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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藉由重複賽局理論及引用相關案例，分析可能用來促進聯合行為成立的相

關市場措施，其中包括：公會蒐集大量市場資訊、定價公式化、價格調漲（降）的

事前公開透明化、最低價條款、大量的閒置產能及追溯既往式的最惠客戶待遇條款

等；上述分析主旨是在於探討：廠商採用的這些行為是不合作的寡占競爭自然會有

的行為，還是只有默契性聯合行為才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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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引用重複賽局理論及相關法律案例，分析與卡特爾相關的市場行為，並探

討廠商採取這些行為是否係基於默契性聯合行為？但是，到底甚麼是默契性的聯合

行為？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在統一超商、全家、萊爾富等便利商店每罐售價均為 18

元、士林夜市每攤蚵仔煎的價格都是 40 元、中油賣給加油站汽油的批發價格與台

塑相同，以上諸多現象是否都屬於默契性聯合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以下簡

稱公平法）對於聯合行為的禁制規定？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本質到底為何？卡特爾集

團須設計何種機制以增進彼此間的默契，使聯合行為得以順利運作？執法機關又須

要那些準則以處理默契性聯合行為？純依法律觀點，以上問題並沒有一個確定答

案，尚需依據個案事實，通盤考量廠商所涉之產業結構、市場產銷及行銷動機，方

能斷定 1；就經濟學而言，亦不可能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模型，將所有判定勾結的

因子納入，執法者僅需將資料輸入電腦，即可判定聯合行為成立與否。 

為澄清上開問題的本質，加強對默契性聯合的瞭解，本文嘗試藉由重複賽局理

論及案例探討，分析經濟理論在法律案例上的適用性，希望能夠藉由理論與案例的

結合，思考以上問題的答案。至於研究客體方面，本文係以 Folk Theorem中的二個

觀點：「促進資訊流通」及「提高懲罰額度」為主軸，探討公會蒐集大量市場資

訊、定價公式化、價格調漲（降）的事前公開透明化、最低價條款、大量的閒置產

能及追溯既往式的最惠客戶待遇條款等卡特爾行為；而我們分析以上行為的主旨是

在於探討：當廠商採取這些行為時，是否係基於默契性聯合行為。 

雖然，案例探討的缺點是無法建立一個完整且嚴謹的理論模型，將上開所有影

響聯合行為的因子納入分析。但是，經由案例探討及相關文獻的 survey，將經濟理

論與法律案例融合，作者還是期望能夠對文獻有稍許的邊際貢獻。準此，以下首先

以我國產業結構的觀點，探討公平法實施後對廠商聯合行為方式，所可能造成的影

響略作說明；其次，則嘗試藉由重複賽局的基本概念，對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本質做

一剖析；最後，則蒐集國內外重要的默契性聯合案例，並分析卡特爾為聯合漲價所

                                                      
1 相信不會有學者會質疑：中油汽油價格與台塑相同的可責性，較諸夜市攤販蚵仔煎價格一致的
可責性，要高出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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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具體措施，藉以衍伸出作者對於判定聯合行為的小小建議，希望能對執法機

關的執法產生助益。 

貳、我國產業的默契性聯合行為 

聯合行為因多發生於寡占市場的巨型廠商，故就競爭法的執行而言，係妨礙市

場競爭機能最嚴重的行為，例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於

2000 年處理飛利浦等三家公司 CD-R 專利技術授權聯合行為案後，國內光碟片的產

量即由 2000年的 43億片一路增加到 2001年的 60億片及 2002年的 66億片，而光

碟片批發價則由同期的 10.84 元下跌至 8.19 元及 6.28 元 2。雖然數量增加及價格下

跌，也可能是由於產品進入成熟期或規模經濟等多項因素，並非完全源自公平會執

法所導致的市場競爭機制。但是，觀察案件審理期間，檢舉與被檢舉雙方的激烈攻

防與動用律師團陣容的龐大，也顯示該案對我國光電產業所造成的影響，確實不容

忽視。因此，聯合行為對整體福利的減損，較諸不實廣告或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實

嚴重甚多，環視舉世各國的競爭法執法機關莫不將聯合行為（亦即卡特爾）的處

理，做為施政首要之務，其中，德國甚至將競爭法執法機關直接命名為聯邦卡特爾

官署（Bundeskartellamt）。 

就我國而言，1992 年公平法實施之初，業界所涉及的卡特爾案例，多係藉諸公

開的方式進行，並簽有書面的文字協定，甚至會成立聯合行為的執行機構，因此，

聯合行為甚易查辦，例如：三家票券公司協議決定簽證費率 3 及高雄五家信用合作

社協商存款利率調整標準 4，均屬於公平會對大型寡占廠商間聯合行為的處分案

例。但是，經過處分案件的不斷累積，依據馬泰成及洪德昌（2001）的研究，國內

大企業亦已同時發現行政機關或法院對於聯合行為的審理，較傾向以書面的文字協

定作為處分要件。因此，近年來，寡占廠商的聯合行為為規避公平法規範，多已轉向

成為不留任何書面的口頭協議，甚或不存在任何直接意思聯絡的默契性聯合行為5，

                                                      
2 以上資料來自時報資料庫所引用的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 
3 詳請參閱公平會 1994年公報。 
4 詳請參閱公平會 1994年公報。 
5 默契性聯合行為也就是產業經濟學上所謂的 tacit collusion，法律相關文獻則稱之為一致性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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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增添公平會處理聯合行為的困難程度，而使得以大型財團為主導的聯合行為，

被處分處分機率逐漸下降；反之，受處分對象則轉變成為市場競爭程度較高的中小

企業。 

而此一現象完全印證 Stigler（1964）的主張，Stigler 認為廠商聯合行為最大的

威脅並非來自執法機關的執法，而係在於卡特爾成員之間違背君子協定，暗地增

產，以擴大市場占有率的欺騙行為。而解決欺騙問題的途徑，則包括有效率（公開

式的聯合行為）及無效率（默契性聯合行為）兩類：有效率的途徑係由卡特爾成員

籌組聯合發貨公司統一供貨、委由公正的第三者6
派員駐各廠監督減產、要求各廠繳

交保證金等公開監督方式，防止欺騙行為，而使非法的聯合壟斷行為得以順利推

展。所幸，以上措施既屬公開方式，即很容易為執法機關察覺取締，Stigler 因而主

張反托拉斯的立法可以有效遏阻聯合行為。反之，無效率的聯合即為前述的默契性

一致行為，屬於秘密方式，較不易取締，雖然聯合壟斷的組織較為鬆散，對市場競

爭的傷害相較於公開勾結方式為低，但是，由於主要係發生於寡占市場的大型事

業，因此，一旦其產銷價格遭人為壟斷，透過聯鎖效果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也就相形

巨大。 

又因為默契性行為的默契甚難培養，因此，僅能發生於獨寡占產業內部少數大

型且同質的廠商。而市場競爭程度較高的產業，則因成員眾多且多屬中小型企業，

彼此市場需求及成本結構互不相同，只能透過公開聯合的有效率方式，共同壟斷市

場。故當公平法有效實施時，自然會壓迫寡占程度較高的大型廠商，將聯合方式地

下化，轉為較不具效率的默契性聯合；至於市場競爭程度較高的中小事業，因仍需

借助公開的有效率方式進行聯合，反而容易被執法機關發覺取締。 

最後，默契性聯合行為因為妨礙競爭機制，故有競爭法上之非難性。但是，因

其不存在直接證據，且卡特爾對成員亦無任何強制約束力，僅是一種自律性的集體

行為，如何精確認定甚為困難。而揆諸學界的相關文獻及歐美先進國家反托拉斯法

執法經驗，以上蒐證不易問題自 1940 年代美國三大煙草公司聯合漲價壟斷案以

來，即已嚴重困擾學界反托拉斯法執法當局，至今仍未有重大之突破。針對此一問

題，作者嘗試利用重複賽局的觀點，針對歐美與台灣的實際案例，加以剖析整理，

                                                      
6 通常為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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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夠藉諸案例與理論的結合，瞭解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本質。 

參、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本質 

默契性聯合行為僅能發生於寡占結構下，廠商家數較少，且默契容易形成的市

場，廠商利用彼此之間的依賴關係，往往不需要藉諸公開的溝通方式，即能達成壟

斷市場獲取獨占利潤的目標，而此一聯合行為的運作，其實可以藉由一個耳熟能詳

的賽局—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做一說明：在一場數量競爭的賽局中，兩

個寡占廠商甲與乙，面臨兩個選擇：採取低產出策略以聯合壟斷市場；或者，採取

高產出策略以進行古諾數量競爭 7。就學理言，如果寡占廠商採取「永續經營」的

策略 8，即代表該賽局重複進行永不停止，這也就是 Friedman（1971）所謂的重複

賽局。此時，同一產業內的廠商相處時日既久，彼此間的默契自然容易培養，因

此，只要貼現率 δ  夠大使未來壟斷利潤的現值較高，則即使不存在任何書面或口頭

形式的協定及溝通，壟斷解仍然可以出現9，其原因在於：廠商永遠遵行壟斷默契並

減少產出，所能得到壟斷利潤的現值總和，將大於廠商秘密增產所能獲得的當期欺

騙利潤以及欺騙行為被競爭對手查知，未來對手將永遠採取高產出策略以為報復下

的古諾納許均衡利潤現值。 

Cooper, DeJong, Forsythe and Ross（1996）及 Selten and Stoecker（1986）曾針

對以上理論，選定某些特定對象，進行實驗，並將誠實與欺騙的報酬表發給每一位

參賽者，結果顯示：如果參與賽局的廠商具有集體共識，認為只要發現對手採取欺

騙行為，其將採取高產出的策略，作為對於欺騙行為的懲罰，則即使彼此互相沒有

任何書面或口頭的聯繫或協調，壟斷解在某些限制條件下，的確是可達成 10。 
                                                      

7 古諾數量競爭是指市場內的廠商不互相勾結，彼此在決定產出時，均假設對方的產出固定不
變，倘若甲乙同時採取低產出策略以壟斷市場，則雙方各獲致一半的獨占利潤，反之，如果雙方

互不合作，採取古諾數量競爭，則雙方僅能得到正常的寡占利潤，而這個寡占利潤並低於一半的

獨占利潤。由於商場上爾虞我詐，甲或乙也有可能採取出賣對方之欺騙行為，也就是：當對手履

行默契協定，採取壟斷性的低產出策略，努力拉抬市場價格之際，但是，本身卻秘密增產，並以

較對手略低的價格將其客戶搶走，形成對手虧損，但是，本身則因市場占有增加，而使利潤高於

履行君子協定下之利潤（也就是一半的獨占利潤），因而形成欺騙行為之誘因。 
8 相信這個說法符合多數大型寡占廠商的現實狀況。 
9 如果δ 夠大，則廠商自然不會為了獲取當期的欺騙利潤，而失卻未來永續存在的獨占利潤。 
10 Selten and Stoecker (1986) 實驗結果甚至顯示，即使理論主張在有限重複賽局中，因為倒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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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重覆賽局中，卡特爾到底要採取哪些機制，以確保不需藉諸書面或會議

聯繫協調的默契性聯合行為能夠出現？經由相關文獻與案例的整理，其關鍵因素不

外乎二項：(1)保證所有廠商均瞭解誠實或欺騙的報酬。(2)提高對於欺騙的懲罰額

度。 

其中，前項也就是促進市場資訊流通，使寡占產業內部廠商均能深切瞭解彼此

之間「合則兩利，分見其弊」的相互依存關係，並透過利潤極大化的追求過程，達

成壟斷市場的默契，例如：假設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唯一的銷售管道是 7-eleven

（統一超商），雙方市場占有率各為 50%，由於產品特性需要冷藏，因此，可口與

百事往往是在 7-eleven 的冷藏櫃並列銷售，其中任何一家產品售價有所改變，將會

立即被另一家知曉，同理，當某家產品漲價後，另一家是否跟進的資訊，該漲價廠

商也會立即知曉。而以上市場資訊的流通與否，則是默契性聯合成敗的關鍵所在，

按可口可樂如欲將售價由原每罐 18 元漲價至 25 元的壟斷價格，雖然可能面臨百事

可樂是否跟進的風險，但是，只要市場資訊透明，可口可樂可以立即知曉百事可樂

是否跟進漲價，則如百事可樂不漲，可口可樂會立即將價格調回原價，而不會遭致

客戶流失的損失。 

由於這是一個二階段賽局，第一階段漲價與否的決策權在於可口可樂，第二階

段跟進與否的決策權則在於百事可樂，由於子賽局完美性（subgame perfection）須

以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先由第二階段求解，而就百事可樂而言，如果不

跟進漲價，僅能有一段極短的時間能夠獲取 100% 的市場占有率 11；反之，如果跟

進漲價，在市場結構不變的前提之下，其將可永遠取得一半的獨占利潤，因此，百

事可樂必將跟進漲價。而在第一階段的可口可樂知道百事可樂必然漲價，因此，也

會主動將價格調至獨占價格每罐 25 元，默契性聯合行為於焉形成，而且不需要透

過任何公開的會議或是書面的協定，所恃者僅係市場價格資訊的極度流通。當然，

前述可樂市場資訊極度流通的例子，在現實世界是不可能發生，並且需要極高的交

易成本，但是，即使是僅有部分訊息可以流通，而且重複賽局的時間夠長，則依據

Porter（1983）及 Green and Porter（1984）默契性聯合行為還是可以達成的。 

                                                 
的求解方式，壟斷解不可能出現，但是，在 Selten 及 Stoecker 實際對人類行為的實驗上，壟斷解
卻仍有可能出現。 

11 其原因在於可口可樂如果發現百事可樂沒有跟進漲價，可口可樂將立即回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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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欺騙行為之懲罰，以前述的囚犯困境賽局為例，即為高產量下的古諾數

量競爭，當某一方發現為對方出賣時，將永遠改採高產出策略，而使市場回復非合

作的古諾數量競爭，而就此一設計而言，該懲罰額度似屬過低，對於欺騙之懲罰僅

為正常的古諾數量競爭，參賽者雖失去一半的獨占利潤，但仍可保有非合作下的寡

占利潤。惟如卡特爾組織，可以設立一種機制，使處罰額度由原先之古諾數量競爭

提高至一個足夠痛苦的水準，則意味著倘集團內部成員有欺騙增產行為，則其他成

員會在一段期間內增加產出，作為報復，使產業內所有廠商均面臨虧損，從而形成

一種可信賴的威脅（credible threat）。當然，報復性的產出愈高，愈能減少欺騙行

為的現值，而使卡特爾機制得以維持；但是過高的產出，卻也同時會傷害其他履行

君子協定的廠商，因此，最理想的策略應該是將懲罰性產出提高至剛好使廠商不至

於採取欺騙行為的水準即可，而這也就是 Abreu（1986）與 Farrell and Maskin

（1989）的主張。 

至於廠商到底須採行哪些措施，以達成 (1) 促進市場資訊流通及 (2) 提高對欺騙

行為的懲罰等機制？此一課題其實很難能夠利用一個 comprehensive 的模型，將所

有因素納入，並且以嚴謹的理論推導要做到甚麼情況下，懲罪額度要多少才有效？

甚麼情況下，資訊流通量要達到多少水準才有效？因此，以下作者只能以案例的方

式，將本文界定為文獻及案例探討的論文，希望能夠對經濟理論與實際案例的結

合，有少許的邊際貢獻。 

肆、促進默契性聯合相關的市場機制與案例探討 

理論上，只要市場資訊流通且懲罰機制健全，默契性聯合行為自然易於發生。

但是，卡特爾在現實環境上，卻需面臨種種資訊不完性的問題，很難能找出像前章

所述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如此資訊透明化的銷售環境，而即使是現實環境下的可樂

產業，也無法達成前章所假設如此資訊透明化的銷售環境。依據 White（1989），

可樂的銷售管道包括裝瓶的分銷商（bottlers）、投幣販賣機、大型餐廳及連鎖商店

等不同體系，甚為複雜，且產品規格及容量不一，因此，相關可樂價格資訊並非如

前章所假設如此的單一化或極容易取得。更何況無論是可樂、鮮奶或養樂多均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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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消費用品，替代品甚多，市場競爭激烈，個別廠商壟斷力量甚低 12
。 

但是，許多上游原材料或機械設備製造等產業，則因為投資規模巨大，產業內

廠商數目不多，因此，多具有寡占市場特質。而該等產業（特別是機器設備）卻因

產品規格龐雜、功能不一，品質差異極大，很難為各個廠商分別找出一個指標性的

價格，以判定渠等是否遵行君子協定，沒有藉惡性降價掠奪市場。此外，市場資訊

不完全性，更包括了各種不同形式的非價格競爭，例如：提供客戶優惠的付款條件

13、為客戶支付倉儲運費及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等相關服務，使得個別廠商所提供的

真實價格極難加以比較，卡特爾集團從而無法判斷欺騙行為是否發生？此外，就欺

騙行為的偵測而言，由於影響產品銷售的干擾因素太多，卡特爾組織亦無法判定個

別廠商市場需求的減少，到底是來自整體產業的景氣不佳？或是參與成員的欺騙行

為？因此，默契性卡特爾成立的先決條件，就是參與者必須無條件交換市場訊息，

使所有廠商都有完整的市場訊息。 

但是，Novshek and Sonnenschein（1982）曾考慮一個雙占古諾模型的實現預期

均衡（fulfilled expectations equilibrium），並假設廠商生產同質產品，且面對來自需

求面的不確定性。此時，資訊掌握愈多，愈能減少需求的不確定性。Novshek 等二

人證明當廠商單方面提供市場訊息時，則單方面提供資料廠商的均衡利潤會隨著市

場訊息提供數量的增加而減少。而即使雙方擁有資訊數量相同，並考慮是否相互交

換資訊，其結果是資訊全部交換或是全部不交換，且兩個結果的預期利潤完全相

同。而廠商利潤無法隨資訊交換而增加的原因是：資訊分享雖可減少需求的不確

定，使預期利潤增加，但是，也會使廠商產出增加，導致利潤減少，而兩個效果相

互抵銷，會使預期利潤不變。 

又因為資訊交換尚需負擔若干交易成本，因此，Novshek and Sonnenschein模型

的結果顯示：純就經濟行為而言，廠商沒有任何誘因從事有關產銷或價格等市場情

報的交換，也只有默契性聯合行為才能解釋訊息交換。在 1969 年美國東南部 18 家

瓦楞紙箱製造商聯合行為案中，法院甚至認為：「如果被告處於一個高度集中的市

場，並具有很大的市場力量，但卻交換詳細的市場資訊，則舉證責任應歸屬於被

                                                      
12 換句話說，可樂與第一節前言所舉例的瓦斯行，應該都是屬於壟斷性競爭市場產品。但是，
由於消費習慣的不同，相信沒有學者會否認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在美國碳酸飲料市場，以及中油

與台塑在國內油品市場的獨占地位。 
13 亦即延長客戶賒帳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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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就是，廠商必須證明本身沒有共謀的責任，否則法院將會推定廠商採取該行

為是一種默契性聯合。」 

但是，就法律的證據認定與規範而言，資訊交換是否違法，還是需要綜合考量

產業結構、該行為對價格的影響及涉案者的意圖而定。因此，為進一步了解 (1) 在

默契性聯合行為下，廠商如何透過資訊交換，以解決市場資訊不完全性的問題；以

及 (2) 如何提高對欺騙行為的處罰，以嚇阻參與廠商秘密增產，從而嚴格貫徹減產

保價的壟斷機制。以下擬引用實際案例，分別針對卡特爾為執行「促進資訊流通」

及「提高懲罰額度」等二大策略，所可能進行的市場行為加以研究。最後，則在結

論與建議部分研究：當廠商採取這些行為時，到底是非合作的寡占市場行為？還是

只有默契性聯合才能解釋的行為？ 

一、促進市場資訊流通方面 

(一) 公會蒐集大量市場資訊：公會蒐集市場價格及產銷資訊加以整理分析，做為會

員廠投資決策的參考依據，或協助政府擬定相關的產業政策，本屬天經地義。

但是，市場資訊的蒐集需要相當的交易成本，且依據 Novshek and Sonnenschein 

（1982），在市場上不存在聯合行為的前提下，廠商提供對手訊息，並不會使

本身利潤增加，因此，根本沒有誘因從事有關產銷數量或價格等市場情報的交

換。Posner（1979）曾指出就一個正常守法的產業而言，政府僅能藉由對公會

的各項補貼，提供誘因協助公會蒐集市場資訊，以解決此一外部不經濟問題。

而且就絕大多數的製造業而言，資訊蒐集的工作因囿於交易成本，大約每月僅

能進行一次，較為勤快的公會可能半月一次甚或每週一次。但是，如果有產業

公會要求會員廠每日提報產銷價格資料，即有可能藉諸公會交換彼此市場資

訊，使市場價格的資訊極端透明化。 

依據 Genesove and Mullin（2001）針對發生於 1927-36 年間的美國糖業協會

（Sugar Institute）聯合壟斷案所作之研究顯示：美國糖業雖未藉諸任何公開形式的

聯合行為訂定價格或減產，但是，透過市場訊息的大量交換使價格資訊透明化，卻

可成立一個默契性卡特爾，使價格成本差距於 3 年內提高約 3 倍；此外，熊柏青、

張明宗及劉靜怡（2001）亦曾引用美國鋸木工廠協會藉「公開競爭計劃（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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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plan）」要求成員提供每日的產銷價格、庫存及運費資料，以估計未來

市況並提供成員參考的措施，有助於產品價格的迅速上漲 14
。至於國內方面，則有

產業遭檢舉藉由每日交換市場資訊進行聯合壟斷案，刻正由公平會調查中。 

(二) 定價公式化：由於各廠商產品規格不一，價格無法比較，以致欺騙者常利用繁

複的規格刻意降價，而定價公式化則是解決市場資訊不完全問題的第二種便利

措施，例如：Cooper（1986）在檢視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之間，美國奇異及

西屋以默契性方式聯合壟斷渦輪發電機市場案時，即發現該二公司為解決產品

規格繁複所造成的價格比較不便問題，各公司均定期將發電機所有零組件的牌

價出版成冊，並告知下游電廠如何計算並比較不同規格及發電量的渦輪機價

格，藉以使發電機價格透明化及可比較化。 

此外，體積龐大，運送不易，致運費占整體貨價比重甚高的產品，例如：砂

石、水泥、鋼鐵及石化原料，其真正價值，除產品價格本身外，尚包括其運費，故

工地交價格（delivered prices）常因地理位置或運輸方式的不同，而有極大差異，因

此，欺騙者常會將降價行為隱藏於運費折扣之中。卡特爾為解決此一問題，即須將

運費計算的標準一致化。根據 Hay（1989）對美國 Ethyl 等四家公司聯合壟斷汽油

減震劑市場所做的研究，渠認為 1974-79 年間各個公司不分距離的遠近，一律對全

美各地所有客戶收取相同的工地交價格，即是為解決運費差異所造成的市場價格無

法比較問題。此外，基點定價系統（basing point pricing system）其實也可以達到與

單一工地交價格相同的作用，卡特爾首先選取一個或數個基點，其工地交價即等於

出廠價加上工地（交貨地點）與最近基點之間的運費 15
，如果所有業者均採取相同

的地點作為基點並收取相同的運費費率，則所有廠商對同一交貨地點的的工地交價

格都是相同的。如此一來，價格也就呈現透明化及可比較化。 

(三) 價格調漲（降）的事前公開透明化：在非合作的古諾數量賽局中，市場價格調

漲僅只意味著市場買賣雙方反應供給面成本的增加或需求面景氣的活絡，而使

市場由某一靜態均衡移至另外一個靜態均衡；但是，在默契性聯合行為中，漲

                                                      
14 至於其他相關的案例尚包括：美國東南部 18家瓦楞紙製造廠及 6家石膏板製造廠，分別藉訊
息交換，共同提高產品價格。 

15 請注意，賣方的出貨工廠所在地並不見得是基點所在地，例如：在美國 1863-1971 年間以奧
勒岡州波特蘭市為基點的南方合板（Southern Plywood）案，即使位於南方喬治亞州的合板廠對當
地傢俱廠所收取的運費也是按由波特蘭至喬治亞的距離計算。此外，美國與歐洲的鋼鐵業亦均曾

採取類似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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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的事先聲明，卻有助於形成漲價的事前合意，只要任何一家廠商事前發布漲

價訊息，並為其他廠商預留一段漲價規劃時間，則所有廠商均會跟進，而使價

格領導者不限於只有大廠可以擔任，任何廠商均可成為一個潛在的漲價領導

者。 

為證明此一立論的正確性，MacLeod（1985）假設在一個寡占市場中，雖然廠

商並不知道彼此的利潤函數，但是，廠商卻能夠預先宣告下期價格的變化，並可察

知對手對他所宣告價格的反應。此時，廠商 j對其競爭對手（也就是廠商 i）所宣告

價格變化的反應，如果能夠滿足若干基本條件 16
，則在這個傳訊的重複賽局 

（signaling repeated game）中，所有廠商會採取一個默契性的合作關係，也就是廠

商 j 對於廠商 i 價格變化的反應為採取相同方向與比例的變化 17
。MacLeod 證明在

該賽局中，均衡價格會介於獨占價格與非合作賽局的納許均衡價格之間，而此一均

衡價格的成立係因：只要相同幅度的價格上漲可使所有廠商利潤增加，則會有一連

串的價格上漲，一直到有任一廠商因利潤無法增加，不再跟漲為止。而此一均衡價

格之所以能出現，則係因廠商會默契性地與對方採取相同幅度價格上漲的反應函

數，促成了一致性預期（consistent expectations）的出現。 

MacLeod 的主張可以下例做一說明：按國內油品市場自由化後，油價公式已不

適用，中油或台塑對於其交易對手—民營加油站的批售牌價，其實僅具參考性質，

實際售油價格則因折讓因素，每家加油站均有不同；再加上油公司的交易對手為加

油站，並非消費者，消費者實際的購油價格還是決定於加油站市場的價格競爭。因

此，油公司就牌價調整發布新聞，實在不具任何提昇效率的意義。此時，如果油公

司每次調整牌價的資訊，事前均透過媒體報導成為眾所週知的新聞，按照 Novshek 

and Sonnenschein（1982）的說法，事前公告價格調整的意圖，似乎也只有默契性聯

合才可以解釋。 

在實際案例中，1975-81 年間歐洲 43 家紙漿業者即曾採行事先宣告漲價的默契

性聯合行為。在此一機制下，欲漲價的紙漿業者通常會在漲價前的數週，即將訊息

透過書面聲明、電話、傳真等各種途徑，通知競爭對手、下游客戶甚至新聞媒體，

                                                      
16 令 ),,,( 21 npppP L= 為均衡價格向量，如果廠商 i 宣佈價格變化 ip∆ ，則廠商 j 的反應函數

(response function) ),( iijj pPrp ∆=∆ 必須能夠滿足可連續性微分、與價格變化規模相互獨立

（ ),(),( iijiij pPrpPr ∆=∆ ααα 且 0>α ）等條件。 
17 也就是 iiij ppP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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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措施，一則可公告競爭對手本身必將漲價，以減緩其疑慮之心；再則可給與競

爭對手跟進漲價作業的規劃時間，藉以求取一致的漲價時間。 

事前公告漲價機制主要是在於協調其他同業共同漲價的聯合行為，較具侵略

性；反之，事前公告降價的機制則是為了避免報復的防禦性行為，例如：Genesove 

and Mullin（2001）在美國糖業協會案中發現：如果卡特爾成員因市場因素變化，使

本身定價高於獨占價格，以致須降低產品價格或運費費率來提高利潤時，會在降價

前的 15 天，事前公告訊息，藉以獲得緩衝時間取得其他業者的諒解。反之，未事

前公告的降價行為則被視為是一種意圖掠奪市場的欺騙行為，將會招致其他業者降

價的報復。 

(四) 最低價條款（meet competition clause）：所謂最低價條款就是坊間家電零售業

常見的行銷手法：「本聯鎖店新力牌電視價格全城最低，親愛的顧客如能發現

其他家電行有價格更低的電視，則本店配合降價！」18。雖然在絕大多數的零

售業因為市場競爭激烈，且下游消費者人數眾多，廠商採取最低價條款只是一

種常態的行銷手段與反托拉斯法的議題無甚相關。但是，在許多工業原物料或

機器設備的市場中，由於下游客戶人數極少，因此，廠商無法偵測競爭對手的

欺騙增產行為 19。倘奇異及西屋二者於發電機市場互為競爭對手，但卻存有壟

斷市場的默契，而下游客戶則僅限於少數幾家電力公司，則當西屋與奇異的客

戶（電力公司）闢室密談，奇異必然懷疑西屋是否進行秘密降價的欺騙行為，

而最好的偵測方法即是設計一套機制，利用下游的買方提供西屋的價格資訊，

而此即為所謂的最低價條款。倘西屋果真違反君子協定秘密降價，則在最低價

條款的設計之下，電力公司必將知會奇異有關西屋降價的資訊，而對欺騙行為

產生嚇阻之效。 

此外，工業原料市場的交易方式迥異於一般消費品市場，而係採取長期合約的

方式辦理，契約一經簽訂，客戶即負有義務須在某一特定期間購買事先約定的數

                                                      
18 在默契性聯合行為下，很可能是所有的廠商都賣得一樣貴！ 
19 Stigler (1964) 認為消費者數目愈少，事業違反協議秘密降價，以增加銷售的行為愈難被發
現，以致卡特爾無法嚇阻欺騙行為，不利於聯合行為之進行，Stigler 並舉例說明，例如：p 代表
事業違反協定秘密增產，被卡特爾組織發現之機率， p−1 即為不被發現之機率，如果市場內有 n
個消費者， np)1( − 即為欺騙不被發現之機率， np)1(1 −− 為欺騙至少被發現一次之機率。假設欺

騙被發現之機率為 01.0=p ，且市場上僅有一個消費者 1=n ，則欺騙被發現之機率僅為 0.01，此
將提高事業進行欺騙之誘因。反之，市場上如有一百（千）個消費者 )1000( 100=n ，則欺騙被發

現之機率將提高為 0.634 (0.99996)，而使事業不敢進行欺騙行為，從而有利於聯合行為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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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似消費者採購電視等消費品，僅需一次交易即可完成。因此，Phlips（1995）

指出，如果廠商與下游客戶的契約中簽有解約選擇（release option）條款，允許客

戶發現其產品售價高於競爭對手時，得以選擇解約，不再負有購買義務時，則廠商

藉此一最低價條款爭取客戶與其簽訂長期契約，自屬正常的行銷方式。但是，一旦

廠商將解約選擇條款剔除於合約之外，則其非但可綁住下游客戶，且當同業違反君

子協子協定秘密降價時，客戶為求取最低價條款之適用，勢須提供競爭對手降價資

訊，以致對欺騙行為產生嚇阻作用，故 Phlips 主張剔除解約選擇權後的最低價條款

確實有便利默契性聯合的功能。 

此外，Phlips進一步引用Holt and Scheffman（1987）、Logan and Lutter（1989）

及 Salop（1986）等研究支持其推論，例如：Salop 以囚犯兩難賽局為例闡釋最低價

條款（不含解約選擇條款）的嚇阻效果。首先，他認為最低價條款可保證壟斷性均

衡的存在性與穩定性，其原因在於：(1) 當廠商將價格漲至壟斷水準時，不必擔心競

爭對手不配合漲價所可能導致本身市場占有率的減少。因為競爭對手如不配合漲

價，最低價條款可保證漲價者立即得知，並隨即將價格回復原狀不再漲價，而使競

爭對手無法取得欺騙利潤，因此，競爭對手將會配合漲價，而達成壟斷性均衡 20
。 

(2) 壟斷性均衡達成後，由於秘密降價會透過客戶立即反映至競爭對手，而使對手採

取相同降價措施，從而無法爭取對方客戶，因此，欺騙行為無利可圖（不再有人挖

牆角），均衡的穩定性得以成立。 

二、提高懲罰額度 

(一) 以大量的閒置產能構成可信賴的威脅：傳統上，經濟學家認為當產業內部存有

超額產能時，由於降價可導致銷售量及利潤大幅增加，因此，將會誘使卡特爾

成員違反減產協定秘密增產，從而造成卡特爾組織瓦解，故超額產能不利於聯

合壟斷之形成。但是，以重複賽局為分析工具之產業組織理論，例如：Osborne 

and Pitchik （1983, 1986, 1987）及 Davidson and Deneckere（1990），卻強調超

額產能可作為卡特爾用以威脅成員不得秘密增產的一種可信賴威脅，並發現超

額產能有助於策略性壟斷的成立。 

                                                      
20 請參閱前述的可樂說明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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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實際案例而言，Phlips（1995）發現歐洲水泥業及氮肥業者均曾於 1920 年代

維持大量之閒置產能，一旦遇有個別事業欺騙之增產行為，所有成員將以閒置產能

投入增產以為報復，而形成市場供給大幅增加及產品價格暴跌，從而導致所有參與

者蒙受虧損，因此，各廠商多維持一龐大之閒置產能，做為嚇阻卡特爾內部成員不

得增產之懲罰工具 21
。至於就我國而言，馬泰成（2003）亦曾以公平會於 2000年針

對麵粉公會聯合壟斷市場所作成之處分案為研究對象，並利用 Osborne 及 Pitchik 的

超額產能模型以 GLS推估，結論顯示：麵粉業者確有藉諸超額產能作為懲罰欺騙行

為的市場機制。在該案例中，10 家麵粉廠自 1980 年代起，平均設備利用率僅勉強

超出 40%，其中數家甚至未達 40%，遠低於國內其他產業之平均水準 80%，麵粉廠

採購 10 條生產線，僅有 4 條開工，另外 6 條閒置不用，雖然在短期內，市場景氣

波動會造成設備利用率過低，導致超額產能。但是，就長期而言，麵粉廠有充裕的

時間調整產能，倘有投資過剩，廠商自應依實際市場需要予以調整，不應長期維持

偏低之開工率。而麵粉業在將近 20 年的時間，維持如此龐大之超額產能，實悖乎

企業經營常理，而大量閒置產能唯一合理的解釋，應係卡特爾組織為提高對於欺騙

懲罰機制，所可能採取之具體措施。在此一機制下，倘有參加成員違反君子協定，

秘密降價，則所有成員均將全面開工，進行割喉型態之價格競爭，而導致產業內所

有事業破產倒閉，形成一種可信賴的威脅，從而嚇阻參與成員不得採取秘密降價之

欺騙行為。 

(二) 追溯既往式的最惠客戶待遇條款（retroactive most-favored-customer clauses）：

在卡特爾內部，由於成員間經常會以低價爭取其他同業的客戶，但是，卻不會

將此低價適用於舊有的客戶，以減少降價促銷成本。而為提高對此一欺騙行為

的懲罰，以杜絕欺騙誘因，爰有所謂追溯既往式最惠客戶待遇條款的設計，該

條款係賣方保證買方，在目前至未來某一段期間之內（例如：6 個月），其所

給予其他買方的優惠亦得同時適用於該買方。此時，如果廠商對所有客戶均簽

有追溯既往式的最惠客戶待遇條款，則其一旦違背君子協定，以降價方式爭取

競爭對手客戶，則該廠商於過去 6 個月對所有客戶所出售的所有商品，均須適

用於此一低價，以致大幅提高廠商的降價損失，而使欺騙成本增加，從而有利

於卡特爾的維持。Cooper（1986）曾以西屋及奇異聯合壟斷發電機市場為研究

                                                      
21 此外，Scherer（1980）對於 1920 及 1930 年代德國 Rhineland-Westphalian 煤礦卡特爾案的研
究，亦導出與 Phlips（1995）相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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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認為在規格繁複的機器設備市場，追溯既往式的最惠客戶待遇條款，經

常須搭配產品價格單一化及透明化的配合措施，例如：奇異及西屋定期將發電

機所有零組件的牌價出版成冊，並告知下游電廠如何計算不同規格及發電量的

渦輪機價格，藉以使發電機價格透明化，俾便客戶比較分析各種不同規格產品

的價格。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措施多數發生在默契性聯合行為，而非默契性的聯合行為

則多採取統一供貨、會計師監督減產、繳交保證金等公開有效率的方式壟斷市場，

不需借助以上措施。 

伍、關於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幾個思考方向 

一、默契性聯合與平行行為如何分野？ 

默契性聯合成立的關鍵條件，就是必須發生在一個寡占市場的重複賽局，也就

是寡占廠商必須採取永續經營的發展策略，因為參賽者彼此瞭解，大家每天都要見

面，從事市場競爭，因此，維持誠信並自律，是非常重要的，而透過此一休戚與共

的利害關係，產業界因而形成合意的一致性行為。 

其次，在寡占市場經常發生廠商價格同時調漲且漲幅一致的平行行為，但是，

卻無法單憑此認定聯合行為的存在，何之邁（1983）即曾引用法國競爭委員會在輪

胎養護市場一案的法律見解：「價格同時上漲且相近之事實，不足因此而認定事前

有明示的或默示的合意存在。」因此，單憑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價格相同的事證，

即無法作為認定聯合行為的參考依據。其實，如果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果真如前述

例子所言，係在統一超商冷藏櫃以並列銷售的方式進行價格競爭，讀者可以想像：

只要百事可樂售價較可口可樂低出 1 元，則可口可樂的銷售量勢必為 0。因此，只

要市場價格資訊透明，則百事與可口售價絕對相等，此一推論特別適用於解釋何以

「士林夜市每攤蚵仔煎的價格都是 40 元」、「一條街上所有瓦斯行的桶裝價格都

是 450元」甚至是「貨幣市場利率總是趨於一致」等現象 22
。 

                                                      
22 反之，即使汽油是一個同質性甚高的產品，但是，只要中油與台塑生產成本稍有不同，各加
油站的交易條件不一、採購數量不同、運費相異，則中油與台塑如果訂定相同的汽油批發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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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尋求默契性聯合認定的標準，即須根據其本質加以認定，按歐洲法院於

1972 年及 1975 年曾分別針對 ICI 案及歐洲糖業案指出：「默契性聯合係事業間為

迴避彼此競爭，對於價格及產出間之一種協調模式，雖未及於任何口頭或書面之協

議，但事業間已有意地建立默契上之合作關係，以避免競爭所帶來之經營風險。」

故默契性聯合行為成立的要件即須有廠商為達成壟斷市場，所採取的具體行為存

在，而該行為則至少應包括前述促進市場資訊流通及各式對於欺騙的懲罰性措施，

特別是在促進市場資訊流通方面。Clarke（1983）曾發現當兩家廠商交換品質不同

的資訊時，提供資訊品質較佳或較正確廠商的利潤會下降，但另一家廠商利潤則會

增加，在面臨此一不確定的情形下，交換訊息必將使其中一方受害。因此，在非合

作的市場競爭下，廠商沒有任何誘因從事資訊交換，而廠商在現實環境中會發生資

訊交換唯一的動機，也就只剩下了默契性的壟斷動機。Clarke 的發現進一步得到 Jin

（1994）的支持，Jin認為如果有廠商願意單方面地提供資料給競爭對手，其結果是

對單方面提供資料的廠商不利，而對其競爭對手有利，因此，除非是在勾結的情

形，否則沒有任何廠商會願意單方面地提供資料。 

因此，如果在一個寡占市場內所有的廠商不約而同地，均採取事前宣告的價格

調漲（跌）方式，或不約而同地與下游客戶簽訂含有定價公式化條款及最低價條款

的銷售契約，即顯示該等廠商間確已有意地建立默契上的合作關係，以促進市場資

訊流通，從而便利壟斷價格的出現。同理，如果所有廠商長期維持一個大量閒置產

能，形成甚低之設備利用率，或不約而同地與所有客戶簽定最惠顧客待遇條款，即

係卡特爾組織為提高對於欺騙懲罰機制，所可能採取之具體措施。但是，如果寡占

市場（例如：美國的可樂市場或是我國的汽油市場）並未存有類似便利默契性壟斷

的機制，則即使可樂價格相同，且調漲價格時間與幅度一致，亦不能據此認定其間

有合意之存在。 

二、絕對違法原則是否適用於默契性聯合行為？ 

公開的聯合行為由於對市場競爭傷害極大，因此，各國立法例多將所謂的核心

（hardcore）聯合行為視為一種絕對違法（illegal per se）行為，亦即無論該類聯合

                                                 
其於競爭法上的非難性，相較於前述可樂或是蚵仔煎，將會高出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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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是否造成價格上漲或產出減少的限制競爭結果，均視為一種違法行為，例如：

美國休曼法、歐盟羅馬公約 85 條及我國公平法第 14 條均有類似法理存在。同理，

各國對於寡占廠商為促進市場資訊流通所採取的便利措施，亦多採嚴格禁止態度，

例如：Phlips（1995）曾將歐盟執委員會競爭總署
 23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 European Commission）執行羅馬公約 85 條以促進市場正常競爭 

（normal competition）的相關規範說明，整理成為 8 項命題 24
。其中，命題 4 認為

市場資訊的不完整性有助於消費者對於廠商的議價力量，因此，可降低市場交易價

格；命題 5 認為市場資訊的完全流通是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充要條件；命題 6 及 7 認

為寡占廠商促進資訊流通（特別是未來價格漲跌的資訊）措施適用於絕對違法原

則。 

但是，市場資訊流通猶如刀之兩刃，雖然便利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形成，但是，

另方面，卻也有助於市場的完全競爭，例如：最低價條款及最惠客戶待遇二者在消

費品零售市場，常常是廠商進行非價格競爭所為的正常措施，其間並無任何壟斷市

場意圖，因此，絕對違法原則是否適用於默契性聯合行為？不無疑問。 

又因為默契性聯合行為是一種在行為人表達合意方式上較為特殊的聯合行為，

雖然各國立法例，多未以達成合意之不同形式，區別對聯合行為的處理方式，而是

以聯合行為限制競爭之內容與影響作為區別之依據。但是，我們認為第肆節所提的

各種實際措施，發生在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比例應遠高於發生在一般行聯合行為的比

重，因此，執法機關在考量聯合行為的內容與影響上，勢需將經濟分析納入處理過

程，以求周延。 

三、經濟分析在認定默契性聯合的適用性為何？ 

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的寡占廠商間的市場競爭其實可以視為一場無限重複賽

局，如果競爭法主管機關發現廠商間確實存有若干促使市場資訊流通或提高對欺騙

行為懲罰等便利聯合行為的市場機制 25
，且主管機關亦具備經濟分析能力及市場產

銷資料，得以判斷實際產出及價格確實呈現壟斷解，其獲利亦遠高於寡占市場下的

                                                      
23 即是所謂的第四總署（DG IV）。 
24 請參閱 Phlips（1995）第 8頁及第 9頁。 
25 請參閱前揭第肆章所列示便利默契性聯合的市場機制。 



10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非合作利潤，則主管機關自應對相關個案的市場狀況及事業相關行為，展開調查。

但是，如果經濟分析顯示，市場實際產出及價格係呈現非合作的納許均衡，則即使

主管機關發現業者間存有便利默契性聯合的市場機制，作者亦認為以上機制僅係反

映產業特性或交易慣例的集體現象，競爭法主管機關充其量僅能以行業導正措施處

理，但不宜遽採絕對違法原則，將整體產業視為卡特爾集團處理。 

但是，為證明廠商便利默契性聯合的市場機制確實導致市場競爭減損，主管機

關即需事前按獨寡占程度及經濟規模等標準，篩選重要產業，就其營業、成本、資

金、資本性投資及進入障礙等項目，廣泛進行調查，以充實有關各該事業時間數列

及橫斷面的市場資訊，並整合成為完整的產業資訊系統，俾分析比較該產業實際價

格與產出，究係獨寡占廠商在正常競爭狀況下，所決定的正常數值（即非合作的古

諾競爭解）抑或係獨寡占廠商在默契性的聯合行為下，所決定之獨占數值，倘係後

者，則有助於推斷默契性聯合行為之存在。 

陸、結論與建議 

如果將我國公平法區分為反托拉斯與不正競爭行為防止兩部分，相信多數法律

人不會否認反托拉斯部分在法學上位概念中，屬於不確定程度極高的領域。例如：

強盜殺人一定是嚴重的違法行為，不會因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反托

拉斯執法則需立基於產業結構的角度，通盤考慮涉案者的獨占力、意圖及行為本身

的正當性，甚至是對整體經濟環境的影響
26
。以默契性聯合行為為例，假設中油與

台塑聯合壟斷國內油品市場，相信不會有人質疑該行為的可責性；但是，同一行為

如果發生在士林夜市的二攤蚵仔煎店，則又無可資非難之處 27
。 

就本文關切的主題：資訊交換等行為是否係基於壟斷市場的默契？自然也是需

要通盤考量產業結構及廠商的行為意圖，方能斷定。理論上，不可能建立一個包羅

                                                      
26 各國立法例多在行政權體系下設有競爭法執法機關，且案件審理標準的取捨，亦常以公共政
策的辯論為出發點，並力求競爭政策能與財經金政策相互配合，以健全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的環

境。我國自不例外，相關內容請參閱黃宗樂（2001）。 
27 對聯合行為的處理需通盤考慮諸多結構因素，相信許多公會或事業對於發函公平會，要求事
前鑑定某種行銷措施是否有違反公平法之虞，得到的回覆常為：「本會需通盤考慮具體事證、產

業結構與行為意圖後方能判斷。」的抽象答案，應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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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的模型，將所有判定勾結的因子納入，執法者僅需將資料輸入電腦，即可判定

聯合行為成立與否。因此，本文蒐集默契性聯合行為的相關文獻與案例，希望能夠

藉由理論模型與實際案例的結合，能夠有助於讀者判斷：公會蒐集大量市場資訊、

定價公式化、價格調漲（降）的事前宣告、最低價條款、大量的閒置產能及追溯既

往式的最惠客戶待遇條款等市場行為（以下簡稱這些行為是：便利行為 (facilitating 

practices)），是非合作寡占廠商會有的行為？還是只有默契性聯合才能解釋的行

為？最後，作者嘗試提出：便利行為如果被認定有促進默契性聯合之虞時，需同時

滿足主體要件與意圖要件，謹列述如次： 

一、主體要件：行為主體必須是以永續經營為理念的寡占廠商，也就是這些便利行

為必須發在寡占市場的重複賽局，因為參賽者彼此瞭解維持誠信並自律的重要

性，透過此一休戚與共的利害關係，所形成合意的一致性行為。 

二、意圖要件：寡占廠商採取便利行為的主要目的，必須是為透過默契性聯合來影

響市場競爭。由於現實的產業經營環境存有諸多默契性聯合行為的障礙因素，

例如：產品規格複雜使不同型號產品價格無法比較，以致無法建立一個標準化

的價格聯合標的；資訊不足使廠商無法判斷競爭對手是否遵循減產保價的默契

等；因此，很難能建立像前述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如此透明化的銷售環境，以

執行聯合行為。此時，執法機關如能證明：廠商有意地採行便利行為，來促進

資訊流通及提高懲罰額度，以解決前述障礙，即可判斷這些便利行為的意圖是

為了進行默契性聯合。 

    又因為 Novshek, Sonnenschein, Clarke與 Jin的觀點顯示：只有默契性聯合

才能解釋廠商交換市場訊息等便利行為的意圖。因此，如果在一個寡占市場內

所有的廠商不約而同地，均採取事前宣告的價格調漲（跌）方式，或不約而同

地與下游客戶簽訂含有定價公式化條款及最低價條款的銷售契約，即顯示該等

廠商間確已有意地建立默契上的合作關係，以促進市場資訊流通，從而便利壟

斷價格的出現。同理，如果所有廠商長期維持一個大量閒置產能，形成甚低之

設備利用率，或不約而同地與所有客戶簽定最惠顧客條款，即係為建立對於欺

騙懲罰機制，所可能採取之具體行為 28
。 

                                                      
28 但是，如同 Hay（1989）所言，判斷廠商採取便利行為的意圖是否為了壟斷市場，需要考量
的外在因素實在太多，很難建立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例如：廠商藉著公會每日提報產銷價

格資料，以交換市場資訊，會促成市場資訊極度透明化，便利廠商透過默契，進行聯合行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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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Novshek 等學者的分析，主要是以經濟誘因為出發點，來

解釋廠商採取便利行為的意圖。但是，除了經濟因素外，尚有其他若干非經濟

因素，例如：政策、法律或交易習慣，會形成廠商採取便利行為的意圖。如果

廠商基於非經濟目的進行便利行為，且經濟分析亦顯示，市場實際產出及價格

還是呈現非合作的寡占市場競爭結果，則即使主管機關發現業者間存有便利行

為，亦不宜遽採絕對違法原則，將整體產業視為卡特爾集團處理。此一論點可

以引用 1978年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控告 Gypsum等六家石膏板公司默契性聯合

壟斷市場的案例作說明。在該案中，美國地方法院認為六家公司間確實存在交

換市場訊息的行為，因而判決有罪，但是，該案在上訴法院卻改判無罪。此一

結果與 Posner（1979）及熊柏青、張明宗及劉靜怡（2001）的研究主張一致，

也就是：雖然六家石膏板公司為寡占廠商，並交換市場價格訊息；但是，這些

公司交換訊息卻是因為若干具有獨買力的大買主（建築公司）常會利用欺騙的

方式告知涉案的石膏板廠商，謂其競爭對手的價格較低 29
，藉以達成殺價的目

的。此時，如果賣方為爭取客戶，就需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石膏板給大買主，並

對小買主收取較高的價格，形成價格歧視，並違反 Robinson-Patman Act 30
。而

價格資訊交換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被客戶欺騙，形成價格歧視，以致違反

Robinson-Patman Act。而且，即使廠商交換市場訊息，但是，石膏板價格仍然

維持在一個非合作寡占市場的競爭價格。 

    Posner 認為如果交換資訊後，產品價格高於競爭水準之上時，則顯示訊息

交換動機是為了默契性聯合壟斷市場；但是，他也指出：在 Gypsum 案中，廠

商交換價格資訊後，並沒有訂定一個高於競爭水準的價格，也沒有對市場競爭

造成不利的影響，因此，該等資訊交換行為並不具競爭法的非難性。 

總之，判斷廠商的市場行為是否係基於共同壟斷市場的默契，需要通盤考量產

業結構及行為意圖。作者以重複賽局為出發點，蒐集相關文獻與案例，藉以衍伸出

對於判定聯合行為的小小建議，希望能對執法機關的執法產生助益。 

                                                 
是，每週或隔週提報資料是否也構成聯合行為成立的要件？此時，執法機關即需依不同產業的特

性，鑑定提報產銷資料的頻率。 
29 但事實上，可能並非如此。 
30 按 Robin-Patman Act於 1936年立法通過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防止當時具有獨買力量的大型
連鎖量販店，向上游供應商要求較低的價格，因而取得成本優勢，威脅到小型零售商的生存，因

而，美國國會針對上游供應商的價格歧視措施，立法予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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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acit Collusion and Some Legal Cases 

Ma, Tay-Cheng  

Summary 

By adopting the repeated gam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ducting a survey of 

relevant legal cas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some marketing practices, such as the 

compiling of market information by trade associations, the standardizing of contracts, the 

giving of prior notification for price changes, the meeting of competition clauses, the 

accumulating of huge excess capacity, and the issuing of retroactive most-favored-

customer clauses. The motiva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firms use these 

practices to implement tacit collusion. 

Key words: tacit collusion, repeated game, Cournot compet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