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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文獻對勾結形成條件的探討，認為參與廠商人數是一重要變數，理由為廠

商人數少時，可減少組成勾結的交易成本。是故，理論上可預期的勾結組織最後的

結果是由少數廠商所組成。相對的，公會由市場生產相同或相似產品廠商組成，廠

商加入公會在我國又是具有法律的強制性，因此公會平台提供了 (1)產品為同質性，

(2)全部廠商參與，有利於勾結形成的客觀條件。與一般勾結，所不同者，公會主導

的勾結，預期其組成廠商人數將比非公會主導勾結的廠商人數要多。 

本文利用公平會執法十年後所累積的 95 件個案聯合行為個案進行統計分析，

獲得的結果是(1)十年來公會介入的聯合行為個案的確佔有相當的比例。(2)公平法施

行前公會介入聯合行為的比例，與執法後公會介入聯合行為的情形比較，似乎並沒

有減少的趨勢。(3)非公會介入聯合行為的個案，參與廠商的確不高，平均廠商家數

為 8.13家，相對公會介入個案平均廠商家數為 345家，若剔除極端值，兩者數據分

別為 7.06與 153家，仍呈現前者遠小於後者之結果。(4)非公會介入個案的廠商眾數

為 2 家或 3 家，與文獻上研究的結果對照比較相當接近，證實勾結組織的參與廠商

人數一般不會太多。 

關鍵詞：卡特爾、聯合行為、同質性、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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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經濟文獻探討聯合行為的組成，最常提到的影響因素有參與勾結
 1 
的廠商人數

要少，市場的集中度要高，產品必須是具備同質性的特性，以及公會是否介入。參

與廠商要少的理由是人少易於達成共識，以及人少可以提高其運作的隱密性。易言

之，參與勾結廠商人數較少時，可望降低聯合行為組成的交易成本
 2
。此外，參與

廠商人數較少時，每位參與勾結廠商分配到的利益比例將較高，因此其中一位廠商

背離該組織的共識時，對同夥利益傷害較大，所以參與廠商成員將有較高的動機阻

止成員的欺騙與叛離，從而增加聯合行為的維持與勾結組織的向心力。可以預期

的，一旦發覺聯合行為時，其組成成員必屬於少數。 

公會有利於聯合行為的組成、維持與執行的理由，是公會係同市場生產相同或

相似產品的廠商所組成，依照我國法律規定，廠商參與公會係屬強制性
 3
。因此在

我國勾結組織若由公會主導，則具有產品同質、市場集中度高的優勢條件。唯若聯

合行為由公會主導，則涉及的廠商人數較多，必然與產業經濟學預期的廠商人數較

少的有利條件相衝突。是故，若僅由參與廠商人數分析聯合行為的個案，很容易產

生事實與理論不一致的情況。 

因此，聯合行為個案中參與廠商人數的多寡，將受限於前述兩項因素的交互影

響。如果聯合行為個案由公會所發動，將可觀測到其參與廠商人數較多。相反的，

若聯合行為個案由非公會所發動，則應可觀測到參與廠商人數較少的結果。此外，

公會的組成與運作均有利於聯合行為的形成，可想見的，實務上應可觀測到公會所

                                                      
1 勾結、卡特爾是經濟文獻對聯合行為動作與組織的稱呼。公平交易法則以聯合行為加以表示。
以下將此三種名稱混用，均代表同一事件，指廠商利用一致行為，造成勾結的事實。 

2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理論最早由高斯（Coase (1937)）所提出，其提出主要是質疑傳統
經濟學習以為常的看法「經濟體系能自行運作，不需中樞的管控與調查，供給會因需求而調整，

生產會因消費而改變，這個過程是自動而有彈性的」，換言之，傳統經濟學將經濟體系視為一個

透過價格機能即能運作自如的有機體，而非一個組織。Coase 則認為若價格機能能夠運作自如，
何以廠商會存在於市場呢？顯然的價格機能的運作是需要花費成本的，一但外部市場機能運作成

本較高時，市場上之經濟人即會形成廠商之組織，以內部交易取代外部交易。市場機制運作之成

本即為所謂的交易成本，在實際市場上它包含交易前資訊的搜集成本，契約關係建立的談判協商

成本，以及簽約後之執行、監督與檢測成本等（Dalham, 1979）。 
3 如工業團體法第 13條和商業團體法第 12條，詳細分析見第參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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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的聯合行為個案，佔所有聯合行為個案將有相當的比例。若此，則代表競爭政

策主管機關的執法，應基於執法效率的考量，將執法資源集中於公會運作的監督，

如此對聯合行為的執法才能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公平法自民國 81 年正式施行以來，截至今年民國 94 年已屆 13 個年頭，公平

會對聯合行為的處分案，也累積了相當的數量。截至民國 93 年底止，共有 95 件聯

合行為處分案。藉由這些處分案的統計分析，應將可檢定實務上聯合行為的發生，

公會主導的比例是否較高？與公平法施行前公會介入比例的比較，可以瞭解聯合行

為個案的發生公會介入比例是否有所改變？非公會的聯合行為個案是否如理論所預

期的，參與廠商人數一般均較低？相對的，聯合行為個案若由公會所主導時，則參

與廠商人數將較多？這些研究結果，將可提供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未來執法政策的參

考。它是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本文的安排，除本節為緒論外，第貳節先討論廠商人數與聯合行為成立有密切

關係的理由，以及其影響方向，然後再回顧文獻上實證所獲得的結果。第參節則由

公會的組成、任務、運作等方向，分析它與聯合行為的組成與執行的關係，然後再

檢視文獻上公會介入聯合行為個案的比例。第肆節則說明本研究的實證資料的來源

與處理原則。第伍節則依據第貳節與第參節的討論結果，利用第肆節的實際資料，

進行實證分析。最後一節則提出結論與建議。 

貳、參與廠商人數與聯合行為 

聯合行為要能夠成立而且成功運作，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首先在客觀條件

上，必須聯合行為的組織─卡特爾的成立與運作，有提高或維持市場高價格的可

能，參與廠商有獲利的機會之後，才有參與卡特爾的動機。在什麼樣的客觀條件下

提高價格才能增加卡特爾成員的利益呢？必然的卡特爾成員所面臨的市場需求必須

具備欠缺彈性（inelastic）的性質，因為唯有市場需求欠缺彈性時，提高價格才能使

參與廠商的收益增加。 

其次，非卡特爾成員廠商比例，以及其他密切替代品的存在，也將關係著卡特

爾高價格的維持，影響卡特爾的成敗。如果卡特爾包含市場所有生產替代品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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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但市場上只有少數的廠商加入卡特爾，則非卡特爾廠商的節制，可能使市場上

的高價不易維持。同樣的理由，長期裏如果其他密切替代品的生產廠商，很容易藉

由生產產品的轉換而進入市場，則卡特爾組織即使包含市場上現有的所有成員，卡

特爾高價策略一樣不容易維持。是故，卡特爾提高價格能力的客觀條件，必須包括

(1)市場產品是否具備欠缺彈性的特性，(2)參與卡特爾廠商是否佔有市場顯著的比

例，以及(3)長期生產密切替代品的潛在廠商是否很容易進入市場等三項因素。 

卡特爾的成功必須具備上述提高價格能力的客觀條件外，依據經濟文獻的研究

結果顯示
 4
，卡特爾在實務上要能成立，主觀上尚須具備以下重要條件：一是卡特

爾的協議（agreement）要能容易達成，二是廠商間互相簽訂的協議要能夠執行

（enforcement）。影響卡特爾協議達成的因素有(1)參與的廠商人數為少數，(2)市場

屬於高集中度市場(3)廠商生產幾乎相同產品（同質產品）(4)同業公會的介入 5
。至

於協議的執行，最重要者為能夠防止欺騙，防止欺騙的首要之務則在於能夠發現欺

騙，影響發現欺騙的重要因素在於(1)參與廠商為少數，(2)價格非獨立變動，(3)價

格為廣泛所知曉，(4)卡特爾成員在配銷通路相同的點，銷售相同的產品
 6
。 

從經濟文獻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卡特爾的參與廠商人數，在卡特爾的形成運

作與維持上，均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實值得我們進一步的關心與注意的因素。 

一、參與廠商人數與卡特爾的形成 

卡特爾在世界各國大多屬於違法組織
 7
，其組成必須避開公開的形式，避免為

外人所知曉，尤其是競爭政策的主管機關。卡特爾的參與廠商人數愈少，愈能提高

其隱密性，防止不法行為的對外洩漏。其次，若參與廠商人數較少，討論市場價格

提高的幅度，或市場區域的分配等協議過程，將比參與廠商人數多時，容易意見一

致，易於達成共識。換言之，參與卡特爾廠商人數為少數時，卡特爾形成的交易成 

                                                      
4 見 Carlton & Perloff (2005), Sherer & Ross (1990), Shepherd (1990), Clarke (1985), Clarkeson & 

Miller (1982), Koch (1980). 
5 見 Carlton & Perloff (2005), 132. 
6 見 Carlton & Perloff (2005), 136. 
7 在 1890 年以前，美國訂定休曼法（Sherman Act）以前，卡特爾組織在美國市場相當流行。

1956 年以前，只要協調廠商，不用暴力的非法手段、恐嚇、欺騙方法，則法院並不禁止統一定價
行為。英國政治及經濟計劃局 1953-1956 年間對同業公會調查，發現 1,300 個公會中有 243 個公
會企圖訂定統一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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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8 
可望因此降低

 9
。即使特定產業內有很多廠商，大廠商設置和建立卡特爾時，常

不包含市場佔有率較低的廠商
 10
，其出發點即在於人少好辦事，易維持其隱密性，

和相互間容易形成共識。 

經濟文獻的實證研究大致上也證實上述的推論，例如 Hay & Kelley（1974）的

研究，以美國司法部 1963-1972 的共謀案為研究對象，即發現在研究的 62 個個案

中，只有 4 個個案，卡特爾參與廠商超過 50 家廠商。平均而言每個個案約有 7.25

家廠商。低於或等於 4 家廠商的卡特爾個案共有 16 個個案，占所有個案的 26%，

低於或等於 6 家廠商的個案則有 30件個案，占所有個案的 48%，若以 10 家廠商為

界，則共有 49件個案，占所有個案的 79%，如表 1。可見形成共謀的個案中，係以

少數廠商為其特徵。  

另外 Fraas & Greer（1977）的研究，以美國司法部 1910年到 1972年，統一價

格的 606個個案為研究對象，亦發現共謀個案中參與廠商的平均家數為 16.7 家，中

位數(median)為 8 家，眾數（mode）為 4 家，很少個案中參與廠商人數會超過平均

數，最常見的型態為參與廠商家數為 4 家。一半的個案參與廠商人數為 8 家或更

少。如以不同產業加以觀察，Frass & Greer則發現參與廠商的中位數，分別為天然

資源市場 13 家，製造業市場 7 家，配銷業 11 家，建築業 15 家，金融業 4 家，運

輸業 4 家，服務業 8 家，若以業別為計算標準，7個行業的參與廠商人數平均為 8.8

家，不到 10 家。再次發覺聯合行為的個案裏，參與廠商的人數仍以少數為主。 

                                                      
8 卡特爾的形成，猶如廠商在市場上之任何交易行為，它也需要交易的雙方彼此能夠達成協議，
簽訂共同同意之契約，事後更要有監督執行契約的機制，才能成功。卡特爾成員若多，彼此對契

約的意見必然很多，要達成一致之共識，所需要協商努力必然大幅度增加，例如市場上只有兩家

廠商，只要雙方同意即可，若人數增加為甲乙丙三人時，甲乙、甲丙、乙丙必需兩兩談判，並且

同意產生共識時，卡特爾組織才能形成，所以廠商家數越多，卡特爾成立所需的協商成本勢必提

高。再者，事後協議的執行，也會因為參與廠商人數的增加，而提高其監督成本，從而造成卡特

爾正常運作的困難性。藉交易成本的概念，很容易瞭解為何實務上大多數的卡特爾組織，廠商人

數均為少數的原因。也因此在理論上可推測卡特爾成員為少數時，其交易成本較低，容易產生成

功的卡特爾組織。 
9 見 Pepall, Ricards & Norman (2004), 384. 
10 Carlton & Perloff (2005), 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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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謀廠商人數與同業公會介入的關係 

參與共謀廠商人數 A.發生案件數 B.同業公會介入案件數 C比例（%）=B/A 

2 1 − − 

3 7 − − 

4 8 1 12% 

5 4 − − 

6 10 4 40% 

7 4 1 25% 

8 3 − − 

9 5 1 20% 

10 7 3 42% 

11−15 5 1 20% 

16−20 2 1 50% 

21−25 − − − 

>25 6 6 100% 

合計 62 18 29% 

資料來源：Hay & Kelley（1974）表 2。 
 

二、參與廠商人數與協議的執行 

卡特爾協議的達成，只是卡特爾成功的必要條件，廠商彼此協議的達成不必然

表示卡特爾一定會成功。卡特爾要能成功維持，仍須卡特爾的協議要有實踐的可

能。廠商間欺騙的發現與防止，是避免卡特爾解體的最重要的工作。若組成卡特爾

的成員相對較少時，參與廠商間則比較容易相互監督。背叛廠商偷偷增加自己市場

佔有率時，則比較容易被發覺。例如市場有 3 家廠商組成統一價格卡特爾，如果其

中 1 家脫隊，將顯著的造成價格大幅下跌，很難不被同夥發覺。相反的，如果參與

勾結的廠商人數較多，例如為 50 家，則其中 1 家廠商叛離，不遵守協議，而被其

他同夥發覺的可能性則降低。 

參與卡特爾廠商人數較少，欺騙易於被發覺之外，另外關係著卡特爾維持的重

要因素是它影響著背離廠商被報復的可能性。如果參與廠商人數人數較多，相互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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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較小，廠商會認為不值得報復而放手，卡特爾組織的向心力也就較弱，卡特

爾組織則不易維持。相反的，若參與勾結人數只有少數的 3 家或 4 家廠商，則一人

脫隊對勾結利益的殺傷力較強，則其他廠商對背離廠商採行報復的機率就較高，動

機也較強，卡特爾的凝結力將較為成功。是故 Pepall,Richards & Norman（1999）以

為很少統一定價共謀的個案，參與廠商人數會超過 24 家的。 

文獻上的研究，Hay & Kelley（1974）亦發現大部分統一訂價的共謀延續 10年

或更長時間的個案，其市場只有少數的廠商，或是市場裏最大廠商銷售市場大部分

的產品，支持人少好辦事的推論。一旦卡特爾的參與廠商人數增加了，共謀一般很

快會被發覺。特別是大團體組織會議的細節，必須藉助於會議記錄傳達，或刊載於

報紙上，尤其容易為外界發現而破功。 

對於上述的論點，Posner（1970）的研究結果並不支持，他發現大型卡特爾與

小型卡特爾，延續的時間並無差別。他觀察發現的結果為，52% 的共謀個案中包含

10 個或更少的廠商，其共謀延續的期間為 6 年或更長。同時間裡 64% 的大型共謀

個案，持續相同的時間。不過他仍認為一般而言，更多廠商介入共謀，政府會有更

高的機會發現它。 

參、同業公會組織與聯合行為 

如前所述成功聯合行為基本上必須滿足兩項條件：第一，是廠商間要能達成協

議，第二，協議要能有效的被執行。同業公會組織的組成與運作，由於先天上同時

具備上述條件的特質，所以同業公會也最容易變成聯合行為的工具，以下即依據同

業公會組織特性說明二者之間的關係。 

一、同業公會組織與聯合行為協議的達成 

(一) 見面的機會 

聯合行為成功的第一要件為同業間的協議，協議達成的首要條件為同業廠商必

須要有見面的機會，因為唯有見面時才有可能對價格、產量或市場分配做約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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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這種見面機會必須師出有名，才不至於引人懷疑，甚至遭到監督。同業公會的運

作，依據我國法律的規定，依法召開(1)定期會員大會（1 年至少 1 次），(2)臨時會

員大會（工業法第 27條，商業法第 27條），(3)理監事會議（每個月 1 次）（工業

法第 31 條，商業法第 31 條）
11
，這些會議提供同業廠商合法碰面的機會。利用這

些合法的機會它們可商議產品的價格、生產數量的多寡、甚至劃分個別廠商的市場

區域。換言之，有了同業公會的存在，同業間的聚會有了合法的掩護。 

(二) 同業公會是由生產相同產品的廠商組成 

根據前面的說明，產品的同質性愈高，愈有利於廠商的結盟，遂行聯合行為的

運作。同業公會是由生產相同產品的同業所組成，而且依法還可依據不同特定地區

組成同業公會（工業法第 7 條、第 8 條，商業團體法第 8 條、第 9 條）
12
。所以同

業公會的設立，基本上是將生產同樣產品的廠商聚集在一起，使其互通有無，交換

市場訊息，互相研究生產技術等，以達成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工業團體

法第 1 條，商業團體法第 1 條）。可是這種立法的目的，以及其執行過程，正好幫

助這些市場上具有相互競爭關係的事業，有機會完成共謀之協議。而且法律規定在

某區域內，只容許一產業公會存在，進一步幫助在不同空間市場生產相同產品的事

業組成卡特爾。 

(三) 同業公會包含所有同業成員 

如前節所論，成功聯合行為之要件，為市場廠商人數少，以減少溝通的困難。

此外卡特爾組織最好能夠網羅市場所有的生產者，以避免未納入組織的成員變成卡

                                                      
11 國內許多聯合行為不管是公平法施行前或施行後，都是由同業公會之理監事會議所發動。見
莊春發（1994）「同業公會與廠商聯合行為關係的研究」；廖義男、林永頌（1985）「我國獨
占、聯合行為、不公平競爭之實證研究」。 

12 工業團體法第 7 條規定：凡在同一組織區域內，有依法取得工廠登記證照之同業公會工廠滿
五家以上時，應組織該業同業公會。第 8 條則規定工業團體之分類標準，由經濟部會同內政部定
之；特定地區工業同業公會組織區域之劃分，由經濟部會同內政部定之。商業法第 8 條規定：同
一直轄市或縣（市）區域內，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同業公司、行號達五家以

上者，應組織該業商業同業公會。同法第 9 條，並限制同一區域內之同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一會
為限。可見同業公會的立法，不但是以產品同質為其組成公會之依據，而且還依據不同之區域之

間，限定其只能組成一家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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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組織外的潛在競爭者，使卡特爾組織的聯合行為不易實現。 

我國工業團體法（第 13 條）和商業團體法（第 12 條）的強制入會規定，要求

依法取得工廠登記證照之公民營工廠，於開業後 1 個月加入同業公會為會員（工業

團體法）；或於同一區域內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民營商業之

公司、行號於開業後 1 個月，加入該地區之商業同業公會組織
 13
。所以依法我國同

業公會是將所有同業公會成員納入同業公會組織之內
 14
，非常有利於聯合行為的協

議，也有助於其協議的執行。 

二、同業公會的存在與聯合行為的執行 

(一) 同業公會組織運作有助於聯合行為的執行 

聯合行為的成功，除需先達成協議之外，更重要的還要協議能夠落實。依據工

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的規定，同業公會依法可召開會員大會（工業團體法第 27

條，商業團體法第 27 條）和理監事會議（工業團體法第 31 條，商業團體法第 31

條）。在召開會議的機會，不但有利於各項協議的做成，而且也可利用定期會議的

機會檢討聯合行為的利弊得失，做進一步的調整。 

有了會員大會和理監事會議的組織架構，參與聯合行為的成員，即可利用此一

組織制定懲罰規定，同時並以此組織為執行機構。有了執行的常設機構後，不但聯

合行為的協議易於執行，而且可以防止協議的破裂，真是天賜的良機。 

(二) 同業公會的任務執行可做為聯合行為的藉口 

工業團體法第 4 條和商業團體法第 5 條，分別明訂工業團體與商業團體的任

務。這些任務項目中，有些可能促成聯合行為的實現，有些則關係並不密切。依其

關係密切程度分類的結果列於表 2，其中工業團體法任務中有 6 項相當容易促成聯 

                                                      
13 法律雖然明文規定為強制入會，事實上依據全國工業總會或全國商業總會的訪問，是項強制
入會規定並未確實施行。換言之，仍有許多合法之工廠或公司、行號未加入工業同業公會或商業

同業公會。 
14 表面上看來，似乎只要將所有合法事業納入公會組織內，即沒有其他潛在競爭者，事實不
然，因為許多未取得公司或工廠登記證照的地下事業單位，其生產或銷售行為，仍可形成既有合

法事業的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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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業團體法商業團體法規定任務與聯合行為關係 

工業團體法規定任務 促成聯合行為 
的可能性 商業團體法規定任務 促成聯合行為 

可能性 

1.國內外工業之調查、統計
、研究改良及發展 ˇ 1.國內外商業之調查、統計

及研究發展 ˇ 

2.原料來源之調查及協助調
配 ˇ   

3.會員生產、運銷之調查、
統計及推廣 

ˇ   

4.技術合作之聯繫及推廣 ˇ   

5.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 ○ 10.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 ○ 

6.會員業務狀況之調查 ˇ   

7.會員產品之展覽 △ 6.會員商品之廣告、展覽及
證明 △ 

8.會員與會員代表基本資料
之建立及動態調查登記 ˇ 7.會員與會員代表基本資料

之建立及動態調查、登記 ˇ 

9.會員證照之申請、變更、
換領及會員資格之證明等
服務 

○ 8.會員委託證照之申請、變
更、換領及其他服務 ○ 

10.同業糾紛之調處及勞資
糾紛之協助調處 

○ 4.同業糾紛之調處 ○ 

11.勞動生產力之研究、促
進與同業員工技能訓練
及講習之舉辦 

△ 5.同業員工職業訓練及業務
講習之舉辦 △ 

12.會員公益事業之舉辦 ○ 9.會員或社會公益事業之舉
辦 ○ 

13.接受機關、團體或會員
之委託服務 ○ 11.接受機關、團體或會員

之委託服務 ○ 

14.政府經濟政策與工業法
令之協助、推行及研究
、建議 

△ 
3.政府經濟政策與商業法令
之協助、推行及研究、建
議 

△ 

15.各項社會運動之參加 ○ 12.社會運動之參加 ○ 

  2.國際貿易之聯繫、介紹及
推廣 △ 

16.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
事項 ○ 13.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

事項 ○ 

資料來源：工商團體法第 4條，商業團體法第 5條。 
說    明：(1) 商業團體法任務為與工業團體法配合，所以商業團體法規定任務欄數字， 

代表其原規定之項目次序。 
(2) 打「ˇ」表示其任務與聯合行為關係密切，打「△」與聯合行為有關， 
打「○」表示其任務與聯合行為關係並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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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3 項有促成聯合行為的可能，有 7 項任務與聯合行為促成關係並不密切。

商業團體法的任務中則有 2 項與促成聯合行為有密切之關係，4 項有促成聯合行為

之可能，有 7項與促成聯合行為不密切。 

當然以上只是從其任務規定加以推測，並不代表有此任務時，聯合行為一定發

生，不過在執行該項任務時極有可能發生聯合行為的適用，例如工業團體法第 2 項

的任務，執行有關同業間原料調查，及協助調配，就極有可能在調配的過程，或對

原料來源的調查行為，造成有聯合行為的適用。 

總之，從同業公會組織與聯合行為協議的達成，以及同業公會存在與聯合行為

執行的分析，在在顯示二者關係十分密切，表示前者之組織及其任務的執行，以及

相關組成規定和執行過程，先天條件即與聯合行為之實現相契合。所以稱同業公會

為聯合行為之溫床，應非過分之詞 15
。下一節則由實際所收集之資料，說明同業公

會介入聯合行為的嚴重性，以及證實聯合行為大多源自於同業公會的各項會議組

織。 

三、公會介入聯合行為實證研究回顧 

公會介入聯合行為的研究，外國文獻並不多，依時間順序有下列 3 篇文章。第

一篇為 Posner（1970）的研究，他以美國司法部（Justice of Department）1890年到

1969 年 80 年間審理的水平共謀個案為分析對象，在此期間共有 989 件水平共謀的

個案，其中公會介入的個案共有 431件，占所有水平共謀個案的 44%，如表 3。 

其次則為 Hay & Kelley（1974）的研究，同樣以美國司法部 1963-1972 年的共

謀個案為研究對象，在 62 件共謀的個案中，同業公會介入的有 18 件，佔全部個案

的 29%，公會介入的比例不低，如表 1。若按廠商多寡分組觀察公會介入的比例，

則可以發覺廠商人數愈多的個案，同業公會介入的比例則愈高。例如 2-5 家參與廠

商的個案，20 件中只有一件屬於同業公會介入的個案，占該組個案的 5%。6-10 家

參與廠商的個案，29個個案中，有 9個個案為公會介入，公會介入比例為 31%。10

家以上參與廠商之個案 13 件，公會介入的個案有 7 件，公會介入比例為 62%。由

                                                      
15 根據廖義男、林永頌（1985）「我國聯合行為、不公平競爭之實證研究」一文有關聯合行為
部分，亦充分顯示台灣地區過去聯合行為之發動，主要來源來自同業公會，特別是各公會之理、

監事聯席會議，足以證明同業公會是聯合行為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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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觀之印證廠商人數愈多的個案，公會介入比例將愈高的結論，表示參與廠商

人數愈多，愈需要公會協調，以減少共謀成立與運作的交易成本。 

表 3  同業公會介入水平共謀案比例（1890-1969） 

            項目 
年度 

A.同業公會 
介入（件） 

B.水平共謀案件 
（件） 

C.同業公會介入水平共謀 
案件比例(%)(C=A/B) 

1890-1894 2 3 67 

1895-1899 6 7 86 

1900-1904 0 5 0 

1905-1909 3 28 11 

1910-1914 19 62 31 

1915-1919 13 29 45 

1920-1924 22 50 44 

1925-1929 18 36 50 

1930-1934 12 19 63 

1935-1939 17 34 50 

1940-1944 96 179 54 

1945-1949 41 114 36 

1950-1954 62 122 51 

1955-1959 60 122 49 

1960-1964 28 104 27 

1965-1969 32 75 43 

合  計 431 989 44 

資料來源：Posner（1970）表 1與表 24。 
 

Fraas & Greer（1977）的研究，也同樣以美國司法部統一價格為分析對象，期

間自 1910年到 1972年共 62年，606件個案中同業公會介入的案子有 219件，占所

有個案的 36%。此外 Fraas & Greer的研究也發現有公會介入的個案，參與廠商人數

則呈現較多的現象。全部統一訂價個案裏，廠商人數的中位數為 8 家，但同業公會

介入的個案，則廠商人數的中位數提高為 16 家，表示同業公會介入的個案，有較

多的廠商人數。 

國內的研究，莊春發（1994）整理公平法施行前同業公會介入聯合行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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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結果發現自民國 60 年到民國 78 年間，國內所有工業產品涉嫌聯合行為的個案

共計有 75 件，中間公會介入的個案共有 31 件，公會介入的比例為 41.3%，和美國

Posner 的實證研究結果相當接近。依據相同來源為計算基礎，分析國內服務業公會

介入聯合行為的情況，莊文也發現在相同期間，服務業涉及聯合行為的個案有 15

件，公會介入有 6 件，公會介入比例為 40%。此外民國 77 年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

對國內商業同業公會進行公會介入統一訂價的調查17
，則發現受調查的 25 個行業

中，有 19 個行業曾經由公會訂定統一訂價，占所有行業的 77%，可見公會與聯合

行為密切關係。 

由以上之國內外文獻回顧觀察，可以發現公會組織的確在聯合行為發動中佔有

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若干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公會介入的聯合行為，參與廠商人

數，與一般所推論參與廠商人數較少，正好相反，呈現參與廠商人數較多之情況。

公平法施行之後的情況如何呢？公會介入比例是否會仍然維持高比例呢？有待下節

的實證分析回答。 

肆、資料來源與說明 

一、聯合行為各年分布情況 

公平法自民國 81 年實施以來，截至民國 93 底為止，處分的聯合行為個案，共

計 95 件，如表 4。其各年度分佈分別為民國 81 年 4 件，民國 83 年 2 件，民國 84

年與民國 85年同為 5件，民國 86年 10件，民國 87年 8件，民國 88年 11件，民

國 89年最多為 20件，隨後民國 90年降為 10件，民國 91年至 93年分別為 6件、

9 件與 5 件。表 4 資料顯示隨著時間過去，聯合行為的個案，開始時似乎有愈來愈

多的趨勢到民國 89 年達到最高峰，之後又開始下降。出現此現象的推測原因之一

是公平會早期採較為寬容的態度，大都以行政指導18
方式要求各產業自我節制。原

                                                      
16 它包括廖義男、林永頌（1985）、吳秀明（1986）以及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民國 60 年到 78
年間，政府管制期間的資料。 

17 見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研究報告，國內商業同業公會統一訂價問題之探討。 
18 聯合行為為台灣許多行業行之有年的習慣，若要完全依照公平法相關規定處理，則影響層面
太大，因此公平會乃藉由一個行業一個行業的宣導，制定許多指導原則，輔導事業認識公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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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二可能是，公平會調查的技巧愈來愈高，因此業者聯合行為無法遁形，容易為

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所發覺。 

附件 1 是公平會 95 件聯合行為個案特性分析結果。最後一欄表示聯合行為個

案公會是否介入，以及其參與廠商人數之統計。全部 95 件個案中，非公會或非聯

誼會組織所發動的聯合行為，共有 46 件個案。由正式公會發動的個案有 33 件，其

餘 16件個案則由聯誼會或協會等非正式公會的組織所發動。 

二、資料處理說明 

非公會或非聯誼會所發動的聯合行為，在公平會的處分書中，全部都有參與聯

合行為廠商人數的資料問題較少，只要仔細查閱每個個案處分書的「事實」處，即

可獲得參與廠商人數的資料。聯誼會或協會所主導的個案，也大致上沒有問題，可

以在公平會的處分書內，找到參與聯合行為的廠商家數。唯獨公會 33 件個案最麻

煩，在處分書上大多未記載公會組成廠商人數，有記載參與廠商人數者只有少數個

案。因此必須由公平會處分案原始檔案資料中搜尋其廠商人數。甚至有些在原始檔

案中也未能找到公會的廠商人數，必須藉由作者個人向該公會探尋，才能找到聯合

行為發生時的廠商總人數。中間有 16 件個案廠商人數是由公會原始檔案，獲得其

組成的廠商總人數，如附件一所打「*」者，剩下的 16 件個案，則由作者分別向原

公會探求，如表最後一欄打「**」者
 19
。 

之所以將聯誼會或協會組織所發動的聯合行為個案，歸類於公會的理由是，聯

誼會也好，協會也好，其組成之目的，大都以協調業者之共同利益為主，功能與內

政部正式登記的公會組織所發揮者並無不同
 20
。是故，在以下之分析，一併將聯誼

會或協會組織所發動的聯合行為，全歸併於公會一起分析。 

                                                 
進而遵行公平法。公平法對同業公會規範說明，機車行業導正，有線電視交易透明化原則，均屬

類似的行政指導原則。 
19 個案 86家畜案聯合會的參與廠商找不到。 
20 見吳秀明（2001），「聯合行為之研究」，公平交易法施行九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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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聯合行為發生年度分佈表 

年度 件數 分配比例（%） 

81 4 4.2 

82 0 0 

83 2 2.1 

84 5 5.3 

85 5 5.3 

86 10 10.5 

87 8 8.4 

88 11 11.6 

89 20 21.1 

90 10 10.5 

91 6 6.3 

92 9 9.5 

93 5 5.3 

合  計 95 100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各年公報。 

伍、實證研究 

一、研究命題 

根據第貳節的分析，可以理解聯合行為形成與執行的重要條件，為參與廠商人

數必須少數，因為人少勾結組織形成的交易成本較低，才容易成功。再者參與廠商

少每個人組成勾結後分配的利益較大，將有較大的誘因去發現欺騙，以阻止欺騙造

成的傷害。因此由交易成本的觀點而言，聯合行為個案的參與廠商人數，在實務上

應當發覺它為少數。 

相對的，同業公會的產生與存在，在客觀的事實上，可以提供同業廠商合法見

面的機會；其次，鑑於同業公會由生產相同或相似產品的廠商所組成，有利於廠商

聯合行為的形成。此外，基於產業自治的理由，依據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的規

定，廠商成立之後在一定期限必須加入某地區域內之同業公會。換言之，我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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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廠商加入公會團體組織係屬於強制性的。所以以公會為架構所形成的聯合行為

將包含市場所有的成員，可以不必憂慮未參與卡特爾廠商進出，造成市場的制衡或

干擾。當然的，由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其參與廠商人數，勢必會比非公會所主

導的聯合行為參與廠商人數要多。參與廠商人數較多，卡特爾交易的成本將提高，

但藉由公會的協調可將此不利因素消弭於無形。 

總之，由以上的分析，所獲得的合理的推論，有以下幾項：第一、公會是影響

聯合行為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所有聯合行為統計的個案中，由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

為將佔有相當的比例。第二、非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個案參與廠商人數，平均而

言將比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參與廠商人數為少。第三、若不將聯合行為區分為公

會所主導或非公會所主導，直接觀察其參與廠商人數之多寡，將會造成誤導，以為

廠商人數在聯合行為組成與維持當中，不具重要性。 

二、實證研究 

(一) 聯合行為個案中公會主導的比例 

表 5 是根據廠商人數 10 家為界，區分參與廠商為多或為少，以及其是否由公

會或非公會所主導，所做出的統計分析。由該資料可以發現 95 件個案中有 49 件個

案由公會所主導，佔全部個案數的 51.6%，非公會所主導的個案則有 46件個案，佔

全部的 48.4%。這和公平法未施行前國內工業部門聯合行為 75 件個案中，有 31 件

個案為公會所主導，占有 41.3%的比例有過之而無不及。和服務業 15 件個案中有 6

個個案為公會所主導，占有 40%比例超出很多
 21
。這項資料也顯示公平法施行後，

同業公會對形成聯合行為的影響並沒有受到太多的節制，顯然的公會的存在的確是

形成聯合行為的重要因素。 

(二) 區分公會與非公會才不致產生混淆 

表 5 的資料呈現的另一個重要訊息，是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個案，參與廠商

                                                      
21 若將聯誼會或協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不歸屬於公會，則由正式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個案減
少為 33件個案，佔全部 95件個案的 35%。公會比例雖然有所下降，但其仍擁有相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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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較多的件數較多，參與廠商較少的件數則較少，49 件個案中，只有 5 件個案參

與廠商人數少於 10 家，其它 44 件個案的參與廠商人數均大於 10 家。前者佔所有

公會主導個案的 10.2%，後者則顯現 89.8%的高比例。相對的，若觀察非公會主導

的個案，則參與廠商人數少的件數相對較多，在 46 件個案中，有 36 件個案，佔全

部非公會個案的 78.3%。相反的，廠商人數超過 10 家以上的個案相對則較少，只有

10件個案，僅佔所有個案的 21.7%。 

如果聯合行為個案的分析，若不區分公會主導個案或是非公會主導個案，則表

5 最後一行的資料顯示，參與廠商人數為少數的個案 41 件，佔全部個案 95 件的

43.2%，參與廠商人數為多數的個案則為 54 件，佔全部個案的 56.8%。會讓人誤解

台灣地區聯合行為，參與廠商人數多的個案較多，與學理上所推論的不同。 

表 6 與表 7 是將廠商人數多寡的臨界值向下降低與向上提高後，所做成的統計

結果，它與表 5 的結果並未產生太大的改變。仍然維持著有公會介入的聯合行為

案，廠商人數較多的件數佔多數，相對的廠商人數較少的案件僅占少數。在非公會

主導的聯合行為個案，則呈現與公會介入案件相反的情況，大部分的聯合行為案，

參與廠商人數較少的案件占多數，參與廠商人數較多的案件佔少數。 

表 5  聯合行為參與廠商人數與公會介入情況表 
單位：件 

              廠商交易人數 
公會是否介入 2-10家 占有 

比例 10家以上 占有 
比例 合計 占有 

比例 

公會 5 10.2% 44 89.8% 49 51.6% 

非公會 36 78.3% 10 21.7% 46 48.4% 

合計 41 43.7% 54 56.8% 95 100% 

資料來源：同表 4 

表 6  聯合行為參與廠商人數與公會介入情況表(二) 
單位：件 

              廠商交易人數 
公會是否介入 2-8家 占有 

比例 9家以上 占有 
比例 合計 占有 

比例 

公會 3 6.1% 46 93.9% 49 51.6% 

非公會 34 73.9% 12 26.1% 46 48.4% 

合計 37 38.9% 58 61.1% 95 100% 

資料來源：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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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聯合行為參與廠商人數與公會介入情況表(三) 
單位：件 

              廠商交易人數 
公會是否介入 2-12家 占有 

比例 13家以上 占有 
比例 合計 占有 

比例 

公會 6 12.2% 43 87.8% 49 51.6% 

非公會 38 82.6% 8 17.4% 46 48.4% 

合計 44 46.3% 51 53.7% 95 100% 

資料來源：同表 4 
 

對於非公會介入聯合行為案件的比例，利用統計檢定可以驗證廠商人數多寡案

件比例，二者是否有顯著的差異。虛無假設與對立假設的假定如(1)式 

H0：P1−P2 = 0 P1代表參與廠商人數較少件數的比例 

H1：P1−P2 > 0 P2代表參與廠商人數較多件數的比例 (1) 

依據平均數檢定的公式，找出表 5、表 6、表 7 的 Z 值
 22
，分別為 3.841、

3.2416、4.421，均大於 1%水準下理論值為 2.575（α = 0.01），表示可棄卻虛無假

定，而接受對立假定。表示在非公會介入的聯合行為個案中，參與廠商人數較少的

比例大於廠商人數較多的比例。 

表 8是模仿學者 Hay & Kelley的分析方式，按參與廠商人數分成 2 家～5 家、6

家～10 家、11 家～15 家、16 家～20 家、21 家～25 家以及 25 家以上等 6組，然後

再觀察公會介入個案的比例。2 家～5 家參與廠商的個案有 28 件，其中只有 3 件由

公會所發動，占有比例為 10.7%。6 家～10 家這組中，公會介入之個案有兩件，占

全部 13 件個案的 15.4%。在 11 家～15 家這組中，6 件個案共會介入了 3 件，占有

比例提升為 50%。在 16 家～20 家這組中，8 件聯合行為個案有 4 件為公會介入，

同樣占有 50%的比例。21 家～25 家這組中只有 1 件聯合行為個案，且公會未介

入。至於超過 25 家廠商以上的個案，39件中有 37件為公會介入的個案，占有比例

高達 94.9%。 

由以上之分配統計資料中，證實參與廠商人數愈多之聯合行為個案，公會介入

的比例越高。它證實前面理論分析的預測，參與共謀廠商人數愈多時，愈需要公會

                                                      

22 Z值的計算公式： ))(
11

(/)( 21
21

21 PP
nn

PP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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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助，以解決交易成本之問題。這種結果也顯示未來觀測聯合行為個案時，應特

別需要先剔除公會主導之個案，才能觀測到聯合行為人數較少的結果，與理論推論

的情況才不至於有顯著的差異。 

(三) 非公會個案參與廠商人數少於公會個案參與廠商人數 

如表 8 所示，非公會聯合行為個案的參與廠商人數，大都集中於少數。相對

的，公會主導個案的參與廠商大都分佈於多數。若以個案參與廠商平均數觀察，則

非公會 46 個個案的平均廠商人數為 8.13 家。如果剔除極端的榮電股份有限公司

案，則其平均廠商人數可再降低為 7.06 家，這些數據和第貳節文獻上美國的實證研

究結果，Hay & Kelley（1974）平均廠商人數 7.25 家，Fraas & Greer（1977）16.7

家接近 23
。相對的，公會介入的 48 件個案的廠商平均數為 345 家

 24
。如果剔除極端

的汽車貨櫃貨運聯合會、橡膠製品聯合會。台灣省砂石業聯合會、台北市、高雄

市、台灣省建築師公會等 6 個極端個案，則公會主導個案的平均廠商人數，則降為

153 家。不管如何，與非公會個案平均參與廠商人數的 7 家或 8 家比較，則很明顯

的高出許多。 

 

圖 1  非公會聯合行為參與廠商分配圖 

                                                      
23 Hay & Kelley（1974）和 Fraas & Greer（1977）的研究，計算參與廠商的平均數時，並未剔除
公會介入的個案。 

24 48件公會個案中有 1件未能得資料，只能以 48件個案資料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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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公會與非公會聯合行為參與廠商分配統計 

參與聯合行為廠商人
數 A.全部案件數 B.同業公會介入案件數 C.比例(%) = B/A 

2 9 – – 

3 9 – – 

4 4 3 75.0% 

5 6 – – 

6 4 – – 

7 2 – – 

8 3 – – 

9 2 1 50.0% 

10 2 1 50.0% 

11~15 6 3 50.0% 

16~20 8 4 50.0% 

21~25 1 – – 

＞25 39 37 94.9% 

合計 95 49 51.6% 

資料來源：同表 4 
 

若進一步觀察非公會個案廠商人數的分配，則可以清楚的觀測到，參與廠商出

現次數最多的為 2 家與 3 家，分別各出現 9 件個案，其次為 5 家廠商，其出現次數

為 6 件個案，再其次為 6 家廠商，其出現次數為 4 件個案，如圖 1。換言之，非公

會聯合行為個案參與廠商人數的眾數有二，一為 2 家廠商人數，二為 3 家廠商人

數。它與 Fraas & Greer（1977）的研究，606 個案的眾數為 4 家廠商相類似。顯示

勾結組織的參與廠商的確不會太多，以免交易成本提高，造成聯合行為的組成困

難。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濟文獻討論聯合行為的形成，認為參與聯合行為的廠商人數，是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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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基於交易成本的觀點，主張參與勾結的廠商愈少，愈能增加其隱密性，

以及減少溝通的困難度，所以容易達成一致的共識，組成卡特爾組織。其次，鑑於

利益與共的理由，當參與卡特爾廠商人數愈少時，其相互利害關係密切，一但有人

背離原有共識，將對同夥傷害較深，因此當卡特爾參與廠商人數愈少，廠商彼此愈

有動機防止參與廠商的相互欺騙，以及藉由強烈報復的可能，排除同夥的偷機或背

離。因此，在理論上可預期，在實務上所觀測到的，勾結組織的參與廠商人數不會

太多。 

至於公會制度，由於提供市場相同產業廠商有合法見面的機會，法律上也規定

同業公會係由生產同質產品的廠商所組成，以及同業所有成員在成立一定時間之

後，務必加入當地之公會組織，使公會吸納市場上生產相同產品的所有廠商，這些

條件均有利於卡特爾的形成。其次，同業公會的運作過程如年會、臨時會員大會、

理事會、監事會的定期開會規定，亦有利於聯合行為的執行。是故，可預期的，聯

合行為的個案中，公會介入的比例將呈現不低的情況。由於公會的組成與運作組織

將替代勾結的功能，相對於非公會介入的勾結個案，其參與廠商人數將遠遠大於非

公會勾結個案的參與廠商人數。 

本研究以公平法施行以來，截至民國 93 年底為止，公平會聯合行為處分案為

研究對象，進行實際的驗證。研究發現為： 

(一) 公平會處分聯合行為的個案當中，如理論上所預期的，公會介入的個案比例不

低，在 95 件個案當中，有 49 件個案數為公會介入的個案，占有比例為 52%。

如以正式公會介入個案為計算基礎，則有 33 件個案為公會所主導，介入比例

降為 35%。這些結果和國外實證研究結果比較相當接近。其次在相同基礎上把

它與公平法施行前的實證結果相比較，也顯示公平法施行前後，公會介入聯合

行為個案的比例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顯示公會對聯合行為形成的影響。另

一方面也表示未來公平會對聯合行為的規範，仍應著力於公會的監督與糾正，

以收擒賊擒王之效。 

(二) 聯合行為個案參與廠商人數的統計分析，最好先將公會介入與非公會介入的個

案分開計算，否則將產生混淆的結果。以表5資料為例，若不區分公會介入與

非公會介入的個案，將會發覺聯合行為參與廠商人數較多的個案佔多數，為 54

件個案，佔全部個案的 57%；相對的，參與廠商人數較少的個案數為少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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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1 件個案，占全部個案的 43%，造成與經濟理論預期明顯不符的的情況。

若將二者加以區分，可以很明確的看到，公會介入的個案，49 件個案當中，佔

多數的 44 件個案參與廠商人數為多數，占所有公會介入個案的 90%。相對

的，非公會介入的個案中，參與廠商人數則趨向於較少數，46 件個案中，有

36件個案參與廠商人數為少數，占所有非公會介入個案的 78%。相對的，參與

廠商為多數的個案數較少，為 10 件個案，僅占非公會介入個案的 22%。如以

家數數目分組加以觀察，也可以發現非公會個案的落點大多數集中於參與廠商

人數為少數的 2 家或 3 家；相反的，公會介入的個案參與廠商人數則為多數的

地方。 

(三) 非公會勾結個案，廠商人數為少數。剔除公會介入的個案後，就非公會介入的

46 件個案加以觀察，其參與廠商平均數為 8.13 家，若剔除極端值的個案之

後，則參與廠商人數平均降為 7.06 家。而公會介入的個案，參與廠商平均家數

為 345 家。若剔除聯合會等 6 個極端值的個案，則參與廠商的平均數降為 153

家。其與非公會個案相比較，則可發現非公會介入個案參與廠商的平均數，的

確為少數。利用直方圖將非公會介入個案廠商人數的分配，則可發覺非公會介

入個案參與廠商人數的眾數為 2 家或 3 家。它和文獻上 Fraas & Greer（1977）

的發現接近，勾結案參與廠商人數仍以少數為主。 

二、建議 

公平法施行後，公會介入聯合行為的比例，由本研究結果與公平法施行前的結

果比較，顯示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增加的趨勢，似乎沒有太大的改變，公會介入的

聯合行為個案仍佔所有聯合行為個案相當顯著的比例，表示公平會對聯合行為的規

範，仍應將行政力集中於公會主導聯合行為的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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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聯合行為個案特性分析 

個案
序號 個案名稱 發生

時間 
相關地理 
市場範圍 

相關產品 
市場範圍 

影響市場功能 
判斷標準 

參與聯合
行為人數 

1 台灣省汽車貨櫃貨運商業
同業公會聯合會聯合訂價 

81 全國 貨櫃 
運輸市場 

下游業 
者反應 

公會** 
（584） 

2 台灣省橡膠製品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會聯合訂價 

81 全國 輪胎 
修補市場 

製作價目表 公會** 
（2332） 

3 高雄市第一等 5家信用合
作社聯合訂價 

81 高雄市 
地區 

金融市場 市場占有率
（20%） 

5 

4 義發號等 5家行號聯合訂
價 

81 花蓮地區 雞蛋承運
批發市場 

市場占有率
（67%） 

5 

5 榮電股份有限公司等 56
家公司聯合定價及限制交
易地區 

83 全國 台電公司
配電管路
工程供需
市場 

無敘述 56 

6 中興、中華、國際票券聯
合訂價 

83 全國 票券簽證 
業務市場 

市場參與 
人數比例 
（全體） 

3 

7 亞力山大育樂股份有限公
司等聯合訂價 

84 台南地區 保齡球 
市場 

市場占有率
（25%） 

9 

8 春源鋼鐵工業等 17家聯
合訂價 

84 全國 冷熱軋鋼 
捲交易 
市場 

市場占有率 
冷（16.0%） 
熱（8.7%） 

17 

9 源益農畜企業等 20家冷
凍（豬）肉業者聯合訂價 

84 全國 內銷豬肉
及豬副產
品市場 

市場占有率
（37%） 

20 

10 台中市土地登記專業代理
人公會聯合訂價 

84 台中市 土地登記
代理業務
市場 

市場參與人數
比例 

（超過半數） 

公會* 
（178） 

11 大世界汽車玻璃有限公司
聯合訂價及限制交易對象 

84 台中市 汽車玻璃 
裝配市場 

無敘述 協進會 
（33） 

12 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訂價 

85 台北市 翻譯認證 
業務市場 

無敘述 公會** 
（64） 

13 台灣省砂石業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聯合訂價 

85 全國 砂石 
產銷市場 

無敘述 公會* 
（1350） 

14 苗栗縣砂石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訂價 

85 苗栗地區 砂石 
產銷市場 

無敘述 公會* 
（148） 

15 長山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 

85 南部地區 高爾夫 
球市場 

市場參與 
人數比例
（9/14） 

協進會 
（9） 

16 台中市私立東華文理短期
補習班等聯合訂價 

85 台中市 升大學 
補習市場 

無敘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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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序號 個案名稱 發生

時間 
相關地理 
市場範圍 

相關產品 
市場範圍 

影響市場功能 
判斷標準 

參與聯合
行為人數 

17 台北市液化石油氣燃料商
業同業公會聯合訂價 

86 台北市 家用液化
石油氣市
場 

製作零 
售價表格 

公會** 
（253） 

18 林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 

86 台北市 捷運工程
局

CD267A
土城機場
土方工程 

無敘述 3 

19 三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及限制數量 

86 大台中 
地區 

預拌混 
凝土市場 

無敘述 聯誼會 
（16） 

20 台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
聯合訂價 

86 全國 乳品市場 無敘述 公會* 
（17） 

21 台南縣液化石油氣商業同
業公會聯合訂價 

86 嘉義、台
南等四縣
市 

家用桶裝 
瓦斯市場 

無敘述 公會** 
（167） 

22 嘉義縣液化氣體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限制數量 

86 嘉義縣市 液化石 
油氣市場 

無敘述 公會** 
（102） 

23 花蓮縣液化氣體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訂價 

86 花蓮縣 液化石 
油氣市場 

無敘述 公會** 
（57） 

24 金門縣液化氣體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訂價 

86 金門縣 液化石 
油氣市場 

無敘述 公會** 
（18） 

25 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場事業
協進會聯合訂價 

86 全國 高爾夫 
球市場 

市場參與 
人數比例
（57.14%） 

協進會 
（36） 

26 彰化縣液化氣體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訂價 

86 彰化 液化石 
油氣市場 

無敘述 公會** 
（233） 

27 海山大豐有線播送系統等
股份有限公司聯合訂價 

87 板橋、土
城地區 

有線電視
市場 

市場參與人數
比例 

（全體） 

2 

28 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同
業公會聯合訂價 

87 全國 預拌混 
凝土市場 

無敘述 公會* 
（255） 

29 元甫兄弟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限制交易地區 

87 全國 省自來水
公司、北
水處液氯
招標市場 

8/14家 8 

30 陳盈興君（即私立必成
國、英、數短期文理補習
班）等聯合訂價 

87 高雄市 升大學 
補習班 
市場 

市場 
參與人數 
（全體） 

6 

31 彰化縣房屋仲介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訂價 

87 彰化 房屋仲 
介市場 

無敘述 公會* 
（60） 

32 和威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與
木喬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聯合訂價 

87 全國 頻道銷 
售市場 

無敘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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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序號 個案名稱 發生

時間 
相關地理 
市場範圍 

相關產品 
市場範圍 

影響市場功能 
判斷標準 

參與聯合
行為人數 

33 高雄市計程車無線電台協
會聯合訂價 

87 高雄地區 無線電車 
台服務市
場 

市場參與人數
比例（全體）
均為會員 

協進會 
（14） 

34 億固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公司聯合訂價及限制數
量 

87 宜蘭 混凝土 
市場 

市場參與人數
比例（幾乎 
全體） 

10 

35 許忠敏君等 12人聯合訂
價 

88 全國 泰國蝦 
市場 

市場占有率 
（12%） 

12 

36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 

88 新竹 
苗栗地區 

液化石油
氣供應市
場（對分
銷商） 

無敘述 3 

37 乙巨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及
陸德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聯
合訂價 

88 澎湖 砂石市場 市場參與人數
比例（幾乎 
全體） 

2 

38 台北市家禽批發市場業者
代表會聯合限制數量 

88 台北市 土雞批 
發市場 

市場占有率
（60%） 

公會* 
（66） 

39 玉坤交通有限公司等聯合
限制交易對象及交易地區 

88 地區性
（桃園、
新竹、台
中、嘉
義、高雄
台南區） 

中油公司
油品代運
市場 

無敘述 8 

40 合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 

88 南部 桶裝瓦斯
鋼瓶檢驗
市場 

無敘述 4 

41 欣平煤氣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 

88 汐止地區 桶裝瓦斯 
分銷市場 

市場參與 
人數比例 
（全體） 

16 

42 喜互惠股份有限公司等聯
合限制交易對象 

88 宜蘭縣 超市零 
售業市場 

市場占有率
（41.7%） 

12 

43 金頻道、長德有線播送系
統聯合訂價 

88 台北市 
內湖區 

有線電 
視市場 

全員參與 2 

44 南投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
業公會聯合訂價 

88 南投縣 液化石 
油氣市場 

無敘述 公會** 
（116） 

45 信義歡樂、富視、龍馳播
送系統聯合訂價 

88 台北市 
內湖區 

有線電 
視市場 

無敘述 3 

46 英商壯生合壯生（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聯合訂價 

89 國立 
台灣大學
醫學院 

手術 
縫線市場 

無敘述 5 

47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等聯合訂價及限制數量 

89 桃園地區 預拌 
混凝土 
市場 

市場參與 
人數比例 
（全體）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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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序號 個案名稱 發生

時間 
相關地理 
市場範圍 

相關產品 
市場範圍 

影響市場功能 
判斷標準 

參與聯合
行為人數 

48 營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 

89 地方市場 台電購買 
吊臂工程 

無敘述 6 

49 遠東復興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聯合訂價 

89 全國 國內航空 
市場 

市場占有率
（54.6%） 

2 

50 台北市影片商業公會聯合
訂價及限制數量 

89 台北縣市 電影廣告 
市場 

無敘述 公會* 
（179） 

51 蔡麗莉君（即不二屋手藝
社）聯合訂價 

89 全國 學校手工
藝教材 
市場 

市場占有率
（80%） 

協會 
（16） 

52 淡水煤氣有限公司等聯合
訂價 

89 淡水 液化石油
氣市場 

無敘述 15 

53 勝騏股份有限公司等聯合
限制數量 

89 全國 有線電視
相關市場 

市場占有率－
擁有頻道
（70%） 

5 

54 上冠機電工程有限公司聯
合訂價 

89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工程 

無須討論 無敘述 5 

55 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
聯合訂價及限制數量 

89 全國 麵粉 
進口市場 

無敘述 公會* 
（32） 

56 謝富明君等聯合訂價 89 新市鄉 該招標 
市場 

無敘述 3 

57 仲誠電訊傳播股份有限公
司等聯合訂價及限制數量 

89 高雄市南
區經營區 

有線電視 
市場 

市場參與 
人數比例 
（全體） 

5 

58 鳳信有線傳播系統聯合購
買 

89 高雄縣 
南區 

有線電視 
經營市場 

全部成員 
參與 

2 

59 福懋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
進口 

89 全國 黃豆 
進口市場 

市場所有 
者均參與
（6/30） 

6 

60 國太煤氣行等 3家業者聯
合訂價 89 台東縣 桶裝瓦斯

市場 
市場所有成員
均參與 3 

61 精興水電工程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 89 屏東縣 該招標 

市場 XXX 7 

62 交通部台中港務局等限制
數量 89 台中港 倉儲裝卸

市場 
全部成員均 
參與 3 

63 保僑股份有限公司等聯合
訂價 89 雲林地區 混凝土 

市場 
幾乎全體成員
參與(15/17) 

聯誼會 
(15) 

64 台崧混凝土有限公司等聯
合公司 89 彰化地區 混凝土 

市場 
幾乎全體成員
參與(27/30) 

聯誼會 
(27) 

65 王木森君(即王藥局)等聯
合訂價 89 台南縣市 電台廣告

藥品市場 XXX 聯誼會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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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序號 個案名稱 發生

時間 
相關地理 
市場範圍 

相關產品 
市場範圍 

影響市場功能 
判斷標準 

參與聯合
行為人數 

66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訂價及限制交易市場 90 高屏地區 

桶裝瓦斯
運裝交易
市場 

市占率 
(97%) 19 

67 嘉義市鐘錶眼鏡同業工會
限制價格競爭 90 嘉義市 眼鏡銷售

市場 XXX 公會*  
(48) 

68 立鵬工程有限公司等聯合
限制招標 90 台北縣市 該招標 

市場 

市場參與人比
例(幾乎全
部,21/23) 

21 

69 花蓮縣液化氣體燃料商同
業公會聯合訂價 90 花蓮縣 桶裝瓦斯

分銷市場 XXX 公會** 
(119) 

70 台北縣鞋業同業公會等聯
合限制交易對象 90 全國 鞋類市場 市占率(41%) 公會* 

750 

71 高雄市家具商業同業公會
等聯合限制交易對象 90 高雄縣市 家具市場 XXX 聯誼會 

(47) 

72 聯合液化石油氣分裝股份
有限公司等聯合訂價 90 台南縣市 

桶裝瓦斯
運裝交易
市場 

市占率 
(83%) 8 

73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限制數量 90 全國 民航市場 市占率 

(95.5%) 
公會*  

(4) 

74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聯合訂
價 91 台北市 建築師 

服務市場 
統一訂定酬金
標準表 

公會** 
(2011) 

75 高雄市醫師公會聯合限制
交易對象 91 高雄縣市 醫療市場 XXX 公會* 

(2742) 

76 
花蓮縣砂石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限制交易對象及分配
數量 

91 花蓮縣 砂石供需
市場 XXX 公會** 

(88) 

77 花蓮縣砂石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限制數量及價格競爭 92 

花蓮縣、
澎湖及國
內北部 
地區 

砂石供需
市場 XXX 公會** 

(88) 

78 兌龍工程有限公司等聯合
訂價及限制交易地區 91 高雄縣市

及屏東縣 
路面瀝青
刨除市場 

市場所成員者
均參與 

聯誼會 
(4) 

79 顏狄林君即瑞豐瓦斯行等
事業聯合調漲零售價格 91 台東地區 桶裝瓦斯

分裝市場 XXX 7 

80 
福謙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等事先協議得標廠商及
得標價格 

91 台南縣市 該招標 
市場 XXX 3 

81 高雄縣葬儀商業同業公會
業務統一辦理 91 高雄縣 葬儀市場 市場參與人比

例(幾乎全部) 
公會* 
(105) 

82 高雄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
業務統一辦理 91 高雄市 葬儀市場 市場參與人比

例(幾乎全部) 
公會*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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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序號 個案名稱 發生

時間 
相關地理 
市場範圍 

相關產品 
市場範圍 

影響市場功能 
判斷標準 

參與聯合
行為人數 

83 屏東縣資訊休閒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訂價 92 屏東縣市 網路咖啡

服務市場 XXX 公會*  
(54) 

84 南投縣砂石商業同業公會
聯合訂價 

91.11
~92.3 

中部地區
(苗栗至 
雲林) 

砂石供需
市場 訂定參考價格 公會* 

(136) 

85 
世義路面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等約定路面刨除價格及
限制營業區域 

89.8~
91.3 

中部地區
(苗栗至 
雲林) 

路面瀝青
刨除市場 XXX 聯誼會 

(10) 

86 台灣省家畜肉類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會決議聯合休假 92 全國 毛豬交易

市場 
市占率 
(77%) 

聯合會 
(花蓮縣未
參與) 

87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聯合調漲瓦斯裝運費 

88~9
1 

北部地區
(基隆市 
台北縣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桶裝瓦斯
運裝及零
售市場 

市占率 
(90%) 

聯管會 
(30) 

88 約伯股份有限公司等聯合
調漲價格及限制交易對象 91 全國 汽車玻璃

市場 
市占率 
(70%) 3 

89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聯合訂
價 92 高雄市 建築師業

務市場 
訂定酬金標 
準表 

公會** 
(859) 

90 台灣省建築師公會聯合訂
價 92 

全國(除離
島與直轄
市外) 

建築師業
務市場 

訂定酬金 
標準表 

公會** 
(2981) 

91 大豐及海山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聯合購買頻道 92 板橋市 有線電視

經營市場 全部成員參與 2 

92 華勇預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聯合限制競爭行為 92 澎湖地區 預拌混凝

土市場 
市場幾乎所有
成員參與(4/5) 

聯誼會 
(4) 

93 
好樂迪與錢櫃 KTV共同
採購伴唱帶(與揚聲公司獨
家交易) 

92 全國 伴唱帶 
授權 60% 2 

94 
貫天下預拌混凝土有限公
司等 11家聯合訂定銷售
價格 

92 
花蓮縣南
區(鳳林, 

瑞穗,玉里) 

預拌混凝
土市場 

市場幾乎所有
成員參與

(11/12) 

(餐敘聯誼
與電話 
聯絡)11 

95 中油與台朔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聯合調整油品價格 

91~ 
93 全國 油品批發 市占率 

(100%) 2 

資料來源：(1)公平交易委員會各年公報。 
     (2)作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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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Firms, The Role of Trade Associations and Collusion 

-- An Analysis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Dispositions 

Chuang, Chuen-Fa 

Abstract 

From the extant economic literature that has delved into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what constitutes collusive behavior, the general consensus is that one of the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s is that there ar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participating firms. This may 

be because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colluding is considerably reduced when there are not 

many firms. Therefore, the theoretically predicted cartel is typically made up of merely a 

few firms. Another contributing factor is that the participating firms are connected to a 

relevant trade association. Because all firms that produce similar products are legally 

obliged to join a relevant 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a trade association is a 

condition that is conducive to collusion. Thus, the number of firms involved in collusive 

behavior that have ties with a trade association should be greater than the number without 

such ties. 

This study conduc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ninety-five cases of collusive behavior 

that have co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during the ten-year period of 

law enforcement and concludes that:  

(1) During the ten-year period, a considerably large percentage of collusive behavior has 

involved firms with links to a trade association;   

(2) When the percentage of cases of collusion where there are such links to a trade 

association is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Fair Trade Law, little 

decrease is found;   

(3) The number of firm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collusive conduct but are not connected 

to a trade association is not high, with an average number of 8.13; contrast this with 

345, the average number of firms that have connections to a trade association. When 

the extreme values are eliminated, the figures are respectively 7.06 and 153, still 

indicate that the former are far outnumbered by the latter; and    

(4) The mode of firms partaking in collusion without connections to a trade association is 

2 or 3, which is fair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from previous reported research.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broadly speaking, there are likely not many firms that participate in 

a cartel. 

Key words: cartel, collusion, homogeneous, trad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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