉售價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四）事業不得以低價利誘，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行為（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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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業交易不得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

爭（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4 款）。 

（六）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公平交易

法第 25 條）。 

（七）違反第 9 條、15 條、19 條、20 條 及 25 條等之相關罰則規定（包括

公平交易法第 34 條、36 條、40 條、42 條）。 

上開有關公平交易法涉及適用物價之條款，除第 25 條事業不得為其他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屬於概括規定，具有補充同法規範不

足之功能，其補充法益包括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及消費者保護之外，其餘

條款包括第9條第2款之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

維持或變更；第 15 條之事業不得為聯合（包括價格等）行為；第 19 條之事

業不得對商品或服務約定轉售價格；第 20 條第 3 款之事業不得以低價利誘，

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行為；第 20 條第 4 款之事業交易不得以脅迫、利

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等，均屬於限制競爭之範疇。

而以本研究係以 APT 為基礎之預警制度又偏重水平競爭，與垂直限制競爭無

涉，主要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9 條與第 15 條之規範，併予說明。而事業涉及限

制競爭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關係到市場之界定，獨占事業之認定，各條

款構成要件是否成立，市場力的大小以及合理原則之運用，必須依個案決定，

並非單純可依價格的漲跌加以認定。倘事業未涉及公平交易法上開條款之違

反，而是個別廠商基於市場供需變化或成本變動所為個別價格之調整，係反

映市場機制之正常運作，公平會原則上應予尊重。至於如何調整供需失衡或

反映成本變動等事項，以維持物價之穩定，必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採行相

關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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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會查處情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重要民生物資價格異常上漲案件之作業情形略以，

個別物價上漲反映案件，依個案檢舉內容分由相關主管處室處理；遇有大規

模反應物價時，組成專案小組因應處理，充分揭露資訊，以利消費者知悉；

遇有涉及全面物價上漲時，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二項規定，商同各相關

部會共同處理。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 104 年 9 月 9 日所揭露之政府所採取的積極穩

定物價措施資料顯示，公平會針對各項民生物資價格波動情形，已持續進行

監控，若涉及聯合壟斷情事，即立予開罰。自 96 年 8 月起至 104 年 8 月止，

共處分 49 件案件，總計裁處金額共 69 億 4,319 萬元。公平會並於訪查民生物

資價格過程中，提醒業者遵守市場規則，並針對相關業者及事業團體發函警

示，促使其遵守法律。  

 

第二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物價波動中所扮演之角色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介入物價處理之必要性  

由於公平交易法係一部維持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之法典，其立法旨在追

求效能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並發揮市場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

之運作。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無法直接介入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與供需數量

或其他經濟管制措施；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不同，其有特定專責之法定職

掌及對價格管制之特別法規可供依循，而且其對於特定產業的瞭解以及產銷

與成本資料之掌握較為完整，就管制能力與管制授權而言，實有介入經濟管

制物價之必要性。 

所謂「 經濟管制 」，廣義而言，係指：基於特定目的，國家直接或間

接介入商品生產、銷售等市場經濟活動過程，對於企業商品價格或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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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之決定，實施各項行政管制措施71。也就是說，行政機關依據法律授權，

透過法律規章制定、設定許可、 監督檢查、行政處罰和行政決定等行政行為，

對特定個人或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限制和控制的行為。至於政府對於經

濟管制的方式，包括進入管制、價格或數量管制、補貼和政府採購、發放許

可證或營業執照、制定行業標準與向消費者公開資訊等。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執法權責 

（一）行政機關除組織法之管轄、權限、任務規定之外，還要有行為法的職

權、權能之行使授權，才可以對人民採取一定的措施。換言之，行政機

關之所以能以干預措施作為穩定物價的手段，並非僅以其組織規範為依

據，另外尚有「行為法或作用法」的授權，才能取得職權或權能。 

（二）「管轄權」之意義，一方面是行政機關處理行政事務之權力，另一方

面則是賦予對屬於本身任務範圍之事項有處理之職責。其相關規定在行

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一項：「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

政法規定之。」 

（三）行政機關為權力之行使，攸關人民權益，故須以「法規」為依據，不

得任意設定或變更。而且行政機關之權限不受其他機關之侵越。不得擅

自變更自己之權限，將之移轉予其他機關。除非「法律」或「法規命令」

有明文規定得為「管轄權」移轉或變動之規定外，否則行政機關不得將

「管轄權」移轉其他機關或人民。其相關規定在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五

項：「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  

（四）由上開情形可知，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除了組織法之規定管轄、權

限及任務外，還必須要有行為法或作用法之依據，且不得違反行政程序

                                                 
71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等，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

行為適用之可行性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8 卷第 4 期，頁 28 -29，20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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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相關規定。有關物價問題之處理涉及範圍錯綜複雜，我國並無訂定

處理物價專法，亦無專責處理物價之主管機關。事實上，物價問題的處

理並非單一部會可獨力完成，各相關部會得依其組織法與行為法或作用

法之相關規定進行處理。另倘涉及他部會職掌事項者，即可相互協調，

共同配合，積極主動，洞燭機先地相互分工合作，始能達到穩定物價之

目標。 

三、管制經濟時期穩定物價之作法72
 

在經濟自由化公平交易法施行之前的管制經濟時代，政府為處理物價問

題，於民國 57 年 7 月 30 日於經濟部成立「物價問題專案小組」。翌年 8 月

21 日改組為「物價會報」，迨及民國 62 年，由於國際能源危機及世界性通貨

膨脹嚴重，導致國內物價大幅波動。政府為強化物價會報功能，將物價會報

改組為「物價督導會報」。該會報係由當時之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中

央銀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等機關副首長以及臺灣省、臺

北市、高雄市政府祕書長與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等代表組成。各機關代

表定期出席物價督導大會，大會由經濟部部長擔任主席，另置執行秘書，由

經濟部次長擔任，承主席之命，綜理該會報事物。下設有調查研究、財政金

融(由國庫署負責)、農林生產(由農林廳負責)、物資調節(由國貿局負責)、運

輸(由省交通處負責)、稽查(由警備總司令部負責)及綜合八組，並得視工作需

要設置各種專案小組(如：醫療衛生器材)。由於該會報下設的八個組係由財經

各相關部會兼任，因此採行之穩定物價措施相當廣泛，包括：限價、管制出

口、補貼進口、降低關稅、機動減半貨物稅等穩定物價措施，至於經濟部物

價督導會報在經常性之重點工作上亦有以下幾項： 

                                                 
72

 參見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編印之簡報資料，頁 1-9，198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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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蒐集重要物資產銷價格資料，建立行情報導系統。 

如編訂「國際經濟情勢週報」、「國際主要農產品情勢週報」、「我國

與亞洲鄰近地區國家商品價格比較週報表」及「國際重要商品價格比較週報

表」等供上級及政府有關部門釐訂政策措施之參考。 

（二）對國內重要物資實施供需檢查作業。 

針對國內重要物資實施供需檢查作業，就各項物資之產銷、庫存、成本

變動情況，各業別之產銷原料供應、設備利用率、接單情況及國內市場行情

等資料。蒐集的項目包括食米、蔬菜、毛豬、家禽、蛋類、奶粉、糖、黃豆

油、玉米、飼料、小麥、麵粉、模造紙、紙漿、洗衣粉、棉紗、衛生紙、水

泥、鋼筋、鋼板、合板、玻璃等 23 項。 

（三）督導業者調節進口大宗穀物之供存，船期及到貨儲備情形。俾能掌握機

先，不使供需脫節，確保市場充分供應。 

（四）分別於 61 年、62 年及 68 年設立小麥、黃豆及玉米平準基金、並視國際

行情調高（或降低）平準基準。其操作方式為凡進口單價低於此基準者，

均須繳交差額，高於此基準進口者，由平準基金予以補貼，藉以穩定其

加工品價格。 

（五）事先籌畫節令（如元旦、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十月慶典等）、天然

災害等短期物資之調節與運輸。俾事前防範，減少損害盡力維持各項物

資正常供應。 

（六）嚴防人為操縱市場，哄抬物價。 

 

上開管制經濟時代之穩定物價措施，是否符合當前時空環境，值得進一

步探究，由於當前的經濟政策為「自由化、國際化」，除非涉及人為之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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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行為，主要在於尊重市場機能之發揮，可預見的是經濟時空環境不同，

所採行的物價穩定措施並非全然一致。 

 

四、當前政府因應物價上漲之作法 

（一）行政院 

為因應 2007 年間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行政院於 2008 年 5 月 27

日通過「當前物價穩定方案」，成立「穩定物價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

任召集人，各部會持續監視國內、外商品價格之變化，並定期調查國內民生

商品價格，掌握民生物價變動趨勢，適時採取物價穩定措施。該小組為持續

性任務編組，視國內物價情勢需要，密集或不定期召開。「穩定物價小組」

由當時的經建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擔任小組幕僚，參與部會包括經濟

部、農委會、財政部、中央銀行、交通部、內政部、法務部、公平會、主計

處、新聞局、消保會、工程會等。該小組採任務編組，分為重要商品及原物

料市況監理工作小組（由經濟部負責）、重要農畜產品監控（農委會）營建

物料供需協調小組（由經濟部負責）、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由公平

會負責）、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由法務部與各地檢署、內政部警政署各

地警力負責），以維持國內物價之穩定73。 

（二）當前政府物價穩定措施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4 年 9 月 9 日網站登載之政府所採取的積極穩定物

價措施，主要針對民生必需品價格從生產到銷售的整體流程掌握與監管，包

括：「上游」對於大宗進口物資及農產品產地價格的掌握，機動調降大宗物

資關稅、免徵營業稅；「中游」減輕農漁民運輸成本及嚴查中盤商聯合壟斷；

                                                 
73

 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資料，首頁 /新聞與公告 /物價資訊看板平台 /物價措施 /穩定物

價作為 /物價小組運作機制，最後瀏覽日期 201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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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游」監控市場價格、成立抗漲專區、懲罰不法囤積或哄抬等。在各

相關部會共同努力下，已發揮穩定物價的功能74。茲摘述如下： 

1.上游：穩定大宗進口物資及農產品產地價格 

(1)財政部機動調降大宗物資關稅或免徵營業稅 

(2)責成國營事業配合穩定物價 

(3)掌握每日農產品產地及批發價格行情 

2.中游：減輕運輸成本，嚴查聯合壟斷 

(1)補貼農漁民用油 

(2)賡續辦理公共運輸油價折讓措施 

3.下游：監控市場物價、成立抗漲專區、嚴懲不法囤積或哄抬 

(1)穩定農產品市場價格 

(2)建立市場查價機制 

(3)成立抗漲專區，協調業者共同抗漲 

(4)加強查緝聯合壟斷、不法囤積或哄抬價格等行為 

4.配套措施 

(1)中央銀行密切注意物價走勢，適時運用公開市場操作、貼放利率政策

等貨幣政策工具，維持物價穩定。 

(2)使用維生器材與必要生活輔具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予以優惠，以減輕

渠等經濟負擔。 

                                                 
74
 同前揭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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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衛福部掌管食品衛生安全，提供消費者安全衛生並兼具多元化之嬰兒

奶粉。 

(4)福部、經濟部與財政部等相關部會共同合作，協調奶粉相關業者優先

導入使用電子發票，讓資訊更透明。 

      

第三節 公平會處理物價之時機與方式 

一、市場價格預警制度 

本研究第四章利用不對稱價格傳輸之誤差修正模型（ECM），針對十大

民生必需品進行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實證分析，取得判斷各民生品成品價格

上漲是否合理之基準值。若實際民生品之物價變動幅度超過該基本值設定為

黃燈，則公平會需詳加留意市況；倘產品價格上漲超過 2 倍基準值設定為紅

燈，則依各物資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的職權分工處理。 

二、謹將其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一）留意市況 

1.當市場反映某一產品價格上漲時，公平會執法人員即進行蒐集該產品之市場

價格、原料成本及產銷資料等。  

2.針對該產品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並進行檢測。 

3.建立市場價格預警防衛制度，倘該產品價格上漲超過一個標準差（黃燈）時，

即表示只是一種短期價格波動現象，或許經過一段時間的市場機制的調整 即

可恢復長期的穩定均衡關係。 

4.倘產品價格上漲涉及供需失衡或反映成本變動等事項，則得移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密切注意或採行相關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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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之分工原則 

當產品價格上漲超過二個基準值（紅燈）時，即表示其產品價格變動已

偏離長期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之長期穩定均衡關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

先行檢視其職掌權限以及有無對價格管制之特別法規可以處理。倘有聯合壟

斷情形，再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加以處理。此即所謂先「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與「特別法」，後「公平會」與「公平交易法」。如此明確分工，將有

助於各相關單位通力合作，始能奏功。 

就以本研究 10 組重要民生物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工業局與

能源局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而該等部會之職掌事項均訂有對於主

管事項有指示、 監督責任(如:經濟部組織法第 2 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組織

法第 2 條)且對於違法、越權行為有處分權限(如:經濟部組織法第 3 條、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組織法第 3 條)。而其訂有特別法規者亦有處分權限(如:能源管

理法第 6 對於能源供應、調節、限制、禁止規定，第 20 條有相關罰則；農產

品市場交易法第 6 條，對於農產品之交易不得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

量，謀取不正當利益之禁止，其相關罰則在第 35 條與第 38 條)。甚至刑法第

251 條，訂有對於不法囤積商品、哄抬物價牟利之罪，可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

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

罰之」處理。 

（三）公平會之調查法源及相關規定 

至於公平會進行調查時之法源及程序，得依公平交易法、行政程序法、

行政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分述如下： 

1.調查權之法源及程序 

(1)調查權之發動→公平法第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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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查程序→公平法第 27 條第 1、2 、3 、4 項 

(3)中止調查之要件及程序→公平法第 28 條第 1、2 、3 、4 項 

(4)卷宗閱覽及閱卷辦法→行政程序法第 36-43 條 

(5)獨立行使職權→公平會組織法第 8 條 

(6)拒絕調查之罰則→公平法第 44 條 

(7)拒不繳納罰緩之罰則→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 

2.有關公平會整個案件之調查處理流程與實務見解如下： 

(1)案件來源(檢舉或職權) 

(2)收文、抽籤輪分審查委員 

(3)業務處提出擬辦單，並請委員指導 

(4)擬訂調查執行計畫 

a. 涉案者之特定市場結構、特性分析 

b. 涉案者對市場之影響 

c. 關係人、證人、競爭者、交易相對人相關事證之蒐集 

d. 進行市場調查、取得相關情況證據 

e. 必要時，得請主管機關表示意見 

f. 必要時，得請檢、警、調機關配合蒐證 

g. 得對涉案者，營業場所進行物證或間接事證之取得 

h. 要求涉案者提出相關資料，並進行答辯 

i. 其他必要之調查 

(5)積極蒐集人證（經常意見不一致）、書證（最具證據力）、物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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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證據）。 

(6)進行約談並作成紀錄(包括檢舉人、被檢舉人、關係人) 

(7)檢討證據基礎(事實要件)與法律構成要件 

(8)必要時再行證據補強措施 

(9)擬案提委員會議審議 

(10)作成處置(處分、不處分) 

(11)行政救濟之答辯事宜 

3.有關調查結果所作成之行政處置(處分、不處分、中止調查)宜發布新聞，

週知相關事業與消費大眾。 

4.有關公平會處理物價之時機與方式流程圖如下圖 6-1  

物價一般分為總體的絕對物價與個體的相對物價二種不同的概念。  倘

涉及總體物價問題係表示國家總供需失調，如貨幣發行過多、匯率貶值、貿

易出超或財政赤字等因素，必須由中央銀行與有關之財經部會採行因應措施，

此與公平會之職掌並無相關。但倘涉及個體物價之上漲，則必須進一步探討

其上漲係來自特定商品的市場供需變化或是成本上漲因素或是人為操縱壟斷

之因素所致，再進一步區分係屬公平會或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權責。本研

究第四章利用不對稱價格傳輸之誤差修正模型（ECM），針對十大民生必需

品進行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實證分析，取得判斷各民生品成品價格上漲是否

合理之基準值。若實際民生品之物價變動幅度超過該基本值設定為黃燈，則

公平會需詳加留意市況，倘瞭解該物價之上漲係來自特定商品的市場供需變

化或成本上漲因素，則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如係人為操縱壟斷問題，

則由公平會處理；倘產品價格上漲超過 2 倍基準值設定為紅燈，即表示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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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價格變動已偏離長期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之長期穩定均衡關係，則可依各

物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的之職權分工處理，亦即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可先行檢視其職掌權限以及有無對價格管制之特別法規可以處理。倘無

法處理時，再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加以處理。此即所謂先「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與「特別法」，後「公平會」與「公平交易法」。如此明確分工，將

有助於各相關單位通力合作，始能奏功。詳如附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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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公平會處理物價之時機與方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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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本研究雖然提出一套利用誤差修正模型（ECM 方法，以利進行市場價格

預警制度之實證，作為判斷產品價格上漲是否超過合理之基本值。但由於此

一方法之運用僅適用於傳統的民生物資，且在判斷處理物價的兩個時點到底

是留意市況或是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會的職權分工原則處理時必須

花費一段時間，此一等待時間公平會是否能夠應付龐大的民意代表與與論社

會大眾的壓力宜實質考量。再者，在運用此一分析工具時亦需建置一套完整

的產業資料庫，並進行人員訓練等事宜，方克其功。 

二、由於物價問題錯綜複雜，非單一部會可獨力完成，必須由各相關部會相

互協調，分工合作。物價安定工作應不以影響經濟正常發展為前提，兩者應

相輔相成。且穩定物價工作必須在事前採行因應措施，以減少價格波動造成

之傷害。準此，本研究在此提出幾點意見，供處理物價問題參考：  

（一）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同為政府施政之重要經濟政策目標，物價安定工

作應不以影響經濟正常發展為前提，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執。 

（二）我國為小型且高度開放之經濟體，穩定物價工作必須全盤掌握國際經

濟動態及其走勢方克其功。 

（三）公平會係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個別物價之漲跌倘不涉及公平交易

法規範事項或人為操縱壟斷等情事，仍宜尊重市場機制之發揮。至於倘產品

價格上漲涉及供需失衡或反映成本變動等因素，則得移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密切注意或採行相關因應措施。 

（四）經常掌握國內重要民生物資及農工原物料之產銷庫存、成本、價格等

變化，並建立一套完整的產業資料庫，方有助於及時查處人為操縱市場物價

之行為。 

（五）即時公布正確物價資訊，有助於消除市場預期上漲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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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採用具有誤差修正功能的價格不對稱(APT)模型，透過原料成本與

成品價格間的長期關係，分析國內重要民生必需品的短期價格變化是否存在

輿論所指稱的易漲難跌的 APT 現象。根據模型殘差值，也能建立價格波動預

警門檻。因此，研究結果能提供競爭機關做為建立價格預警機制，以處理物

價之參考。本研究挑選 10 項民生必需品之年資料與月資料樣本，進行實證分

析，以驗證預警制度的穩健性，提供公平會未來作業參考之依據。 

研究結果顯示，此 10 項民生商品年資料與月資料均不具累積 APT 現象，

鮮奶之月資料甚至呈現負的 APT（跟跌不跟漲）。此一結果與輿論看法完全

相反。推測可能原因有二：(1) APT(不)存在並不代表市場(不)存在獨占或壟斷。

就實證分析而言，檢測結果存在 APT，只能說明市場價格過度反映原料成本

變化幅度，使市場供需在短期內產生價格上漲過多的情況。就執法實務而言，

APT 分析結果不能取代公平會的調查、分析與斷案功能。如欲精準判定聯合

行為，仍需要執法機關綜合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方能決斷；(2) 理論上應呈

APT 的民生品卻沒有 APT 的市場現實，除了這些市場可能沒有獨占定價或聯

合行為，對公平會施政有若干肯定外；另方面，也反映我國勞動所得減少與

所得分配惡化事實。由於本研究篩選之民生品多屬於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商品，

因此勞動支出占產品售價比例較高。由於廠商勞動成本穩定，甚至稍微減少，

即使原料成本發生波動時，產品價格漲幅空間卻也不大，因此 APT 無從發生。 

第二節 建議 

根據實證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面六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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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關於價格預警制度)：建議公平會以 APT 為基礎，針對重要民生

物資建立價格預警系統，以掌握農工原料成本變化對下游民生必需品價格之

以影響，做為處理市場競爭問題之參考。 

建議二(關於物價管制)：建議公平會體察國際潮流與執法實務，謹守競爭

機關與管制機關分工之基本精神，不宜直接涉入物價管制，只有在獨占或聯

合等限制市場競爭行為發生時，方宜管制價格。 

建議三(關於聯合行為之防制)：建議公平會採用「APT(同時考慮價格與成

本)為主，價格平行行為為輔」的推理方式，做為認定聯合行為的價格依據。

原因在於：「即使原料價格下跌，但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仍然不變或甚至同

時上漲（APT）」相較「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同時上漲（價格平行行為）」在

證明一致性行為存在的推理時，前者似較後者更能明顯地、一致地指向共謀

壟斷之犯罪事實。 

建議四(關於榨取性濫用之防制)：在當前貧富差距日益惡化影響階級對立

的政治環境下，公平會宜利用 APT 作為管制榨取性濫用之預警機制，以落實

公平法第 9 條第 2 款、第 3 款，只要財團事業符合獨占認定標準且具有 APT

事實者，公平會即應立刻展開調查。 

建議五(關於執法實務)：建議公平會透過「穩定物價小組」協調，由主計

總處取得具公信力與可信賴之市場價格資料，以建立起長期資料庫。另方面，

亦宜引入經濟分析，以解決市場界定不易與成本無法取得問題，精準認定市

場力量。 

建議六(關於跨部會協調)：由於物價問題錯綜複雜，非單一部會可獨力完

成，必須由各相關部會相互協調，分工合作。物價安定工作應不以影響經濟

正常發展為前提，兩者應相輔相成。且穩定物價工作必須在事前採行因應措

施，以減少價格波動造成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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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麵粉價格與小麥國內價格和國際小麥價格之關係 

 

此小節採用公平會所提供之國際小麥價格（美分/英斗）、國內小麥採購

價格（美元/公噸）、國內小麥到岸價（美元/公噸）分別與高筋麵粉（元/包）、

中筋麵粉（元/包）、低筋麵粉（元/包）與三種麵粉均價（元/包），進行 3x4

共 12 種不同小麥成本與麵粉價格之分析，目的在於比較國內麵粉價格受到採

購價格還是到岸價格影響較深，以及觀察價格反映落後期數情況。 

小麥 1 公噸＝36.7437 英斗或 1 英斗=27.21555 公斤，因此每公斤之新臺

幣單價=國際小麥價格(美分/英斗)×美元兌台幣匯率÷100÷27.21555；國際資料

單位為美元/公噸者，則乘上美元兌台幣匯率÷1000，轉換為每公斤之新臺幣單

價；每包價格則÷22，轉換為每公斤之單價。 

一、敘述統計與趨勢圖 

表 A-1 為各變數轉換為每公斤單價後之敘述統計。觀察平均數與變異係

數之數值，國內麵粉，價格低之低筋麵粉，其價格波動反而大於價格較高之

高筋麵粉，價格波動與商品價格為反向關係。小麥價格部分，國內採購價之

價格波動相對較大，國際小麥價格則相對波動較小。小麥成本的價格波動大

於麵粉成品的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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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各種麵粉與小麥價格之敘述統計 

單位: 元/公斤 

 

高筋麵

粉 

中筋麵

粉 

低筋麵

粉 

麵粉均

價 

國內小麥

到岸價 

國際小

麥價格 

國內小

麥採購

價格 

平均數 20.09 19.04 17.17 18.76 11.81 7.36 10.52 

 中位數 20.10 18.78 16.56 18.47 11.17 7.08 10.07 

 最大值 26.55 25.82 26.60 26.30 20.71 12.35 18.15 

 最小值 15.18 14.46 13.34 14.33 8.74 5.34 7.25 

 標準差 2.65 2.62 2.91 2.67 2.33 1.42 2.13 

變異係數 13.18 13.76 16.97 14.21 19.74 19.32 20.22 

 

圖A-1為各種麵粉價格與小麥價格的走勢圖。所有變數之走勢相當一致，

但麵粉類波動起伏較小麥類小，其中又以高筋麵粉價格走勢相對最平穩，小

麥國內價格起伏相對較大。 

 

圖 A-1 麵粉與小麥價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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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DF 單根檢測與長期均衡關係 

採用 ADF 單根檢測，各變數是否具有單根。檢測結果，除小麥到岸價為

具有單根之 I(1)序列外，其他變數皆為 I(0)序列。由於 I(1)與 I(0)序列，不存

在長期均衡關係，因此後續僅分別針對高筋、中筋、低筋和麵粉均價與小麥

國內價格（lnWP）和小麥國際價格（lnWI）進行 4x2 共 8 條長期均衡關係之

分析。 

根據表 A-2 估計結果，小麥國內價格（lnWP）解釋麵粉價格（lnFP）波

動的能力較高，其配適度（R-squared）至少都在 65%以上；反之，小麥國際

價格解釋國內麵粉價格能力均在 50%以下。各式麵粉中，以中筋麵粉價格與

小麥國內價格的價格波動較為密切，但是低筋麵粉價格對小麥國內價格波動

的反應較敏感，其彈性高於中筋與高筋麵粉，乃三者中最大。 

 

表 A-2  8 條長期均衡關係之估計結果 

 

麵粉類別 均價 均價 中筋 中筋 低筋 低筋 高筋 高筋  

應變數 ΔlnFPt ΔlnFPt ΔlnFPt ΔlnFPt ΔlnFP t ΔlnFP t ΔlnFP t ΔlnFP t  

Intercept  1.911  1.501  1.945  1.538  1.713  1.290  2.063  1.664  

 (0.12)** (0.10)** (0.12)** (0.10)** (0.13)** (0.12)** (0.12)** (0.10)**  

lnWIt  0.511   0.501   0.565   0.469   

 (0.06)**  (0.06)**  (0.07)**  (0.06)**   

lnWPt   0.609   0.599   0.660   0.568  

  (0.04)**  (0.04)**  (0.05)**  (0.04)**  

Observations: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R-squared: 0.45 0.70 0.45 0.70 0.45 0.67 0.41 0.65  

註: 括號內為標準差；**表示係數在 1%下顯著(雙尾檢定)。 

 

三、APT 模型 

由於小麥國內價格與各式麵粉價格的關係較為密切，因此短期動態調整

僅針對小麥國內價格與各式麵粉價格進行檢測，APT 模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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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𝐹𝑃𝑡 = ∑ 𝛼𝑖

𝑘

𝑖=0
∆ln𝑊𝑃𝑡−𝑖

− + ∑ 𝛽𝑖∆ln𝑊𝑃𝑡−𝑖
+

𝑘

𝑖=0
+ 𝜃휀�̂�−1 + ∑ 𝛾𝑖∆ln𝐹𝑃𝑡−𝑖

𝑚

𝑖=1

+ 𝑣𝑡 

其中 휀�̂�−1 = ln𝐹𝑃𝑡−1 − 𝛿0 − 𝛿1ln𝑊𝑃𝑡−1。 

表 B-3 為高筋、中筋、低筋與麵粉均價分別與小麥國內價格之 APT 模型

估計結果。短期價格調整估計結果，配適度差異不大。小麥國內價格下跌時，

大約 2 期到 3 期後產生影響，但是小麥價格上漲時，當期到四期後持續產生

影響。不過，在 5%顯著水準下，低筋麵粉呈現持續不對稱價格調整，進一步

檢測各期價格調整情況，顯示一期後價格有易漲難跌現象。至於累積價格不

對稱調整檢測結果顯示，四個模型皆無累積不對稱價格調整。 

四、價格預警 

四個模型之黃色警戒門檻值差異不大，大約為∆ln𝐹𝑃 − ∆ln𝐹�̂�=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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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麵粉價格與小麥國內價格之APT模型估計結果 

麵粉類別 均價 中筋 低筋 高筋  

應變數 ΔlnFPt ΔlnFPt ΔlnFP t ΔlnFP t  

ΔlnWP
-
  0.034  0.013  0.054  0.012  

 (0.04) (0.04) (0.05) (0.04)  

ΔlnWP
-
(t-1)  0.041  0.070  0.008  0.055  

 (0.04) (0.04) (0.04) (0.04)  

ΔlnWP
-
(t-2)  0.136  0.165  0.124  0.153  

 (0.05)** (0.05)** (0.05)* (0.06)**  

ΔlnWP
-
(t-3)  0.215  0.279  0.208  0.222  

 (0.05)** (0.05)** (0.05)** (0.05)**  

ΔlnWP
-
(t-4)  0.051  0.103  0.058  0.055  

 (0.04) (0.04)** (0.04) (0.05)  

ΔlnWP
+
  0.097  0.112  0.091  0.100  

 (0.03)** (0.03)** (0.04)* (0.03)**  

ΔlnWP
+
(t-1)  0.152  0.190  0.141  0.150  

 (0.04)** (0.04)** (0.04)** (0.04)**  

ΔlnWP
+
(t-2)  0.090  0.144  0.075  0.091  

 (0.03)** (0.03)** (0.03)* (0.03)**  

ΔlnWP
+
(t-3)  0.021  0.062 -0.003  0.049  

 (0.05) (0.04) (0.04) (0.06)  

ΔlnWP
+
(t-4)  0.107  0.142  0.068  0.141  

 (0.04)** (0.03)** (0.03)* (0.05)**  

휀̂(t-1) -0.031 -0.010 -0.063 -0.010  

 (0.04) (0.04) (0.03)* (0.03)  

ΔlnFP(t-1)  0.219   0.218  0.283  

 (0.12)  (0.12) (0.14)*  

ΔlnFP(t-2)    -0.117  

    (0.07)  

觀察值個數: 85 85 85 85  

R-squared: 0.81 0.80 0.80 0.79  

LM test 之P值 0.124 0.157 0.148 0.254  

持續APT檢測之P值 0.161 0.053 0.028 0.088  

   

t-1:正向 

t-3: 負向   

累積APT檢測之P值 0.827 0.678 0.177 0.443  

殘差標準誤(黃色警戒) 0.0116 0.0120 0.0124 0.0122  

註: 1.括號內為標準差。2.**和*分別表示係數在 1%和 5%下顯著(雙尾檢定)。3. LM test 為

殘差 6 期不相關之檢測。4. 持續 APT 檢測之 H0為 iii   , ，5. 累積 APT 檢測之

H0為 0
00




k

i

i

k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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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價格不對稱、民生必需品、獨占定價、聯合行為、價格管制 

 

我國屬小型開放經濟，民生物資之生產原料大多仰賴進口，而國際原物

料價格受市場供需與政經情勢影響有所波動，又是無可避免的正常現象。但

輿論媒體、民意代表與消保團體卻常存有國內商品價格有跟漲不跟跌的印象，

認為當國際原物料成本上漲時，國內產品價格會以較快速度，全額甚至超幅

上漲，以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原料價格下跌，產品價格卻僅會以遲緩速

度微幅下跌或根本文風不動，而有所謂的價格不對稱傳輸（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簡稱 APT）問題。再加上國內農產品也常受颱風等天災影響存

有季節性波動，因此，每遇原物料價格波動（例如：小麥、黃豆）上漲，公

平會與經濟部即迭遭批評，被指責是怠忽職守，未能善盡督導物價責任，形

成輿論話題，認為政府應強力管制物價，防止商人囤積居奇壟斷物價。但在

我國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政經體系下，物價管制非但背離了市場自由競爭

機制，更傷害對人民財產權的民主保障，因而使競爭機關無所適從，施政困

窘不堪，損及執法所需之獨立性與中立性。因此，本研究從經濟分析之觀點

出發，首先探究物價波動的本質與競爭機關處理物價應有之分際；其次，則

挑選若干重要民生物資，蒐集其價格、原料成本、產銷資訊等的市場資料，

以時間數列之誤差修正（ECM）理論，建立計量模型，用於分析產品價格到

底是不是以較快速度或較高的幅度反映原料成本上漲，期能協助公平會建立

物價預警機制；最後，則分析可能影響市場供需及物價波動之各項因素，進

而在法律層面釐清公平法介入規範之界限，並研擬政府對超額反映成本漲價

行為之可行管制措施。此預警制度非但可透過風險監控之角度，調節民生物

價，亦可提供案件偵查過程所需之佐證資料。因此，研究成果除提供公平會

執法之參酌外，也冀望民眾與相關主管機關建立對於物價管制措施之應有共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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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上，歐盟、美國與日本皆有物價預警系統，不過三者以監測全國

物價波動的通貨膨脹率為目的，並非針對個別商品的物價預警。對於個別商

品的價格波動部分，多數國家最常對獨占事業或公用事業進行價格管制，有

時在特殊情形（如戰爭或金融動盪時期）下也會有價格管制的措施。與價格

管制有關的另一個現象是哄抬物價（Price gouging），美國競爭機關並不管制

這種傾向於榨取性濫用的管制，而是由管制獨占結合與掠奪性定價等結構面

行為著手。多數的物價管制都是由相關專責的管制機關與地方政府依據民刑

事法律辦理。其他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如香港、OECD、印尼、寮國、澳

洲與印度等，對於個別商品物價的管制，常見以防止市場壟斷、促進自由競

爭、保障消費者福利為目的。臺灣的物價監控工作，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進

行，公平交易委員會則主管獨占事業禁止行為、聯合行為之禁止、約定轉售

價格以及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若欲將個別商品物價預警機制用於提

供市場事證做為間接證據，以推定業者是否涉聯合行為，公平會應如何判斷

商品價格與原料成本間之聯動性？倘事業定價涉有超額反映原料上漲幅度情

事，其獲利到底是廠商壟斷所形成之長期結構問題？還是僅是短期過度反映

市場供需波動所致？對於事業超額反映成本之漲價行為，公平會是否應直接

介入商品價格之管制？還是應另行建置合宜規範體系以恪遵競爭法主管機關

執法分際？ 

為回答以上諸多問題，本研究篩選生產過程簡單、不需要專利科技、附

加價值不高、原料成本占成品售價極大比重且輿論高度重視的十組民生物資，

包括小麥與麵粉、燃煤與水泥、黃豆與黃豆油、水泥與預拌混凝土、生乳與

鮮奶、天然氣與瓦斯、稻穀與白米、鋼胚與鋼筋、玉米與飼料、廢紙與瓦楞

紙板，分別採用年資料與月資料進行研究。參考 Peltzman (2000)、Borenstein et 

al.(2002)、馬泰成、簡美瑟(2011)等研究，設定價格不對稱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稱 ECM），透過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的長期關係，分析

國內重要民生必需品的短期價格變化，檢測是否存在持續以及累積的不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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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價格調整現象？此外，根據預警模型殘差之常態分配特性，設定黃色與紅

色價格預警門檻，界定政府適當之介入時機。黃色價格預警門檻與公平會介

入建議設定為：每單位成品實際零售價格(對數值)變動量超過預測價格(對數

值)變動量一個標準差，此時公平會應留意市況；紅色價格預警門檻為：每單

位成品實際零售價格(對數值)變動量超出兩個標準差，此時可依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與公平會之職權分工處理。 

研究結果顯示，不管是年資料或月資料，價格之變異係數多數呈現原料

成本波動大於成品價格波動幅度，亦即成品價格波動相對原料成本波動較為

保守的情況。在 APT 檢測部分，不管是年資料或月資料，十組民生品皆無易

漲難跌或易跌難漲之累積價格不對稱調整現象。 

APT 證明榨取性濫用的證據力高於 APT 證明一致性行為的證據力。本

研究所篩選之民生品沒有 APT 的市場現實，支持這些市場沒有獨占定價或聯

合行為，對公平會施政有若干肯定外；另方面，似乎也反映了我國勞動所得

占 GNP 比重由 1981 年的 44%一路降至 2012 年的 39%的所得分配惡化事實，

因為廠商勞動成本穩定，甚至稍微減少，即使市場需求與原料成本發生波動

時，產品價格漲幅空間也不大。另一方面，假設市場資料確實顯示 APT 存在，

並不代表市場存在獨占或壟斷，最多只能顯示：市場價格反映超出(或低於)

原料成本變化幅度。因此 APT 分析僅能做為公平會初步判斷是否介入物價查

處之依據，有助於區分廠商調價行為是否涉及公平法規範或純屬供需變化所

導致之經營行為，以大幅節省行政調查成本。就執法實務言，APT 絕不能取

代公平會的調查、分析與斷案功能。如欲精準判定事業是否具有聯合壟斷市

場的合意行為，尚有賴辦案人員綜合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就水平競爭與垂

直供應鏈關係、市場競爭型態、成本結構與其他重要變數如匯率變動、油電

漲價等因素整體考量。此外，APT 屬於數量分析，成功與否端賴主管機關能

否掌握國內重要民生物資及農工原物料之產銷庫存、成本、價格等變化的產

業資料庫，方有助於及時查處人為操縱市場物價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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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實證結果，本研究提出六點建議 

1.價格預警制度部分：建議公平會以 APT 為基礎，針對重要民生物資建立價

格預警系統，以掌握農工原料成本變化對下游民生必需品價格之以影響，做

為處理市場競爭問題之參考。 

2.物價管制部分：建議公平會體察國際潮流與執法實務，謹守競爭機關與管制

機關分工之基本精神，不宜直接涉入物價管制，只有在獨占或聯合等限制市

場競爭行為發生時，方宜管制價格。 

3.聯合行為之防制部分：建議公平會採用「APT(同時考慮價格與成本)為主，

價格平行行為為輔」的推理方式，做為認定聯合行為的價格依據。原因在於：

「即使原料價格下跌，但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仍然不變或甚至同時上漲（APT）」

相較「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同時上漲（價格平行行為）」在證明一致性行為

存在的推理時，前者似較後者更能明顯地、一致地指向共謀壟斷之犯罪事實。 

4.榨取性濫用之防制部分：在當前貧富差距日益惡化影響階級對立的政治環境

下，公平會宜利用 APT 作為管制榨取性濫用之預警機制，以落實公平法第 9

條第 2 款、第 3 款，只要財團事業符合獨占認定標準且具有 APT 事實者，公

平會即應立刻展開調查。 

5.執法實務部分：建議公平會透過「穩定物價小組」協調，由主計總處取得具

公信力與可信賴之市場價格資料，以建立起長期資料庫。另方面，亦宜引入

經濟分析，以解決市場界定不易與成本無法取得問題，精準認定市場力量。 

6.跨部會協調部分：由於物價問題錯綜複雜，非單一部會可獨力完成，必須由

各相關部會相互協調，分工合作。物價安定工作應不以影響經濟正常發展為

前提，兩者應相輔相成。且穩定物價工作必須在事前採行因應措施，以減少

價格波動造成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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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arly-Warning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Necessities of Life 

 

Abstracts 

Key words: price asymmetry, necessities of life, monopoly pricing, concerted 

actions, price controls 

 

Taiwan is a small and open economy, in which most of the production 

materials of daily necessities are imported from abroad. Besides, the fluctuations of 

material prices triggered by commodity market or political events are imperative. 

However, the press, council representativ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groups often 

have the impressions of price asymmetry transmissions. In other words, they 

always reach the common view that output prices of daily necessities constantly 

respond faster to cost increases than they do to decreases. Besides, the rise of the 

prices of the vegetable and fruit during typhoons or droughts also makes peopl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the phenomenon of price asymmetry. Hence, the 

government is often criticized by the people for not fulfilling its obligations to 

maintain price stability, and most importantly, for not properly regulating collusion 

or other illegal behaviors, such as hoarding and profiteering of important 

commodities. However, price controls not only may result in commodity shortages 

and black market, but also may upset market mechanism. This, in turn, would incur 

damages of neutrality and independence of competition authority. Therefore, by 

using economic analysis, this project firstly investigates the essence of price 

fluctuations and examines the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 TFTC, a competition 

authority, should deal with price cases. Secondly, we choose several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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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ies of life as the target and collect their output prices and input costs to 

create a dataset of market observations. Thirdly, we employ the ECM to develop 

an econometric model, which i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how output prices respond 

to cost changes to see whether or not output prices respond faster to cost increases 

than they do to decreases. This may in turn help the TFTC to implement the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mechanism of necessities of life. Finally, we analyze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may have an impact on market demand-supply and price. 

These studies, in turn, may be used to develop a workable guideline fo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to regulate price rises triggered by monopoly pricing or other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 Based on the detection of APT, this kind of 

early-warning mechanism not only can monitor market price fluctuations, but also 

can provide some evidences for the TFTC to deal with anti-competitive and price 

gouging cases. Therefore,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projec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public, the press, and the TFTC to appreciate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ings: (1) the fun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s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economic agents; (2) how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irms’ cost and consumers’ 

demand fundamentals shape the prevailing prices in market of daily necessities; (3) 

to shape both the government the public with a common view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law enforcement. As to the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such as the EU, the US, and 

Japan, although they also price monitoring system to stabilize market prices, 

however, these measures mostly focus on movements in the aggregate price level 

or inflation rat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se implementations fall into the realm 

of monetary policy and belong to the area of competence of central bank. As to the 

regulations on relative prices of individual commodity (such as public utilities, 

gasoline, and other daily necessities), these matters are mostly conducted by 

regulation body and local government. It is an international trend for competition 

authority not to daily regulate market prices and to leave the price control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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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regulation authorities. As for the monopoly pricing, in the US, along with 

some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exploitative abuses are even considered to be 

legal for the sake of 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However, 

the jurisdiction system of Taiwan tends to be Civic law. Hence, the exploitative 

abuses are considered to be illegal and are regulated by the TFTC. As for the price 

control measures in Taiwan, price gouging cases are mainly regulated by a task 

force under supervi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to coordinate various regulation 

bodies. Under such a framework price controls are mainly conducted by regulation 

authorities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y instead focus its policy on both regulating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 (such as monopoly pricing pertaining to 

exploitative/exclusionary abuses, collusion, RPM,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advocating economic policies needed to promote competiti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f the TFTC uses the APT as th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prove collusion, then how can the TFTC address the link between 

output prices and input costs? If a firm earns excess profits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APT, then how can the TFTC identify the excess profits is a long term 

phenomenon or only a transitional? Should the TFTC directly involve the cases of 

monopolistic and duopolistic pricing or instead draw a line in defining the 

respective competences of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nd regulatory bodies in 

managing joint actions by these two entities where such a necessity arise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roject chooses 10 items of necessities of 

life,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production process being simple, using unpatented 

technology, low value-added, and material costs being higher than in most other 

sectors, as the targe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put costs and 

outprices. These necessities include cement and concrete, wheat and flour, coal and 

cement, soybean and soybean oil, raw milk and milk, natural gas and LNG, p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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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ice, billet and steel bars, corn and feed, waste paper and corrugated board. 

Under a standard model widely used by the literature (e.g., Peltzman 2000, 

Borenstein et al. 2002, Ma and Chien, 2011), this project performs an ECM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utput price and input cost so as to identify 

whether or not the APT exists in these 10 markets.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the 

TFTC with price-cost evidences to monitor the markets of necessities of life. In 

contrast with the common, the evidence of monthly or yearly data shows that 

positive price asymmetry cannot be applied to all industries, especially to those 

industries with rapid productivity growth. This result shows that domestic market 

mechanism performs quite well and also confirms the efficiency of law 

enforcement of the TFTC. Besides, since there exist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rice asymmetries and industry’s labor cost or material cost 

growth, and since these daily necessitates fall into the realm of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the empirical result seems to imply that Taiwan’s income inequality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is ground is that the salary raise in these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s not enough to compensate productivity growth (or 

even when some positive effect in this direction can be found, it is not enough to 

compensate productivity growth.), so that labor cost goes down. At this point, the 

absence of APT (positive or negative) logically implies a growing of firms’ profits. 

This can be seen by the fact that the labor income share fell from approximately 

44% to 39% over the period 1991-2012.  

As to the detection of illegal behavior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appearance of APT does not authoritatively indicate that monopoly pricing or 

collusion without any exception. It merely shows that output prices respond faster 

to cost increases than they do to decrease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o explain APT 

other than monopoly pricing, such as menu cost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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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APT can only be used as a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mechanism. However, regarding to administrative process, it can provide a critical 

advantage in terms of saving investigation costs and enhanc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erefore, it might be said that the APT can provide a preliminary 

evidence and valid rules of practice to facilitate the enforcement of law by guiding 

the TFTC in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texts to market facts. This may, in turn, help 

the TFTC to determine if the staff should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rice-rising cases. However, the fact whether or not APT firms violates the FTC 

law still depend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FTC into the market. This implies 

that the TFTC should conduct further market studies, should investigate possible 

breaches of prohibitions against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under the law, and 

should examine all evidences regarding the infringement. The TFTC cannot br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firms solely on the ground of the evidence of APT. 

One worthy of mention is that the APT falls into the realm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hence it needs reliable and detailed market data. Therefore, the TFTC should 

collect as much data as possible as long as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is not too time 

consuming, meaning that It should strengthen its coordination of market data with 

DGBAS in regard to market data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Executive Yuan. 

Finally, this project provides six suggestions as follows: 

1. We suggest that the TFTC use the APT as the approach to develop an 

early-warning mechanism to monitor the impact of material costs on the price of 

necessities of life. 

2.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and the best practices in law enforcement, it is 

not appropriate for the TFTC to conduct price controls or to deal with price 

gouging cases.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would move only against relevant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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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TFTC can use the APT, supplemented by the evidence of price parallelism, 

to detect the existence of collusion and to quantify its impact on market prices.  

4. Based on the growing 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 the TFTC should consider 

to employ the APT to identify the exploitative abuse stipulated in Sections 2 and 

3 of Article 9, especially in the markets for daily necessities so as to protect 

consumer welfare.  

5. The TFTC should obtain reliable and detailed price data of necessities from the 

DGBAS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6. The goal of price stability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than it might appear.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at most can only deal with relative prices changes in 

individual market caused by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 Therefore, the TFTC 

should seek to coordinate with other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reach 

consistent remedies for price stability. The TFTC also should coordinate 

multiple jurisdictions filing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TFTC should in prior monitor improper market conducts and implement 

precautionary arrangements to avoid the very problem of market inst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