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 4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07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 4 

（PG10705-0014）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之應用 

 

 

受委託單位：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研究主持人：林常青 

協同主持人：胡偉民 

研究助理：李芸慈、陳以洵、邱芝螢、施昕陽 

研究期程：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31 日至 10 月 31 日 

研究經費：新臺幣 77.8 萬元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本報告內容純係作者個人之觀點，不應引申為本機關之意見）



i 
 

目次 

目次 ............................................................................................................ I 

表次 .......................................................................................................... VI 

圖次 ........................................................................................................ VIII 

提要 ........................................................................................................... X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主旨 ................................................................................................. 1 

第二節 背景分析 .................................................................................................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9 

一 、研究方法 .......................................................................................................... 9 

(一) 臨界損失法 ................................................................................................... 9 

(二) 自然實驗法 ................................................................................................. 11 

(三) 模式分析法 ................................................................................................. 13 

(四) 數位經濟中市場界定的挑戰 ..................................................................... 15 

二、 研究步驟 ........................................................................................................ 16 

第二章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臨界損失分析法 ................................... 18 

第一節 市場界定與假設性獨占測試 .................................................................. 18 

一、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定義 ............................................................................ 19 

二、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執行步驟 .................................................................... 21 

三、 小結 ................................................................................................................ 26 

第二節 臨界損失分析 (Critical Loss Analysis) .................................................. 27 

一、 決定臨界損失 ................................................................................................ 28 

二、 估計實際損失 ................................................................................................ 32 

三、 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 ............................................................................ 34 

四、 轉移率 (diversion ratios) .............................................................................. 35 

(一) 轉移率與臨界損失分析 (CLA) 間的關係 .............................................. 35 



ii 
 

(二) 轉移率的估計 ............................................................................................. 36 

五、 案例說明 ........................................................................................................ 37 

(一) Case No. 07-5276 WHOLE FOODS MARKET,INC. / WILD 

OATS MARKETS,INC. (2008, USA) ................................................................. 37 
(二) Case No. COMP/M.4734- INEOS/ KERLING (2008, 歐盟) ..................... 38 

(三) Case No. COMP/M.5335- LUFTHANSA/ SN AIRHOLDING 

(2009, 歐盟) ........................................................................................................ 40 

(四) Case No. CIV. 00-1501 (TFH)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s 

Swedish Match North America (1999) ................................................................ 41 

第三節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與臨界損失法在執行上的相關問題.......................... 43 

一、 為何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是最符合競爭要義的方法 (Bishop, 

2001) ........................................................................................................................ 43 
二、衡量替代性時該依據邊際消費者還是平均消費者的替代反應？ 

(Bishop, 2001) .......................................................................................................... 44 
三、如果考慮過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後所界定的市場範圍不同該接

受哪種認定? ............................................................................................................ 45 

四、 SSNIP 中的「非暫時性」(non-transitory) 只能是一年嗎？ ................... 45 

五、 如果產品間的物理特徵差異頗巨，可以直接排除產品屬於同

一相關市場的可能性嗎？ ...................................................................................... 45 

六、 不同產品間價格差距甚巨，可以自動排除其屬同一相關市場

的可能性嗎？ .......................................................................................................... 46 

七、 如果意欲用途 (end-use) 不同就不屬於同一相關市場？ ........................ 47 

八、 玻璃紙的謬誤 (The Cellophane Fallacy) 如何解決？ ............................... 48 

九、 糾正玻璃紙的謬誤 ........................................................................................ 49 

十、 Price-Increase Parity 如何解決？ ................................................................ 50 

十一、 SSNIP 該採取歐盟的收支平衡 (break-even) 還是美國的利

潤極大 (profit-maximization)原則？ ..................................................................... 51 

十二、 該採用 Could-Approach 還是 Would-Approach? .................................. 53 

十三、 Margin 高代表市場界定範圍大嗎？ ....................................................... 55 

十四、 CLA 需要用到交叉彈性嗎？ ................................................................... 56 

十五、 當廠商調價時沒有替代產品可以擴大內含產品怎麼辦？ .................... 57 

十六、 如果兩地間的交易量小或沒有交易，就代表兩個地域間屬

於不同相關市場嗎？ .............................................................................................. 58 

十七、 需求對臨界損失分析的影響 .................................................................... 58 

十八、 成本函數對計算臨界損失所衍生的問題 ................................................ 61 

十九、 執行 CLA 時，SSNIP 的調整對象，該是單一產品產品還

是所有產品產品？ .................................................................................................. 63 



iii 
 

二十、 組內異質產品進行價格同幅度的調漲 .................................................... 64 

二十一、 組內異質產品僅針對一項產品進行價格調漲 .................................... 65 

第四節 臨界市場損失分析實例 ........................................................................ 66 

一、決定臨界損失 .................................................................................................. 67 

二、估計實際損失 .................................................................................................. 73 

(一)估計結果 ....................................................................................................... 78 

三、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 .............................................................................. 81 

四、小結與討論 ...................................................................................................... 84 

第三章 市場界定其他常用量化分析法 ............................................... 85 

第一節 自然實驗法 ............................................................................................ 85 

一、 自然實驗可能隱含的內生性問題 ................................................................ 86 

二、 案例說明 ........................................................................................................ 89 

(一) Case No. COMP/M.4734- INEOS/ KERLING (2008 , 歐盟) .................... 89 

第二節 相關係數分析法 ..................................................................................... 91 

一、 相關係數與市場界定 .................................................................................... 91 

二、 價格相關分析的限制與缺點 ........................................................................ 93 

三、 相關分析的改進方法 .................................................................................... 97 

四、 相關係數應用案例 ........................................................................................ 99 

(一) Case No. COMP/M.4980 - ABF/ GBI BUSINESS (2008，歐盟)

 .............................................................................................................................. 99 
(二) Case No. COMP/M.6286 - Südzucker/ EDFM (2012，歐盟) .................. 103 

(三) Case No. COMP/M.6607 - US AIRWAYS/ AMERICAN 

AIRLINES (2013，歐盟) .................................................................................. 104 

(四) Case No. COMP/M.6663–RYANAIR/ AER LINGUS III (2013, 

歐盟) .................................................................................................................. 105 

(五) Case No. COMP/M.6827 - HONEYWELL/ INTERMEC (2013, 

歐盟) .................................................................................................................. 110 

(六) Case No. COMP/M.6850 - MARINE HARVEST/ MORPOL 

(2013, 歐盟) ...................................................................................................... 111 

(七) Case No. COMP/M.7155 - SSAB / RAUTARUUKKI (2014, 歐

盟) ...................................................................................................................... 113 

第三節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 ...................................... 115 

一、 基本概念 ...................................................................................................... 115 



iv 
 

二、 相關市場的判定： ...................................................................................... 116 

三、 向量自我相關應用案例 .............................................................................. 117 

(一) 石油煉製品之產品市場界定 (黃美瑛, 1994) ........................................ 117 

第四節 定態檢定 (Stationarity Test) ............................................................... 120 

一、 定態檢定基本概念 ...................................................................................... 120 

二、 定態檢定應用案例 ...................................................................................... 124 

(一) Case No. COMP/M.4513 - Arjowiggins/ M-real Zanders Reflex 

(2008 , 歐盟) ..................................................................................................... 124 

(二) Case No. COMP/M.5830 – Olympic/ Aegean Airlines (2011,歐

盟) ...................................................................................................................... 128 

第五節 Elzinga-Hogarty 檢定 (Shipment Test) .............................................. 130 

一、 Shipment Test 的定義 ................................................................................. 130 

二、 注意事項 ...................................................................................................... 132 

三、 案例說明 ...................................................................................................... 133 

(一) Case No. M.7630 - FEDEX / TNT EXPRESS (2016, 歐盟) .................... 133 

(二) The Penn State Hershey Medical Center/PinnacleHealth System 

(2016, FTC) ........................................................................................................ 134 
(三)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與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 ............... 136 

第六節 市場界定量化分析整理 ........................................................................ 139 

第七節 運用我國產業價格資料進行模式分析法之市場界定實證 .................... 154 

一、相關係數分析 ................................................................................................ 154 

二、 定態檢定 ...................................................................................................... 159 

三、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因果檢定 .................................................................. 168 

四、 小結 .............................................................................................................. 175 

第四章 數位經濟下的市場界定方法 ................................................. 176 

第一節 平台經濟重要概念 ............................................................................. 176 

一、 雙邊市場和多邊市場 .................................................................................. 177 

(一)雙邊市場 (two-sided market) .................................................................... 177 

(二)多邊市場 (multi-sided market) .................................................................. 177 

二、 雙/多邊市場存在的特性 ............................................................................ 177 

(一)網絡效果 (network effect) ......................................................................... 178 

(二)間接網絡效果與直接網絡效果 ................................................................. 179 

(三)免付費服務 (free-of-charge) ..................................................................... 179 



v 
 

三、平台中的經濟效率 ........................................................................................ 180 

四、雙/多邊市場的分類 ...................................................................................... 180 

五、評估雙邊市場的特性 .................................................................................... 181 

六、單一歸宿顧客與多歸宿顧客對商品市場定義的影響 ................................ 182 

(一) 多歸宿 (multi-homing) 平台:不同平台代替性或非替代性的

使用 .................................................................................................................... 183 

(二) 單一歸宿 (single-homing) 與瓶頸效果 ................................................. 183 

七、實際案例說明 ................................................................................................ 184 

(一) Case No. M.4523 – Travelport / Worldspan (2007, 歐盟) ........................ 184 

(二) Case No. M.5727 – Microsoft/ Yahoo (2010, 歐盟) ................................. 185 

(三) Case No. M.8124 – Microsoft / LinkedIn (2014, 歐盟) ........................... 187 

第二節 多邊市場有關市場界定相關問題之探討 ............................................ 188 

一、應將雙/多邊市場定義成一個 (含兩邊) 市場還是兩個市場 .................... 188 

二、傳統市場界定方法用於多邊市場上會產生的問題 .................................... 189 

三、雙邊市場的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方法 ............................................................ 192 

四、實際案例說明 ................................................................................................ 195 

(一) Case No. 98 CIV. 7076 (BSJ) – VISA/MASTERCARD (2001, 

USA) .................................................................................................................. 195 
五、其他數量分析法 ............................................................................................ 196 

六、質性證據 ........................................................................................................ 197 

七、小結 ................................................................................................................ 198 

第五章 結論 ....................................................................................... 199 

摘 要 ..................................................................................................... 205 

參考資料 ............................................................................................... 214 

附錄 A：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利用實證分析法進行的市場界定相關案

件 ........................................................................................................... 222 

附錄 B：相關檢定公式 ...................................................................... 272 

附錄 C：英文縮寫相關字詞索引 ...................................................... 278 



vi 
 

表次 

表一 臨界損失與價格調整幅度關係 ................................................... 31 

表二 使用「收支平衡」與「利潤極大化」法估算臨界損失 ........... 39 

表三 COULD APPROACH 和 WOULD APPROACH 比較 ........... 55 

表四 COULD-APPROACH 與 WOULD-APPROACH 的 CL 進行比

較 ............................................................................................................. 59 

表五 COULD APPROACH 和 WOULD APPROACH 比較 (加入等

彈性需求線) ........................................................................................... 60 

表六 98 年預拌混凝土製程成本分析表 .............................................. 69 

表七 消費者物價指數銜接表 ............................................................... 70 

表八 砂與碎石的單位利潤率 ............................................................... 72 

表九 臨界損失表 ................................................................................... 73 

表十 砂石統計表 ................................................................................... 76 

表十一 砂石歷年銷量 ........................................................................... 76 

表十二 需求彈性迴歸估計結果 ........................................................... 81 

表十三 臨界損失表 ............................................................................... 82 

表十四  2007 年 ABF 及 GBI 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壓縮酵母所佔

市場份額 ............................................................................................... 102 

表十五 石油煉製品之產品市場；因果測定法結果 ......................... 119 



vii 
 

表十七 市場界定量化分析法之資料需求與方法限制彙整 ............. 140 

表十八 非酒精飲料價格之偏相關係數 (去除季節、趨勢、自我相關效

果) ......................................................................................................... 157 

表十九 非酒精飲料價格一階差分之偏相關係數 (差分後去除季節效

果) ......................................................................................................... 158 

表二十 非酒精飲料價格一階差分之偏相關係數 (去除季節效果與趨

勢後再差分) ......................................................................................... 159 

表二十一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定態檢定 (原始值之對數) ...... 160 

表二十二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比之對數的定態檢定(原始值之對數)

 ............................................................................................................... 162 

表二十三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比之對數的定態檢定 (去除季節、及

去除季節效果與趨勢效果) ................................................................. 166 

表二十四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因果關係檢定 ........................... 170 

表二十五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因果關係檢定 (去除季節效果)172 

表二十六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因果關係檢定 (去除季節與趨勢效

果) ......................................................................................................... 174 

 

 

 

 

 

 

 



viii 
 

圖次 

圖一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之過程圖 (本圖取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市場界

定」，1-10 頁圖 1-5) ............................................................................... 23 

圖二 決定臨界損失 ............................................................................... 30 

圖三 是否在結合後價格會提升至少 5-10% ...................................... 53 

圖四 需求曲線為抝折時 ....................................................................... 61 

圖五 砂石加工流程 ............................................................................... 67 

圖六 砂、石產、銷、庫存時間序列圖 ............................................... 77 

圖七 臨界損失圖與 SSNIP 水準的關係 ............................................. 83 

圖八 臨界損失差異與單位利潤率的關係 ........................................... 84 

圖九 趨勢定態 (虛線) 與隨機漫步數列 (實線)，可以發現前者沿著一

個時間趨勢上下波動，但後者則是上下沒有規則的波動 ................. 95 

圖十 A 兩個獨立的隨機漫步數列可能產生虛假的相關，其相關係數為 

0.894 ........................................................................................................ 96 

圖十 B 兩個獨立的隨機漫步數列可能產生虛假的相關，其相關係數為 

-0.865 ....................................................................................................... 97 

圖十一 西班牙壓縮酵母平均價格 ..................................................... 100 

圖十二 葡萄牙壓縮酵母平均價格 ..................................................... 101 

圖十三 法國壓縮酵母平均價格 ......................................................... 101 

圖十四 法國對歐洲各國對法國的紙卷平均淨價格比 ..................... 125 



ix 
 

圖十五 歐洲各國對法國的紙張平均淨價格比 ................................. 126 

圖十六 歐洲各國對德國的紙卷平均淨價格比 ................................. 126 

圖十七 歐洲各國對德國的紙張平均淨價格比 ................................. 127 

圖十八 歐洲各國對義大利的紙卷平均淨價格比 ............................. 127 

圖十九 歐洲各國對義大利的紙張平均淨價格比 ............................. 128 

圖二十 交易為雙邊市場下 SSNIP 的檢驗偏誤 .................................. 190 

圖二十一 交易非為雙邊市場下 SSNIP 的檢驗偏誤 .......................... 191 



x 
 

提要 

關鍵詞：臨界損失分析、自然實驗法、相關係數分析法、向量自我相

關模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定態檢定、Elzinga-Hogarty 檢定、

砂石業、非酒精飲料、平台經濟、網絡效果、交易與非交易平台、

SSNIP、SSNDQ 

一、 研究緣起 

市場界定 (market definition) 對於各國競爭政策的執行，扮演著

初步但重要的角色。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歸納了 20 年

的美國競爭政策執法當局的經驗，並將市場界定的各種實證應用方法

歸納為三類：「臨界損失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 CLA)、「自然實

驗法」(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與「模式分析法」(Pattern Analysis)。

然而每個方法都有優缺點。因此彙整市場界定量化方法的相關文獻與

國內外案例，以及蒐集相關市場的價格或數量資料予以實際應用，對

於深入了解市場界定量化方法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與限制，應有極大

的價值。此外，數位經濟的崛起也對現有市場界定的各種實證模型帶

來限制與挑戰。本研究將以市場界定量化方法為主軸，探討各種方法

的可能性及限制，提供相關實例與國內資料操作作為範例，並延伸討

論數位經濟議題。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為深度探討研究主題，因此自學界文獻上的針砭與執法案

例上經驗的累積，同時也就我國現有之價格或數量資料，思考合適的

相關市場採用前述各量化方法進行實證，並比較異同，最後對主管機

關在執法實務上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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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過程主要可分為以下四階段： 

(一) 蒐集最新的市場界定相關文獻 (包括理論、與實證的學術研

究論文)，並對歐美近年來各結合案之判決中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進行

相關討論整理。 

(二)蒐集產業的公開資料並擇定相關市場，使用量化市場界定方

法，期能成為「將理論轉成實際可操作工具」，探究實務操作上的困

難與限制。 

(三)統整市場界定方法並應用於蒐集的資料之操作流程、資料需

求、優缺點、應用限制及困難，期能作為主辦單位日後實務操作執法

上之參考。 

(四)藉由文獻分析，探討在學術與實務上，數位經濟下的市場界

定量化方法的使用。 

三、 重要發現 

市場界定的量化分析方法，雖然看似標準，然而在不同的案件內

確有不同的限制與操作應注意的事項。也因此在操作時，一方面希望

的流程完備，故本計畫透過文獻與案例的回顧，發掘近期的操作經驗，

有系統地進行整理。特別是在假設性獨占檢驗 (或是 CLA) 方法上加

入近期的檢討，且在模式分析的各項操作分析法上也補充一些建議。

另一方面由於案件的進行，通常在時間的限制下而使得所擁有的資料

也相對不完整。本計畫則透過實作，加入適當的以設算或假設方式進

行操作，詳列分析之操作流程、資料需求、優缺點、應用限制及困難，

特別在臨界損失法上，使用我國的砂石產業為例，而在模式分析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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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則使用非酒精飲量為例，以期能作為主辦單位日後實務操作執法

上之參考。 

近年來，數位經濟席捲全球，其挾著規模經濟 (scale economy) 與

網絡效果 (network effects) 不只帶來更大的市場，其平台上多元的服

務與多態樣的服務客群也產生彼此間相依的特性。我們則彙整近年在

數位經濟下文獻上的相關檢討，並發現傳統市場界定分析法，須進一

步考量網絡效果的外部性，且瞭解不同平台市場的運作特性，方能適

切地加以應用。 

四、 主要建議事項 

本計畫的重點之一在於介紹三個常用的市場界定方法:假設性獨

占檢驗法、自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此三個方法的運用，互有利弊。

假設性獨占檢驗法，理論最完整，執行方法最不僵固，但需要嚴謹的

過程確認資料適合以及估計的過程得當。能使用自然實驗法判別相關

市場的機會可遇不可求，須剛好有適當的事件發生以及適當的資料方

能對相關市場進行推斷。模式分析法，資料的價格資料需求相對較易，

但也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能夠排除價格的共同變化源於成本或市場結

構的共同變化。由此可知，資料是進行市場界定的前提，也因此是市

場界定過程需要克服的重中之重。而本計畫所提出的長、短期建議，

也因此針對資料取得的困難，提出建言。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如上所述，為了能至少針對問題進行分析，從短期的觀點而言，

由於模式分析的資料需求相對容易達成，因此應該儘量針對反壟斷的

熱點產業蒐集價格資料。價格資料的蒐集方式可能依據產業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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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實體零售業 (例如便利商店) ，可以針對大型零售鏈定期私下

採集 (例如各類咖啡價格) ，而如果是網路電商，則可以撰寫程式蒐

集1。而蒐集到的資料，可以用以練習進行模擬，以熟練分析技巧。  

另一方面，在較容易掌握的模式分析上，相關業管單位/人員也可

與計量經濟學家協力建立一套標準的模式分析流程。由於每一個案件

都有其特殊性，得出分析之態樣也不盡相同，因此可將初步結果和相

關計量經濟學家討論諮詢，以確認估計之有效性並了解相關限制，而

能作為決策的參考。 

最後，在數位市場的分析上。由於平台經濟發展日新月異，除了

應有研究專案長期而持續地關注最新變化，也可和國內學界對這類研

究作更深入的探討 (如: 合辦研討會、或以專刊模式探討此一主題)。 

(二) 長期性建議 

就長期而言，應該以蒐集假設性獨占檢驗所需資料為主，而這是

因為假設性獨占檢驗方法如SSNIP (或 CLA) 相較於模式分析較有理

論依據，且為嚴謹的好方法。此外，如果相關市場的界定經由假設性

獨占檢驗如SSNIP (或 CLA) 而達成，也可以由此檢驗方法對於結合

作至少部分的單邊效果推斷。而這也是模式分析或自然實驗方法所缺

乏的。然而，為進行假設性獨占檢驗，所需的資料多樣；估計各有關

商品的單位利潤率，需要會計資料；而需求分析需要各有關產品的價

格、數量與市場結構資料。一般來說，此多種、多期的資料並非公開

資料，而需要向專職資料蒐集的公司購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這些

                                                      
1
 例如使用網路爬蟲程式: 

https://bigdata-madesimple.com/top-50-open-source-web-crawlers-for-data-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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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部分資料，但若沒有系統性的規劃與定期、大量的金錢支出，

也無法涵蓋多數的產業。因此，建議用兩個辦法解決： (1) 針對高反

壟斷需求的行業，應重點性的蒐集或購買資料。倘若能取得資料，並

利用這些資料訓練反壟斷當局的工作人員，學習如何正確的使用這些

資料。 (2) 對於有反壟斷調查需要，但難以取得資料的行業，在案件

進行調查期間取得市調單位的合作，進行市場調查已取得 CLA 的必

要變數，並依此進行分析。而這種做法，已是歐盟處理反壟斷案件的

普遍作法，值得國內反壟斷當局跟進。 

最後，為鼓勵相關人員熟悉這方面的研究，在個資保障與合法範

圍內，也可考慮釋放部分收集資料 (可隨機抽樣)，供業管單位與學界

人士在量化方法上練習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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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旨 

市場界定 (market definition) 對於各國競爭政策的執行，特別是

結合案件是否適用簡化程序，是重要的篩選工具2，而對於相關案件的

後續分析，市場界定的範圍，也扮演初步但明顯重要的角色。例如，

在我國的公平交易法中第 5 條就定義相關市場為「事業就一定之產

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而在同法中第 8 條有關競爭

限制下獨占事業的認定標準，以及第 11 條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即以

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加以規定。在執行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的第 3 與

第 4 條時也需要將市場界定。而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

界定之處理原則問答集」的第一問答項中也開宗明義地指出「…執法

中，相關市場界定往往會對個案的最終處理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此乃因事業是否具有顯著市場力、競爭行為是否在相關市場造成限制

競爭效果以及減損市場效能競爭程度，皆與相關市場界定大小有密切

關係。」由於市場界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過去的數十年間，在

我國及歐、美等地無論是學界或實務界，都不難發現市場界定相關方

法的介紹與探討。 

經過多年在理論上的探討與實務上的實踐，美國競爭政策執法當

局於  2010 年提出的「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中，正式地提供了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架構做為協助界定

                                                      
2
 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中，「…參與水平結合之事業，

其市場佔有率總和未達 20％，得適用簡化作業程序」。而適用簡化程序的案件，「…

倘無…例外事由之適用，得認其結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市

場占有率總和超過 20%的潛在結合事業，則適用其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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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範圍的方法。在這個架構中，候選的相關市場必須滿足「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hypothetical monopoly test, HMT) 與「最小市場範

圍原則」(the smallest market principle)。運用 HMT 時，先採用一定

範圍的相關產品或服務種類在特定的地理區域作為假設性獨占者的

市場範圍，後假設 SSNIP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亦即假設其中某產品 (或服務)，或所有產品 (或服務) 的價

格，在非短暫的期間內 (一年、或兩年)，持續的保持某一小額的增幅 

(一般設定為 5% 或 10%)，而後檢視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的可能變化，

並依此結果調整，將假定的市場範圍逐步擴大，最後推定出最小的反

壟斷市場的範圍。 

「臨界損失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 為 HMT-SSNIP 架構中最

常被運用的工具。在操作上，使用者僅需依據假設性獨占者的產品 (或

服務) 市場與市場所在的特定地理區域，以及價格上升特定幅度的兩

個條件，推算其利潤變化為零的銷售量變化率，並稱之為「臨界損失」，

而後估計該相關市場在相同價格變化幅度下，實際的銷售量變化率，

並稱之為「實際損失」。如估算後的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進一

步擴大候選市場或地理區域，並重複上述過程，而反壟斷市場的範圍

則決定在實際損失小於臨界損失時的最少產品 (或服務) 種類的集合

與最小地理區域。 

臨界損失方法雖然理論清晰、應用簡單，但執行此方法以界定市

場範圍亦非一蹴可幾。為了能簡單應用，臨界損失法所付出的代價是

簡化了需求函數、成本函數、產品同質性，與/或市場結構的設定。而

計算臨界損失的公式值與估計實際損失，所需要的邊際成本、銷售量、

價格、產品特質等資料，若非僅能取近似值、就是難以取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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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法妥善執行 HMT-SSNIP 架構的方法來界定市場時，仍須使用其

他救濟與補充的方法。 

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歸納了 20 年的美國反壟斷

當局的執法歷程，將市場界定的各種實證應用方法歸納為三類:「臨界

損失法」、「自然實驗法」(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與「模式分

析法」(Pattern Analysis)。與臨界損失相同，自然實驗與模式分析都有

方法簡單應用方便的好處，因此在資料完整的前提下，都能符合相關

法律所規定的法定期限3，因而在實務上，也都是行之有年的市場界定

方法。但如同臨界損失法，自然實驗與模式分析也各有其理論上的弱

點與執行上的困難，因此完整的彙整國內外市場界定的相關文獻與案

例，以及蒐集相關市場的價格或數量資料，並予以實際應用，對於深

入的了解市場界定方法在操作上的困難與限制，乃至反壟斷法相關規

定的執行，都有極大的價值。 

近年來，數位經濟席捲全球，其挾著規模經濟 (scale economy) 與

網絡效果 (network effects) 不只帶來更大的市場，其平台上多元的服

務與多態樣的服務客群也產生彼此間相依的特性。這些，不只對傳統

競爭政策帶來挑戰，更讓人進一步思考傳統的市場界定模式應如何修

改或採用。即便美國與歐盟都陸續面對數位經濟相關的審查案，但由

於經驗有限，因此讓學界與實務有更多批評與檢討的空間。國內競爭

政策專職人員若能從中借鏡，更能適切地面對我國相關數位經濟之競

爭案件。 

                                                      
3
 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結合規定中指出｢…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出完整申報資

料之日起算三十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

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

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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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計畫的主要研究重點有四：其一、蒐集相關文獻，

並彙整歐美的競爭政策機關在應用市場界定方法之操作流程、資料需

求、優缺點、應用限制及困難處等，以供國內競爭政策專職人員參考。

其二、以現有的公開資料決定適切可行的市場界定之量化方法 

(quantitative method)，針對結果進行比較，並探討資料在不同方法下

應用過程的侷限性，以發掘未來相關單位在資料蒐集上的可能方向，

並賦予以必要的假設與估計，進行實際操作。其三、針對前述兩項加

以討論彙整，提供實務上執法具體操作之建議。其四、以學術文獻蒐

集與整理的方式，探討在數位經濟的大環境下，市場界定初步的方法

介紹，以及在執法過程中可能需要進行的調適。 

第二節 背景分析 

近年來，市場界定的方法在反壟斷理論或實際案件審查兩方面都

持續受到關注與採用。在理論方面，「臨界損失法」因其簡單，且易

於根據不同的市場條件進行修改，因此有諸多的衍伸4。在案件審理方

面，由於市場界定為結合分析的前提，也是過濾案件是否需要進一步

審視的重要依據，在台、歐、美、日等地的反壟斷法執行中都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而在歐、美，也經年累積了豐富的判定市場界限的經驗。 

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歸納了 20 年的美國反壟斷

當局的執法歷程，將市場界定的諸應用方法歸納為「臨界損失法」、

                                                      
4 例如 Baumann and Godek (1995) 將臨界損失方法分為收支平衡法 (break even 

approach) 與利潤極大法 (profit maximization approach)；Coate and Williams (2007) 

將臨界損失法的成本函數一般化；Evans (2009) 與 Evans and Noel (2008) 將雙邊市

場 (two-sided market) 納入 SSNIP 的考量。前述地的三項例子，都曾對市場特性的

差別，對於臨界損失的公式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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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三類。相對地，則因美國與歐盟的

反壟斷法執法當局對於市場界定方法的見解可能不同5，或資料取得的

難易有異，對不同的方法也各有偏重；從 Veljanovski (2004) 的整理

即可發現，歐盟較美國更常用「模式分析」作為市場界定的依據。而 

Coate and Fisher (2008) 整理了 30 個從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取得的結合案，並發現這些案件審理期間所進行

的市場範圍界定方法中，最常使用的即為「臨界損失法」，但這理論

看似簡單的分析方法，其實也只佔了這些市場界定案件總量的一半 

(15件)。 

雖然「臨界損失法」等常受關注與討論的市場界定方法，相對於

完整的供、需模型設定及其衍伸的嚴格資料要求6，方法更為簡單易懂

且易於取得資料，但如 Hüschelrath (2009) 所強調，臨界損失的理論

方法雖然簡單，其執行並非直截了當 (straightforward)，且理論的應用

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仍有許多不明待解與需調適的地方。此外，從執行

經驗來說，「臨界損失法」在需求函數、成本函數、產品同質，與/

或市場結構上都有假設過於嚴格的可能。而這些問題所對應者，即為

是否能蒐集到適當的資料來計算利潤率 (gross margin)、臨界損失公式

                                                      
5
 例如，美國的 HMT 是詢問假設性獨占者的利潤極大化行為是否會 (would) 調價

超過 5-10% 的價格區間，其所衍伸的分析方法也因此被稱作 Would-Approach，或

者 profit-maximization approach，而英國與歐盟的 HMT 則是以 SSNIP 是否能 

(could) 損益兩平 (break-even 的, 請見 Hüschelrath, 2009) 因此被稱作 

Could-Approach 或 break-even approach。由於對應兩個問題所提出的分析方法不同，

因此 CLA 所推出的 CL 範圍有差異，但在一定的邊際利潤範圍內，差異會縮小。

此外，在進行 SSNIP 模擬時，應僅讓單一產品漲價，還是讓假設獨占者的所有產品

都漲價，學者的見解也不同 (Niels and Jenkins, 2005; Daljord, Sørgard and Thomassen, 

2008)。 
6
 例如使用 BLP (1995) 的需求估計方法、Bertrand 的寡佔市場競爭結構以進行結合

模擬 (merger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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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總和轉移率、與/或估計實際損失 (actual loss)。雖然最終市場的

界定範圍取決於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值的相對大小，但其中任一值的

組成部分的不當計算或估計，皆足以成為案件審理時棄置「臨界損失

法」的理由7。 

我們從 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與 Coate and Fisher 

(2008)
8
 的研究也可看出：「自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是「臨

界損失法」的重要救濟或補充方法。「自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

皆不屬於假設獨占者測試架構下的方法。其中，「自然實驗法」的好

處在於能利用偶發事件，檢驗受影響產品或服務的價、量變化是否顯

著，而進行各同類 (或相似) 產品或服務是否屬於相同市場的因果推

斷。施行「自然實驗法」的難處在於不易取得相關分析所需的歷史資

料，或者可能需要適當的創意、別出心裁且言之成理地針對歷史資料

進行推論。至於「模式分析法」的優點則在於：其所需資料僅為各產

品或服務的價格，或僅為各產品或服務的銷售量，這些相對於其他兩

類方法，更易於取得。相對地，其難處即在於從「模式分析法」中得

到的市場範圍所依據的相關性，即使顯著，也僅能作為市場界定範圍

的必要條件，而不足以斷言價格 (或數量) 相關係數顯著的產品或服

務皆屬於同一市場範圍，因而必須取得其他市場資料作為進一步的佐

證。 

                                                      
7
 例如，在 COMP/M. 4734 Ineos/Kerling 中，因為需求彈性的估計參數不顯著、參

數估計值因為設定的稍許變化而不穩健、以及弱工具變數 (weak instrument) 等原因

而得不到可靠的實際損失，因此，該案由臨界損失法界定的市場範圍，不受歐盟委

員會 (the Commission) 的採用 (Hüschelrath, 2009)。 
8
 這兩類方法佔 Coate and Fisher (2008) 市場界定案件總量的一半，其中自然實驗佔

9 件，模式分析佔 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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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討論可知，市場界定普遍所採用的三類方法各有其優、缺

點。雖如此，三種市場界定法若都能適當採用而進行分析，其斷定的

市場範圍也並非皆應等量齊觀。在資料充分的條件下，三類方法應皆

進行分析，並交叉比對結果，避免遺漏重要的證據考量。此時，倘無

其他產業相關證據輔助，但三種市場界定法若都能適當的進行分析，

則以「臨界損失法」所得的市場界定範圍較為準確。這是因為此種方

法由相對嚴謹的理論逐步推出，若產業與事業等行為皆符合理論假設，

其證據力應優於其他方法。而「自然實驗法」若能排除其他因素對於

結果的干擾9，其證據力應該優於「模式分析法」。假若三類分析中僅

存「模式分析法」可用，且在分析過程並無其他產業 (或事業) 證據

對於其推論的市場範圍另資佐證，其所提供的證據，也至少能作為相

關市場範圍的參考。 

近年來數位經濟蓬勃發展，美國與歐盟也陸續面對相關數位產業

的結合或反壟斷的審查。由這些案例中可知，傳統競爭政策的主要挑

戰來自於數位經濟的特性。Van Gorp and Batura (2005) 將數位經濟刻

畫成價值網 (value web)，也就是視每一服務或資產為節點，透過節點

的組合以及多元的途徑向終端客戶 (與/或廣告客戶) 提供服務，而平

台就是這些服務的技術基礎。由於平台廠商最終的經營模式都須仰賴

於吸引終端客戶，也因此這些廠商會利用價格以及其他的服務來爭奪

終端客戶。 

在這些數位經濟特性下，Van Gorp and Batura (2005) 也指出競爭

政策所面對新的挑戰。例如：在不斷推陳出新的數位技術中，新進挑

                                                      
9
 例如在資料期間，可能有其他事件同時影響產業中諸多產品 (或服務) 的價格或

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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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者有更多的機會繞過既有業者而接觸終端用戶、提供更新與更個人

化的異質服務或商業模式、且市場上既有業者也在此壓力下持續創新，

這些都將使數位市場更競爭且讓市場界線不斷擴張更迭。然而，既有

業者除了可加強技術獲取的控制，也可試圖透過服務鎖定客群以減少

市場競爭。此外，預防性併購與延伸市場力於其他市場也是潛在問題，

但由於數位經濟涉及未來市場，是否應將這些行為視為反競爭，則須

審慎判斷。 

同時，傳統的市場界定方式在數位經濟下是否能繼續適用也成為

近 10 年學界與實務界相繼討論的議題。特別是數位經濟中，供應商

以平台 (platform) 為中心，同時擁有多個途徑以服務不同的客戶/終端

使用者。這些平台所構成的雙邊  (two-sided) 或者是多邊市場 

(multi-sided market)，是否應當作一個單一市場，還是應視每一終端市

場為單獨而應分隔出來的市場? 若數位業者擁有多個平台，並透過整

合而創造出有利的競爭模式，是否應該考慮與其他平台的關係?而在

數位經濟中，我們也常看到免費的服務，此時又當如何定義一個價格

為零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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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方法 

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將1982年「結合原則」提出之

後的二十年間，聯邦貿易委員會所處理的市場界定的相關方法歸納為

三類：「臨界損失法」、「自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Coate and Fisher 

(2008) 更認為，這三類方法都有其缺失，因此需要謹慎的應用，方能

得到值得信賴的結果。以下，我們首先簡述三類方法的進行方式，與

執行上的困難之處，之後則說明現有市場界定量化方法在數位經濟下

可能遭遇的問題以及可能修正的方向。 

(一) 臨界損失法 

根據 Coate and Fisher (2008)，臨界損失法係美國反壟斷當局進行

市場界定時最普遍採用的方法。臨界損失法為  Harris and Simons 

(1989) 所提出，由於契合假設性獨占者檢驗的架構，且過程簡單明瞭，

因此在反壟斷的市場界定中廣被應用 (Katz & Shapiro, 2003; O’Brien 

& Wickelgren, 2003)
10。在產品間具有合理的同質性且市場價格接近產

業均衡價格為前提下，臨界損失法主要有三步驟：(1) 決定臨界損失、

(2) 決定實際損失、以及 (3) 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的相對大小。 

臨界損失的決定，主要以一定範圍的相關產品，並以特定的地理

區域作為假設性獨占者的市場範圍後，假設範圍內所有產品的價格上

漲一定幅度 (一般為 5% 或 10%)，且在給定假設性獨占者的利潤不

                                                      
10

 Katz, M. L. and C. Shapiro (2003), “Critical Loss: Let's Tell the Whole Story,” 

Antitrust, 17(2), 49- 56; O'Brien, D. P. & A. L. Wickelgren (2003),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ritical Loss Analysis,” Antitrust Law Journal, 71(1), 161-184. 



10 
 

變的條件下，計算市場範圍內產品或服務銷售量變化的規模。實際損

失的決定，必須由市場產銷資料、廠商內部文件、或消費者調查資料，

經過適當的辨別、擇選或估計後決定。在取得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的

條件下，比較其相對規模：如果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代表消費

者可能在給定的價格變化下，大幅的以現有界定範圍以外產品做為消

費替代，以致假設性獨占者無法在此價格增幅下獲利，而此過大的消

費替代規模與假設性獨占者的定義不符，因此在納入與先前市場範圍

最相關產品或服務以擴大假設性獨占者的市場範圍後，重新估算臨界

損失與實際損失，並再次進行比較。此三步驟的過程，在發現臨界損

失大於實際損失後停止，並以滿足此條件地市場範圍為相關市場。 

從 SSNIP 但利潤不變的原則中得出的臨界損失公式將介紹於下

一章中。一般而言，臨界損失的取得方式通常依賴相關業者的內部文

件，然而 Froeb (2008) 認為不應直接取用業者提供的利潤率，而應由

研究者取得可靠的價格與邊際成本資料後計算。一般來說，在同質性

產品的產業，產品價格即使因時、地會有變化，但在各研究中以平均

價格取代，應無疑義。但若目標產業為差異性產品  (differentiated 

product) 產業，則由於產品須認定為同類方能計算平均價格，因此資

料上的要求更嚴格，甚至可能需要更詳細的價、量資料方能進行分析

11。此外，源於經濟分析概念的邊際成本與會計資料並無法完全對接，

因此多以定義上最為接近的平均變動成本代替邊際成本，而此替代即

隱藏著誤差。為計算平均變動成本，須要取得足以詳細分辨固定與變

動成本的營運成本資料，而此過程需要廠商的大力配合。從經濟分析

                                                      
11

 例如，以產品收入作為權數，計算加權平均後的均價，但此類計算需要各產品 (或

服務) 的價格與數量，方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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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業者在進行最適化生產決策時，邊際成本必然大於平均變動成

本。因此，採用以平均變動成本替代的邊際成本，會存在低估誤差。

此外，在臨界損失的基本設定，邊際成本假設為固定，但在實際案件

中，若有充分證據而挑戰此一假設，則可配合平均變動成本，適當修

改臨界損失的公式 (Coate and Williams, 2007; Werden, 2002)。 

在 (假設性獨占) 事業的利潤率難以適當取得的情況下，利用需

求彈性的倒數代替是可能的方法12，但利潤率與彈性間選擇的本質是

「兩害相權取其輕」，特別是計算彈性需要詳細的價格與數量資料，

而倘若分析的對象是異質性產品市場，則彈性的估計較為複雜，故較

為耗費時日。同樣的，如果用嚴謹的過程取得實際損失，則需要詳細

的市場價、量資料，特別是因為檢驗結合的妥適性，而用假設獨占市

場者界定市場時，產品或服務市場的定義會超過一項產品，而衡量單

項產品的價格對市場的總銷售量的影響時，須要計算該產品的價格彈

性以及同一假設性獨占市場內其他產品的交叉彈性  (cross 

elasticity)。 

(二) 自然實驗法 

當相關產品屬於同一市場，且有外生變數衝擊 (shock) 該市場的

均衡時，與市場外的產品應該反應有別；同一市場內產品或服務的反

應出現一定程度的相依 (interdependence)。而如果能有適當的歷史資

料，供以記錄或檢驗此類在衝擊 (shock) 後的相依行為 (因此形成了

自然實驗)，在謹慎的假設設定與資料檢視下，可以界定市場範圍。在

                                                      
12

 此代替法源於獨占理論中最適生產的一階條件: Lerner index=
𝑃−𝑐

𝑃
= 1/휀𝐷

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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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占理論的架構下，可能影響市場均衡的衝擊包括了業者的進入與退

出、既有業者改變競爭策略，以及投入成本的大幅變化。 

業者的進入與退出是此類自然實驗中最常見的事例  (如：

Goolsbee and Syverson, 2008 ; Ellison and Ellison, 2011)。新事業的進入，

應該會引起既有業者的價格反應，因此，可以由自然實驗檢視相關事

業的反應範圍，從而界定市場範圍。當相關市場為異質性產品市場，

廠商競爭的手段即非限於價格一端，可能包括促銷、品質與服務等維

度。因此，新事業的進入或既存業者的競爭策略變化所形成的衝擊，

可能促使相關市場的事業在各維度的反應。倘若能從歷史資料中觀察

到此類的衝擊與反應，則可以依此界定市場範圍。 

專用於特殊產業投入成本的變化，因為會影響相關產品或服務的

價格，因此也能提供自然實驗的機會，而受到投入成本影響的產品或

服務，都因此成為相關市場的候選。若中間性的投入屬於跨產業的通

用性質，則需另外與產業特性相符的限制，避免市場界定過大。 

依據自然實驗所得之推論所做之市場界定，可能因為未廣泛檢驗

可能假說，而導致錯誤結論。Coate and Fisher (2008) 指出，Staple 與

其他辦公用品專賣店結合後，發現各地區的辦公用品價格上升，可能

不是基於反競爭市場的考量，而是因為該產業常以促銷作為經營手段，

因此平均價格偏低。而地區性的商店因為結合減少後，促銷行為或許

因此減少，但卻可能導致其他超級商店開始經營辦公用品 (Walmart) 

而促進了競爭。另外，事業的價格行為，可能受到銷售規模的影響，

而與市場結構 (有多少提供類似產品的事業) 無關，若未適當考慮規

模，可能得到價格與結構間的假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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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式分析法 

當反壟斷執法當局僅有價格或數量的歷史資料，可以依據資料分

析所取得的模式 (pattern)，推斷市場範圍。舉例來說，Stigler and 

Sherwin (1985) 提出，在控制共同成本因子 (common cost factor) 的條

件下，如果兩個能合理懷疑其屬於同一市場的產品 (或服務) 的價格

間充分相關 (sufficiently correlated)
13，則可以斷定此二產品 (或服務) 

屬於同一市場。常用的移轉率 (diversion ratio，這一部分常和 CLA 一

起討論與計算)、因果測定法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以及定態測定法 

(stationarity tests) 也都屬於這個範疇。此外，Elzinga and Hogarty (1973) 

所提出採用消費者的來源與消費量，計算外地產品的流入比例 (LIFO)，

與本地消費者的流出比例 (LOFI)，並以 75% 與 90% 分別作為弱市

場 (weak market) 與強市場 (strong market) 的衡量標準。相對於臨界

損失與自然實驗，模式分析所需的資料較少，也因此，與經過嚴謹的

研究過程的臨界損失與自然實驗所界定的市場範圍，模式分析的證據

力相對較弱。 

值得注意的是，模式分析的分析方法是用已經發生的資料，推論

事前的事件對事後的影響 (Werden and Froeb, 1993)，因此，難以利用

模型或假設，排除隨機噪音 (random noise) 對價格或銷量的相關性的

                                                      
13

 或者，相對更嚴謹的採用 Stationary Test，檢驗兩產品或服務價格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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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且也需要其他證據佐證模式分析方法對市場界定的推論14。此

外，這些模式分析的檢測，雖然限制較小，但在實務上卻有一些值得

注意之處而須謹慎操作。例如：必須分辨價格變動來源是否來自於相

同生產投入的價格變動，這需要對產業投入特性的認識。此外，這些

方法也通常視價格的相互影響為對稱 (symmetric)，卻忽略了市場份額

較小廠商的價格變動較難影響市場份額大的廠商，反之市場份額大的

廠商價格變動對市場份額小的廠商影響卻較大。 

而針對個別的方法而言，相關性檢定只考慮當期兩兩配對價格的

效果，且相關性的門檻值又要設為多少才能將兩者視為相關市場? 雖

然因果檢定能將落後的相關效果加以捕捉，但和相關性檢定一樣，必

須是每個價格值或是差分值都為定態分析才有意義。在非定態 

(nonstationary) 的價格分析上則可考慮共整合檢定，但變數間整合階

次 (the order of integration) 必須相同 (Forni, 2004)。在階次不相同時

雖可考慮將價格比例取對數後進行定態檢定，但卻限制了其他相關市

場中廠商價格的影響關係；再者，定態檢定中也可以選取檢定力較高

且隨資料特性選擇最適落後期的方法 (Hosken and Tayor, 2004)。 

由上述三個主要的市場界定方法得知，每個方法都有其限制與時

機。因此不只需要學界文獻上的針砭與執法案例上經驗的累積，此外

也應就我國現有之價格或數量資料，思考合適的相關市場使用前述各

量化方法進行實證，並比較異同，而對主管機關在執法實務上提出具

體可行之建議。 

                                                      
14 Werden and Froeb (1993) 討論模式分析本質屬事後分析的缺點，而 Stiglitz and 

Sherwin (1885) 與Elzinga and Horgarty (1973) 論文中的討論也顯示文章作者了解模

式分析之分析方法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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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經濟中市場界定的挑戰 

在分析數位經濟多平台特性的挑戰上，Filistrucch et al. (2014) 透

過分析涉及雙邊市場的反競爭案例，建議在考慮平台兩端的市場是否

應視為一個整合市場加以分析時，可以將實際市場的平台區分為交易

平台 (transaction platforms) 和非交易平台 (non-transaction platform)。

因為前者的目的，在於平台兩端的客戶能直接的交易 (例如 eBay 中

的買賣雙方)，且在此類平台上，也可以看到雙邊正向的間接網絡效果，

因此可將交易平台上的雙 (多) 邊市場定義成一個相關市場，以完整

地補捉間接網絡效果。相較下，非交易平台的服務不見得需要雙邊同

時的互動，有時可能會先啟動一邊，而另一邊可能於後期再發生效果。

例如：在媒體平台，讀者對平台所提供的內容發生興趣，而廣告商則

希望吸引平台上的讀者。由於廣告商將受到讀者網路效應的外部性，

但讀者端卻不易受到廣告市場的回饋影響，所以像這類的相關市場可

以分別進行分析。 

此外，針對雙 (多) 邊市場下間接的網絡效果，陸續也有學者提

出市場界定工具的修正。例如：Evan and Noel (2008) 曾針對雙邊市場

提出臨界損失分析公式的修正，但他們假設廠商只調整雙邊市場中一

邊的市場價格而將另一市場的價格固定。Emch and Thomson (2006) 

以及 Filistrucch (2008) 則認為在雙 (多) 邊市場下若獨占廠商提高某

一端市場的價格，其他端的市場價格也應允許隨著作最適地調整。

Filistrucch (2008) 也提出允許獨占者調整價格結構的臨界損失公式以

進行 SSNIP 檢測。 

但在實務上，即使有這些適用於非間接網絡效果的修正方法，卻

依然難應用於多邊市場的實際界定上。Filistrucch et al. (2014) 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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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傳統雙邊市場下曾論及 SSNIP 檢測 (但不見得使用或正確使用) 

並作成報告的例子。而無法適當操作 SSNIP 或臨界損失法的可能性

應源自於雙邊市場下市場界定公式的複雜程度以及更高資料的要

求。 

 

二、 研究步驟 

綜上所述，本計畫主要有以下三個主要的研究步驟： 

蒐集最新的市場界定相關文獻 (包括理論與實證的學術研究論

文)，以及歐美近年對於結合決定中市場界定的相關裁定進行整理15。

在此，也將就產品異質性、需求彈性不對稱替代對現行市場界定方法

的可靠性，探討所造成的影響；並討論市場界定實務上的應用及其侷

限。 

收集產業的公開資料並擇定相關市場或我國合適案例。目前本計

畫利用已經收集到砂石資料，利用設算或假設方式示範臨界損失法的

操作，並指出其相關限制與可能改進的方法。另也蒐集到台灣非酒精

飲料各類平均價格 (與銷售量) 的資料，並進行相關分析、向量自我

迴歸與因果檢定以及定態檢定市場界定的市場界定分析與比較，並對

於應用的過程予以檢討。 

                                                      
15

 主要資料來源來自以下網頁: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clear=1&policy_area_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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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整理市場界定的相關實證或案例等應用分析之操作流程、

資料需求、優缺點、應用限制及困難，期能成為將理論轉成實際可操

作工具的實用指引，並作為主辦單位日後實務操作執法上之參考。 

最後則由文獻與案例分析，探討在學術與實務上，數位經濟下的

市場界定量化方法的使用時機與相關限制。也將介紹 SSNDQ 與其他

質化方法的應用以及其缺點。 

針對上述步驟，本研究計畫也將依循以下原則加以執行： 

市場界定方法的應用，原則上將依序套用臨界損失、自然實驗與

模式分析法。如前所述，每類市場界定的執行方法所需資料不同，因

此方法的依序套用其實也是受限於資料可得性的必然之舉，而此順序

同時為應用所需資料的繁複程度以及結果的可靠性進行排序。 

另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獨立地執行市場界定方法，可能從計量方

法的角度，不夠嚴謹 (Gaynor,  Kleiner and Vogt, 2013)，但從完整的

結構性計量方法進行模擬後，抽取市場界定範圍 (如 Gaynor,  Kleiner 

and Vogt, 2013；陳嘉雯與胡偉民, 2015)，則可能超出案件審理的時限，

也冗餘。自然實驗與模式分析，都因為純屬統計方法的應用，而需要

其他產業的相關資料賦予其佐證或其經濟意涵，但在適當應用的前提

之下，都可以成為市場界定的有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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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場界定實證分析－臨界損失分析法 

本章彙整了國內外市場界定中「臨界損失分析法」相關文獻與案

例之研究，探討市場界定在反托拉斯經濟之應用與限制，並評析各種

市場界定之實證分析方法。特別是應用分析之操作流程、資料需求、

優缺點、應用限制及困難，期能作為主辦單位日後實務操作執法上之

參考。在第一節到第三節，針對假設性獨占測試與臨界分析法，本報

告整理了學界所指出最新的應用限制以及在實作上應注意的操作細

節。第四節則利用我國砂石資料，加入適當假設，演示如何進行實務

操作。 

第一節 市場界定與假設性獨占測試 

市場界定是反壟斷分析中的重要中介步驟。根據 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16

 (簡稱為 HMG)，其主要任務有二：第一、協助界

定商業活動的範圍 (產品或地域)。其二、協助競爭當局辨認市場參與

者、市占率與集中率，而由此得以完整評估結合案件的反競爭效果17。 

界定市場時，因為消費者是市場的主體，故需求的替代性是最重

要的考量因素。由於消費者偏好的差異，以及各產品的特徵不同，依

                                                      
16

 2010 Merger Guideline, Section 4. 
17

 Kaplow (2010) 基於邏輯的推斷，以兩個理由說明市場界定沒有競爭主管當局所

認定的用處。其一，由市場界定衍生而出的市占率與市場力量間並無邏輯關聯，因

此沒有進行市場界定的必要。其二，最好的市場界定結果，取決於最好的市場力量

估計。而由於市場界定主要用以輔助市場力量的評估，如果已經有了市場力量的估

計結果，相關市場的界定已是多餘。而其結論也在以後數年間引發一些反壟斷經濟

學者的立即回應，以反對其說法，其中包括: Cameron, Glick, & Mangum. (2012), 

Coate and Simons. (2012), Markovits, R. S. (2012), 與 Werden (2012)。由於本計畫的

主要目的在接受市場界定有必要性的前提下，說明 HMT 的應用方法及問題，因此

本文不涉及此更大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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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產品的替代性界定市場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任務。為了符合反壟斷執

行所規定的時間限制18，需要有適當的簡化過程，而過程的簡化，可

能的代價是漏失，因此簡化與漏失間的平衡是衡量市場界定方法優劣

的重要依據。與其他方法相比，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以下稱 HMT) 最能提供符合經濟邏輯，及提供合理

互換性  (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 的標準  (Harris and Simons, 

1991)
19，因此以 1984 年美國的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為始，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即被認定為市場界定的主要概念方法 (雖非唯一方

法)，並在經歷 Merger Guideline 的幾次修改後，仍沿用至今。 

一、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定義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主要用以辨識與假設性獨占者所經營的產品

子集間，具合理替代性的產品組合，以做為市場的定義，其主要概念

如下20
: 

“…the test requires that a hypothetical profit-maximizing firm, not subject to price 

regulation, that was the only present and future seller of those products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likely would impose at least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 on at least one product in the market, including at least one 

product sold by one of the merging firms. For the purpose of analyzing this issue, the 

terms of sale of products outside the candidate market are held constant.” 

 

                                                      
18

 例如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of 1976，對於第一次與第二次要

求 (second request) 所給予的決定時限皆僅有 30 天。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所規定的

審查期限，為 30 個工作日，如有必要，則最多可以至 60 個工作日。 
19

 Harris and Simons (1989, p.16). 
20

 2010 Merger Guideline, Section 4.1.1. 



20 
 

在結合指南中敘述的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要求界定的市場範圍需

要符合以下條件:擁有在給定的地域範圍內的一組產品21、不受價格管

制，且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的 (假設性) 獨占廠商，能夠至少為其一

項 (包括) 以上的產品調升「非暫時性、小額但不可忽略的價格」(亦

即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以下稱為

SSNIP) 時，仍能提升利潤。由於市場界定主要為評估廠商結合後的

行為，因此，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裡也要求調升價格的產品中至少有一

項需屬於結合廠商。 

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條件等同於假設性獨占者能對 (至少) 

部分產品提高 SSNIP 且提升利潤，這意味者假設性獨占者銷售一組彼

此間能施加足夠的競爭限制的產品 (地域)；或者一組值得獨占 (worth 

monopolizing) 的產品地域 (Bishop and Darcey, 1995)，因此能體現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避免過度漏失」產品 (地域) 的功能，且這組產品 

(地域) 不必包括所有與組內產品具有替代性的產品，而能體現假設性

獨占者測試的「簡化」功能。當產品被排除在組外，主要是因為與組

內產品間的替代性不夠，而不足以影響假設性獨占者提升價格。 

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定義的這組產品被稱為相關市場 22
 

(relevant market)、反壟斷市場23
 (antitrust market)，或競爭政策市場24

 

                                                      
21

 雖然市場界定的主要目標是在特定地域內的一組產品，且 HMG 中 雖然將產品

與地域市場分開討論 (4.1 與 4.2 節)，但產品與地域實際是一個市場同時存在的兩

個向度 (dimension) 。例如，談到汽車市場的產品界定 (例如小型車、中型車、SUV

等) 時，需先給定地域 (例如，台北市)，討論地域市場時 (台北市抑或台北市與新

北市)，需先給定產品群 (例如乘用車)。理論上，需求與地域市場需要同時考慮，

但是實務上並沒有明確的方法指引如何同時進行，因此實務上多為產品市場與地域

市場輪流進行 (Davis and Garce, 2010)。 
22

 相關是指「與某個案件相關，或與廠商的某個產品相關」(Kate and Niel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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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policy market)。由上述可知，相關市場的內涵與一般商業

活動進行的範圍不同，而主要是為了方便檢驗結合的反競爭效果下所

發明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 1992 年的 Merger Guideline 中的相

關市場的定義，除了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要件外，也須滿足「最

小市場原則」 (smallest market principle)，亦即相關市場的擴大順序須

依據與市場內產品間替代彈性的大小，且由大至小加入，直至滿足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的條件為止。但經由積年累月的執行經驗，美國學界

與競爭執法當局，都逐漸了解取得可靠的產品間替代彈性的困難度，

因此在 2010 年的  MG 不再將「最小市場原則」視為必要條件 

(Sharpiro, 2010)
 25。 

二、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執行步驟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執行過程，多由一個產品，但亦可為一群產

品 (Davis and Garce, 2010) 開始。由於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執行多與

結合案件相關，因此開始被選入的產品多屬於意欲結合的廠商，而這

些被選入的產品可以稱為 “Inside products”
 26，或「內含產品」。由於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執行可能需要經過重複的過程，而隨著過程的重

複，內含產品會逐步擴大，直至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條件為止。 

                                                                                                                                    
23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ission, Commentary on th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006)，p17. 
24

 請見 Davis and Garc és (2010).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for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Analysis. 
25

 Sharpiro (2010) 引述的原文在 2010 HMG, p.12, 內容如右: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 ensures that markets are not defined too narrowly, but it does not lead to 

a single relevant market. The Agencies may evaluate a merger in any relevant market 

satisfying the test, guided by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that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the 

market and measuring market shares is to illuminate the evaluation of competitive 

effects. 
26

 請見 Kate and Niel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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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過程如圖一27所示，其中包括 3 個步驟： 

挑選最初的內含產品。 

調整產品價格 (SSNIP)，並了解是否內含產品在調價後，總利潤

能至少持平。如果能，則相關市場為步驟 1 中的內含產品。 

如果不能，則挑選最適合的內含外產品加入內含產品中，重複步

驟 2。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在第 2 步驟的條件滿足下結束，且此階段的內

含產品即為相關市場。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可選擇加入內含產品的選項太多，因此需要

簡單的篩選方式，去除不適當的選項，而以「功能性替代」(functional 

substitutes) 的原則挑選內含產品，是普遍採用的初篩方法。功能性替

代的原則主要包括「產品特徵」(product characteristics) 與「產品意欲

用途」(intended use) 兩個向度。用功能性替代原則篩選出的內含產品

應儘量在此兩向度上儘量相近。雖如此，由於相關市場的主要目的是

找出一組能互相施加競爭的產品，因此，功能性替代的準則僅能作為

篩選的初步，而維持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關鍵是需求與供給替代。將

功能性替代轉變為需求替代的關鍵，是能夠將案件相關產品以競爭性

價格 (或當下價格) 考慮產品間的替代性，而進一步篩除與內含產品

間在價格上差距太大的產品。倘若沒有資料能支持替代性的考量，則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無法進行，而須考慮其他界定市場的方法。此外，

                                                      
27

 本圖取自「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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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執行第 3 步驟，挑選最適合的產品加入內含產品，需要充分的

產品間的替代資訊，而此條件通常不易滿足。 

 

圖一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之過程圖 (本圖取自「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

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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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說明可知，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提供的是分析架構28，其

重要的功用是提供市場界定的關鍵問題，並指引蒐集相關資料與方法

的方向。因此，進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不須依據制式的分析過程29，

也不一定要使用計量方法，而可以消費者過去對價格的反應、對廠商

的調查、產品特性、以及產業專家看法取得相關的證據或資料的組合

達成分析目的。也因此，進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資料與方法的合格

與否的唯一依據，在於能否用以判斷假設性獨占者在 SSNIP 的前提

下的獲利有無。 

執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需對 SSNIP 做出清楚的設定。按照美國

與歐盟的慣例，所謂小但顯著 (small but significant) 的價格提升，一

般採用 5%-10% 的調整範圍，雖如此，依據不同的理由，並不排除

在特殊案例中採取小於 5% 或大於 10% 的價格調整30。所謂價格調

整的非暫時性 (non-transitory)，一般慣例設定為 1-2 年，雖然年限設

定並非不能延長，但其設定需要符合經濟學的短期 (short-run) 概念，

特別是考慮到供給替代時，不該允許時間足夠讓供給方能添購設備 

(投資)，進行長期調整。 

假設性獨占者在 SSNIP 的行為調整下，其所控制的產品是否能

夠獲利，取決於相關市場內的產品間是否能互相施加競爭限制，亦即

                                                      
28

 根據 Bishop (2001, p.122)，歐盟競爭執法當局的須知 (Notice) 中，特別指明 HMT

應 “被視為一種推測性實驗”(be viewed as a speculative experiment)。 
29

 根據 Shapiro (2010)，在 2009 年徵詢的公聽會中，關於新的 guideline 的共識是不

該把 guideline 當作逐步實施的競爭法執行過程，亦即，並非「線性的、逐步的，由

市場界定開始，終於效率……」的僵化程序。 

30 例如美國與歐盟在價格調整上採用的觀點不同 (break even approach v. profit 

maximization approach)，而可能有小於或大於 5-10%區間的價格調整，或者因為了

解消費者有不同彈性，而採取大於 10%的價格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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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間是否存在需求替代、供給替代或潛在競爭。需求替代所指為消

費者視其他事業製造的產品為有效31的替代品，亦即在消費者會因為

假設性獨占者的 SSNIP 而轉移消費至其他廠商所提供的產品。倘若

轉移到假設性獨占者所控產品外的產品消費量有且足夠以至於假設

性獨占者有利潤損失，則代表界定的市場範圍需要擴大，且須納入內

含產品外，被轉移量 (率) 最大的產品。倘移出的產品不足以使假設

性獨占者有利潤損失，則內含產品即足以為相關市場。此外 SSNIP 的

方法有較完整的理論依據，且在結合案中可以同時進行 Upper Pricing 

Pressure (UPP) 的測試。因此，如果資料恰當，應以其優先。但並非

所有的案件皆能以 SSNIP 進行分析，可不可行則以資料是否適當做判

定。 

供給替代所指為假設性獨占者以外可以很快的導入生產以做為

假設性獨占者的合理互換產品的事業生產資源。在這裡強調合理互換，

是因為在供給替代的評估主要考慮事業是否能迅速 (短期) 且低 (轉

換；switching) 成本的提供與內含產品有效競爭的產品。由於供給替

代的產品此前從未進入市場，因此在能確定供給替代為有的條件下，

難以進一步判定轉移的消費量，而無從評估供給替代能是否能施加足

夠的競爭限制程度。因此，在市場界定的過程，一向以需求替代為主，

供給替代為補充。也因此，美國與歐盟處理供給替代的方式雖有所不

同，但都不傾向與需求替代等量齊觀－美國傾向在市場界定的部分只

考慮需求替代，而在計算市占率時考慮供給替代，歐盟則是在市場界

                                                      
31 「有效」通常的意義是指「非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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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以需求替代為主32，而僅在供給為即時 (instantaneous) 與有效 

(effective) 時，視其等同於需求替代33。 

潛在競爭即潛在的參進 (entry) 事業所提供的產品。雖然參進確

實可能對現有廠商造成競爭限制，但一般在考慮市場界定的階段並不

考慮潛在競爭34，而是在結合分析的階段考慮潛在競爭對結合後市場

變化的影響35。不考慮潛在競爭的一個重要考量在於潛在競爭者進入

市場與否最重要的考量為沉沒成本 (sunk cost)，而從經濟分析的角度，

此屬長期的市場概念，而與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中 SSNIP 設定所隱含

的短期精神不一致。 

三、 小結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是現行市場界定相關方法中唯一在執行過程

中考慮需求與供給替代可能性的方法。因此，如果不採用假設性獨占

者測試，而採用其他方法進行市場界定，則其直接的後果是在進行市

占率或集中率計算時，因為不考慮需求與供給替代的可能性，而難以

用相關指標推論市場力量。 

 

 

                                                      
32

 例如 2010 U.K. merger guidelines 認為需求替代應該在市場界定的過程扮演主要

的角色，而供給替代則用以辨。 

識潛在競爭者及估量其規模 (citation)。 
33

 如同上述，由於供給替代產品在當下未曾出現，因此將其視為需求替代，可能給

在競爭限制的向度上給予了供給替代產品過大的權重。 
34

 Commission Notice on Market Definition, OJ C 372 9/12/1997 
35

 另一個不考慮參進 (entry) 的原因是因為參進對現有產品造成競爭限制的條件過

於嚴苛，因此可以移至後續階段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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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臨界損失分析 (Critical Loss Analysis) 

承上節所述，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所提供者是一個分析架構，藉其

所提出的關鍵問題，指引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的方向。為落實假設性

獨占者測試，可以在資料、模型、計量方法，三個面向，適當的配合，

以達到界定合理的相關市場的目的。迄今，在學術與實務的應用上，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方法的家族，大概僅有結構性計量方法 (e.g. Ivaldi 

& Lorincz, 2011, Gaynor, Kleiner, and Vogt, 2013, 陳嘉雯與胡偉民, 

2016)，市場調查法 (e.g. 賴祥蔚, 2014)，與臨界損失法 (e.g. 馮秋蕙, 

2011, Grzybowski, Nitsche, Verboven & Wiethaus, 2014）。然而，由於採

用結構性計量方法的前提是豐富的資料、複雜的模型與嚴謹的計量方

法，且當結構性計量方法足以承擔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時，亦足以進行

結合後的單邊效果分析 (unilateral effect analysis)，而假設性獨占者測

試所扮演的角色通常僅是結合分析的中間步驟。因此，如果資料與分

析技術皆足以採用結構性計量方法時，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分析已是

冗餘。由此可知，臨界損失分析是目前進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時所採

用的方法，而相對於結構性計量方法，其所需的資料，模型與計量程

序都相對簡單。 

臨界損失法由 Harris and Simons (1989) 所提出，其本質為假設性

獨占者測試中的一種方便操作的應用方法，也因此常試用36在市場界

定與估計結合的競爭效果 (O’Brien and Wickelgren, 2003)。雖然假設

性獨占者測試的執行可以不拘一格，但臨界損失法所提供的特定過程，

能在資料許可的條件下，完整體現 SSNIP 的檢驗。 

                                                      
36

 強調「試用」是因為在作者發現的許多案例中，雖然案件相關的兩造都嘗試使用

臨界損失分析，但並非在每個案件中，都能作為案件審判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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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損失法一般有三個步驟，以案件相關核心產品與特定地理區

域為最初市場 (或內含產品)，而後在 SSNIP 的設定下進行第一步:決

定臨界損失 (Critical Loss)。其二，估計實際損失  (Actual Loss，

Estimated Loss37，或稱 Predicted Loss38)。其三，比較臨界損失與實

際損失。倘若臨界損失值大於實際損失值，則市場範圍界定完成，但

若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需納入與內含產品間替代性最大的產品，

而後重複進行前三步驟。市場界定的過程止於臨界損失大於實際損失

時，而符合此條件的內含產品 (地理區域) 組合為相關市場 (亦可稱

為壟斷市場、或競爭政策市場)。 

一、 決定臨界損失 

臨界損失的決定取決於SSNIP對利潤會有兩種方向相反的影響：

其一、因為價格提高導致銷售量下降的利潤損失。其二、價格提高後，

在未流失的消費量上，每單位的利潤增加。而臨界損失所指的是利潤

變化在這兩種影響下完全抵銷所意味的需求量變化 (下降) 比例。 

以 Hüschelrath (2009) 的說明為例，假設廠商生產的邊際成本固

定，c 為單位成本，則在設定 SSNIP 之前廠商的利潤為 

𝜋0 = (𝑃0 − 𝑐)𝑄0 

在設定 SSNIP 之後，廠商的利潤為 

𝜋1 = (𝑃1 − 𝑐)𝑄1 

                                                      
37

 Harris and Simons (1989), p14. 
38

 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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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價格與數量的變化分別定義為 ∆P = 𝑃1 − 𝑃0，∆𝑄 = 𝑄1 − 𝑄0，

則 SSNIP 後廠商的利潤可以改寫為: 

𝜋1 = (∆P + 𝑃0 − 𝑐)(∆𝑄 + 𝑄0) 

根據臨界損失的定義，為求得臨界損失值，價格上漲造成的需求

量變化需使利潤變化為零，亦即 

∆π = 𝜋1 − 𝜋0 = 0 = (𝑃0 − 𝑐)𝑄0 − (∆P + 𝑃0 − 𝑐)(∆𝑄 + 𝑄0) 

算式經過調整，可得 
∆𝑄

𝑄0
=

−∆𝑃

∆𝑃+𝑃0−𝑐
=

−∆𝑃

𝑃0
∆𝑃

𝑃0
+

𝑃0−𝑐

𝑃0

。令 x=
∆𝑃

𝑃0
，為價格調

漲幅度， 𝑀 =
𝑃0−𝑐

𝑃0
為單位利潤，則 

∆𝑄

𝑄0
 = 臨界損失 = 

𝑥

𝑥+𝑀
。 

從圖二來看，在不特別設定需求函數的條件下，倘若以 P0 與 Q0 

為調價前的價格與數量，而 ΔP 為假設性獨占者的價格變化幅度，則 

□GHED 為價格調升後的利潤增項，而 □EFBA 為價格調升後的利潤

減項。假設性獨占者在調升價格後利潤提升的條件為  □GHED > 

□EF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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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決定臨界損失 

 

表一用 5%，10%，15% 的價格漲幅 (x) 與 100-0% 的單位利潤 

(M)，為例說明臨界損失的變化。由表可見，臨界損失與價格調整幅

度正相關，而這是因為單位利潤因價格而增高，消費量的流失也需增

加方能使利潤變化為零。臨界損失與單位利潤負相關而這是因為當單

位利潤越高，銷售量因價格調升變化的流失量只需少數即能使利潤變

化為零。由於臨界損失需在第三個步驟與實際損失相比，因此如果 

SSNIP 調整幅度過高，可能導致相關市場定義過小。反之，如果單位

利潤估計過大，則可能導致相關市場定義過大。 

 

Q0-ΔQ 
  

P0+ΔP 

 

O Q0 

C A B 

F E 

H G 

P0 
D 

P 

Q 

決定臨界損失的利潤增項與利潤減項. 

https://zh.wikipedia.org/zh-tw/%CE%9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CE%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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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臨界損失與價格調整幅度關係 

單位 : 百分比 

單位 

利潤 

價格漲幅 

5 10 15 

臨界損失: 
𝑥

𝑥+𝑀
 

100 4.8  9.1  13.0  

90 5.3  10.0  14.3  

80 5.9  11.1  15.8  

70 6.7  12.5  17.6  

60 7.7  14.3  20.0  

50 9.1  16.7  23.1  

40 11.1  20.0  27.3  

30 14.3  25.0  33.3  

20 20.0  33.3  42.9  

10 33.3  50.0  60.0  

0 100.0  100.0  100.0  

 

臨界損失分析的公式推導，除了邊際成本假設為固定外，並未設

定其他例如需求函數、或產品是否同質等市場特性。但在實際執行臨

界損失分析時會發現，簡單的計算公式下，有複雜的執行細節需要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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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設定價格幅度而言，雖然價格調升的幅度可以依照慣例，但所

謂慣例有美國的 would approach-profit maximization 原則，與歐盟的 

could approach-break even 原則可供選擇。如果內含產品為異質性產品，

且由於假設性獨占者不會僅經營一項產品，調升價格時，該對單項還

是多項產品調升價格? 假若假設性獨占者販售產品為同質，在調升價

格前需認定當下價格，但若市場中存在二級差別取價 (大量購買，相

對於小量購買有價格優惠) 或三級差別取價 (對不同消費者類型有不

同折扣)，則在計算產業平均價格時會增加困難，而如果產品為異質且

要計算產業均價，則更易有爭議。 

計算臨界損失的關鍵在於單位利潤，因此 Froeb (2008) 認為不能

輕信廠商所提供的資料，也須講究其可信度。邊際利潤的計算關鍵是

邊際成本，但邊際成本是經濟學的概念，競爭當局與廠商能取得的近

似資料是會計帳中的平均變動成本。但以平均變動成本代替邊際成本

有兩個低估的理由：其一、在經濟學的分析中，在廠商在生產範圍 (以

銷售量為計) 的邊際成本會高於平均變動成本。因此，計算邊際利潤

時，用平均變動成本取代邊際成本會有結構性的低估。其二、就廠商

而言，高估邊際利潤會低估臨界損失，從而在實際損失不變的條件下，

會增加從寬界定相關市場的可能，因此，對於結合廠商來說，有誘因

壓低平均變動成本  (作為邊際成本的替代，Gaynor et al, 2013)。故在

認定廠商的相關成本時，需謹慎進行固定與變動成本的分類，以免低

估變動成本。 

二、 估計實際損失 

實際損失是需求因應價格調升的下降比例，雖然名稱為「實際」，

但實為估計值。由於價格調升可能會同時導致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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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而供給替代現象的存在，可能會擴大消費量轉移出內含產品，-

而放大了需求量下降的幅度。 

根據 Harkrider (2004)，估計實際損失所需的資料包括消費者對價

格變化的反應的歷史資料、計量證據、消費者訪談、證詞、與消費者

調查。雖然可用的資料很多，但 CLA 一般仍以顯示性偏好資料 (個

別產品的銷售資料與生產成本的蒐集) 為優先 (Hüschelrath, 2009)，以

敘述性偏好資料為次。 

估計 AL 最直接的方式是估計消費者的需求彈性 (-휀
𝑜𝑤𝑛

)，並以

需求彈性乘以價格變化率求取實際損失值，但正確的估計需求彈性，

存在許多的困難。首先，為估計彈性，需要詳細且可靠的價格與銷售

資料，而當市場結構複雜時 (例如差異性產品市場)，資料蒐集、選擇

相對應的技術進行估計所需的時間可能超出執法所規定上限，因此，

AL 的計算常見簡化的替代方法；例如假設單一產品的獨占市場結構，

可以採用 Lerner Index 的公式，由單位利潤推算需求彈性 (−휀
𝑜𝑤𝑛

=

1

𝑀
)，但這些替代方法本身除了假設嚴格外，也自帶著許多缺點。例如，

Lerner Index 高可能代表產品品質好 (Hay, 1991)，或反應高的固定成

本 (Elzinga, 1989) 而非濫用市場力量。此外，計算邊際利潤時採用平

均變動成本代替邊際成本，而 (依據公式可知) 高估了需求彈性的絕

對值，因此也可能高估了 AL。 

其次，當內含產品超過一項，且產品為異質時，SSNIP 的價格調

整產品會因為調價而銷售量下跌，但部分銷售量會轉移到其他內含產

品。文獻上將轉移對象產品的轉移比率的加總值，稱為總和轉移率 

(aggregated diversion ratio)，或重獲率 (recapture rate)。由於 AL 估計



34 
 

的是假設性獨占者調升價格的損失，因此考慮 AL 時也必須考慮銷售

轉移到其他內含產品的效果，而此效果會受 SSNIP 的調整範圍影響；

亦即，調整一項產品價格的效果會與調整所有產品的價格的效果不同。

舉例來說，如果假設性獨占者有三項產品，如果僅調整個別產品的價

格 (SSNIP)，且假設產品的交叉彈性為對稱，則在假設產品調價範圍

為 x 的條件下， 

調整第一項產品價格的 AL 為 𝐴𝐿
1

=x(휀
11

− 휀
12

− 휀
13

) 

調整第二項產品價格的 AL 為 𝐴𝐿
2

=x(휀
22

− 휀
21

− 휀
23

) 

調整第三項產品價格的 AL 為𝐴𝐿
3

=x(휀
33

− 휀
31

− 휀
32

) 

倘若 SSNIP 的調整範圍為全部產品，AL 會小於上述三項產品

的 ALi 的加總，原因是所有產品的價格都經過調整，所以總和轉移率

或重獲率會受到調價後價格差、產品間差異性，以及需求函數所隱含

的彈性與交叉彈性設定等因素的影響。而如果涉及的產品數量大且產

品為異質，則估計 AL 會更形困難。 

三、 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 

第三個步驟是比較 CL 與 AL 的大小，如果 CL>AL 則 SSNIP 

會呈現利潤上升的效果，因此可用當下的產品範圍做為相關市場。倘 

AL>CL，則代表假設性獨占者所控產品外仍有產品能對當下的產品範

圍施加足以在 SSNIP 下使利潤下降，因此，需要在現在的內含產品

外納入最可能成為需求替代的對象，擴大相關市場的範圍，並重新依

序進行步驟一到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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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轉移率 (diversion ratios)
39

 

轉移率是評估產品間替代程度的度量。簡單來說，轉移率主要回

答以下的問題:「如果產品 A 的價格上升，有多少比例的產品 A 轉移

至產品 B?」。如果計算轉移率時使用到需求函數的估計，則以上問題

的答案可以下式表達: 

𝐷𝐴𝐵 =
𝜕𝐷𝐵/𝜕𝑝𝐴

−𝜕𝐷𝐴/𝜕𝑝𝐴
=

𝜕𝐷𝐵/𝜕ln𝑝𝐴

−𝜕𝐷𝐴/𝜕ln𝑝𝐴
 

由於產品 A 因為價格上升所流失的銷售量可能轉移至 B 以外

產品或外部選擇 (outside option，通常指不買同類產品)，因此轉移率

的最大值不會超過 1。 

(一) 轉移率與臨界損失分析 (CLA) 間的關係 

由於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執行過程中內含產品間 (inside goods) 

需具有替代性 (因此能形成競爭限制)，因此當內含產品的單一產品價

格調整時，該產品的銷售量在內含產品間的轉移率 (標示為 D) 不應

為 0。因此當邊際成本在相關的銷售範圍內為固定之常數，假設性獨

占者在  SSNIP 的價格調整下有利可圖的條件為  ((1 + 𝑥)𝑝 −

𝑚𝑐)(𝑄 − 𝐸) > (𝑝 − 𝑚𝑐)𝑄，其中 x 為 SSNIP 的價格調整幅度，p 為

產品價格，mc 為邊際成本，Q 為價格調整前銷售量，E 代表流失至

內含產品內的銷售量。如前節，當利潤率定義為 𝑀 =
𝑝−𝑚𝑐

𝑝
 ，臨界損

失為 
𝑥

𝑥+𝑀
 時，廠商有利可圖的條件可以調整為 

E

Q
 < CL，亦即實際損

失小於臨界損失。 

                                                      
39

 本節的討論主要內容取自 Davis and Garc é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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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假設個別產品的需求為線性且完全對稱，則假設性獨占者

的實際損失為 𝑥(1 − 𝐷)ϵ ，其中 ϵ 為產品 A 之需求彈性。由於假設

性獨占者有利可圖之條件為  𝑥(1 − 𝐷)ϵ  < CL ，但  
E

Q
 即為 

𝑥(1 − 𝐷)ϵ 。如果再套入同質性產品獨占者的利潤極大化條件， ϵ = 

1

𝑀
 ，可得 

𝑥

𝑀
(1 − 𝐷) < 

𝑥

𝑥+𝑀
 。而重整理後可得到假設性獨占者有利可

圖之條件亦為 D  > 
𝑥

𝑥+𝑀
 。 

(二) 轉移率的估計 

取得轉移率，需要有助於估計產品間的替代率的資料，按照一般

的歸類，這包括了顯示性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 與陳述性偏好 

(stated preference) 的資料。顯示性偏好的資料通常泛指能用以估計市

場需求的資料；包括價格，產品特徵與市占率，並能藉由市場需求的

估計取得需求彈性 (包括自身與交叉彈性)。陳述性資料通常指消費者

或生產者調查資料。由於目的在於調查轉移率，因此，調查消費者替

代時，需要詢問類於「我注意到你購買了產品 A，假如 A 的價格增

加了 5 元，你會轉而購買產品 B 或產品 C 嗎?」的問題。如果是調

查地理區域間的替代，需要詢問類於｢你會因為本地的電影院票價漲

價 30 元，轉而去鄰鎮看電影嗎?」的問題。如果是調查供給替代的可

能性，則需要詢問類於「黃色彩膠漆的價格需要提高多少才能夠讓你

將現在生產紅色彩膠漆的生產線轉而生產黃色彩膠漆?」的問題。方

能取得所需的量化資料40。 

                                                      
40

 需要注意的是，The European Commission Notice 在執行相關市場界定的部分中，

說明此類市調證據，只有在相關問題能有足夠的事實基礎時才會被採認。(“such 

survey evidence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an investigation is only to be taken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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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例說明 

(一) Case No. 07-5276 WHOLE FOODS MARKET,INC. / WILD 

OATS MARKETS,INC. (2008, USA) 

此案關於是美國連鎖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 與 Wild Oats 

Market 的併購案，兩間公司皆是生產優質天然和有機產品的大廠，在

美國的連鎖超市市場中占有相當程度的市場份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

會認為 Whole Foods 和 Wild Oats 屬於所謂的「優質天然有機超市」 

(premium natural and organic supermarkets, PNOS)，與傳統超市並非相

關市場，亦即認定傳統超市不會在 PNOS 的市場中與 Whole Foods 

和 Wild Oats 競爭；如此一來，由於擬議的收購案將大幅度減少 

PNOS 的競爭，因此可能導致許多地域市場潛在壟斷的疑慮，故聯邦

貿易委員會決定對收購案展開調查。 

在此次的調查的過程中，公司及委員會雙方對於判定相關市場的

範圍各自持有不同的觀點以及依循的標準，首先是公司委託的學者 

David Scheffman 使用 5％ 和 1％ 的 SSNIP 進行了標準的臨界損

失分析，認為實際損失將超過任何一個價格上漲時的臨界損失，由於

沒有相關的歷史證據可以確定 PNOS 與傳統商店之間的交叉需求彈

性，Scheffman 利用市場調查的研究中所獲得的證據進行了臨界損失

分析，並得到了以下幾點的結論：(1) 會到傳統雜貨超市購物的消費

者為價格敏感者；(2) Whole Food 和 Wild Oats 的顧客族群在 PNOS 

市場上和其他傳統超市之間可以無成本地轉移購買； (3) 大多數 

                                                                                                                                    
account when sufficiently backed by factual evidence.”)，也就是能被取為證供的市調

必須完善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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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Foods 和 Wild Oats 顧客經常在其他商店進行消費與其他超市

為高度競爭關係，鑑於以上理由，市場上因為存在足夠數量的「邊際

客戶」，合併後的價格並不會上漲，因此認定 PNOS 與傳統超市為相

關市場。 

然而，委員會委託的學者 Kevin Murphy 則認為此案的根本問題

在於市場上的競爭限制將因收購而產生改變，而非 Whole Foods 目前

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與其他公司競爭；此外，Murphy 也指出擬議的收

購將具有顯著的反競爭效果，他認為  Scheffman 的分析集中於 

Whole Foods 的定價，忽略了許多收購後 Wild Oats 商店關閉的反競

爭效果，特別是當利用 Whole Foods 的內部資料來進行臨界轉移率的

分析時，Murphy 發現當 Wild Oats 關閉一家分店時，有至少一半 

Wild Oats 的客戶將轉到 Whole Foods，而認為在合併後 Whole Foods 

更有著關閉 Wild Oats 以成為 PNOS 獨占廠商的動力，進而能提高

售價以攫取獲利。 

法院依據合併後傳統商店是否能限制 Whole Food 的定價能力，

且認定許多消費者都是天然和有機食品的邊際客戶而非核心客戶，不

認同委員會 Murphy 的說法，並認為委員會過於專注核心客戶而非邊

際客戶，而邊際客戶是指會受小幅價格影響的消費者。由於結合後的

價格上漲或品質下降只要使足夠的消費者移轉，對於 Whole Foods 即

會無利可圖，因此法院最後選擇採信公司方的說法。 

(二) Case No. COMP/M.4734- INEOS/ KERLING (2008, 歐盟) 

本案是關於全球領先的英國石化產品製造商  Ineos 和挪威 

Norsk Hydro ASA 子公司 Kerling 的收購案，Norsk Hydro ASA 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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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 (PVC) 和苛性鈉的生產大廠，皆為石化產品的重要原物料，

雙方皆是唯一的本地生產商，此案的爭論點在於，若公司成功合併，

是否會對英國、挪威和瑞典的 SPVC 市場競爭造成威脅。 

委員會採用了價格相關分析，且相關係數呈現正相關，但因為價

格相關分析所涉產品有可能受到共同衝擊，例如相同投入的成本變動

或是同受匯率變動影響而導致高相關性，因此可能無法作為產品同屬

相關市場的有力證據。基於此考量，本案也進行了臨界損失分析 

(CLA)。分析所採概念是當產品價格上漲 X% (導致銷售額下降) 和估

計出的實際銷售損失 Y 相比之下，若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則結

論為提高價格會因為替代競爭造成無利可圖，因此應擴大相關市場的

範圍，反之則確定相關市場範圍。此案中委員會分別使用了「收支平

衡」、與「利潤極大化」作為臨界損失的衡量標準，從表 2 可看出，

以委員會所提供的數據-以 2006 年的銷售量為基準 (50 萬噸)，臨界損

失在英國市場為 10.7％ (「利潤極大化」原則，價格上漲 5％，線性

需求) 和 12.2％ (「收支平衡」原則，價格上漲 5％) 之間。 

表二 使用「收支平衡」與「利潤極大化」法估算臨界損失 

資料來源: Hüschelrath (2009, p29, Table 2) 

但由於實際損失在統計上是難以被估計的，因此 CLA 的分析結

果並未被採用作為證據。委員會選擇採用其他形式的證據，如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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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規模、運輸成本及英國的擴張障礙作為評估因素，而英國多年來

的進口規模保持在 30-40% 之間，也指出進口商在英國市場是有一定

地位的。 

委員會也利用自然實驗法做為相關的證據。鑑於以上理由以及自

然實驗法的證據，委員會最終認定 SPVC 市場為較廣泛的歐洲經濟

區 (EEA-wide)，將會具有競爭者並存於市場上，批准  Ineos 收購 

Kerling。以下將用另一個例子作為 CLA 的使用方法及比較。 

(三) Case No. COMP/M.5335- LUFTHANSA/ SN AIRHOLDING 

(2009, 歐盟) 

本案為德國漢莎航空公司 (LH) 收購比利時 SN 布魯塞爾航空公

司 (SHAN)，該案的爭議點在於，若擬議的合併案通過，是否會對德

國及比利時的某些航線造成壟斷，進而嚴重阻礙歐洲經濟區航空市場

的有效競爭。 

為此委員會對 ANR / BRU 的航線展開了下列的調查，使用臨界

損失分析 (CLA) 作為調查方式，關鍵損失取決於兩個變數：價格上

漲和毛利率，對於給定的價格上漲，臨界損失隨著單位利潤的增加而

減少。這是因為當利潤率很高時，損失一個單位的銷售量會比利潤率

低時更加影響總收益，在固定成本高 (可變成本低) 的行業中，毛利

率通常很高，故臨界損失將很低。這意味著在毛利率較高的市場中，

市場往往被定義為更加廣泛，此外，高利潤率往往也表明企業具有一

定程度的市場力量，也就是說價格需求彈性可能相當低。(上述的理由，

已經被認定有誤，相關討論請見以下 p.36「Margin 高代表市場界定範

圍大嗎?」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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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計算毛利率，CLA 使用了 SHAN 和 LH 中所有受影響的

德國航線在 2008 年平均票價，對於變動成本的衡量，則是使用了飛

機上餐飲、燃料及乘客的離境稅。調查發現乘客的價格差異很大，例

如：在 BRU-FRA 航線上，調查中有 6％ 的乘客往返行程的費用低

於 100 歐元，19％ 的乘客為 101 歐元至 200 歐元。此外，委員會

也在布魯塞爾的機場入境處進行了一項調查以估計實際損失，通過詢

問受訪者是否會因為機票價格上漲 5-10％ 決定乘坐火車，之後對計

算臨界損失提出了一些問題。首先，臨界損失分析是假設向所有客戶

收取單一價格，但航空業的特點是差別取價 (例如商務乘客支付的價

格往往遠高於經濟艙票價)，對於價格需求彈性不同的消費者會有相當

大的差異。因為臨界損失的計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利潤率，也就是取

決於價格和變動成本的計算方式，故在價格區別與航空業一樣落差相

當大的行業中，臨界損失分析的應用因此受到許多限制。基於以上討

論，委員會認為 CLA 的調查結果不適用於本案。 

從以上兩個案例可發現，在可行並且合適的情況下，CLA 被委

員會視為能夠並且願意使用的工具，但僅在證據充足時才會將其視為

判定的依據。 

(四) Case No. CIV. 00-1501 (TFH)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s 

Swedish Match North America (1999) 

  此案是在探討關於美國兩間生產散葉嚼菸 (loose leaf chewing 

tobacco) Swedish Match North America 及 National Tobacco Company

的結合案。而在這個案例中 FTC針對此結合案是否會影響到市場的有

效競爭做了調查和分析，以下將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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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公司方的專家們指出，該產業的利潤率高達 55~68%，因

此結合後提價誘因是非常不可能存在的。以臨界損失法作為判定的基

礎，可以計算出若依被告方所提之以 5%提價計算，結合而提價之臨

界損失率應該為 0.05/(0.05+0.55)=8.3%；同時該公司估計出的市場需

求彈性為 2.3%，而認為提價的實際損失率=0.05*0.023 = 10.6%。故公

司認為實際損失率 (10.6%) 大於臨界損失率 (8.3%)，故結合事業將

無提價誘因，也因此認為相關市場之界定應繼續擴大到包括溼草鼻菸 

(moist snuff)。 

   但 FTC 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阻止其結合之訴訟案，並獲得法院

支持。由於被告公司所提的需求彈性為 2.3%，是相當大的，在這樣的

需求彈性下，其市場調價能力是應當要小的，且價格要很貼近成本的，

但被告公司卻宣稱這一產業的利潤率高達 55~68%。被告公司關於需

求彈性與利潤率兩者之間的關係，具有互相矛盾的情形。另外，被告

公司雖然沒有提及兩家結合事業產品之替代程度，但為了主張溼草鼻

菸應併入界定的相關市場，也做了溼草鼻菸與散葉嚼菸替代性評估，

並提出其交叉需求彈性為 50%。事實上，這一宣稱等同於說明欲結合

而同是生產散葉嚼菸產品的兩家公司，其交叉需求彈性勢必大於 50%。

基於此，我們可以再利用公式計算，得到結合事業無提價誘因的條件

式為：〔0.05/(0.05+0.55)〕/0.55=0.152 > 交叉彈性，可以由前式合理

推斷，條件是不成立的。亦即，結合事業存在提價誘因。 

   基於上述分析，FTC認為此結合案有影響市場有效分析之疑慮，

駁回此結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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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與臨界損失法在執行上的相關

問題 

在假設性獨占檢驗與臨界損失法相繼提出後至今的 30 多年間，

競爭主管當局與學界便不斷在其執行的過程中發現與探索其實踐

上的困難與理論上的缺失。雖然假設性獨占者測試對於尋找適當資

料與方法的方向都提出了重要的指引，但很多時候，因為資料的缺

乏與結合案件相關市場本身的特性，使得假設性獨占者測試難以順

利的應用，而臨界損失分析雖然提供了執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清

晰步驟，但其執行的過程繼承著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執行困難，以

及其簡單的分析架構不須假設需求、成本，甚至於產品同質與否，

因此，很多在分析層面的問題，就來自於產業中隱藏的市場結構、

需求與成本函數的設定。本節就此對相關方法的執行細節，以問題

提出的形式，說明過去數十年間學界在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與 CLA 

執行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與因應方式。 

一、 為何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是最符合競爭要義的方法 (Bishop, 

2001) 

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並非界定市場的唯一方法，而本研究即在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外，探討了價格相關性與自然實驗的兩種方法。假

設性獨占者測試的方法主要是為了找到能夠互相施加競爭限制的

一組產品；競爭限制源於消費者對於市場上廠商行為變化的反應，

因此須由需求替代、或供給替代中觀察得知，所以，如果市場界定

方法的其他選擇不考慮需求或供給替代，則難以想像由其他方法而

得的界定市場在計算集中率或 HHI 之外，如何能夠協助後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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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評估。因此，即使假設性獨占者測試並非唯一市場界定的方

法，但是最符合競爭評估程序所需的方法。 

二、衡量替代性時該依據邊際消費者還是平均消費者的替代反應? 

(Bishop, 2001) 

在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分析架構中要求消費者不會因為廠商

的結合而使福利嚴重受損，也就是說，市場界定的條件並非大部分

的消費者因價格小幅調升而決定轉移到其他產品或停止購買，而僅

足夠量的消費者 (亦即邊際消費者) 決定轉移或停止購買即足以確

認市場範圍需要擴大 (即使，大部分的消費者仍決定持續消費)。依

此可知，市場界定的判定要素在於需求彈性，因其決定影響界定市

場邊界的邊際量大小，易言之，即使大部分的消費者不因為 SSNIP 

而轉移，也不足以論定沒有太多的消費者受到結合的損害。 

界定相關市場而將焦點限定於消費族群、或平均消費者是錯誤

的，而此錯誤可以被稱為「缺牙者的謬誤」 (toothless fallacy)
41

 。

因為在市場界定中重要的問題，不是大部分的消費者會不會因為 

SSNIP 轉移消費，而是會不會有足夠的消費者因為 SSNIP 而轉移

並導致調價有損利潤。 

 

                                                      
41

 此名稱源自 United Brands 案件的決定 (27/76 United Brands Co and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BV v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1978] 1 C.M.L.R. 429.) 在

該案件中，委員會認為香蕉應該自成一個市場，因為其對於老年人與幼兒等「缺牙

者」而言是無可取代的。但其謬誤正來自於此見解認為定義相關市場的是不變的多

數，而非能對於廠商施加競爭限制的邊際的少數。 



45 
 

三、如果考慮過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後所界定的市場範圍不同該接

受哪種認定? 

根據水平結合指南，市場界定應考慮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但

無論是美國或歐盟的結合指南中，需求與供給替代多依序考量：需

求先、供給後，且供給替代所扮演的角色都是需求替代的補充。因

此在不需考慮供給替代的前提下，相關市場的界定，以需求替代決

定；在需求替代不足以決定的前提下，以供給替代輔助決定。 

四、 SSNIP 中的「非暫時性」(non-transitory) 只能是一年嗎？ 

無論是需求或供給替代，給予買方或賣方的調整期間越長，替

代範圍越大。亦即，時間的長度與最終認定的相關市場範圍間有正

向的關係。DOJ/FTC 在時間的向度上，容許考量期間是兩年，雖

然這期間的決定據本計畫作者所知沒有特定的理論依據，但考慮期

間如果設定過短，可能因此忽略重要的競爭限制，而將相關市場範

圍界定太窄。且單一投資決策，特別是考慮資本財投資的頻率，以

一至二年作為單位應該合理 。  

五、 如果產品間的物理特徵差異頗巨，可以直接排除產品屬於同

一相關市場的可能性嗎? 

產品通常有複合的特徵，亦即任一產品通常有許多可衡量的向

度，在空間經濟學與差異化產品市場的模型中對此特性都有所刻劃。

由於不同的產品在特徵設計上有不同的偏重，因此，以產品的物理

特徵界定市場時，須同時以需求和供給替代、以及產品意欲用途的

角度判斷。雖然用產品的物理特徵界定市場是個方便的起始點，但

真正界定市場的特徵應為需求與供給替代。而在無明確需求與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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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實證依據的條件下，採用物理特徵的定義法，應仍以替代的

可能性為念，用以修正或調整市場界定的範圍。 

一個可能的調整做法，是考量各種不同但可能發生的情境 (例

如炎熱的氣候)，考慮其是否產品間有替代的可能 (可口可樂調升價

格，消費者使否可能轉而消費礦泉水)。 

六、 不同產品間價格差距甚巨，可以自動排除其屬同一相關市場

的可能性嗎？ 

與上題相對照，當兩產品間的功能間具有替代性 (魚子醬與果

醬都可以塗在吐司 (toast) 上食用)，但價格差異很大的條件下，可

能將兩產品歸於不同市場。這樣的做法所存在的問題與上題類似，

但是換用價格的向度區分市場，而也同於上題，此市場界定方式對

於產品間的 (由價格調升驅動的) 替代性，並無著墨，因此，難以

在循此邏輯界定出的市場中，考慮競爭效果。 

通常，產品間具有功能替代性，價格卻有顯著差異時，代表產

品間的品質有明顯差異，而消費者的產品選擇，代表價格與品質間

的抵換。如果價格 SSNIP 的價格調整幅度超過了品質差異，則在

不同價格區間的產品仍可能互為需求替代。 

與此問題相關的應用之一是白牌產品與品牌產品間是否屬同

一相關市場。品牌與白牌產品的特徵類似，但品牌產品價格較高，

且價格的差異似乎也將兩種產品劃分為不同的相關市場，而價格的

差異則反映著品牌的 (實質或認知的) 差異。在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架構下的相關問題，是品牌的產品價格調漲，是否使消費者需求轉

移至白牌產品。在 SCA/P&G 的結合案中，歐盟的執委會認為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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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端，品牌與白牌產品屬同一市場。Nestle/Perrier 的案件中發現產

品的價格差異來自於成本差異，並經由價格相關性的研究顯示包裝

水與非酒精飲料 (softdrink) 屬於不同的市場。ABF/GBI 濃縮酵母

的案例中，執委會發現法國、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價格雖然不同但仍

有屬同一相關市場的可能性，並發現此三市場間濃縮酵母的價格關

聯性。 

七、 如果意欲用途 (end-use) 不同就不屬於同一相關市場？ 

此問題常發生在產品特質相同但採取不同包裝銷售予不同對

象，故區分成不同的相關市場。例子包括在 Friesland Foods/Campina 

案件中，廠商視家庭和零售商為不同市場，或 Arjowiggins/M-real 

Zanders Reflex 的無碳複寫紙案件中，將產品分為單包與捲筒分別

售予家庭與工廠。在此類案例中，雖然消費者可能將不同包裝的產

品視為不同產品，因此不存在需求替代，但生產商可能因為任一市

場的價格調升而決定跨市場供貨，因此形成供給替代。 

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可以看出，此類案件同時具有二級與三級

差別取價的特質，也就是消費者不僅需求的數量不同 (例如：1 公

斤裝與 20 公斤裝)，且需求量差異大到可以辨別消費者的不同類別 

(例如：家庭與餐廳)，也因此產品的單位價格差距極大，而在其中

一個市場的價格微幅調升的條件下，該市場的消費者不會選擇另一

種包裝作為替代產品。是故，在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架構下，面臨

不同意欲用途產品是否屬於同一市場的考慮下，適當的問題是，是

否其中一個市場的價格調升 (例如餐飲市場) 會導致僅供貨予家庭

市場的廠商，在短時間內低成本的轉移部份產能供應餐飲市場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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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產品?而在此例子中，最重要的供給替代是廠商在購置包裝

設備的成本與增加生產線的便利性。 

八、 玻璃紙的謬誤 (The Cellophane Fallacy) 如何解決？ 

由於 AL  的取得需要與需求彈性相關的資訊，而當價格在需

求彈性高的區間調漲時，需求量下降幅度會較大，因此 AL 較大，

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與臨界損失相較後，易得出市場界定

範圍需擴大的結論。在此，對於需求彈性可能有的誤解是以為需求

彈性與市場競爭程度呈現正向關係，但需求替代大，也可能是因為

市場力量大的廠商，在漲價空間用盡後的結果。舉例來說，獨占廠

商不會定價在需求彈性小的區間，而是會利用需求彈性小的特質，

調漲價格以提升利潤，直至利潤極大化為止，因此，獨占廠商定價

的需求區間，需求彈性也會較大，倘若對此可能性缺乏認識，則可

能落入所謂「玻璃紙的謬誤 (cellophane fallacy )
42」，而不當擴大相

關市場範圍，並低估事業市場力43。 

                                                      
42請見 Stocking and Mueller (1955). 
43

 以 Bishop (2001) 所舉的例子來說，假設有兩家 CD 播放器製造商，一家卡帶播

放器製造商與一家 DVD 播放器製造商。其中卡帶播放器賣$50，CD 播放器賣$100

元，DVD 播放器賣$200 元。另外，假設 CD 的價格為競爭價格，而如果 CD 播放

器的廠商結合，則可以將價格提高到$130 並有利可圖。如果在當下價格 ($100) 進

行 HMT，則會發現 CD 播放器的製造商能調高 5-10%的價格並有利可圖，因此可以

得到 CD 播放器是相關市場的結論，也因此不該允許事後市占率為 100%的結合。

相對的，假設現在僅有一個 CD 播放器製造商，且訂價在$130—即獨占市場利潤極

大化價格。假設現有潛在競爭者控訴其濫用獨占地位，且對此進行 HMT，假如競

爭當局採用$130 為當下價格，且採 SSNIP 將價格提高到$136.5 (5%) 或$145 (10%)。

如果 CD 播放器的獨占價格是$130，則在此 SSNIP 的檢驗下，會發現小幅價格的調

升無利可圖，因此需要擴大相關市場的界定，而將 DVD 播放器也納入市場範圍，

而因此事後的結合廠商市占率會遠小於 100%，但這是錯誤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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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玻璃紙的謬誤」必須知道假設性獨占者是否本來就已

具有市場力量，或者當下價格是否已經高過競爭價格，而廠商結合

後，是否仍有空間再調升價格。而現在因為假設性獨占者提高價格

而獲利的廠商是阻止假設性獨占者基於現有價格，更進步調漲的廠

商，而非將假設性獨占者限制在競爭價格的廠商。廠商本來就有利

潤極大化的誘因，因此如果具有市場力量，會訂定高於競爭水準的

價格。 

九、 糾正玻璃紙的謬誤 

相關市場的界定是為了識別在能在競爭價格下提供有效競爭

限制的產品，因此為了避免玻璃紙的謬誤，歐盟的 Commission's 

Notice 所提供的方法是在 HMT 的概念上，修改問題為： 假設性

獨占者是否在競爭價格水準上調升價格且仍能獲利44。這個概念的

轉換雖然很直觀，但避免不了「誰去貓的脖子上掛鈴鐺」的問題。

也就是即使 Relevant Market Notice 的立意良好，但卻無從將「競

爭價格水準」的事實套用進 HMT。最現實的問題是，競爭價格水

準的取得須有完整的需求與供給結構與市場分析，而倘若能從繁複

的分析中抽離出競爭價格水準，則通常也代表市場競爭已能完整分

析，故市場界定已是累贅無用的步驟。 

由此可知，即使進行知道有玻璃紙的謬誤存在，進行 HMT 時

對其加以處理是一件困難的事。雖如此 DG Competition Article 82 

Discussion Paper (2005)，仍提出三個步驟： 

                                                      
44

 Relevant Market Notice, par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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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確保市場界定的過程與需求和供給替代原則一致，也就

是所有納入界定市場的產品都有好的需求與供給面的理由。 

第二，確保現行納入界定市場的產品，在現行價格下是互為替

代的。這裡的邏輯是，如果產品在現行價格下為替代，而現行價格

高於競爭價格，則在競爭價格下，產品間不必然具有顯著替代關係 

(如果有，則有利潤的調升價格則有困難)。而如果在當下價格不具

替代關係，且現行價格高於競爭價格，則當價格為競爭價格，也無

法推論產品間有替代關係。如果現在價格低於競爭價格 (例如掠奪

性定價的案件)，在此價格下產品間不為替代，不意味著產品在競爭

價格時不為替代。 

第三，確保 HMT 界定出的市場，從產品特徵的角度觀察，也

具有適當的市場定義。競爭主管當局，常以產品的物理特徵定義市

場，特別是在缺乏替代性的證據的條件下，如果物理特徵的證據能

夠正確的詮釋，這應該是個合理的方法。特別是當物理特徵詮釋得

當，能夠反映產品之間的替代性。 

用上述方法可能會有超過一種界定市場的可能性，但不會落到

只有一個市場定義且定義為誤的可能性。而所謂有誤指的是無法用

以正確的衡量競爭效果。 

十、 Price-Increase Parity 如何解決？ 

市場中產品為異質，且利潤極大化的廠商進行價格調升時，須

知所有產品的價格都有變動的可能，且變動幅度不同。而此中的問

題是，當所有的產品價格都變動，但並非所有價格變動對於利潤的

影響皆顯著時，該調整哪些產品的價格就成為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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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 the General Standards for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par. 

1.11 of the Guidelines)
45

 的陳述顯示競爭主管當局認識了這個問題

的存在 (Kate and Niels, 2008)，但卻沒有提出該如何解決這個問

題。 

如果假設性獨占者所擁有的產品並非在調價後都能通過臨界

損失的測試。在有些可以，有些卻不行時，則對於可以的產品而言，

整組產品是相關市場，但對於不可以的產品而言，inside goods 需

要擴大。如果  SSNIP 的測試的進行由最初的內含產品  (initial 

inside goods or labeling products in Kate and Niels, 2008) 開始，則所

謂相關市場是指結合廠商產品的相關市場。 

Werden (2002) 針對此問題，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其一、用

內含產品份額作為權數計算價格上漲比例。其二、只調漲最初納入

相關市場定義 (labeling products, the initial inside goods) 的產品的

價格。而 Werden 本人傾向第二個方案，因為競爭當局所關心的，

就是這些產品在結合後的行為。 

十一、 SSNIP 該採取歐盟的收支平衡 (break-even) 還是美國的利潤

極大 (profit-maximization) 原則？ 

美國的 HMG 與英國與歐盟的 MG 在 HMT 所檢驗的問題上

有別： 

依據美國的 HMG，HMT 所檢驗的問題是「假設性獨占者在利

潤極大化的誘因引導下，是否會將價格提高 (相較於當下價格) 至少 

                                                      
45

 General Standards for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par. 1.11) begin the process with 

one such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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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而英國與歐盟的 MG 所檢驗的問題是「當假設性獨占者相

對於當下價格提高價格 5-10%，是否有利可圖?」。根據兩競爭執法當

局所提出的問題，可知美國的 HMT是詢問假設性獨占者的利潤極大

化行為是否會 (would) 調價超過 5-10% 的價格區間，其所衍伸的分

析方法也因此被稱作  Would-Approach，或者  profit-maximization 

approach，而英國與歐盟的 HMT 則是以 SSNIP 是否能 (could) 損

益兩平  (break-even 的 , 請見  Hüschelrath, 2009) 因此被稱作 

Could-Approach 或 break-even approach。由於對應兩個問題所提出的

分析方法不同，因此 CLA 所推出的 CL 範圍有差異，但在一定的邊

際利潤範圍內，差異會縮小。 

依據 Werden (1998) 的分析，假設需求函數為線性46，且結合前

的價格為 MC，則在結合後，假設性獨占者依據利潤極大化原則，按 

MR=MC 定價，且可依此推導出 

𝑃 − 𝐶

𝑃
=

1

휀𝑑
 

根據美國 Horizontal Merger Guide 進行的 SSNIP 檢驗，其所提

問題為「是否在結合後價格會提升至少 5-10%」。以圖三為例，倘若

圖中的 x 代表 5-10% 的價格差距，而當下的價格處於臨界彈性 

(critical elasticity) 的所指需求的右邊，則假設性獨占者會執行 

SSNIP。 

                                                      
46

 Break-even 原則計算 CL 時不需假設需求函數為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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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進行 Would-pproach 的 SSNIP 檢驗，需要先計算結

合後的利潤極大化價格然後與當下價格比較 (Baumann and Godek, 

1995)，因為假設需求為線性，因此所計算  CL 為
𝑥

𝑥+2𝑚
，與 

Could-Approach 所得結果(<
𝑥

𝑥+𝑚
)相較為小，因此，可以得知，用 

would-approach 進行的 HMT 所界定的市場會較 could-approach 所

界定者為寬47。 

圖三 是否在結合後價格會提升至少 5-10% 

 

十二、 該採用 Could-Approach 還是 Would-Approach? 

兩種方法選擇的關鍵在這兩種 CL 值間的差距，差距越小，市場

界定的範圍越一致。而需要進行穩健性檢驗 (robust check) 的可能僅

                                                      
47

 舉例來說，如果
𝑥

𝑥+2𝑚
< 𝐴𝐿 <

𝑥

𝑥+𝑚
，在 break even 原則下，市場範圍已決定，而

在 Profit maximization 的原則下，仍須納入別項產品(地域)進行下一輪的 SSNIP 檢

驗。 

價格 

X 

(5% or 10%) 

 邊際成本 

需求 

數量 

邊際收入 

在假設壟斷情況下 

 的價格設定 

  臨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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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在 AL 的估計與 CL 很接近的情況。根據 Oxera 的報告48，

荷蘭的競爭當局曾發現這樣的案例 49。其中  CLcould  為  12.5%,  

CLwould 為 11.1%，而 AL 則在 7.2-12.8% 的信賴區間內。 

從理論上來看，Would-Approach 的原則與經濟理論一致，但 

Could-Approach 在操作上更容易，且有以下優點: 

Could-Approach 不須有線性需求假設，甚至不需有任何的需求假

設，即可得出計算結果。 

Could-Approach 採用損益兩平的原則，更直觀且容易了解；也因

此進行調查時，特別是採用問卷的調查方式，更為方便。 

即使如此，這兩種 CL 的分野與差距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並不明顯。

舉下表為例，𝐶𝐿𝑤𝑜𝑢𝑙𝑑 與𝐶𝐿𝑐𝑜𝑢𝑙𝑑 只有在 M 較小時，差距較大，而當 

x=10%，且 M 超過 50% 時，𝐶𝐿𝑤𝑜𝑢𝑙𝑑 與 𝐶𝐿𝑐𝑜𝑢𝑙𝑑  間差距相對較小 

(在2.5%以下)。Katz and Sharpiro (2003) 發現大部分的案件，M 在 

50% 以上，因此用 would 或 could 方法計算 CL，應該差別不大，

所以可以採用  Could Approach 為主，而只在有需要的時候引入 

Would Approach 做為穩健性檢驗的輔助。 

 

                                                      
48

 根據

https://www.oxera.com/Latest-Thinking/Agenda/2008/%E2%80%98Could%E2%80%99

-or-%E2%80%98would%E2%80%99-The-difference-between-two-hyp.aspx，NMa 

(2005), ‘Zaak 3897/Ziekenhuis Hilversum–Ziekenhuis Gooi-Noord’, June 8th. Oxera 

advised the merging parties on this case. 
49

 NMa (2005), ‘Zaak 3897/Ziekenhuis Hilversum–Ziekenhuis Gooi-Noord’, June 8th. 

Oxera advised the merging parties on this case. 

https://www.oxera.com/Latest-Thinking/Agenda/2008/%E2%80%98Could%E2%80%99-or-%E2%80%98would%E2%80%99-The-difference-between-two-hyp.aspx
https://www.oxera.com/Latest-Thinking/Agenda/2008/%E2%80%98Could%E2%80%99-or-%E2%80%98would%E2%80%99-The-difference-between-two-hy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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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Could Approach 和 Would Approach 比較 

單位利潤(M), 

% 

Could Approach: 
𝑥

𝑥+𝑀
 , % 

Would Approach(線性需求):  
𝑥

𝑥+2𝑀
 , % 

100 9.1 8.3 

90 10.0 9.1 

80 11.1 10.0 

70 12.5 11.1 

60 14.3 12.5 

50 16.7 14.3 

40 20.0 16.7 

30 25.0 20.0 

20 33.3 25.0 

10 50.0 33.3 

0 100.0 50.0 

 

十三、 Margin 高代表市場界定範圍大嗎？ 

此問題來自於 CL 公式直覺的推論：在 
𝑥

𝑥+𝑀
公式中，M 越大代

表 CL 越小，因此 AL 容易超過 CL，而須加入產品 (地域) 進行下

一輪的 CLA。 

根據 Davis and Garces (2010, p.212)，會有這樣的「謬論」是因為

認為需求彈性與 M 是獨立決定的。如果結合前價格為利潤極大化下

的價格，在該價格下，需求彈性應該小 (否則降價應該可以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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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價格上漲後的實際損失應該也小。所以當單位利潤越大時，不

必然意味著市場界定範圍越大。 

O’Brien and Wickelgren (2003) 用差異性產品市場與 Bertrand 競

爭，並基於四項假設：(1) 事業在結合前後都會想極大化利潤；(2) 結

合後，結合事業的產品間協調程度增大；(3) 消費者對涨價與降價的

反應的絕對規模相差不大 (例如，在相關價格變化範圍內沒有抝折需

求)；(4) 產量小量增加所增加的成本不會顯著大於產量小量減少所節

省的成本 (例如在相關的生產範圍內，成本曲線沒有抝折的現象)。可

以得到兩個結論： 

給定產品間的替代程度，margin 越大，AL 越不容易超過 CL。 

在線性或固定彈性需求的條件下，AL 與 CL 的關係受到結合產

品間的交叉彈性 (或轉移率)、結合產品的 margin 的影響。 

由上述討論可知，就算單位利潤與 CL 存在反向關係，也不應直

接判斷 AL 會大於 CL。 

十四、 CLA 需要用到交叉彈性嗎？ 

如同上述 CLA 的第二階段估計 AL 時，我們發現，標準的 CLA 

忽略了假設性獨占者所生產的產品間的替代程度 (衡量方式包括需求

的交叉彈性或轉移率)，而此問題如在 CLA 的進行過程中只對假設性

獨占者的部分產品價格調升價格時，會被特別凸顯。特別是，如果內

含產品間的交叉彈性很高，假設性獨占者可能會單邊提高產品的價格，

而在需求流失大比例的轉移至其他內含產品的條件下，假設性獨占者

的提價是有利可圖的。此外，如前討論到 O’Brien and Wickelgre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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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一般化的差異性產品市場與 Bertrand 競爭來研究邊際利潤與 

AL 的關係，其中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在線性或固定彈性需求的條

件下，AL 與 CL 的關係受到結合產品間的交叉彈性 (或轉移率)、結

合產品的邊際利潤的的影響」。由此可知，交叉彈性在理論與實務上

都是需要注意的問題。 

相較之下，Niel and Jenkins (2005) 認為從理論的角度，需求系統

包括了所有的產品，其中為了解單一產品需求，需要知道自身的價格

彈性、自身的價格，其他產品的價格、以及消費者的可支配所得。在

這樣的系統裡，需求的敏感度能用自身的彈性來衡量，亦即，假設性

獨占者測試的進行只需要了解自身的彈性即可，交叉彈性的使用僅在

當 SSNIP 無利可圖時，可以用以指引下一個最適合納入市場範圍的

產品為何。由於 2010 年的水平結合指南已經不再強調最小市場原則，

因此只要能有適當準則的為適合加入界定市場的產品排序，也不必要

強調交叉彈性在此順序上的角色。 

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到，如果能夠取得交叉彈性 (轉移

率)，能提升相關市場研究的可信度，但如果沒有交叉彈性，可能僅在

市場產品差異明顯的條件下，影響較為嚴重。而在此前提下，將調價 

(SSNIP) 的範圍設在所內含產品 (相對於部分內含產品) 可以至少部

份糾正缺乏交叉彈性所隱含的問題。 

十五、 當廠商調價時沒有替代產品可以擴大內含產品怎麼辦50？ 

                                                      
50

 此部分的討論依據 Davis and Gar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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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消費者普遍決定不買也不購買其他替代產品時，尋找替代產品

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因此有時競爭法執法當局會停止並忽略納入新產

品進入相關市場。做此決定的風險是假設在內含產品調升價格後決定

不買的消費者，所替代的選擇為外部選擇 (outside options/activities)，

可能將市場定義過窄，因此做此決定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確認需求彈性

夠大，以至於內含產品無法有利可圖的調升價格。 

十六、 如果兩地間的交易量小或沒有交易，就代表兩個地域間屬於

不同相關市場嗎？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兩地間缺乏交易，不代表假設性獨占

者在價格小幅調升後，仍然會缺乏交易。舉例來說，如果相同產品在

兩地域價格相同，且都為 $100元，而運輸成本為$3，則兩地間會缺

乏交易。如果現在其中一區域進行 5%-10% 的 SSNIP，因此當地價

格上漲到 $105-$110，因此當地的消費者有誘因花費 $100加上$3的運

費，跨區購買產品。 

十七、 需求對臨界損失分析的影響 

需 求 函 數 可 以 經 由 兩 個 管 道 影 響  CL 的 決 定 : 採 用

Would-Approach，以及需求為抝折時。 

採用 Would-Approach 計算臨界損失 

如同前述，當採取 Could-Approach 計算臨界損失時，其值不受

需求函數的影響。但如果有理由認為 Would-Approach 是適合的檢驗

方法，則需先設定需求函數，而後求取 CL，而在上述的 Werden (1998) 

所進行的分析，其先假設需求函數為線性，而後求取 𝐶𝐿𝑤𝑜𝑢𝑙𝑑 =
𝑥

𝑥+2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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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den (1998) 所設定的需求函數固然有益於求取 CL。但在理論

上，需求的形式可以依據研究目的設定為各種易於求解的方式，而直

線的需求函數，僅是其中的一個簡例。根據 Hüschelrath (2009)，在探

討需求如何影響 CL 值的章節中其所提出的另一個例子是「等彈性」

(iso-elastic) 的需求函數；當需求為等彈性函數時， 𝐶𝐿 = 1 −

(1 + 𝑥)
−1−𝑥

𝑥+𝑀 。下表  (表四) 將線性與等彈性需求函數在 Could- 與

Would-Approach 下所意味的 CL 間進行比較。 

表四 Could-Approach 與 Would-Approach 的 CL 進行比較 

方法 

需求函數 

利潤極大 

(would-approach) 

損益兩平 

(could-approach) 

線性 (linear) CL =
𝑥

𝑥 + 2𝑀
 CL =

𝑥

𝑥 + 𝑀
 

等彈性 

(Iso-elastic) 
𝐶𝐿 = 1 − (1 + 𝑥)

−1−𝑥
𝑥+𝑀  CL =

𝑥

𝑥 + 𝑀
 

 

表五則在假設 x=10%的條件下比較三種設定下的 CL；可發現： 

𝐶𝐿𝑐𝑜𝑢𝑙𝑑 ≤ 𝐶𝐿𝑤𝑜𝑢𝑙𝑑 (𝑖𝑠𝑜−𝑒𝑙𝑎𝑠𝑡𝑖𝑐) ≤ 𝐶𝐿𝑤𝑜𝑢𝑙𝑑 (𝑙𝑖𝑛𝑒𝑎𝑟) 

而此規模的順序，不受 SSNIP 設定值 (5%、10%、或 15%) 的

影響。此外我們也可發現，當 M<50%，選擇不同的設定，計算出的 CL 

差距很大，而當 𝑀 ≥ 50% 的條件下，各設定下的 CL 差距較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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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M 值的加大，差距越小。而亦同於上節所引述之  Katz and 

Sharpiro (2003) 的發現：大部分的案件，M 在 50% 以上，因此在此，

也可以引申相同的結論：用 would 或 could 的方法計算 CL，應該

差別不大。由於 Could-Approach 的方法較為直觀而應以其為主，但

只在有需要的時候引入 Would-Approach 做為穩健性檢驗的輔助。 

表五 Could Approach 和 Would Approach 比較 (加入等彈性需求線) 

單位利潤
(M), % 

Could Approach: 

𝑥

𝑥+𝑀
 , % 

Would Approach (等彈性): 

1 − (1 + 𝑥)
−1−𝑥

𝑥+𝑀  , % 

Would Approach (線性需求):  
𝑥

𝑥+2𝑀
 , % 

100 9.1 9.1 8.3 

90 10 10.0 9.1 

80 11.1 11.0 10 

70 12.5 12.3 11.1 

60 14.3 13.9 12.5 

50 16.7 16.0 14.3 

40 20 18.9 16.7 

30 25 23.1 20 

20 33.3 29.5 25 

10 50 40.8 33.3 

0 100 65.0 50 

如果產品市場可以依據消費者的不同需求彈性分類，而當產品市

場依據不同消費者的需求進行水平加總時，消費者的需求彈性會出現

抝折的形狀；可以圖四為例。由圖示可知，當需求為抝折的形狀，且

價格由 𝑃
0
 調升至 𝑃

1
，則廠商的利潤會減少。但當價格由 𝑃

1
 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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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𝑃
2
，且在價格差距遠大於 𝑃

0
 至 𝑃

1
 的調升時，廠商的利潤是增

加的，亦即，在此抝折需求函數的例子中，調價幅度小無利可圖，但

調價幅度大時，反而有利可圖。 

為避免抝折需求對 CLA 結果所造成的誤導，最好的方法是多設

定幾種調升幅度，但這對於分析資料的要求必然是更嚴格的。此外，

如果市需求是抝折的，在實際的市場運行中應該能夠看到第三級差別

取價或者可以頻繁的看見廠商進行第三級價格取價的企圖。因此，如

果市場中有第三級差別取價的跡象，應該多嘗試幾種價格調升空間。 

 

 圖四 需求曲線為抝折時 

 

十八、 成本函數對計算臨界損失所衍生的問題 

邊際成本的低估：  

臨界損失的計算需要用到邊際利潤，因此需要邊際成本的資料。

但邊際成本是經濟學的觀點，其定義依據的是除決策者外難以捉摸的

機會成本，因此，從研究者或競爭執法當局的角度，只能以會計成本

中最接近的平均變動成本代替。但同樣的，從經濟理論中我們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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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的利潤極大化決策隱含邊際成本在生產的範圍內會大於平均變

動成本 (MC ≥ AVC)，所以用平均變動成本代替邊際成本的的第一

個問題就是低估邊際成本。如同前節所述，邊際成本的另一個低估的

理由是結合廠商傾向低估平均變動成本。這是因為邊際成本的低估意

味邊際利潤高估，而因此依據 CL 的公式會低估 CL。在 AL 不變的

條件下，CL 低估代表市場的界定範圍可能過寬，而此對結合申請廠

商有利。由於廠商在財報中需要對於固定與變動成本進行分類，因此

有結合意圖的廠商，有誘因在分類時壓低變動成本值。 

邊際成本可能並非固定： 

標準的臨界損失分析雖然不假設需求曲線的形狀，但假設邊際成

本是固定的。Harris and Simon (1989) 在提出理論之初，就有注意到

這點，但並不覺得此假設不合理。然而，由上所述，如果僅能用平均

變動成本來取代邊際成本計算邊際利潤，倘直接用平均變動成本代入 

𝐶𝐿𝑐𝑜𝑢𝑙𝑑 則 Harris and Simon (1989) 建議 CL 改為下式： 

𝐶𝐿 =
𝑥𝑃0+𝐴𝑉𝐶0−𝐴𝑉𝐶1

𝑃0+𝑥𝑃0−𝐴𝑉𝐶1
. 

其中下標 0 代表事前，下標 1 代表事後。 

Coate and Williams (2007) 推導出了一個更一般化的 CL： 

𝐶𝐿 =
2휀

𝑀𝐶

0
𝑥 + 𝐴𝑉𝐶𝑀

2

2휀
𝑀𝐶

0
(𝐴𝑉𝐶𝑀 + 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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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휀
𝑀𝐶

0
 代表邊際成本的彈性，而 𝐴𝑉𝐶𝑀 =

𝑃0−𝐴𝑉𝐶

𝑃0

，同時須假

設"允許邊際成本在一定的範圍內等於平均變動成本，但為了使標準的

市場均衡存在，假設邊際成本在範圍之後呈線性成長的型態"。Coate 

and Williams 同時也發現，如果 CL 公式要得到合理的結果，短期的

邊際成本必須 (幾乎) 在競爭中不扮演任何角色 (例如市場有緊缺的

產能限制，或者市場參與者在定價時考慮的是長期的問題)。 

十九、 執行 CLA 時，SSNIP 的調整對象，該是單一產品產品還是

所有產品產品？ 

根據 2010 年的水平結合指南，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的 SSNIP 的

調整對象可以針對假設性獨占者所運營的一項 (包括) 以上產品，亦

即在一項到所有組內產品的任意品項數目進行價格調整。然而，可以

並非代表適合。針對單一產品子集到全產品集合間的調價選擇，學者

有許多不同的意見。舉例來說：Niel and Jenkins (2005) 認為，假設性

獨占者測試是為了發現最小的市場 (2010 年後不再強調)，因此價格

調升後的需求反應，應該在持續加入產品的過程持續對所有界定市場

範圍內產品持續檢驗，但應該只提高一項產品 (最初產品) 的價格。

Daljord 等人 (2008) 則認為標準的臨界損失檢測需假設產品在價格

與成本上是對稱的，而且只分析 SSNIP 應用在所有的產品的情況。

Hüschelrath (2009) 認為，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應該會特別希望看見某些

產品 (相對於其他) 的價格提升，這種不對稱性，應該體現在臨界損

失分析的執行中。但無論如何，針對一項或一項以上的產品執行臨界

損失分析，所對應的臨界損失方程式可能需進行必要的調整，例如在 

Lovefilm/Amazon (2008) 的案件中，臨界損失分析採取的即為單一價

格 SSNIP，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與 Lovefilm 購入 Amazon 的結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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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規定，結合後原 Amazon 消費者的 DVD 租賃價格不能更動，

因此，HMT 中假設僅有 Lovefilm 的產品調升價格，殊屬合理。針

對這個問題，Kate and Niels (2009) 就價格調整所隱含的臨界損失值的

變化，設定了數種情境，進行一般化的說明。 

Kate and Niels (2009) 提出了三個可能的情境：第一、壟斷性競爭

市場中所有廠商提出的產品同質，故僅針對一種產品進行價格調整，

而此設定與 Harris and Simons (1989) 所提出的臨界損失分析相同，因

此，CL=
𝑥

𝑥+𝑀
。第二、在壟斷性競爭市場裡的產品為異質性產品，且

對於所有產品進行同比例的價格調漲。第三、在壟斷性競爭市場裡的

產品為異質性產品，且僅針對一項產品的價格進行調漲。以下我們依

據 Kate and Niels (2009) 對第二種與第三種設定的分析簡化敘述如

下： 

二十、 組內異質產品進行價格同幅度的調漲 

假設有一組對價格變化反應非對稱的差異性產品，且假設產品之

間的替代性不強，但 M 在各產品間相同，且在一定銷售量的範圍內

固定。現對此產品組進行臨界損失分析，並對同組產品的價格進行同

時與同幅度調整；假設價格調整幅度為 x。在此設定下，求取臨界損

失，等同於回答以下問題的答案：「在組內所有產品價格統一上漲 x

％ 後，產品組可能承受的最大需求下降量是什麼，才能使此價格調

漲有利可圖?」由於產品具有差異性，因此求得答案的過程需允許不

同的價與量的變化，所以衡量出的集體產品的需求變化必須用某種量

的指數值來表示，因此在此藉助拉式 (Laspeyres) 數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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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組內有 N 項產品，價格與數量分別以 𝑝
𝑖
 與 𝑞

𝑖
 表示，而價

格與數量的變化則以 ∆𝑝
𝑖
 與 ∆𝑞

𝑖
(i=1,…N) 表示。由於各產品價格變

化幅度皆為 x，因此 ∆𝑝
𝑖

= 𝑥𝑝
𝑖
，而拉氏指數為 

∆𝑆

𝑆
= − ∑ 𝑝

𝑖
∆𝑞

𝑖
/ ∑ 𝑝

𝑖
𝑞

𝑖𝑖𝑖 。

由價格提升 x 所得到的利潤提升為 ∑ 𝑝
𝑖
(𝑞

𝑖
+ ∆𝑞

𝑖
) 𝑥𝑖 。由需求量下降

造成的利潤下降為− ∑ 𝑝
𝑖
𝑀

𝑖
∆𝑞

𝑖𝑖 ，其中 𝑀
𝑖
 為產品 i 的單位利潤。假

設各產品的單位利潤相同，設為  M，則損益平衡的方程式

為:∑ 𝑝
𝑖
(𝑞

𝑖
+ ∆𝑞

𝑖
) 𝑥 =𝑖 − ∑ 𝑝

𝑖
∆𝑞

𝑖
𝑀𝑖 。對左式進行調整會發現， 

CL =
∆𝑆

𝑆
= − ∑

𝑝𝑖∆𝑞𝑖

∑ 𝑝𝑖𝑞𝑖𝑖
𝑖 =

𝑥

𝑥+𝑀
，亦即在此設定下，臨界損失值與同質

性產品的例子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
∆𝑆

𝑆
 為整組產品的銷售下降比率，且由於假設各產

品的單位利潤相同，臨界損失公式值獨立於各產品的銷售下降比例。 

二十一、 組內異質產品僅針對一項產品進行價格調漲 

此方法是基於 Katz and Shapiro (2003) 所提供的理論，Katz and 

Shapiro 稱此特定的漲價產品為基本產品 (base product)，而在此設定

下，CL 取決於其他產品如何反應於價格變化，以及單位利潤 M。 

為了對此設定進行臨界損失分析，Katz and Shapiro 定義 D 為基

本產品的銷售因價格調漲而轉移到組內產品的比例，因此 D 被稱作

總和轉移率 (aggregate diversion ratio)，或重獲率 (recapture rate)。在

此設定下，求取臨界損失，等同於回答以下的問題:「給定 D 與 x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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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基本產品能夠調漲價格x，而且有利可圖的最大銷售損失率

為何?」。 

假設基本產品因為調漲價格，而導致的需求損失為 ∆𝑞
𝑘
 (可稱之

為毛損失；gross loss)。基本產品 (k) 的的銷售損失能被其他產品獲取，

且重獲率為 D，因此，產品 k 在調漲價格後的淨損失為 −∆𝑞
𝑘

∗
=

−∆𝑞
𝑘
(1 − 𝐷)。採取損益平衡的方法，損益的等式為 𝑝𝑘(𝑞𝑘 + ∆𝑞𝑘)𝑥 =

−𝑝𝑘∆𝑞𝑘(1 − 𝐷)𝑀。 

經變數調整，我們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式表達 CL，其中， 

𝐶𝐿𝑔𝑟𝑜𝑠𝑠 = −
∆𝑞𝑘

𝑞𝑘
=

𝑥

𝑥+𝑀(1−𝐷)
 ，或 

𝐶𝐿𝑛𝑒𝑡 = −
∆𝑞𝑘(1−𝐷)

𝑞𝑘
=

𝑥(1−𝐷)

𝑥+𝑀(1−𝐷)
  

 

第四節 臨界市場損失分析實例 

本節以台灣砂、石市場為例，進一步示範臨界損失分析的執行過

程。其中由於資料的不齊全，我們也以輔以部分的假設，讀者可在資

料收集齊全或更新的狀態下，依照示範內容替換與計算。 

本計畫蒐集到的砂、石市場資料，以縣-年為觀察單位，資料期間

為民國 102-106 年。其中包括上游市場 (原料地) 的砂石價、搬採價、

運費以及生產 (篩選、洗滌) 成本，以及下游 (主要售予工地) 的砂、

石價格、出貨量等。下游市場資料主要以平衡的追蹤資料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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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data) 呈現，上述資料將用以估計市場需求，並計算實際損失 

(actual loss)。但由於資料有限，上游市場僅有單年 (民國98年) 且局

部 (宜蘭縣與花蓮縣) 的成本資料，因此需要對價格調整幅度以及成

本結構都進行不符合現實的假設，如此方能建構出各縣的砂石場進貨

成本。由於基於假設計算出的成本失準，因此本節的分析也僅能用做

舉例，而不能作為實際決策的依據。 

圖五 砂石加工流程 

資料來源: 施信宏 (2013)。台灣地區砂石產業環境變遷與競爭力提升之研究，經濟

部礦務局。  

 

以下我們就以 102-106 年的台灣各縣的砂石市場為例進行臨界

損失分析。本分析共有三步驟，第一步驟為決定臨界損失，主要以得

到臨界損失公式值為目的，第二步驟為決定實際損失，而主要目的是

估計砂、石、市場的需求彈性。第三步驟是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

以決定既定的市場界限是否需要擴大。以下我們按步驟說明各指標的

計算與估計過程。 

一、決定臨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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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計畫前節的分析，臨界損失的主要公式有二： 

Could-Approach，不限於需求形式，其臨界損失為 
𝒙

𝒙+𝑴
，以及 

Would-Approach，僅適用於線性需求，其臨界損失為 
𝒙

𝒙+𝟐𝑴
。其中 x 為 

SSNIP 的價格變化幅度 (5% 或 10%)，而 M = 
𝑃0−𝑐

𝑃0

 為單位利潤率。

在此， 𝑃
0
 為產品原價，而 c 為產品的邊際成本。 

(1) 為估計砂、石的邊際成本，我們主要採用源於經濟部網站51的

預拌混凝土製程成本分析表 (如表六所示)。由於砂石場的產品製造須

由原料地進貨，並經加工篩除雜質後成為成品，因此其成本主要包括

原產地砂石價 (如表六中的砂石價 ( A ))、採搬價 (如表六中的採搬價 

( B ))、運費 (如表六中的運費 ( C ))，以及砂石場的砂石處理成本 (如

表六中的生產成本 ( F ))。由於表六中的成本列表已將單位取為每噸

價格 (元/T)；亦即平均價格，因此本計畫可以就此表格所列資料計算

砂石的單位成本。但即使經過廣泛蒐羅，本計畫只能取得民國 98 年

宜蘭縣及花蓮縣的對應變數資料。為了能將相關變數廣泛適用在各縣

的成本計算，在此分析中我們進行兩個假設：其一，假設所有的相關

成本除了隨物價指數變動外，皆固定不變。其二，由於我們僅有宜蘭

縣與花蓮縣的原料成本變數，加上宜蘭與花蓮的區位差別隱含著成本

差異，因此我們假設北部與中南部成本分別等同於宜蘭與花蓮 (這兩

個假設，只要能夠透過詢價收集到相關成本資料即可以真實資料替換)。

基於上述假設，本例中 102-106年間的各縣的砂、石單位成本計算再

                                                      
51

 https://www.mine.gov.tw/occu/ViewService.asp?dept=4&po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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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05年累計平均為基期CPI (詳見表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銜接表) 進

行調整。 

 

 

表六 98 年預拌混凝土製程成本分析表 

98 年預拌混凝土製程成本分析表 ( 單位:元/T ) 

產源 縣別 宜蘭縣 花蓮縣 台北縣 新竹縣 雲林縣 

原料地 

砂石價(A) 147 80 － － － 

開採價(B) 13 13 － － － 

運費(C) 47 47 － － － 

生產成本 59 32 － － － 

利潤 85 45 － － － 

砂石場 

砂價(D) 467 320 600 700 533 

石價(E) 347 287 600 567 533 

生產成本(F) 50 50 50 50 50 

利潤(G) 120 105       

預拌場 

水泥價 509 509 509 509 509 

砂價 159 109 204 238 181 

石價 149 123 259 244 230 

摻料 33 33 33 33 33 

試體檢驗 7 7 7 7 7 

生產成本 100 100 133 133 133 

總價 957 881 114

5 

116

5 

109

4 

混凝土價 113

3 

113

3 

146

7 

160

0 

140

0 

利潤 176 252 321 435 306 

資料來源：https://lic2.niu.edu.tw/ezfiles/10/1010/img/6/5064650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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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消費者物價指數銜接表  

基期：民國 105 年 =100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計 

平均 

98 92.89  91.47  91.57  92.27  92.66  92.57  92.75  94.43  93.80  94.16  93.46  93.01  92.92  

99 93.13  93.62  92.73  93.51  93.36  93.68  93.97  93.98  94.08  94.70  94.88  94.16  93.82  

100 94.15  94.86  94.03  94.73  94.91  95.50  95.22  95.25  95.37  95.88  95.86  96.07  95.15  

101 96.37  95.09  95.21  96.09  96.57  97.19  97.56  98.51  98.19  98.12  97.38  97.62  96.99  

102 97.45  97.91  96.50  97.10  97.28  97.77  97.62  97.74  99.02  98.75  98.04  97.95  97.76  

103 98.25  97.87  98.05  98.71  98.86  99.37  99.34  99.77  99.72  99.79  98.88  98.54  98.93  

104 97.33  97.67  97.45  97.90  98.14  98.81  98.71  99.33  100.01  100.10  99.41  98.67  98.63  

105 98.12  100.02  99.41  99.73  99.35  99.70  99.93  99.89  100.35  101.80  101.37  100.34  100.00  

106 100.32  99.96  99.59  99.83  99.94  100.70  100.70  100.85  100.84  101.46  101.71  101.56  100.62  

107 101.21  102.16  101.17  101.83  101.69  102.11  102.47  102.40  102.57        101.96  

 

(2) 計算縣市單位利潤率 

砂石場購進砂石原料時，並未將砂石分離，原料將經由砂石場進

行處理製成第一階段不同類別、用途的成品送往預拌廠。而一般來說，

每噸購進的砂石，砂與石的占比為 1:3，但由於我們並無砂石場經原

料地購入之砂石價(A)、開採價 (B)、運費 (C)、生產成本 (F) 各有多

少比例該歸屬於砂或碎石的資訊，因此我們假設上述成本照砂、石比

例分攤。由此，我們將每噸砂或碎石的平均成本皆認定為 A+B+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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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謂固定價格 (fixed price) 所指為經CPI調整過的價格，而每單

位砂與碎石的單位利潤計算公式如下 

每噸砂的單位利潤率： 

砂的固定價格 − (A + B + C + F)

砂的固定價格
 

每噸碎石的單位利潤率： 

碎石的固定價格 − (A + B + C + F)

碎石的固定價格
 

表八為各縣市在 102-106 年間的砂與碎石的單位利潤率的計算

結果。從表中可以看見南部與東部的單位利潤率多為負值 (標色欄位)，

而這些不合理的結果主要源於本計畫無法蒐集到南部砂、石原料與相

關成本的資料，且東部縣市的單位砂石原料價格在民國 98 年後下降，

但本計畫並無法蒐集到相關運輸與各地區生產成本的變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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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砂與碎石的單位利潤率52
 

單位 元/噸 102 103 104 105 106 

區

別 
縣市別 

砂 

價格 

碎石 

價格 

砂石 

利潤

率 

碎石 

利潤

率 

砂 

價格 

碎石 

價格 

砂石 

利潤

率 

碎石 

利潤

率 

砂 

價格 

碎石 

價格 

砂石 

利潤

率 

碎石 

利潤

率 

砂 

價格 

碎石 

價格 

砂石 

利潤

率 

碎石 

利潤

率 

砂 

價格 

碎石 

價格 

砂石 

利潤

率 

碎石 

利潤 

率 

  

北

部

地

區 

  

  

  

  

  

基隆市 - -   - - -     - -     - -     - -     

宜蘭縣 311 286 0.13 0.06 379 360 0.28 0.24 382 360 0.29 0.24 363 343 0.24 0.19 359 332 0.23 0.16 

新北市 404 396 0.33 0.32 414 432 0.34 0.37 398 432 0.32 0.37 375 399 0.26 0.31 386 409 0.28 0.32 

桃園市 399 399 0.32 0.32 422 414 0.35 0.34 418 414 0.35 0.34 403 413 0.31 0.33 396 404 0.30 0.31 

新竹市 376 370 0.28 0.27 390 391 0.30 0.30 396 389 0.31 0.30 387 - 0.29 - 370 364 0.25 0.24 

新竹縣 376 370 0.28 0.27 390 391 0.30 0.30 401 391 0.32 0.30 386 378 0.28 0.27 377 374 0.26 0.26 

苗栗縣 400 360 0.32 0.25 377 368 0.28 0.26 392 370 0.31 0.26 391 363 0.29 0.24 398 375 0.30 0.26 

中

部

地

區 

  

  

  

  

臺中市 357 323 0.24 0.16 400 354 0.32 0.23 416 376 0.35 0.28 419 363 0.34 0.24 413 357 0.33 0.22 

南投縣 315 266 0.14 -0.02 325 286 0.16 0.04 321 273 0.15 0.00 312 274 0.11 -0.01 323 286 0.14 0.03 

彰化縣 370 308 0.27 0.12 397 329 0.31 0.17 390 328 0.30 0.17 369 321 0.25 0.14 369 333 0.25 0.17 

雲林縣 376 316 0.28 0.15 422 354 0.35 0.23 430 361 0.37 0.25 445 340 0.38 0.19 446 334 0.38 0.17 

嘉義縣 224 226 -0.21 -0.19 394 341 0.31 0.20 - - - - 352 387 0.22 0.29 - - - - 

南

部
臺南市 360 320 0.25 0.16 313 391 0.13 0.30 237 287 -0.15 0.05 300 - 0.08 - 300 280 0.07 0.01 

                                                      
52

 砂石場購進砂石原料時，並未將砂石分離，原料將經由砂石場進行處理製成第一

階段不同類別、用途的成品送往預拌廠。而一般來說，每噸購進的砂石，砂與石的

占比為 1:3，但由於我們並無砂石場經原料地購入之砂石價(A)、開採價 (B)、運費 

(C)、生產成本 (F) 各有多少比例該歸屬於砂或碎石的資訊，因此我們假設上述成

本照砂、石比例分攤。由此，我們將每噸砂或碎石的平均成本皆認定為 A+B+C+F，

其中所謂固定價格 (fixed price) 所指為經 CPI 調整過的價格，而每單位砂與碎石的

單位利潤計算公式如下 : 

每噸砂的單位利潤率：(砂的固定價格 − (A + B + C + F))/砂的固定價格 ; 

每噸碎石的單位利潤率：(碎石的固定價格 − (A + B + C + F))/碎石的固定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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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高雄市 219 224 -0.23 -0.21 261 259 -0.05 -0.06 229 224 -0.19 -0.22 229 235 -0.21 -0.18 236 230 -0.18 -0.21 

屏東縣 210 225 -0.29 -0.20 282 260 0.03 -0.05 276 249 0.01 -0.09 244 231 -0.13 -0.20 237 226 -0.17 -0.23 

東

部

地

區 

花蓮縣 256 239 -0.05 -0.13 254 241 -0.08 -0.13 262 239 -0.04 -0.14 248 234 -0.11 -0.18 254 235 -0.09 -0.18 

臺東縣 291 276 0.07 0.02 268 237 -0.02 -0.15 292 254 0.07 -0.07 289 257 0.04 -0.07 280 251 0.01 -0.11 

 

(3) 計算全國全期間單位利潤率 

 由於樣本規模的限制，在第二步驟中估計實際損失的過程，我

們採用「全國-全期間」為產品市場的檢驗範圍，並依此估計需求彈性，

因此，在計算單位利潤率時，本計畫也以「全國-全期間」為範圍，計

算單一的砂、石單位利潤率。而由於各縣各年的砂、石銷售量不同，

且差異甚大，因此各縣年的單位利潤率不該等量齊觀，故本計畫以各

縣-年銷售量與「全國-全期間」的比值作為權重，計算單位利潤率的

加權平均值，而得到的結果為：砂的單位利潤率均值=0.12，碎石的單

位利潤率均值=0.06，都屬於相當低的水準。基於前述單位利潤率，可

以計算兩種方法的臨界損失，我們將計算結果整理為下表九。 

表九 臨界損失表 

 SSNIP=5% SSNIP=10% 

 Could Would Could Would 

砂市場的臨界損失 0.29 0.17 0.46 0.29 

碎石市場的臨界損失 0.45 0.29 0.63 0.45 

 

二、估計實際損失 

根據第二節，實際損失是由需求彈性乘以SSNIP的價格變化率 

(如 5% 或10%) 作為估計。為估計實際損失，我們取得了砂石市場的

基本資料。一般來說，砂石的成品包括經原料加工產出之砂、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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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配53，或其他使用形式之各類砂石製品。而我們取得的砂石市場資

料僅包括砂與碎石，因此我們僅就此兩項產品的進行需求分析。 

(1) 收集價量資料與競爭指標: 從取得的資料的觀察單位為縣 

(16個市、縣)-年 (102-106年)，但由於缺乏基隆、台北市以及澎湖縣

的砂、石資料，因此在估計中自然地予以排除，雖然縣可以依據區域

分類 (亦即北區、中區、南區、東區)，但由於各區域縣的數量不多，

且各縣資料年份有限 (五年)，因此為避免樣本過小造成的偏誤，本估

計以全國區域為範圍。 

縣市的資料中包括各「縣-年」的砂石或碎石的生產、銷售量以及

銷售均價，藉由生產量與銷售量間的差異，可以得知各「縣-年」或「區

域-年」的庫存量。雖然資料中可以看到各第一類廠54
 的名稱與區位，

但因為缺乏各廠的出貨資料或出貨價格，因此我們無法從中了解廠商

的出貨間是否存在替代關係，也因此，在需求估計中僅使用廠商數量

作為衡量各縣競爭條件的替代變數。而廠商的區位在區域市場分析中

可以提供我們作為利用銷售價格與運輸成本劃分市場界線的基礎。以

下用表十呈現估計所使用變數的敘述統計量。 

(2) 限制 (進出口資料與/廠商資料): 由表十可知本研究的樣本

量小於 80。砂與碎石的平均值為 1623 與 1877 (單位) 但標準差都

大於平均值。顯示資料散布範圍頗大，砂的銷售量在 4 與 7458 間，

而碎石的銷售量在 0 與 8187 間。由於砂、石的銷售範圍可能跨縣，

                                                      
53

 級配意指具有特殊規格的砂石。 
54

 根據施信宏 (2013) 的說明，經濟部網頁上僅列出第一類廠，而為落實「保障合

法，排除非法」的原則，自 99 年 10 月起，販售砂、石料源的對象以第一類廠商為

原則，其他廠商 (第二、三類) 為例外。而第一類廠商資格之取得，從用地 (位於

礦業用 地或丁種建築用地)，到取得工廠登記，都須再經審認符合規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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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縣的銷售量小，不代表該縣對應的需求小，而可能是該縣的需

求由他縣的砂石場跨縣提供。而從砂石區域的成品庫存變數，我們也

可以看到，不只縣的砂、石庫存最小值為負值。區域的庫存最小值也

可能為負值，而這說明不只縣的砂、石可能供不應求，連區域的砂石

也可能供不應求而需要跨區域供給。除此之外，如果將庫存量按年加

總 (如表十一 、圖五所示) 可以發現以全國為範圍，在 102 與 105 

年有砂、石供不應求的情況，雖然相對總量，產銷失衡的規模都不大。

但這也說明了進口砂石在國內的產銷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為本

研究並未能蒐集到進口砂石的銷量與價格，故無法完整的有效分析砂、

石的需求，也因此，本節的研究僅能作為需求分析的範例參考，而不

能作為砂石市場問題的決策依據。 

從表十也可得知，砂、石的價格平均值分別為 344 與 324。相

對於砂石的銷售量，砂石價格的散布程度相對於平均值較小，但近平

均值 1/5 的標準差，也說明各縣與各年的間，價格也有一定的差異。

此外，我們以各縣的廠商數量作為各縣砂石市場的競爭程度的替代變

數。因為我們僅取得 106 年的各縣廠商數量，故假設此變數並沒有

逐年的變異。若在需求估計中採用此競爭變數，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

需求估計式設定策略的選擇，特別是在變數的取捨上，可能會因為採

用競爭變數而捨棄控制縣的固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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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砂石統計表 

變數 樣本量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銷售量_砂 75 1623 1812.214 4 7458 

價格_砂 78 344 65.747 210 446 

銷售量_碎石 74 1877 1988.235 0 8187 

價格_碎石 77 324 63.569 224 432 

年分 80 104 - 102 106 

競爭程度_廠商數量 80 14 10.802 1 42 

縣成品庫存_砂 74 25 150.465 -542 712 

縣成品庫存_碎石 73 34 126.033 -547 452 

區域成品庫存_砂 80 572 679.176 -388 1348 

區域成品庫存_碎石 80 673 617.209 -99 1505 

縣成品庫存_原料 77 2294 4411.711 0 28000 

 

表十一 砂石歷年銷量 

year 銷售_砂 銷售_碎石 生產_砂 生產_碎石 庫存_碎石 庫存_砂 

102 24201 33231 24015 33225 -186 -6 

103 25068 27960 25914 29841 846 1881 

104 25340 27495 25962 27771 622 276 

105 23474 25409 23397 25686 -52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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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3672 24823 24257 24868 585 45 

 

 

 

圖六 砂、石產、銷、庫存時間序列圖 

   (3)為估計需求彈性，本計畫採用以下線性函數進行估計： 

𝑙𝑛𝑞
𝑖𝑡

= 𝛼 + 𝛽𝑙𝑛𝑝
𝑖𝑡

+ 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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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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𝑖

2
+ 𝛾

𝑗
+ 𝜏

𝑡
+ 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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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標示縣，t 標示年，𝑁
𝑖
 競爭廠商數，因此 𝑙𝑛𝑞

𝑖𝑡
 與 𝑙𝑛𝑝

𝑖𝑡
 分

別代表「縣-年」砂、石的銷售量與售價的對數，而 β 即為銷售量變

化率與價格變化率比值的估計值。為能將估計式詮釋為需求函數、β 

詮釋為需求彈性，我們必須為銷售價格的對數尋找工具變數 

(Instrumental variable)，而識別 (identify) 需求所採用的工具變數，

應該為供貨成本的有關變數，且其須與價格顯著相關但與銷售量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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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為此，我們以幾種不同的庫存量作為價格的工具變數：庫存的多

寡應與供貨成本有關，同時也應與銷貨價格間呈現負相關。而除非庫

存為零，當銷售量服從短邊規則 (short-sided rule)
55

 時，銷售量會與

需求量相應，因此不受庫存影響。但在經濟部所提供的庫存資料中我

們發現，庫存量在各「縣-年」與「區域-年」中的最小值都曾出現負

值，因此，國內來源庫存的相關變數價格的工具變數，可能因為供不

應求而對需求造成影響。為此，我們會詳細的對價格的內生性56，以

及工具變數的有效性 (validity) 進行檢測。 

除了彈性的估計之外，我們也控制了區域與年的虛擬變數，並分

別以 𝛾
𝑗
 和 𝜏

𝑡
 表示。控制此二變數有助於減緩估計的內生性問題。

由於估計樣本量並不大 (約80筆資料)、以及 (如上節所述) 縣的競爭

變數並不隨時間而變動，因此在估計式的設定中不控制縣的固定效果，

以免因自由度減少所造成的偏誤。由於縣內市場的競爭變數 (縣內的

第一級砂石廠數)，可能影響砂、石需求57；而合法砂石場的申請手續

繁複，不會隨著縣內砂石需求量的變化而迅速更動，因此，我們認定

其為外生給定的變數，而不至於與估計的殘差項相關。 

(一)估計結果 

(1)設定與工具變數: 需求估計的結果呈現在以下表十二，共有兩

欄，分別為砂與碎石的估計結果。由於我們的資料屬於追蹤資料的形

式，且沒有明顯的理由可以排除縣需求具有自相關 (auto-correlation) 

的特質，加上價格變數在需求估計中有內生性的疑慮，因此我們用兩

                                                      
55

 銷售量需與供給量與需求量間相較的低值相符。 
56

 檢驗𝛽在 2SLS 與 OLS 下的估計值是否一致。 
57

 競爭程度可能間接的經由價格影響影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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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有效 (efficient) GMM 估計式對參數進行估計，其中第二階段共

變異數矩陣 (covariance matrix) 與標準誤的計算均考慮縣之間的異質

變異 (heteroscadasticity) 與縣內樣本的相關性 (clustering on county) 

以求其穩健性。而我們採用的工具變數主要為庫存變數，其中包括 (各

縣的成品庫存、原料庫存以及區域 (北、中、南、東) 的庫存及其二

次項共五個工具變數)。 

(2)工具變數的有效性: 由於內生性的處理影響估計結果的有效

性，因此首先檢視工具變數的相關性與解釋力，其中包括 Wald 統計

量，Jensen's J 統計量，與 Andersen-Rubin F 統計量。Wald 統計量

主要檢驗工具變數與價格間的相關性58，檢驗結果發現在砂的需求估

計中，無法嚴格拒絕低度識別 (underidentification) 的虛擬假設，說明

工具變數與價格間只有弱相關 (weakly correlated)，因此我們無法確定

工具變數是否會導致其他的偏誤問題59。相對來說，碎石的需求在第

一階段的需求估計中，嚴格的拒絕了低度識別 (underidentification) 的

虛擬假設，也就是拒絕了工具變數與價格間的弱相關。因為我們的工

具變數數量大於有內生性疑慮的變數數量，因此我們採用了Hansen's J 

statistics
60

 進行過度辨識 (over-identification) 檢驗，以確認工具變數

                                                      
58

 Kleibergen-Paap (2006) rk 統計量是個 Wald test，其虛擬假設 (Null hypothesis) 為

簡約是參數的矩陣有低度識別(under-identified)的問題，亦即秩不足(rank-deficient)。

拒絕虛擬假設則說明工具變數與有內生性問題的變數相關，因此估計參數能被識

別。 
59

 根據 Chao and Swanson (2005) 工具變數與內生性變數間僅有弱相關的可能造成

其偏誤方向與 OLS 的方向相同，或弱工具變數估計值可能不一致等問題。 
60

 Hansen-Sargan 的 J 統計量，主要檢驗加諸在 GMM 估計量 (GMM estimator) 的

過度辨識限制(overidentifying restrictions)。其虛擬假設為工具變數是外生的，亦即

與誤差項不相關，且未納入為自變數為正確的。拒絕了虛擬假設說明工具變數可能

與誤差項相關或可能應被納入為自變數。此檢驗統計量對異質變異數 

(heteroscedasticity) 和自相關性 (autocorrelation) 是穩健的 (rob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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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第二階段估計的殘差項間不相關，因而有效 (valid)。在砂的需求

估計中 J 統計量的 p 值為 0.0385，介於 0.01 與 0.05 間，說明其

在 5% 的顯著水準拒絕虛擬假設，但在 1% 的顯著水準中未拒絕虛

擬假設，亦即，在較嚴格的顯著水準要求下，此組工具變數是有效的，

或不需被納入估計式中。相對來說，在碎石的需求估計中，J 統計量

的 p 值大於0.1，而未拒絕虛擬假設意謂著工具變數可能是有效的。

Anderson-Rubin F statistic 在兩估計中皆在 5% 的顯著水準為顯著，

說明即使工具變數與價格間的相關性薄弱，但由工具變數形成的預測

值61對於需求估計仍是顯著，是故不應排除的。基於以上統計檢驗可

以得知，砂、碎石的需求估計各有其問題:雖然用以解決價格內生性問

題的工具變數 (各縣的成品庫存、原料庫存以及區域 (北、中、南、

東) 的庫存及其二次項) 與需求的誤差項間可能不相關，或與價格間

僅為弱相關，且無法排除可能導致估計偏誤的疑慮，因此我們在詮釋

自變數估計結果時，須保持謹慎的態度並避免過度的推論。 

(3) 彈性與實際損失估計結果: 本節的估計主要目的在於取得價

格彈性，由於我們採用線性的估計式，並以銷售量的對數為應變數，

價格的對數為自變數，因此，其估計值即為需求彈性。從下表中可以

發現，砂的需求估計彈性並不顯著、而碎石的需求彈性估計值顯著，

且分別為 -4.558 與 -7.528。此二數值，在 SSNIP 的架構下意謂 5% 

的砂或碎石的價格上漲會導致市場需求量下降  22.5%(=4.558x5%) 

或 38.5%(=7.528x5%)；10% 的砂或碎石的價格上漲，會導致市場需

求量下降 45.5% 或 75%。此外，競爭變數的估計值顯著，且符號為

                                                      
61

 在 2SLS 中，的第一階段，是以內生性變數為應變數，工具變數為自變數進行迴

歸後。而在第二階段是以第一階段的迴歸結果，取得工具變數對自變數的預測值後，

用預測值代替內生變數對應變數進行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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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於競爭可能會導致價格下降而正向的影響需求量。而經由簡單

的 OLS 估計，我們在控制庫存、年固定效果與區域固定效果的情況

下，確實發現價格與競爭間呈現負相關且顯著，但由於競爭與價格間

的關係並非本計畫重點，因此我們不再更深入探究競爭對於需求量的

影響的其他可能理由。 

表十二 需求彈性迴歸估計結果 

應變數:ln(數量) EST--砂 EST--碎石 

 

Coefficient s.e. Coefficient s.e. 

Constant 29.046* 16.547 44.797*** 9.385 

Ln(價格) -4.558 2.933 -7.528*** 1.673 

競爭 0.167*** 0. .038 0.195*** 0.046 

競爭
2
 -0.001 0.001 -0.002* 0.001 

R2 0.9858 0.9818 

Kleibergen-Paap rk Wald statistic p-value=0.1064 p-value=0.0005 

Hansen J statistic p-value=0.0385 p-value= 0.1798 

Anderson-Rubin F statistic p-value=0.0001 p-value=0.0315 

控制變數 年 (year) 與區域 (region) 的虛擬變數 

 

三、比較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 

(1) 市場界定: 將步驟一與二的結果列於下表十三，可以發現當 

SSNIP 為 5% 時，砂、石市場的臨界損失皆大於實際損失，但當 

SSNIP 為 10% 時，砂市場或碎石市場的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關係都

反轉，而變為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亦即在 SSNIP 水準為 5% 時

廠商調價有利，但在 10% 時廠商調價不利。而這也同於假設性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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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獨占擁有所有界內產品的條件下，調整價格 5% 可能，但不會調

整至 10%。因此，如果競爭當局的判斷，從可以接受廠商結合後僅會

小幅 (5%) 的調升價格，則可以現有界內產品為相關市場，若認為即

使只是小幅的價格調升對於社會福利都會有嚴重影響，則應該再擴大

市場界限。 

(2) 穩健性討論: 在此例中，本研究假設需求彈性為固定，因此 

SSNIP 水準變化造成市場界限是否該再擴張的判斷與需求分段且斜

率不同的現象無關 (例如圖五)，而主要是因為砂、石的單位利潤率剛

好處於 10 % 上下。而在此範圍內，在不同 SSNIP 水準下的臨界損

失間差距最大。如下圖六所示，在不同的 SSNIP 的水準，臨界損失

值會有差異，而此差距，如圖七所示，在單位利潤率在 0-10% 間最

大。而當此差距越大，實際損失居於其間導致市場界限的判斷反轉的

可能性越大，而我們在上節計算出的實際損失剛好落入了此區間，因

而發生反轉的結果。 

表十三 臨界損失表 

 SSNIP=5% SSNIP=10% 

 臨界損失 實際損

失 

   臨界損失 實際損失 

砂市場 0.29 0.23 0.46 0.46 

碎石市場 0.45 0.39 0.63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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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臨界損失圖與 SSNIP 水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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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臨界損失差異與單位利潤率的關係 

 

 

四、小結與討論 

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雖然 CLA 的理論與分析步驟看似簡

單與明確，但在執行的過程仍能很清楚地發現其前提條件，特別是完

整的資料，並不容易滿足。在上述砂、石市場的例子中，因為受限於

資料，我們採用年-縣觀察單位，以全國為相關的區域市場，計算砂、

石的相關產品市場的臨界損失與估計實際損失。 

在計算臨界損失的階段，其成敗主要關鍵為邊際成本的估算。而

因為砂石業的特性，平均單位成本 (我們以之代替邊際成本) 的品項

清楚，易於辨識，因此適於代替邊際成本。但可惜的是我們並沒有相

關期間或各縣的相應變數，因此只能使用較早期以及局部的變數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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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充其量只能得到近似但不可靠的邊際成本替代值。而其值不可靠的

一個原因在於，我們在某些縣份與年份的單位利潤率得到了負值。 

此資料的限制在估計實際損失的階段也對估計結果的可靠性造

成了影響。首先，由於砂石車運輸距離的考量，以及由有些縣的砂、

石的庫存量 (產量扣除銷量) 為負，使我們只考慮區域而非縣，可能

是較好的砂石需求觀察單位。但由於資料的長度有限 (六年) 以及區

域數有限 (六個)，因此考慮到樣本過小可能造成的統計偏誤，我們採

用縣-年作為觀察單位。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在某些年分，全台的砂、

石總庫存為負，但由於本計畫無法取得砂石在各地的進口量，因此無

法將進口砂、石納入各縣的供、需，導致無法處理此資料缺值對估計

所造成的偏誤。此外需求估計多需考量與糾正價格的內生性問題，雖

然我們能以廠商數量建構市場競爭的替代變數作為工具變數，但估計

中附帶的檢測結果發現，該工具變數的表現並不如預期，而可能需要

另覓工具變數以加強結果的可信度。 

第三章 市場界定其他常用量化分析法 

在本章節中，我們將介紹其他常用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包含自

然實驗、相關分析、自我相關模型分析以及定態分析等最新的批評與

發展，並利用案例瞭解實務上的操作以及這些方法應用的限制。在最

後則運用我國非酒精飲料產業的價格，套用相關分析、自我相關模型

分析以及定態分析等方法進行市場界定，並就結果進行比較與分析 

(相關公式統整及計量專有名詞請見《附錄 B：相關檢定公式》)。 

第一節 自然實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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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實驗 (亦可稱作衝擊分析(shock analysis)) 在反壟斷分析的

內涵中，主要檢驗市場內的外生衝擊 (例如一項產品的價格變化) 對

其他產品的價格或數量的影響。由於方法簡單，若處理得當，自然實

驗用以檢驗與市場條件相關的假說，因此是常見的分析方法。 

舉例來說，如果研究者擁有價格、數量產品特徵與市場特質的資

料，且其中能夠觀察到豐富的變數變化，則我們可以用複雜的需求估

計方式推估產品的需求與交叉彈性。而如果資料有限，但可以部份的

觀察到產品的價格與至少部分的其他產品之價格或數量的變化 (幅度

與方向)，則我們也可以依此部分的訊息檢驗產品是否具有替代的關係，

而此便是自然實驗在反壟斷分析中能扮演的功能。雖如此，上述自然

實驗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價格的變化需來自於外生變數的影響，否則

估計結果會有偏誤。而這些條件一般來說並不容易滿足，因此，雖然

自然試驗是在結合案件的審理中的有用方法，但僅偶見由自然實驗所

提供的競爭證據，而非普遍用以取證的方法。 

由於僅用價格的外生變化檢驗其他產品相關的向度變化，過度的

局限了自然實驗在反壟斷研究上的適用性，因此能說明產品間替代性

的任何與需求和供給相關的外生變數的變化都值得採用，例如參進 

(entry)、管制措施的改變、投入成本的變動等，而不論是結合產品本

身或潛在競爭產品的相關變數變動，只要以提供產品間關聯的證據，

皆值得探究。 

一、 自然實驗可能隱含的內生性問題 

以下我們以 Davis and Garce (2010) 4.4 節中所舉的兩個例子說

明內生性問題的存在與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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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2005) 使用美國1993-1997年間，101個電影院市場的資料，

其中包括價格與電影院區位 (因此能衡量距離)。由於在資料期間，電

影院大量的興建，因此作者用電影院數量檢驗參進與電影票價間的關

係，特別是參進的電影院與其他當地電影院間的距離與當地電影票價

間的關聯:如果兩地的電影院爭取的是同一批消費者或兩電影院間具

有相互替代的關係，則當參進的電影院與當地其他電影院間距離近，

參進對本地的電影院票價就會有顯著的影響。若參進的電影院與當地

其他的電影院間距離遠，則應對當地的電影院票價沒有顯著的影響，

而該研究也可以此估計結果檢驗電影的區域市場範圍。 

Davis 主要使用以下的估計式對研究問題進行檢驗: 

𝑝
ℎ𝑚𝑡

= 𝛼
ℎ

+ 𝜏
𝑡

+ 𝛾
𝑚

+ 𝑥
ℎ𝑚𝑡

𝛽 + 𝜉
ℎ𝑚𝑡

, 

其中 h 代表電影院，m 代表市場，t 代表時間，𝛼ℎ, 𝜏𝑡 , 𝛾𝑚  分別代

表電影院，時間與市場的固定效果。𝑥ℎ𝑚𝑡  代表在一定距離內的電影

院自己與其競爭者間的屏幕總量。在此例中，唯一有內生性嫌疑的變

數為 𝑥
ℎ𝑚𝑡

，而所謂內生性指的是 𝑥
ℎ𝑚𝑡

 與誤差項 𝜉
ℎ𝑚𝑡

 之間相關，而

導致 𝛽 參數的估計值有偏誤。 

內生性問題的產生可能源於測量誤差 (measurement error)、同時

性 (simueltaneity)、或忽略了解釋變數 (missing variables) 等因素。然

而這些因素卻在上述縮減的迴歸式 (reduce form regression) 中卻未能

以較結構化的方式呈現出來，若沒有進一步處理，將造成估計的偏誤。

而在此例中，由於電影院數量清晰可辨，且欲估計的參進效果可以有

效地由電影院數量的變化程度與以衡量，因此發生測量誤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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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而由於價格隨時可能變動，但電影院的數量變化曠日廢時，因

此此二變數間並不會同時決定。因此如果有內生性問題發生的可能，

主要應源於忽略了解釋變數。但由於影響價格的變數可能來自於需求 

(例如當地人口，所得等) 或供給面 (例如當地是否偏僻、電影院座位

數等)，而相關的變數，即使未在估計時納入做為自變數，也因為其緊

隨時間、市場、或電影院的變化而變異，因此，能被 𝛼ℎ, 𝜏𝑡 或 𝛾𝑚 三

個固定效果吸收 (subsume)，而不會有殘餘的影響存在於 𝜉
ℎ𝑚𝑡

 使 

𝑥
ℎ𝑚𝑡

 與其間顯著相關，故能免於內生性的疑慮。 

Davis (2005) 計算每一家電影院在 1-10 英哩間，每英哩間隔間

的自家電影院 (亦即該電影院屬於某連鎖電影院) 與潛在競爭者的屏

幕數量 (稱為 “within” theater data variation)，並將超過 10 英哩的電

影院以 12, 17, 22, 27 英哩區分為四段，計算每 5 英哩間隔內的自身

與競爭者的屏幕數量。而估計結果發現，當競爭者與電影院間的距離

在 10 英哩之內，競爭者的效應 (β) 為負，超過 10 英哩，則潛在競

爭著的效果幾乎可以判定為零。除此之外，也發現連鎖電影院屏幕值

的參數估計值大於競爭者電影院屏幕數的參數估計值。從以上的結果

可以知道 10 英哩方圓為適合的市場界定範圍的結論。由於自身電影

院屏幕的參數值大於競爭者的參數值的結果違反直覺，Davis 因此嘗

試挖掘產業資訊以進行了解此不合理的現象。而經過調查發現此結果

並非不合理，而主要是因為電影院的收入結構所致：電影院的收入主

要有二類：電影票與飲 (例如汽水) 食 (例如爆米花) 收入。電影票的

收入須由電影院與電影發行商分成 (一般是影院 3，電影 7)，而飲食

收入則全歸影院，因此影院的經營者有誘因以電影為 loss-leader，而

以飲食的販售為利潤的中心 (profit center)。而如果影院規模較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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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連鎖的優勢所意味的議價力壓低電影片的價格，則會出現上述

「自身電影院屏幕的參數值大於競爭者的參數值」的結果。 

另一個常見的例子發生在藥品市場。當藥品的專利即將到期，原

製藥公司對新參進藥品的反應，觀察過去的經驗，是在位廠商會對原

藥品的質、量進行修改後，重定位 (repositioning) 原藥品，並且會提

升定價。 

從上述的例子可知，自然實驗研究的合理性，取決於自然實驗的

事件是否出自外生衝擊 (或不具內生性問題的變動)，在以上的第一個

例子中，估計結果的合理性取決於市場結構 (屏幕數) 與價格間不具

有統計的相關性；在第二個例子中，由於藥品的漲價是因為品質 （或

廣告投入提高消費者對該項產品的好感），且在估計的過程中未考慮

此項變化，估計的結果也就會因為內生性問題而存在偏誤。 

內生性問題的存在，通常是基於合理的經濟解釋。依據市場營運

相關的知識與邏輯，如果能合理的推斷內生性問題的存在，就須對內

生性問題進行修正。而內生性問題的解決一般需要尋找適當的工具變

數，而合理的工具變數必須與有內生性問題疑慮的變數 (在第一個例

子中是屏幕數，第二個例子中是同類的藥品總項) 在統計上相關而與

應變數 (通常為價格) 在統計上不相關。 

二、 案例說明 

(一) Case No. COMP/M.4734- INEOS/ KERLING (2008 , 歐盟) 

本案是關於全球領先的英國石化產品製造商  Ineos 和挪威 

Norsk Hydro ASA 子公司 Kerling 的收購案，Norsk Hydro ASA 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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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 (PVC) 和苛性鈉的生產大廠，皆為石化產品的重要原物料，

由於雙方皆是唯一的本地生產商，根據英國2006年的市場規模調查，

他們合併後的市場份額將達到 60-70%，其次是挪威和瑞典，其總市

場份額將為 90-100% 和 90-100%，然而，在歐洲經濟區 (EEA) 的

基礎上，雙方卻僅將享有 20-30% 的合併市場份額；此案的爭論點在

於，若擬議的收購案成功，是否會對英國、挪威和瑞典的 SPVC 市

場產生影響。 

為此，委員會進行了價格相關分析，儘管相關係數確實呈現正相

關，但因為價格相關分析有可能受到產品的共同衝擊，像是共同成本

變動或是匯率變動影響而導致高相關性，無法作為產品是否位於相關

市場的有力證據，因而進行了以下步驟進行地理市場分析 : 1.關鍵損

失分析 2.估計實際的損失體積。若價格上漲時，銷售額的減少量大於

臨界損失則表示對利潤的負面影響將大於正面效應，此時價格上漲對

雙方皆無利可圖，表明相關的地理市場應該比原先所考慮的更加大，

反之亦然；委員會分別使用了收支平衡臨界損失和利潤極大化臨界損

失做為衡量標準，由於實際損失在統計上是難以被估計的，因此委員

會選擇採用部分剩餘需求彈性作為估計，此外，英國多年來的進口水

平保持在 30-40% 之間，指出進口商在英國市場是有一定地位的。 

委員會也利用自然實驗法做為相關的證據，2004 年 6 月 Ineos 

在英國的工廠意外地停電，這次停電事件嚴重影響了其 SPVC 的產

量，為期五個月工廠產量僅為其正常產能的 50%-60%；停電可以為

競爭對手提供增加銷售額和利潤的機會，然而在停電期間價格並沒有

明顯的反應，Ineos 和 Kerling 價格明顯偏離上升趨勢，且 Kerlin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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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率在此期間也沒有上升，這清楚地表明了 Kerling 的價格受到進

口商的限制。 

鑑於以上理由，委員會最終認定 SPVC 市場為較廣泛的歐洲經

濟區，將會具有競爭者並存於市場上，批准 Ineos 收購 Kerling。 

第二節 相關係數分析法 

價格相關分析通常用於衡量兩個價格的同期調整是否同向變動。

當同一地區兩個產品或是兩個地區同一產品的替代性高 (或有顯著競

爭) 時，同期價格即有同向變動的趨勢，故能協助市場界定的判斷 (相

關公式統整及計量專有名詞請見《附錄 B：相關檢定公式》)。 

 

一、 相關係數與市場界定 

  利用價格相關性來進行市場界定的概念如下：在沒有共同的需求

變動或共同供給衝擊的情況下，同一地區某一產品降價時，將減少該

地區另一替代產品的需求。此時，該替代產品將供過於求，只好降價

以鞏固市場。這效果在兩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同質性或替代性越高時，

價格競爭的效果越大，也因此更應視為同一相關的產品市場。反之，

異質性越高或替代性越低時，則兩者價格的影響也就效果越小。 

  類似的概念也能應用於是否屬於相關的地理市場，例如：在沒有

共同的需求變動或供給衝擊的情況下且運輸成本可忽略時，如果價格

競爭屬於相同的相關地理市場，則透過套利，價格競爭將導致兩個地

理區域下的相同產品價格一致。這也就是經濟學理論中單一價格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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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of one price) 的應用。在實際應用上，兩地的產品因運輸成本

或其他因素可能不同，但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例如，對於屬

於同一市場的兩個出發地點相近但終點相同飛機的票價，若因某一出

發點的特定成本衝擊導致該航線的價格上漲，則消費者將可能以另一

機場的航線為替代，而使替代路線的需求增加，進而使該路線的價格

上升，也可預期兩個航線的價格變化將有同向變動，而有正的相關性。

因此，如果上述兩個航線被認為是屬於同一市場，則價格變動應呈現

正相關。但是產品或服務屬於同一地域市場不需要絕對價格趨同。 

傳統上我們使用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來衡量價格的

相關性： 

𝑟 =
1

𝑛 − 1
∑ (

𝑃𝑥𝑡 − 𝑃�̅�

𝑆𝑥
) (

𝑃𝑦𝑡 − 𝑃�̅�

𝑆𝑦
) ,

𝑛

𝑡=1

 

其中 r 為相關係數，n 為樣本數，Pjt 為第 t 期物品 j=x,y 的價格， 

𝑃�̅� 為物品 j 在觀察期間的平均價格，𝑆𝑗  為物品 j 在的標準差。若兩

個價格的相關係數大於零且數值越大，它們之間同向變動的程度也就

越高。若兩個價格沒有關係，則相關性等於零。反之，若為負值，則

兩者間的走勢大致呈現反向變動。相關係數的最大值為 1，最小值為

-1。但值得注意的是，相關係數為 1 並沒有要求兩個同向變動的價格

數值之大小需要趨於相同。這類的計算，不只在統計的套裝軟體中被

視為基礎的統計量，在一般資料試算表中也有兩數列相關係數的計算

功能。 

相關係數的門檻值要多大才能被判定成同一市場? 相關係數的

值介於 -1 到  1 之間，屬於同一市場的兩產品或地理區域，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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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係數則至少一定不為負值。然而，相關係數的門檻值要多大才

能被判定成同一市場? 有時相關係數雖然統計上顯著，但數值卻只有

0.2 或 0.3。一般以 0.5 為相同市場的門檻 (如:黃美瑛，1994)，有些

則以類似且確定為同一市場兩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平均值作為門檻的

基準值 (benchmark)。 

二、 價格相關分析的限制與缺點： 

然而，價格相關分析，並非進行市場界定的完美指標。相反地，

在價格競爭外，尚有許多因素能使相關係數呈現正值。以下我們將逐

一說明價格相關分析的限制與缺點。 

1. 共同的需求變動或共同供給衝擊，將使兩個不相關的市場價格呈現

正相關。例如：燃油價格上漲將使得全球各航線的價格同向變動，即

使兩航線各自的出發地與目的地各屬於不同的洲，各屬於不同的地理

市場。或是例如水上樂園的票價與飲料市場的價格都會受到是否為暑

期旺季的影響，不同季節的需求也隨之不同，即便兩者有正相關，但

顯而易見地，這些共同變動與兩者的消費和/或生產之替代性無關，是

不屬於相同的產品市場。 

2. 同向的時間趨勢，將使兩個不相關的市場價格呈現正相關。類似地，

我們也常發現兩個價格呈現正相關，只因為它們都具有同向的時間趨

勢，卻與兩者的消費和/或生產之替代性無關。例如：某些控制糖尿病

的藥物價格隨著專利過期、學名藥 (白牌) 的出現、與新藥的開發而

使其價格有逐年下降的趨勢，與此同時，某一型號的電腦價格也逐年

下滑，雖然兩者價格有正的相關性，但明顯兩者不屬於同一個產品市

場。類似地，物價膨脹也將造成兩個物價同時變動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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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序列相關的影響。價格的數列往往受到過去值的影響，而有序列相

關 (serial correlation，或稱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 的現象，則兩

個價格數列之間的相關性將受到每一價格數列前幾期過去值或多或

少的影響，並且可能導致錯誤的結果。 

4. 非定態數列 (nonstationary series) 的假性相關。兩個非定態數列的

相關係數有可能是虛假的 (spurious)。為加以說明，我們將進一步介

紹個時間序列的幾個概念。 

若一個時間數列的平均值、變異數以及自我共變異數 

(auto-covariance) 存在且不隨時改變的影響，這樣的時間序列即是弱

定態的 (weakly stationary，或共變異數定態的, covariance stationary)。

定態的時間數列的一個重要特性就是它們經常在這平均的上下變動 

(常穿越它的固定平均值)，且經歷衝擊後有回復到均數的趨勢 (mean 

reversion)，也因此影響定態時間數列的衝擊只會產生暫時的影響，而

使該系列的長期預測等於平均值。 

類似的，若一個時間數列本身不是定態，而經過一階差分 

(first-difference) 才呈現弱定態的特性，那這個數列即被稱為差分定態 

(difference-stationary)。差分定態數列的一個特性是它們 (的原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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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具有固定的平均值並且不經常穿過任何水平線，例如：隨機漫

步 (random walk) 即不常跨越其均數 (如圖八的實線)。有些數列在去

除時間趨勢後，即具有定態的特性，這類的數列是屬於趨勢定態的 

(trend stationary, 如圖八的虛線)。有些沒有時間趨勢 (或是即使去除

時間趨勢後) 之差分定態數列的變異數也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受限

制地增長，而且影響它的衝擊是永久性的 (也就是說，它們衝擊的效

果將永遠存在而不隨時間的推移而削弱)，如隨機漫步數列。 

圖九 趨勢定態 (虛線) 與隨機漫步數列 (實線)，可以發現前者沿著一

個時間趨勢上下波動，但後者則是上下沒有規則的波動 

 

值得注意的是，兩個衝擊完全獨立的非定態數列，由於前後衝擊

的效果將永遠存在，也因此在計算相關係數時，將會把前後期相隔很

遠且毫不相關的同向變動誤認為是相關的一部份而一併納入考量。如

此一來將有可能使得相關係數變得很大或是很小，而有虛假的 

(spurious) 相關性產生。利用模擬產生兩個獨立的隨機漫步數列為

例： 

𝑋𝑡 = 𝑋𝑡−1 + 휀𝑥𝑡,   휀𝑥𝑡~𝑖. 𝑖. 𝑑. 𝑁(0,1), 

𝑌𝑡 = 𝑌𝑡−1 + 휀𝑦𝑡,   휀𝑦𝑡~𝑖. 𝑖. 𝑑. 𝑁(0,1), 

雖然它們的衝擊 휀𝑥𝑡 與 휀𝑦𝑡 相互獨立，但 𝑋𝑡 與 𝑌𝑡 相關性有可能高

達0.894 (請見圖十 A)。而利用相同的資料產生過程再形成一組資料，

則相關性又可低到 -0.865 (請見圖十 B)。但另一方面，兩個相關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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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態數列，它們原始數值的相關係數仍可能呈現相關性。也因此要判

斷兩個非定態數列的相關性時，仍需其他工具輔助來加以判定。 

 

 

 

 

 

 

 

 

圖十 A 兩個獨立的隨機漫步數列可能產生虛假的相關，其相關係數

為 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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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B 兩個獨立的隨機漫步數列可能產生虛假的相關，其相關係數

為 -0.865 

 

三、 相關分析的改進方法： 

A. 偏相關係數 (partial correlation)：不論是共同的需求變動、共同供

給衝擊或是時間趨勢，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想辦法從價格序

列中刪除這些效果後才做相關係數。常用的方式即是利用最小平

方法把價格針對需求變動、共同供給衝擊與時間趨勢進行迴歸分

析後，取其殘差後加以分析。例如：在飛機航線的合併案中，由

於旅遊需求常受到季節性的變動，票價高低也隨著燃油成本的影

響，常見的做法就是將不同公司的相同或類似航線票價進行以下

的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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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jt 為 i 公司航線 j 在 t 期的價格，Dst  為季節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當時間落在 s 季時 Dst 值為 1 而其餘時間為 0)，

trend 為時間趨勢，Ft為飛機燃油價格。進行回歸分析後，取其殘

差 
ijtû  再計算公司 i 與公司 i’ 下相同 (或類似) 航線 j 的偏

相關係數 )ˆ,ˆ( ' jtiijt uucorr 。若我們的關注只是當期的相關係，我們

也可以藉此加入價格的落後期以去除自我相關性的影響，而進行

以下的迴歸分析： 

,
1

,t65

4

2

1 ijt

Q

q

qtijqt

s

stsijt uPFtrendDP 






   

其中落後期 Q 的選取可使用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或其他方法來選取。 

B. 一階差分序列的相關係數:為了避免非定態數列所造成虛假相關性，

常用的做法就是將數列先取差分  

1,  tijijtijt PPP  

後再進行相關係數的分析。當然，差分是沒有辦法處理共同的需

求變動、共同供給衝擊、以及更複雜的自我相關性。因此仍可以

仿照 A 的方法，利用迴歸分析對季節效果、共同成本衝擊以及價

格落後期進行回歸分析後，再取殘差的差分來計算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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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關係數應用案例 

(一) Case No. COMP/M.4980 - ABF/ GBI BUSINESS (2008，歐盟) 

此案是關於英國食品公司 (ABF) 擬議收購荷蘭 GBI 集團的案

子。由於兩間公司皆為歐洲地區生產酵母的大廠，若此交易成功，委

員會對是否將嚴重影響壓縮酵母在西班牙、葡萄牙及法國市場上的有

效競爭產生疑慮，故進行了價格相關分析以進行市場界定。 

根據套利理論，若壓縮酵母屬於歐洲經濟區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整個市場，那麼各國家間任何的價格「錯位」都應該只是

暫時的，因為會員國之間會彼此進口產品，以進行價格競爭，最終區

內的產品相對價格應趨於一致，也因此委員會根據以下幾點調查結果

做為判定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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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西班牙、葡萄牙及法國的價格走向有落差 (圖十-十二)，

由圖可以明顯看出葡萄牙的平均價格在 2003~2005年期間呈現下降的

趨勢，2005 年底才又大幅上升，對比此時西班牙的平均價格則是一路

呈現上漲，而法國則是平穩狀態，三國之間的平均價格顯然不受彼此

影響。 

圖十一 西班牙壓縮酵母平均價格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980_20080923_20600_en.pd

f,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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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葡萄牙壓縮酵母平均價格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980_20080923_20600_en.pd

f,Figure 3. 

圖十三 法國壓縮酵母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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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980_20080923_20600_en.pd

f,Figure 4. 

第二，價格相關係數僅在西班牙國內的各地區之間呈現高度正相

關 (以馬德里做為基數)，然而與葡萄牙及法國的地區相比，價格相關

性不高；第三，供應商 ABF 和 GBI 在三國擁有不同的市占率，由表

十四可看出 ABF 在西班牙擁有最高的市占率 (30%-40%)，而 GBI 

則是擁有葡萄牙最高的市占率 (40%-50%)，兩公司在各國的市占率有

相當的差異。此外，三國之需求以及供應鏈結構也有所不同，從客戶

群體的比例-工匠麵包師 (由經銷商提供服務) 和直接客戶 (主要是大

型工業麵包店，或超市內麵包店) 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表十四  2007 年 ABF 及 GBI 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壓縮酵母所佔

市場份額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980_20080923_20600_en.pd

f,Table 1. 



103 
 

鑒於上述之分析，委員會判定此收購案不會嚴重影響到壓縮酵母

在西班牙、葡萄牙及法國市場上的有效競爭，最終通過此收購案。 

 

(二) Case No. COMP/M.6286 - Südzucker/ EDFM (2012，歐盟) 

本案根據認購協議及 EDFM 新章程 (經 2011 年 8 月 24 日簽署

之的契約修訂)，Südzucker 將收購 EDFM 24.99％ 的股份，此收購案

涉及歐洲第一大糖生產商 Südzucker 對全球第二大糖業貿易商 EDF

的唯一控制權，擬議的交易可能導致受影響的市場有：(i)義大利和希

臘的白糖供應、(ii) 歐洲經濟區的優惠蔗糖供應、以及 (iii) 若干成員

國的糖蜜供應。此次競爭性評估側重於糖和糖蜜的市場。 

此收購案是否會對歐盟糖業市場造成獨占的影響，歐盟委員會分

別對歐盟成員國各國的糖價做了相關分析，假如成員國之間同屬一個

相關市場，價格競爭將會導致他們的價格趨於一致。而此次相關性分

析的最有效訊息為來自不同對 (pair) 成員國的價格變動之相關性比

較。結果顯示，義大利與其鄰近國家和主要出口成員國 (特別是法國

和德國) 之間的價格相關性明顯低於其他成員國之間的價格相關性，

這表明義大利市場是相對獨立的。 

Südzucker 聲稱，義大利市場的價格上漲是世界市場價格上漲的

結果，並不會受到 Südzucker 併購的影響。然而委員會認為不同成員

國中 Südzucker 的工業與零售糖銷售的比例可能不同，因而影響成員

國之間數據的可比性。因此，委員會認為這些數據對於銷售給工業加

工商的糖不夠可靠。鑑於上述情況，委員會根據農業及農村發展總局

的數據做為參考，結果依然顯示出義大利市場的價格變化與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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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價格變化相互影響程度較小，這也表示義大利市場相較其他成員

國更加獨立。最後，委員會認為就義大利而言，糖業的銷售市場並不

適用於地理市場定義，宣布內部市場和歐洲經濟區的協議相符，

Südzucker 根據合併條例的規定獲得 EDFM 唯一控制權。 

(三) Case No. COMP/M.6607 - US AIRWAYS/ AMERICAN 

AIRLINES (2013，歐盟) 

本案是關於美國航空集團  (US AIRWAYS) 以及  AMR 公司 

(AMERICAN AIRLINE) 的合併協議，此次主要爭議的論點在於協議

是否將會導致倫敦-費城航線在倫敦希思羅機場壟斷。根據歐盟委員會

的調查發現倫敦 -紐華克  (London-Newark) 航班與倫敦 -費城 

(London-Philadelphia) 航班並不具替代性62，US Airways、American 

Airlines (美國航空) 可能有能力提高倫敦-費城航班之定價並且獲利，

面對這樣的競爭問題，美國航空公司 (US AIRWAYS) 以及 AMR 公

司 (AMERICAN AIRLINE) 提出了每日開放一個起降位 (slot pair) 

作為承諾，以促使倫敦-費城航線有新的競爭者可以進入。 

針對此問題，US Airways、American Airlines 提交了兩份研究分

析，第一份研究分析63指出下列數點原因，支持倫敦-紐華克航班為倫

敦-費城航班的替代選擇。一、紐華克和費城在乘客願意使用其機場設

施的範圍高度重疊 (catchment overlap area)，二、紐華克和費城方便

                                                      
62

 市場調查結果顯示，在 2011 至 2012 期間，多數公司在幫其員工購買機票時，縱

使倫敦-費城(London - Philadelphia) 航班的機票價格提高 5-10%，公司也不會轉而選

擇購買倫敦-紐華。 
63

 Jan K.Brueckner、Darin Lee and Ethan S.Singer (2013)，"Airline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US airfares: A comprehensive reappraisal" Economics of Transportation, 2, 

p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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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通勤，三、倫敦-紐華克 (London-Newark) 航班數量大於倫敦-費

城 (London-Philadelphia) 航班。研究中並引用論文說明這類併購案不

會產生巨大的價格影響。第二份提交的是相關係數分析，使用 2010

年 5 月至 2013 年 4 月之月收入以及乘客數據資料，利用平均機票價

格計算其中的相關性，並在控制燃料成本下計算偏相關係數 (partial 

correlations)。分析結果指出倫敦-紐華克航班和倫敦-費城航班之機票

價格動向非常相似 (moving very closely)，代表兩航班具替代性。 

然而，委員會瀏覽以上的分析後提出質疑，包含此分析在一些時

間序列中的數據可能並未呈現定態 (non-stationarity of some of the 

series)。委員會也操作了其他機場對的相關係數分析，發現不只倫敦-

費城和倫敦 -紐華克呈現高度相關，倫敦 -費城與倫敦至波士頓 

(Boston)、紐約 (紐約市約翰甘迺迪 JFK 國際機場)、芝加哥 (Chicago) 

等航班甚至呈現更高程度的相關性，對於上述分析結果，委員會認為

在這些機場極不可能在相同乘客相關市場中，應有其他未發現之因素

導致此結果而非機場彼此之間的替代性。此外，委員會也指出商務艙 

(premium) 和非商務艙 (non-premium) 之間的替代性普遍來說並不高，

將商務艙和非商務艙的價格同時使用在分析上也會產生偏誤。 

有鑑於上述資料，委員會得出結論，透過協議的附帶承諾，倫敦

-費城此路線的進入範圍足以解決在該市場上獨占的嚴重疑慮，充分解

決了市場上有效競爭的問題，故委員會批准美國航空公司和 AMR 公

司之間的擬議合併。 

(四) Case No. COMP/M.6663–RYANAIR/ AER LINGUS III (2013,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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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關於瑞安廉價航空公司 (Ryanair) 和愛爾蘭航空公司 Aer 

Lingus 的收購案。兩間航空公司是當時在愛爾蘭境外營運最重要的航

空公司，他們直接在 46 條路線上競爭，且兩公司之間的競爭非常激

烈。除此之外，委員會考慮了自 2007 年以來市場情況的變化，例如：

瑞安航空和愛爾蘭航空的市場地位變得更加強大，從愛爾蘭首都-都柏

林出發的航班，其市場份額從 2007 年的 80％ 上升至 2012 年的 87

％；以及瑞安航空和愛爾蘭航空公司往返都柏林的航線數量也從 

2007 年的 35 個增加到 2012 年的 46 個。 

此案的爭論點在於，若擬議的收購案成功，將成為一個壟斷的公

司，這將減少選擇，並且很可能會導致在這些路線的機票價格上漲。

為此，委員會進行了價格相關分析，如果價格競爭屬於相同的相關地

理市場，則價格競爭將導致兩個機場對中的價格同向變動。這樣的推

論是來自於簡單的套利理論：例如，對於屬於同一市場的兩個機場路

線，如果因特定成本衝擊而導致了路線 i 的價格上漲，則消費者將替

從購買路線 i 轉移到購買路線 j。由於路線 j 的需求增加，該路線中

的價格也應該上漲，因此預期兩個機場路線的價格變化應呈現正相關。

所以若相關性高於基準值 (如公認於同一市場下該類票價的平均相關

係數)，則表明這兩種產品位於相同的相關市場。本案例以 30 個機場

路線做為分析，其中屬於同一市場的路線有 26 個，且兩間航空公司

皆飛往同一個機場的簡單平均相關係數是 0.79 (相關係數介於 -1~ 

+1 之間)，屬高度正相關，因此委員會判定兩間航空公司的航線是具

有替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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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委員會在本案計算相關係數時採用了幾種互補的

方法，這些方法皆產生類似的結果，不會影響結論，鑑於以上理由，

委員會最終禁止瑞安航空公司 (Ryanair) 收購 Aer Lingus。 

為方便後續說明，我們將本案所採取計算相關係數的各方法步驟

詳列如下。 

 

I. 價格的相關性 

A. 繪製價格序列： 

A1. 對個別價格數列進行 ADF 定態檢驗， 

A2. 計算原始價格的相關係數。 

    B. 價格對共同影響因子（季節性虛擬變數）以及趨勢項進行迴歸，

取殘差： 

B1. 對 B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趨勢項之公式)， 

B2. 計算 B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C. 價格對共同影響變量 (季節性虛擬變數)、趨勢項以及該價格的落

後項進行迴歸後，取其殘差： 

C1. 對 C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趨勢項之公式)； 

C2. 計算 C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II. 價格一階差分後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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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價格序列和共同成本變數取一階差分： 

D1. 對上述價格之差分值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

式)， 

D2. 計算上述價格之差分值的相關係數。 

E. 價格的一階差分對共同成本變數之一階差分以及季節性虛擬變數

進行迴歸，取殘差： 

E1. 對 E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式)， 

E2. 計算 E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F. 取 B 之殘差進行一階差分： 

F1. 對 F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式)， 

F2. 計算 F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我們將在後續的實例中使用這些步驟來進行 (偏) 相關係數的分析。 

在結束本小結前，我們也附帶說明另一個 ADF 檢定常見的問題:

「上述價格水準的 ADF 定態檢驗，都包含趨勢項，但一般而言，是

否有一些是 ADF 檢定不需要考慮趨勢項的情境呢?」 事實上，這就

需要進一步了解這些資料的特性，以及是否有任何經濟理論、或是有

任何分析認為某些物價不存有趨勢項的描述來作為指引。(例如：利率

一般不會假設有趨勢項，即使某一段較短區間看起來似乎有；而 GDP 

因成長會假設存有一趨勢。) 但若沒有這類的指引，我們則可以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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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分析檢測趨勢項是否顯著，若是則包含趨勢項，否則就只需要使

用只含常數項的公式。 (Hamilton, 1994, p.501, Time Seri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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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Case No. COMP/M.6827 - HONEYWELL/ INTERMEC (2013, 

歐盟) 

在 HONEYWELL/ INTERMEC (2013) 一案上，HONEYWELL 

欲併購 INTERMEC，由於併購後營業額及市占率均有一定規模，故

委員會針對行動電腦 (mobile computers)、掃描器 (scanning engines) 

等兩公司重疊之主要產品，做併購後可能之影響調查。 

在界定地理市場部分，HONEYWELL/ INTERMEC 提出以下理

由支持二維條碼掃描器  (2D scanning engines) 的地理市場為 

EEA-wide。首先，公司在不同區域 (亞洲/太平洋區域、EEA 和美國) 的

市占率呈現顯著差異，最高銷售額的二維條碼掃描器產品隨著區域不

同而有所不同。在 2012 年，INTERMEC 在上述產品全球市占率為第

三高，估計市占率為 10-20%，但在 EEA 區域內的市占率卻非常低，

僅為第六大，估計市占率僅占 0-5%，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供應

商，如 Opticon, Denso Wave 和 Code Corporation 等公司，也有不同

區域的市占率呈現差異的狀況64。 

HONEYWELL/ INTERMEC 也提供了相關係數分析，資料取自

Honeywell 在亞洲/太平洋區域、EEA 和美國之二維條碼掃描器 (標準

規格) 之平均銷售價格。分析結果顯示 EEA 區域內的二維條碼掃描

器之平均銷售價格與其他區域呈現低相關性 (有些區域甚至為負相

關); 另外，使用 INTERMEC 之銷售數據也做了相關係數分析，分析

                                                      
64

 Honeywell's 歐盟經濟區市占率 [40-50]%，全球市占率 [30-40]%，Motorola's 歐

盟經濟區市占率 [10-20]%，全球市占率 [10-20]%，Opticon's 歐盟經濟區市占率 

[10-20]%，全球市占率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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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同樣顯示在不同區域，二維條碼掃描器的平均銷售價格並無相關

性。 

對於此種差異，HONEYWELL/ INTERMEC 解釋因二維條碼掃

描器這類產品，通常顧客會直接透過製造商購買，而非透過經銷商或

是零售商，且此類產品顧客通常需要數個月的售後服務以及技術輔助，

幫助顧客將掃描器結合進他們的產品中，而這樣的服務地理因素占非

常重要的角色，鄰近的地理位置有助於提供此類服務。 

委員會經過市場調查後，發現多數的顧客以及其他競爭廠商支持 

HONEYWELL/ INTERMEC 所提供之經濟研究分析之結論，主因在於

歐盟經濟區二維條碼掃描器與其他區域的價格有顯著的不同；公司在

售後服務以及技術補助方面的說法也受到多數顧客的同意。因此，委

員會衡量以上證據後，接受 HONEYWELL/ INTERMEC 的看法，在

本案認定二維條碼掃描器的地理市場範圍為歐盟經濟區。 

(六) Case No. COMP/M.6850 - MARINE HARVEST/ MORPOL 

(2013, 歐盟) 

在 MARINE HARVEST/ MORPOL (2013) 一案中，最具爭議的部

分在於鮭魚  (salmon) 市場，委員會擔心  MARINE HARVEST/ 

MORPOL 能掌控整個鮭魚的供給生產鏈 --包含養殖、初級加工 

(primary processing)、次級加工 ( secondary processing )
65

--因此本案有

其必要界定鮭魚之相關產品與地理市場以詳加研擬併購後可能產生

之影響。 

                                                      
65

 以牛奶為例，以母牛身上初級加工後為牛奶，而牛奶經過二次加工可以成為乳酪

或起士等產品;以本案的鮭魚為例，二次加工的產品如煙燻鮭魚、塊狀鮭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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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產品市場的部分，探討來自挪威  (Norway) 和蘇格蘭 

(Scotland) 初級加工之鮭魚是否為同一產品市場，委員會透過市場調

查發現在比利時、法國和英國對來自蘇格蘭的鮭魚皆顯示了強烈的消

費者偏好，甚至有可觀的數量零售商只購買來自蘇格蘭的鮭魚。對英

國而言，這種現象的發生原因除了零售商認為蘇格蘭的鮭魚有更高的

品質66，與蘇格蘭鄰近的地緣關係也意味著更便於管理的物流，以確

保鮭魚的新鮮程度。因此，挪威和蘇格蘭初級加工之鮭魚出現了價格

上的差異 (price differences)，消費者也願意以平均高於 10% 的價格

購買來自蘇格蘭的鮭魚。基於對蘇格蘭鮭魚有強烈偏好的消費者族群，

委員會認為蘇格蘭鮭魚養殖業者，如本案的  MARINE HARVEST/ 

MORPOL，有可能有能力提高蘇格蘭鮭魚的價格以獲利。 

為了評估以上的質化證據，MARINE HARVEST/ MORPOL 以

MARINE HARVEST/ MORPOL 之鮭魚交易數據資料67，進行相關係

數分析，結果顯示出挪威和蘇格蘭初級加工之鮭魚價格動態呈現一致 

(price series move together over time)，基於此分析結果，MARINE 

HARVEST/ MORPOL 認為挪威和蘇格蘭初級加工之鮭魚應屬同一產

品市場。 

然而，委員會指出 MARINE HARVEST/ MORPOL 所操作價格相

關係數分析並未處理共同成本以及價格時間序列非定態 

(non-stationarity) 的問題，此結果並無有力證據支持挪威和蘇格蘭初

級加工之鮭魚應屬同一相關產品市場。委員會重新操作了相關係數分

                                                      
66

 蘇格蘭的鮭魚持有產品認證，如法國的 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GI) , 

Label Rouge。 
67

 交易數據的時間單位以周計算，鮭魚規格分類為 1-2kg、2-3kg、3-4kg、4-5kg、

5-6kg、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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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使用一階差分 (first-difference) 方法，以解決時間序列非定態的

問題。同時也計算了偏相關係數68，以控制平均餵養成本 (挪威和蘇

格蘭初級加工之鮭魚之共同成本)。在計算不同規格之挪威鮭魚間之相

關係數以及不同規格之蘇格蘭鮭魚間之相關係數作為基準相關係數 

(benchmark correlation)
69

 後，委員會發現在大部分的情況下70，來自

挪威和蘇格蘭的鮭魚價格間的相關係數都低於基準值。 

評估所有以上證據後，委員會認定自挪威和蘇格蘭初級加工之鮭

魚有可能屬於不同的產品市場。但在本案中，委員會認為沒有必要做

出確定的結論，因為 MARINE HARVEST/ MORPOL 在可能的相關市

場下，已進行了補救的措施71。 

(七) Case No. COMP/M.7155 - SSAB / RAUTARUUKKI (2014, 歐盟) 

本案是關於瑞典 SSAB 公司與芬蘭 Ruukki 公司的收購案。兩

公司皆為歐洲地區鋼鐵製造商的大廠，為各自母國的扁平碳鋼 (flat 

carbon) 產品 (大多用來製造家電用品或汽車、火車及船隻的內外主體) 

分銷市場上明確的領導者，並且直接或間接控制了挪威的大部分的銷

售額。委員會擔心擬議的合併案若通過，將大幅減少北歐國家某些碳

鋼產品市場的競爭，故對此展開調查。 

                                                      
68

 然而，委員會指出過少樣本觀察值的使此偏相關係數並不具強證據力。 
69

 基準相關係數是在同一市場的同一個產品的兩種分類所計算的相關係數，如本案

不同規格之挪威鮭魚間之相關係數以及不同規格之蘇格蘭鮭魚間之相關係數。 
70

 6+kg 的分析結果不不符合委員會的結論，但是 6+kg 規格的鮭魚並不太適用於標

準規格之初加工機器，因此委員會認為購買此規格的顧客目的應為特殊最終產品使

用，並不適用於此分析。 
71

 MARINE HARVEST/ MORPOL 同意裁撤部分相關養殖生產部門，以消除委員會

對此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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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所探討的市場為扁平碳鋼所製造出的產品市場，大致可分為 

quarto plate (QP)、 other hot-rolled products (HR)、cold-rolled steel (CR) 

等三類。從價格相關分析上可以發現北歐國家間 HR 在市場上的價格

相關性為 95%，而北歐和歐洲大陸的國家之間僅為 85%，CR 也有著

相似的結果，然而在 QP 市場上則沒有觀察到這種差異 (北歐地區的

相關性為 92%，而北歐和歐洲大陸之間相關性為 90%)。由於價格相

關性分析一般高度受到共同成本變動和需求變動的影響，因此使用原

始資料來進行相關係數分析不能確定價格同向運動是由於共同的成

本和需求趨勢，還是由於進口競爭導致的真正替代。因此，委員會利

用迴歸分析從價格序列中刪除了每月時間的固定效應 (fixed effects) 

以控制常見的成本和需求趨勢 (但此種做法也會消除部分導因於替代

效果的價格變動)，並對殘差進行相關係數運算；值得注意的是，利用

該方法作為地理市場的測試，將會產生較低甚至負的相關效果，但對

於彼此為高相關的產品仍能產生正相關。結果顯示 CR 在北歐國家內

的相關性為正 (40-60%)，與歐洲大陸 (15-70%) 相同，但北歐和歐洲

大陸兩國家之間則為零或負相關，HR 也是有著類似的結果。相反地，

QP 在市場上並沒有類似的相關分析結果，因此認定 QP 市場是屬於

歐洲經濟區範圍內的。 

鑑於上述情況，委員會認為扁平碳鋼在 HR 和 CR 產品市場上

的地理範圍至多限於北歐國家 (即芬蘭，瑞典和挪威)，而非整個歐洲

經濟區的範圍，故委員會通過瑞典  SSAB 公司收購芬蘭的 

Rautaruukki，認定此合併案不會造成碳鋼市場的競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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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 

雖然在某地理區域或某產品的價格變化，將引起處於同一市場的

其他地理區域或其他產品的價格變化。然而，一個價格的當期變動，

在有效率的市場下可能會立即影響另一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價格；也有

可能因不效率的調整而在一期或多期後才逐漸發生效果。為了同時捕

捉與檢定兩產品同時與跨期的影響，可利用時間序列中的向量自我相

關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ons, VAR) 架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 

(causality) 檢定來進行分析與判定。 

一、 基本概念 

首先我們利用 VAR 架構，來刻劃兩個價格 (𝑃𝑥𝑡, 𝑃𝑦𝑡) 的關係： 

𝑃𝑥𝑡 = ∑ 𝛾1𝑠𝑃𝑥(𝑡−𝑠)

𝑝

𝑠=1

+ ∑ 𝛿1𝑠𝑃𝑦(𝑡−𝑠)

𝑞

𝑠=1

+ 𝜖𝑥𝑡 

𝑃𝑦𝑡 = ∑ 𝛾2𝑠𝑃𝑥(𝑡−𝑠)

𝑝

𝑠=1

+ ∑ 𝛿2𝑠𝑃𝑦(𝑡−𝑠)

𝑞

𝑠=1

+ 𝜖𝑦𝑡,            (1) 

其中，自身價格的落後期是用來控制自我相關的影響，但另一個價格

的落後期則是用來捕捉其跨期的調整。以 𝑃𝑦𝑡 為例，當它只受到自身

落後期的影響，卻不受到 𝑃𝑥𝑡 的落後期影響時，則可將 𝛾2𝑠=0，s = 

1…q 視為 0，(1) 式也就可簡化成 

𝑃𝑦𝑡 = ∑ 𝛿2𝑠𝑃𝑦(𝑡−𝑠)

∞

𝑠=1

+ 𝜖𝑦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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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拒絕虛無假設  𝛾2𝑠=0，s = 1…q，表示 (1) 式比 (2) 式更能解釋產

品 y 之價格，代表產品 y 的價格與 x 的過去價格具有 Granger 因果

關係 (受到 x 價格過去值的影響)。當然，利用在這個架構下，我們

也可以進一步探討 x 產品對 y 產品價格的當期影響而將 (2) 式擴

充為 (3) 式： 

𝑃𝑦𝑡 = 𝛾20𝑃𝑥(𝑡−𝑠) + ∑ 𝛾2𝑠𝑃𝑥(𝑡−𝑠)

𝑝

𝑠=1

+ ∑ 𝛿2𝑠𝑃𝑦(𝑡−𝑠)

𝑞

𝑠=1

+ 𝜖𝑦𝑡  (3) 

若 𝛾20 顯著異於 0，則表示 𝑃𝑦𝑡 受到 𝑃𝑥𝑡 的當期影響。 

二、 相關市場的判定： 

1. 效率市場: 當 𝑃𝑦𝑡 受到 𝑃𝑥𝑡  的當期的同向影響，則兩者有同期的

相關性，能立即反映價格變動來做調整，具立即因果性，屬同一

相關市場，且該市場為效率市場。 

2. 單向因果: 當兩者非效率市場，且 𝑃𝑦𝑡 只受到 𝑃𝑥𝑡  的落後期影響，

但 𝑃𝑥𝑡 不受 𝑃𝑦𝑡 的落後期影響，則此時具有單向的因果關係，也

就是說 𝑃𝑥𝑡 的變動對未來的 𝑃𝑦𝑡 只有單向的預測功能，所以兩者

並不屬於同一市場。 

3. 雙向因果: 當兩者非效率市場，且 𝑃𝑦𝑡 受到 𝑃𝑥𝑡  的落後期影響且 

𝑃𝑥𝑡 也受 𝑃𝑦𝑡 的落後期影響，則稱兩者具有雙向的因果關係，也因

為這層回饋關聯，兩者應視為同一市場，只是相互的調整是跨期

而非當期的，而具有訊息落後的特性而屬無效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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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VAR 系統尚能加入常數、時間趨勢、季節效果以

及相同成本衝擊的外生變數。至於落後期 p 與 q 的選擇 (通常取 

p=q) 則可用 AIC 或其它模型選擇方法來進行。為了避免離群值影響

而使數列更接近常態，也可以利用取對數後的價格來進行分析。但此

分析方法的所有變數仍限以定態的數列。若非定態，則可取一階差分

來加以分析72。最後，除了進行因果檢定外，也應回到產品的替代性

來討論是否具有當期或落後期的同向影響。 

三、 向量自我相關應用案例 

(一) 石油煉製品之產品市場界定 (黃美瑛, 1994) 

黃美瑛 (1994) 以台灣的汽油、柴油、燃料油及航空燃油等四項

石油煉製品，來做產品市場界定。其原始的產品價格資料取自經濟部

統計處之工業生產統計時間序列資料，資料涵蓋自民國 71 年 1 月

至民國 81 年 4 月之出廠 (或銷售) 價格的月資料。 

根據表十五右側之立即性因果檢定，可知在最適落後期下，四項

石油煉製品之間的立即因果均在 5% 顯著水準下顯著，且汽油-柴油、

汽油-燃料油及航空燃油-柴油在 1% 顯著水準下顯著，可知四項產品

屬於相關的產品市場。 

從單向因果檢定來看，在 5% 顯著水準下，柴油的價格受到汽油

前三期價格顯著的影響；航空燃油價格受到柴油前一期價格顯著的影

響，以及柴油的價格亦決定於燃料油的上期價格。由於此單向因果性

                                                      
72

 另值得注意的是，若兩非定態變數間有共整合關係 (cointegration 也就是透過某

種線性組合能得到定態的結果)，那麼差分的 VAR 模型中還要加上估計共整合關係

後的殘差，而變成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correction model, V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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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於部分產品間，而顯示價格決定程序中訊息落後之現象。然而

因皆具有立即效果，故這四項石油煉製品仍屬於相同產品市場，唯該

市場的部分價格調整須跨期進行。Granger 因果測定法基於顯著水準

作成各項產品間的價格變動，存在顯著的立即性反應而屬於相同市場

而去推論，因此合理認為其較客觀，其結果也較價格相關係數法得出

的結果值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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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石油煉製品之產品市場；因果測定法結果 

單向因果 立即因果 

變數方向 落遲階數 F 值 變數關係 落遲階數 F 值 

汽油  航空燃油 

汽油  航空燃油 

1 

1 

0.05021 

0.3811 

汽油 : 航空燃油 

 

1 5.038* 

汽油  柴油 

汽油  柴油 

3 

3 

1.4204 

6.0118** 

汽油 : 柴油 3 185.984** 

汽油  燃料油 

汽油  燃料油 

1 

1 

0.08076 

1.2575 

汽油 : 燃料油 1 8.360** 

航空燃油  柴油 

航空燃油  柴油 

1 

1 

11.3438** 

0.3628 

航空燃油 :柴油 1 7.033** 

航空燃油 燃料油 

航空燃油 燃料油 

1 

1 

2.8230 

0.4376 

航空燃油 : 燃料

油 

1 6.137* 

柴油  燃料油 

柴油  燃料油 

1 

1 

4.0892* 

0.3515 

柴油 : 燃料油 1 4.353* 

*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顯著, **表示在 1%顯著水準下顯著。本表取自黃美瑛 (1994, 

表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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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定態檢定 (Stationarity Test) 

  若兩個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價格數序列至少一個不是定態，我們就

可以利用定態檢定以判定這些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

場。在相同相關市場下，由於產品間的價格差異會產生套利的空間，

因此即使在短期會有一些訊息或調整上的落差，從長遠來看，它們的

價格不會無限期地相互遠離，因為無論是需求還是供應面，消費者或

生產者都有套利的動機，而在兩產品或地理區域間轉移，以從市場上

消除較昂貴的價格。也因此，兩個產品或地理區域價格的比值應是定

態的。這就可以利用定態的相關統計分析，來檢驗這個考量 (相關公

式統整及計量專有名詞請見《附錄 B：相關檢定公式》)。 

一、 定態檢定基本概念 

Forni (2004) 據此利用兩個常用的方法來進行市場界定的。一個

是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Dickey and Fuller, 1979) 以及由 

Kwiatkowski 等人 (1992) 所提出的 KPSS 檢定。值得注意的是，前

者的虛無假設是序列不為定態，而後者的虛無假設是序列為定態，所

以 Forni 建議若取對數的價格比例數列 

)ln()ln()/ln( jtitjtit PPPP   

一方面能讓 KPSS 拒絕虛無假設，另一方面能讓 ADF 檢定無法被拒

絕，則此時能作出有利於「兩產品或區域為不同相關市場」的判斷。 

然而，當無法拒絕此價格比例的對數在檢定上都是定態時，則此

時兩產品或區域是否為相同市場就無法定論。例如當取對數的價格比

例為定態時，有可能是兩者屬不同市場時，也有可能是樣本觀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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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價格同時受到共同非定態的需求或供給的衝擊影響。但是，如果

個別價格的對數是非定態的，並且我們也知道它們已經受到若干變異

來源的影響，則定態的一致結論 (即 KPSS 無法拒絕但非定態的 ADF

檢定被拒絕) 則可以被視為支持共同相關市場的證據。當然也有可能

得到：(1) KPSS 無法拒絕虛無假設，但 ADF 檢定也無法被拒絕;或

是 (2) KPSS 拒絕虛無假設，但 ADF 檢定也被拒絕的狀態。後兩者

出現時，則為未定論的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在定態檢定或是非定態檢定的公式選擇上，

都將採允許有常數存在的公式，也就是價格比率的對數平均值可以不

是 0，這隱含著價格比在長期下不見得是 1。換句話說，價格的原始

值間可能存在持續且顯著的差異，這些可能是同一市場產品間些微差

異性所早成的。例如在飲料市場下，1 公升與 2 公升的氣泡飲料可能

是屬於同一產品市場，但因為一般單身和小家庭可能沒法短期消耗 2

公升，而使兩瓶 1 公升的價格可能高於一瓶 2 公升的價格。所以，重

點並不是兩價格間是否有差異，而是價格的比例是否在長期下呈現穩

定的同向變動。 

這個檢定解決了相關係數只看當期，而沒有考慮比較兩產品間長

期價格動態調整的缺憾。事實上，非定態的價格比例提供了潛在市場

力量的間接證據。當價格比率並非定態時，可能某一個價格發生永久

性的變化，但其他價格沒有任何的反應。例如：一產品的假設性獨占

者可以永久性地提高其價格，而不會受到生產另一種產品公司的競爭。

換句話說，當觀察到價格長期不一致的相互移動，應和經濟和反壟斷

觀念下的相同市場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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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論是相關係數分析或是 Granger Causality (或 VAR) 分

析，都是要在價格序列都為定態的要求下進行分析。但穩定性分析只

要求其中一個價格是非定態的即可，也不用強制要求兩個價格數列都

是差分定態的。 

然而，Hosken and Tayor (2004) 指出這個檢定方法有一些操作上

缺陷。例如，ADF 檢定常受到落後期選取的影響，而 KPSS 在小樣

本下有嚴重的偏誤，也有選擇調整參數 (lag order) 以計算長期變異數 

(long run variance) 的問題。並建議採用 Elliot 等人 (1996) 所提供了

一個更有效的單根檢定 DF-GLS 檢定，也加入 Ng and Perron (2000) 

為DF-GLS提出了最適落後期的選擇方法；並使用Hobijn 等人 (1998) 

為 KPSS 提出更一般化的版本而讓調整參數的選定也能隨資料來調

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價格分析也有其極限，特別是有些時候某產

品的小額價格變動不見得會誘發消費者對競爭替代產品的套利行為。

如同 Hosken and Taylor (2004) 所舉出即食麥片市場的例子可知，許

多產品存在具有市場絕對優勢的廠商以及其他較小的「利基市場」

(niche market)，這些小市場的價格變動通常對大廠商是沒有影響的，

但大廠商的價格變動對小廠商的影響卻是大的。然而這些不對稱的效

果，卻可能使得在使用相關分析時，將兩類產品判定為分離市場，然

而透過需求的相關研究，卻可以知道大廠產品是小廠產品的重要替代。

也因此，更嚴謹的分析，仍須要輔以產品的相關資訊 (如廠商的市場

計畫等書面證明) 或輔以交叉價格彈性分析來界定產品市場。然而，

一般的現狀是，上述數量資料闕如而僅有價格資料，此時價格相關分

析仍是次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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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態檢定應用案例 

(一) Case No. COMP/M.4513 - Arjowiggins/ M-real Zanders Reflex 

(2008 , 歐盟)   

本案以法國特種紙製造大廠  Arjowiggins 收購德國造紙廠 

M-Real Zanders 的子公司 Reflex 作為探討。由於兩間公司皆為特殊

用紙的製造大廠，尤其是在無碳紙的市場上佔了大部分的市場份額，

若擬議的收購案成功，是否將會損害到整個歐洲經濟體無碳紙的市場

競爭，委員會對此提出嚴重的疑慮。 

此案關於無碳紙的競爭市場，爭論點即在於是否能將紙卷 (reels) 

和紙張 (sheets) 再分成兩個市場。為此，委員會採用了價格相關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以及定態檢定 (stationarity test) 兩個方法。由於

價格相關分析有可能受到產品的共同衝擊 (如: 共同成本變動或是匯

率變動影響而導致高相關性) 無法作為產品是否位於相關市場的有力

證據，因此委員會亦使用了定態檢定分析中的單一價格法則 (law of 

one price) 做為判定依據：若兩產品為同一競爭市場，長期之下產品

價格應收斂到一常數。但無論採哪個分析，實證上都發現兩產品為不

同市場。 

在相關係數分析方面，委員會使用了前五大會員國的銷售資料，

發現紙卷和紙張價格的相關係數甚低 (介於-0.32~0.55 之間)，以此認

定兩者為不同市場，亦藉此方法認定產品僅為區域市場而非擴及歐洲

經濟區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整個市場。為了加強是否為區

域市場的測試，在定態檢定的部分，委員會選擇德國、法國和意大利

這三個歐洲經濟區最大的市場作為建立相對價格的基礎。利用各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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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三個國家在紙卷及紙張的平均淨價格比作為分析 (圖十三-十八)。

結果顯示紙卷的相對價格有明顯的趨勢，這表明相對價格不是固定的；

且無論是價格相關性分析還是定態檢定皆沒有提供任何有力的證據

來支持產品的地理區域擴及歐洲經濟區整個市場，國家間的價格比例

走勢似乎也存在顯著的差異。 

有鑑於上述分析，委員會判定各會員國之間為獨立的區域市場，

批准 Arjowiggins 收購 M-Real Zanders 的 Reflex 造紙廠。 

圖十四 法國對歐洲各國對法國的紙卷平均淨價格比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513_20080604_20600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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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歐洲各國對法國的紙張平均淨價格比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513_20080604_20600_en.pdf 

圖十六 歐洲各國對德國的紙卷平均淨價格比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513_20080604_20600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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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歐洲各國對德國的紙張平均淨價格比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513_20080604_20600_en.pdf 

圖十八 歐洲各國對義大利的紙卷平均淨價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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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513_20080604_20600_en.pdf 

圖十九 歐洲各國對義大利的紙張平均淨價格比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513_20080604_20600_en.pdf  

(二) Case No. COMP/M.5830 – Olympic/ Aegean Airlines (2011,歐盟) 

本案的爭議點在於驗證若有一假設獨占性廠商擁有不同種類的

機票，在實施 SSNIP 後是否還能獲利。該案為了分辨不同種類的機

票，首要之務就是評估是否能以人們對時效敏感 (time sensitive, 或對

時效偏好)
73

 的程度去區分不同的乘客族群，並討論是否會對產品特

定的需求或偏好可能造成不同的競爭限制，甚至構成不同市場。 

                                                      
73

 "price elastic", "price sensitive" , "non-time sensitive" 在此案是可以替換的概念，皆

指比起爭取時效上更偏好低機票價格之乘客族群，例如乘機目的為休閒旅遊或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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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是否能以人們對時效敏感去區分不同的乘客族群上，委員

會想探知廠商對於不同族群是否有差別取價 (price discrimination)，也

就是有能力對時效敏感之族群訂定更高的價格，且對交易相對人及競

爭事業的市場調查結果皆顯示對時效敏感和對時效不敏感 (non-time 

sensitive) 兩種族群有明確的分別。 

在有時間偏好對時效敏感和對時效不敏感這兩種不同乘客族群

是否構成不同市場的問題中，Aegean Airlines 使用價格相關分析和定

態檢定方法74，資料來源為 Aegean Airlines 自 2008 年 1 月到 2010 年

8 月之票價。其中具對時效敏感的族群係以商務或彈性經濟艙 

(economy fully flexible tickets) 之票價計算；而無時效敏感/偏好則以

限制商務 (restricted business) 或經濟艙機票之票價資料來計算。分析

結果發現兩種票價比例呈現定態。若兩價格的比例被認為是定態的 

(stationary)，其值浮動在一平均數值而不發散，這暗示這兩產品可能

屬於同一市場，Aegean Airlines 以此檢定結果做出不同等級的機票應

屬同一市場的結論。 

  不過，委員會指出定態檢定在市場界定的使用中，比起證明兩產

品屬於同一市場，更適合作為否定兩產品不屬於同一市場的證據。換

句話說，定態檢定對於兩產品是否為同一市場是一個必要但非充分條

件。委員會為評估偽相關 (spurious correlation) 的疑慮，重新操作了

以上分析，在控制了可能影響價格走向的成本 (如季節性燃料成本) 

                                                                                                                                    
朋友之族群 ; 相反地，“price inelastic”， “price insensitive” , “time sensitive”指比起

機票價格更在乎時效之乘客族群，例如商務需求、高所得族群。 
74

 Correlation and stationarity analyses 包含 the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 (ADF)，

th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d Dickey Fuller test (DFGLS)，the PhillipsPerron unit root 

test (PP) and the Kwiatkowski-Phillips-Schmidt-Shin test (K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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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現不同等級的機票票價並未呈現高度且顯著的相關。再者，委

員會認為此檢定僅使用了 32 個樣本觀察值實在不足以提供有意義的

關於市場界定結論。 

最後，委員會認為，在缺乏其他量化或質化確鑿的證據下，此檢

定結果並不具充足證據力去說明不同等級的機票應屬同一市場。本案

並無做出明確的結論 (left open)，因為其對本案的競爭限制的評定並

無影響。 

第五節 Elzinga-Hogarty 檢定 (Shipment Test) 

一、 Shipment Test 的定義 

又稱 EH 檢定或 Shipment Test，為 Elzinga 和 Hogarty 於 1973

年提出的方法，以 LIFO 及 LOFI 兩指標來界定地理市場。一個合

理的地理市場需符合以下兩個要件： 

(1) 從供給面來看，該市場區域內所生產的產品，只有很少的部

分有賣給區外消費者，即「輸出 (exports)」的數量必須是占

很少的部分的，此小額輸出量 LOFI (little out from inside) 亦

稱小額流出量 (outflows)，數學式表示為： 

LOFI =
本地生產賣至外地的數量

本地總生產量
 

 

(2) 從消費面來看，該市場區域內消費者所消費的總數量，只有

很少的部分有購自外地生產者，即「輸入 (imports)」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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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占很少的部分的，此小額輸入量 LIFO (little in from 

outside) 亦稱小額流入量 (inflows)，數學式表示為： 

LIFO =
外地生產賣入本地的數量

本地總消費量
 

 

(3) 若候選地理市場其 LOFI 及 LIFO 值都很小時，代表該地的

生產及消費皆無須仰賴外地的輸入及輸出，則該地產品與外

地產品並無明顯的替代，因此該候選地理市場為一個合理的

地理市場。 

若進行 EH 檢定，其流程如下： 

(1) 以案件相關地理區域選為最初的候選地理市場； 

(2) 計算該候選市場之 LOFI 及 LIFO 值； 

(3) 比較 1-LOFI 及 1-LIFO 值是否皆大於 90% 或是 75%  (或

是 LOFI 及 LIFO 值皆小於 10% 或 25%) 

(4) 若步驟 (3)之結果為否，則將次佳的地理市場加入候選市場，

並重複 (2) 與 (3) 兩步驟；若步驟 (3) 之結果為是，則停

止檢測，該候選市場即為相關市場。 

  此檢測法最早應用於我國法院審理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

度 訴 字第 5761 號行政判決，此為北誼興煤氣分裝場聯合南部地區

八家分裝場業者組成地區性分裝同業聯誼會，遭到公平會處分，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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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於台北高院提起行政訟訴，於審理中被告公

平會首次使用 EH 檢測法界定市場範圍。另一個則為 103 年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審理燁聯鋼鐵取得唐榮鐵工廠股權案，也曾使用EH檢測法，

衡量合理之地理市場。 

二、 注意事項 

理論上，相鄰地理區域的兩個同質產品必然是高度替代，若是兩

地區產品的流動存在著阻力或障礙，如：運輸成本等，會很容易導致

檢定上錯誤。若此時任一產品小幅漲價，可能在實務上無法觀察到顯

著的流動。 

再者，從定義來看，兩項必要條件中若有任一項不符合，則必須

擴大地理範圍，但是在擴大以後，區內的產能及消費者也跟著擴大，

亦會導致輸出及輸入變大，但擴大以後未必能使兩必要條件獲得滿足。

在條件未滿足下，地理區域可能會無限擴大下去。 

此檢定能有效提供相關訊息，但也容易產生偏誤。因此，對檢定

結果的解釋須更加小心。最後，由於 EH 檢定只考慮當下市場的狀況，

未考慮未來漲價造成的影響，故認為 EH 檢定僅能提供做為參考。 

    而在 2016 年第 7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審理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 of Illinois v. Advocate Health Care Network 以及同年

第 三 聯 邦 巡 迴 上 訴 法 院 審 理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Appellants v. Penn State Hershey 

Medical Center; Pinnacle Health System 也指出 EH 檢定存有「付款人

問題 (payer problem)」以及「沉默大眾謬誤 (silent majority fallacy)」

等問題。前者係指醫院提高醫療服務價格時，由於在美國的醫療體系



133 
 

下，係由保險公司買單，因此病患感受不到漲價壓力，也就不會選擇

離開而去其他地理區域看病。而後者係指大多數的病患傾向在當地就

醫 (雖然有少數患者會因為當地醫療服務價格漲價而到他處就醫)，醫

療保險公司也因此會將地方醫院納入服務網中。當地理區位較小的地

方醫院結合時，將增加這些地方醫院對醫療保險公司的議價能力。但 

EH 法只關切去其他地理區域看病的人數，而無法關注到大多數人願

意在當地就醫的傾向，以及地方醫院間的競爭程度。受限於上述兩缺

點，若貿然使用 EH 法，將高估地理市場範圍，並低估地方醫院結合

後的市場支配能力，在使用上應更謹慎考量。 

三、 案例說明  

(一) Case No. M.7630 - FEDEX / TNT EXPRESS (2016, 歐盟) 

本案是關於小型包裹物流公司-FEDEX 和 TNT EXPRESS 的併購

案。由於兩間公司在全球小型包裹遞送服務項目佔有很大一部分的市

場份額，委員會擔心擬議的收購案將會大幅度減少歐洲經濟區 (EEA) 

內小型包裹 (31.5KG 以下) 在某些特定市場 (包括歐洲經濟區內國家

和國家之間的運送以及歐洲經濟區內的國家將小包裹運送到歐洲經

濟區以外之目的地) 的競爭效果。若擬議的收購案通過，將面臨市場

上僅剩兩家 (DHL 和 UPS) 整合商 (integrator) 的競爭限制，缺乏足夠

的競爭限制可能將導致商業客戶和消費者面臨到價格上漲。 

首先，由於競爭對手 UPS 對於此次的併購案提出協助調查，委員

會也通過此提議，所以我們可以從 UPS 所提供的資料 (對市場集中度

和價格相關分析)，彙整成以下幾個重點：(1) 在市場份額的初步估計

上，FEDEX 和 TNT 合併將導致所佔的市場份額大幅增加，(2) 對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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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所做的定價分析，可知 TNT 是屬於定價較低的競爭對手，若退

出市場將會顯著提高定價，(3)  迴歸分析顯示市場集中度和水平價格

之間是有統計上相關的，若市場集中度增加，小包裹的平均價格將會

上漲 5% - 10%。然而委員會認為此份報告的數據是來自於國家到城市

的快遞市場，但就此次進行的相關市場定義應為國家到國家或國家到

大陸，且委員會亦認為不能單就市場份額來解釋整合商在市場上的競

爭能力，因此判定這份報告不夠可靠，進而執行了 shipment test。 

在 shipment test 中，以 extra-EEA 和 EEA 市場作為區分，且運送

時間-快遞和延期服務 (express and deferred services) 為重要的顧客考

量因素。在貨運代理 (freight forwarders) 的部分，FEDEX 認為貨運代

理商可以 有效地使用集成商的快遞及網路服務，甚至更有效率地將貨

物送達目的地；此外，在郵政經營者方面則是可以收取較低的價格，

儘管他們經常涉及較長的過境時間交付，但他們使用郵政網絡和商業

線路允許他們保持低成本，因此可以收取較低的價格。 

最終，委員會的結論如下：非整合商 (non-integrator) 對於整合商

的 extra-EEA 小型包裹快遞和延期包裹遞送服務的限制能力是相對低

的，但在 extra-EEA 和 EEA 市場上，DHL 和 UPS 仍不失為有效的競

爭對手，因此，通過此次的合併案。 

(二) The Penn State Hershey Medical Center/PinnacleHealth System 

(2016, FTC) 

    本案是關於美國賓州 Hershey Medical Center 與 Pinnacle Health 

System 合併的案件。該案爭點為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簡稱 FTC) 認為賓州兩家最大醫療公司合併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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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burg 醫療市場 76% 的市場份額。此舉會降低該地醫療市場的

競爭，因此下達初判禁令。以下將說明地方法院反駁 FTC 下達禁令

的判決，及 FTC 不服並提起上訴後第三巡迴法院的判決。 

    首先，地方法院援引 Elzinga–Hogarty 檢測法 (以下簡稱 EH 檢

測法) 的邏輯，該檢測法包括兩個獨立的測量，方法如下：(i) 確定合

併醫院的服務區域; (ii) 從供給面，確定合併醫院服務區內所有醫院的

集體服務區域 (該區域滿足小額輸出量測試，little out from inside，

LOFI) ; (iii) 從消費面，確定包含那些醫院的區域，這些醫院提供來自

居住在集體服務區域的患者的所有業務的 90% (該區域滿足小額輸入

量測試，little out from outside，LOFO)。就本案而言，地方法院說明

有 43.5% 之病患來自 Harrisburg 以外的地區，認定 FTC 在界定相關

地理市場過於狹窄，因此駁回其要求的初步禁令。 

    FTC 不服地方法院判決，故提出上訴。首先，第三巡迴法院認為

地方法院所運用的 EH 檢測法邏輯強調患者流量數據 43.5%，在美

國醫療合併案並無助益。理由為單純考慮 E-H 檢測法判斷會忽略了兩

項重要因素 (i) 沉默的大多數謬誤 (silent majority fallacy) 及 (ii) 付

款人問題 (payer problem)。關於沉默的大多數謬誤，在美國醫院與病

患中間還有個重要角色-保險公司。約束效應不存在於醫療市場，因為

患者的決定是基於非價格因素，例如位置或服務品質。此外，地方法

院沒考慮到患者流出的數據，根據 FTC 及賓利納尼亞聯邦所提出的證

據:居住在 Harrisberg 的 91% 的患者在本地區接受服務，也就是大部

分的居民傾向於在本地就醫。當地理區域內的醫院的合併，則會增加

保險公司的議價能力且降低該地醫療服務的競爭。故僅引用患者流入

並忽視患者流出會誤導相關地理市場的界定。關於付款人問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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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體系的垂直關係為醫院-保險公司-患者，而地方法院忽略了保險

公司在醫療市場中的影響。舉例來說，醫院將手術費用從 1,000 美元

提高到 2,000 美元。使用健康保險的患者在價格上漲前後仍為相同的

自付額；保險公司將承受價格上漲帶來的直接影響。直到保險公司以

較高保費的形式將該費用轉嫁給患者，患者才會感受到價格上漲的影

響。但是成本分攤於所有參保患者，因此收到價格較高的手術的患者

不會有所感覺，也就是患者並不會因為合併後的價格上漲而選擇較遠

的地方就醫。此外，就市場集中度 (HHI) 而言，合併後的 HHI 為

5,984，是高度集中的市場的兩倍多，該數據證實 FTC 的初步禁令理

由，即合併有違市場競爭。 

    綜上所述，第三上訴巡迴法院認為不能只考慮 EH 檢定法，納入

沉默的大多數謬誤、付款人問題及市場集中度等，醫院合併會提高市

場支配力的可能性及反競爭之疑慮，故認同初步禁令將符合公共利益。

因此推翻地方法院否決 FTC 的初步禁令的判決。 

(三)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與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 

此案是關於燁聯鋼鐵與唐榮鋼鐵的結合案，燁聯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 (下稱燁聯鋼鐵) 於 98 年擬取得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34% 以

上股權，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兩間公司結合後的國內市占率將逾 5 成，

恐影響市場競爭機能，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處分，禁止

結合案通過。燁聯鋼鐵主張不銹鋼市場競爭範圍應為全球，不在國內，

同年提起訴願遭到駁回，遂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因考慮國內市場，本件結合案將形成市場

集中，降低市場效能為由，於 99 年駁回原告之訴。燁聯鋼鐵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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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1 年

再度駁回原告之訴。次年，燁聯鋼鐵再上訴，獲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

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更二審於  103 年於本案首次使用  EH 

(Elzinga-Hogarty) 檢測法計算，認為以全球為本案地理市場，其所為

市場之界定過大，再次駁回原告之訴。 

燁聯鋼鐵於 105 年再提上訴，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原審法院以 EH 

檢測法計算錯誤等由，發回更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更三審於 107 年

以相同檢測法再次計算75，認定全案地理市場仍應界定為我國國境，

結合後尚不能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駁回原告之

訴。本件結合案共迄今經過 3 次最高行政法院審理、4 次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審理，仍可提起上訴。 

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更三審的判決，重點之一在於不銹鋼市場的

範圍大小。市場界定使用的方法除了 EH 檢定法，同時也運用其他市

場界定之方法如運輸成本法和移轉理論作為判定的標準，均顯示本案

市場界定的範圍為「我國境域」市場，以下將簡介分析過程。本案也

同時運用評估市場集中度經常使用之經濟分析工具予以判定競爭與

獨占訂價的程度76，但由於已超過市場界定範圍，有興趣者可以自行

查詢判決書。 

首先，在 EH 檢定法方面，此檢定法分成兩個面向作為判定標準，

(1) 是否有少量進口 (Little in from outside：LIFO) = (地區消費者向地

區外生產者之購買量)/(地區消費者的總購買量)，(2) 是否有少量出口 

                                                      
7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更三字第 26 號行政判決。 
76

 如「赫芬達-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hman Index，HHI)，及向上壓力定價法 

(Upper Pricing Presure，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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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out from inside：LOFI) = (地區生產者售予地區外消費者的數

量)/(地區生產者的總生產量)，在台灣所認定的客觀標準是當兩個數值

均高於 25% 時，即可界定為全球市場。以燁聯鋼鐵最新台北高等性

政法院 107 年的判決為例，經過估算後 LIFO 值為 26.35% 且 LOFI

值為 44.16%，均高於 25% 的臨界值 (參照表十六)，但從另一項數

據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不銹鋼平板的進口量占國內生產量之比例

僅 19.98%，尚不及 20%，以此可證明國內業者在進口不銹鋼平板時

確實有進口及運輸等成本考量，故對於不銹鋼平板之需求，主要仍以

向國內業者採購為主，進口比例不高。此外，從另一項數據亦可發現，

國內不銹鋼平板之自給率高達 131.89%，遠超過 100%，顯示國內不

銹鋼平板之產量完全可以自給自足，亦證明國內不銹鋼平板之需求量

主要仍以國內生產為主。 

表十六 E-H 檢定法及相關數據分析 

 單位: 

萬公噸 

 

國內總生產量 197.1 進口量占國內總生產量比例 

=39.4/197.1*100%=19.98% 

國內總消費量 149.4 自給率=國內總生產量/國內總消費量 

      =197.1/149.4*100%=131.89% 

出口量 87 LOFI=銷售至地區外出口量/地區內總生產量   

    =87/197.1*100%=44.16% 

進口量 39.4 LIFO=地區消費者之地區外進口量/地區內總購買量 

    =39.4/149.4*100%=26.35% 

數據資料來源：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更三字第 26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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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運輸成本法和移轉理論上，以運輸成本法劃定地理市場之

範圍將受運輸成本大小高低影響；產品的運輸成本越高，地理市場範

圍應相對較小；反之產品的運輸成本越低，地理市場範圍則應相對擴

大。由於產品市場為不銹鋼平板類產品 (含熱軋與冷軋)，其產品體積

大且重量重，運輸成本占其產品售價相對比例高，亦證明本案產品之

運輸成本較高，且國內特殊鋼品廠商主要設廠於高雄縣市及台南縣，

集中度頗高。燁聯鋼鐵和唐榮鋼鐵皆設廠於高雄縣市，故工廠得以就

近購料降低其運輸成本。此外，由於我國自各國進口不銹鋼平板量相

對低，由中國、日本以及韓國進口的部分均未達 10%，顯示外國鋼鐵

廠商並未能大量出口其不銹鋼產品至我國，依照移轉理論，則可認定

國內不銹鋼平板之進口比例不高，國內市場並非韓國、日本及中國大

陸等國家之主要出口市場，此亦證明我國不銹鋼平板產品需求仍主要

以國內廠商提供為主。故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7 年一月判定本

案之市場界定範圍為「我國境域」市場，駁回此次的結合案，但全案

仍可上訴。 

第六節 市場界定量化分析整理 

  綜合第二章與第三章所介紹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介紹，我們將他

們的資料需求、方法主要限制、以及其他注意事項詳列於表十七，以

作為方法使用的快速參考。相關細節，仍請參考前述介紹 (相關公式

統整及計量專有名詞請見《附錄 B：相關檢定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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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市場界定量化分析法之資料需求與方法限制彙整 

方法名稱 資料需求 方法限制 優缺點 備註 

臨界損失 

分析 

(Critical Loss 

Analysis) 

產品價格、產品銷

售量、平均變動成

本相關資料、以及

利於需求估計之其

他產品與市場之訊

息資料。 

平均變動成本低估邊

際成本，此外需求估

計一般有內生性問

題。 

優點：臨界損失分析為目

前進行假設性獨占者測

試時所採用的方法，相對

於結構性計量方法，其所

需的資料、模型與計量程

序都相對簡單。 

缺點：需取得完整資料，

且需求估計多需考量與

糾正價格的內生性問題。 

為了能簡單應用，臨界

損失法所付出的代價是

簡化了需求函數、成本

函數、產品同質性，與/

或市場結構的設定。而

計算臨界損失的公式值

與估計實際損失，所需

要的邊際成本、銷售

量、價格、產品特質等

資料，若非僅能取近似

值、就是難以取得。因

此，在無法妥善執行 

HMT-SSNIP 架構的方

法來界定市場時，仍須

使用其他救濟與補充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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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流程 

產品價格、產品銷售量、平均變動成本相關資料、其他產品與市場訊息資料。 

臨界損失法以案件相關核心產品與特定地理區域為最初市場 (或內含產品)，主要有以下三步

驟： 

I. 決定臨界損失 (CL) 

即提高價格後，讓利潤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廠商所損失的銷售數量，主要有二種方法： 

A. Could-Approach，不限於需求形式。 

B. Would-Approach，應考慮需求線的函數形式。 

II. 估計實際損失 (AL) 

實際損失是由需求彈性乘以 SSNIP 的價格變化率(如 5% 或 10%) 作為估計。 

A. 收集價量資料與競爭指標。 

B. 考量可能受到的限制。 

C. 估計需求彈性。 

當資料收集困難，市場結構複雜時 (例如差異性產品市場)，因此 AL 的計算常見簡化的替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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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g. 假設單一產品的獨占市場結構，可以採用 Lerner Index 的公式)。 

III. 比較臨界損失 (CL) 與實際損失 (AL) 

A. 當 CL>AL，則 SSNIP 會呈現利潤上升的效果，因此可用當下的產品範圍為相關市場。 

B. 當 AL>CL，則代表在假設性獨占者所控產品外仍有產品能對當下的產品範圍施加足以在 

SSNIP 下使利潤下降，需要在現在的內含產品外納入最可能成為需求替代的對象，擴大相關市

場的範圍，並重新依序進行步驟一到三的分析。 

 

相關案例： 

Case No. 07-5276 WHOLE FOODS MARKET,INC. / WILD OATS MARKETS,INC. (2008, USA) 

Case No. COMP/M.4734- INEOS/ KERLING (2008, 歐盟) 

Case No. COMP/M.5335- LUFTHANSA/ SN AIRHOLDING (2009, 歐盟) 

Case No. CIV. 00-1501(TFH)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s Swedish Match North Americ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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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稱 資料需求 方法限制 優缺點 備註 

 

自然實驗法 

(亦可稱作 

衝擊分析(shock 

analysis)) 

外生性事件、事件

前後的產品或地理

區位的價格或數

量，或能指涉相關

市場範圍的變數，

其他控制變數。 

隱含內生性問題，而

且自然實驗的發生時

機往往可遇而不可

求。 

優點：能夠在有限的資料 

(產品的價格與少部分的

其他產品之價格或數量) 

下進行操作。 

缺點：價格的變化需來自

於外生變數的影響，否則

估計結果會有偏誤。 

若有外生性事件，資料

需求為最低需求，其餘

資料 (如背景特徵等) 

越多越有利於自然實驗

法對異質效果控制。 

估計流程 

 

在反壟斷分析的內涵中，主要檢驗市場內的外生衝擊 (例如一項產品的價格變化) 對其他

產品的價格或數量的影響。 

I.蒐集價格、數量產品特徵與市場特質的資料 

如果資料有限，也可以使用部份的觀察到產品的價格與至少部分的其他產品之價格或數量的變

化 (幅度與方向)，檢驗產品是否具有替代的關係。 

II.用需求估計方式推估產品的需求與交叉彈性 

相關案例： 

Case No. COMP/M.4734- INEOS/ KERLING (2008 ,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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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稱 資料需求 方法限制 優缺點 備註 

相關係數 

分析法 

產品價格或是數

量。必須為定態資

料。 

其他原因也會導致兩

個不相關市場其價格

/數量呈現正相關。且

其數列若為非定態亦

會導致錯誤結果。 

優點：方法較為簡易，資

料需求較低，且在實證上

有廣泛應用，並發展其他

相關改進措施配套。 

缺點：有許多因素 (例

如 : 共同的需求變動、

共同供給衝擊或同向的

時間趨勢等) 能使相關

係數呈現正值，導致誤

判。 

可用偏相關係數控制共

同成本或季節性需求。

並可取差分獲得定態數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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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流程 

  以下流程仿照Case No COMP/M.6663–RYANAIR/ AER LINGUS III 歐盟委員會所採取的步

驟 (第 81 頁)： 

I. 計算價格的相關性 

A. 繪製候選價格序列： 

A1. 對個別價格數列進行 ADF 定態檢驗， 

A2. 計算原始價格的相關係數。 

B. 價格對共同影響因子（共同供給或需求衝擊，如油價或季節性虛擬變數）以及趨勢項

進行迴歸，取其殘差 

        B1. 對 B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趨勢項之公式)， 

        B2. 計算 B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C. 價格對共同影響變量（如：油價或季節性虛擬變數）、趨勢項以及該價格的落後項進行

迴歸，取其殘差， 

        C1. 對 C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趨勢項之公式)， 

        C2. 計算 C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II. 價格取一階差分後的相關性 

A. 對價格序列和共同成本變數取一階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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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對上述價格之差分值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式)， 

        D2. 計算上述價格之差分值的相關係數。 

B. 價格的一階差分對共同成本變數之一階差分以及共同影響變量（如：油價或季節性虛

擬變數）進行迴歸，取殘差︰ 

        E1. 對 E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式)， 

        E2. 計算 E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C. 取 B 之殘差進行一階差分 

        F1. 對 F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式)， 

        F2. 計算 F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相關案例： 

 Case No. COMP/M.4980 - ABF/ GBI BUSINESS (2008，歐盟)  

 Case No. COMP/M.6286 - Südzucker/ EDFM (2012，歐盟)  

 Case No. COMP/M.6607 - US AIRWAYS/ AMERICAN AIRLINES (2013，歐盟)  

 Case No. COMP/M.6663–RYANAIR/ AER LINGUS III (2013, 歐盟) 

 Case No. COMP/M.6827 - HONEYWELL/ INTERMEC (2013, 歐盟)  

 Case No. COMP/M.6850 - MARINE HARVEST/ MORPOL (2013, 歐盟)  

 Case No. COMP/M.7155 - SSAB / RAUTARUUKKI (2014,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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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稱 資料需求 方法限制 優缺點 備註 

向量自我相關

模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 

產品價格。 

資料 (可取對數) 須

為定態數列，若為非

定態則可取差分獲得

定態數列。 

優點：方法較為簡易，資

料需求較低，且不限於定

態數列。 

缺點：統計顯著不代表經

濟顯著。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系統

尚能加入常數、時間趨

勢、季節效果以及相同

成本衝擊的外生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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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流程 

 

為了同時捕捉與檢定兩產品同時與跨期的影響，可利用時間序列中的向量自我相關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ons, VAR) 架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 (causality) 檢定來進行分析與判定。其

中應注意，VAR 系統尚能加入常數、時間趨勢、季節效果以及相同成本衝擊的外生變數。 

I. 確認時間序列變數為定態序列、各方程式殘差必須符合 white-noise；若非定態，則可取一

階差分來加以分析。另值得注意的是，若兩非定態變數間有共整合關係 (cointegration 也就

是透過某種線性組合能得到定態的結果)，那麼差分的 VAR 模型中還要加上估計共整合關

係後的殘差，而變成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correction model, VECM)。 

II. 決定適當落後期 (落後期可用 AIC 或其它模型選擇方法來進行)。 

III. 檢查是否具有 (正向) 即時因果以判斷是否為效率市場。 

IV. 利用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是否具有雙向回饋的關係。  

V. 判定相關市場 

相關案例： 

石油煉製品之產品市場界定 (黃美瑛,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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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稱 資料需求 方法限制 優缺點 備註 

定態檢定
(Stationarity 

Test) 

產品價格做配對算

比值後取對數 

兩兩資料須要為非定

態數列;檢定也可能

出現未定論的狀態

如:(1) KPSS 無法拒

絕虛無假設，但 

ADF/DFGLS 檢定也

無法被拒絕;或是 (2) 

KPSS 拒絕虛無假

設，但 ADF/DFGLS 

檢定也被拒絕的狀

態。這類檢定的檢定

力較低。ADF/DFGLS

檢定易受落後期選取

不同而不同。 

優點：比較兩產品間長期

價格動態調整，能提供潛

在市場力量的間接證

據；穩定性分析只要求其

中一個價格是非定態的

即可。 

缺點：ADF 檢定常受到

落後期選取的影響，而 

KPSS 在小樣本下有嚴

重的偏誤，也有選擇調整

參數 (lag order) 以計算

長期變異數 (long run 

variance) 的問題。 

若資料許可，建議相關

係數分析法 Granger 因

果關係檢驗或/與定態

檢定可同時操作，期能

相互做為參考，而作綜

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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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流程 

 

兩個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價格數序列至少一個不是定態，我們就可以利用定態檢定以判定這

些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以下列舉本報告書中所提及之定態檢定法 :  

I. KPSS test (Kwiatkowski, 2004) 

虛無假設為無單根，拒絕虛無假設則非定態序列具有單根，與 ADF test 為互補。變異數共

變異數矩陣的估算可採隨資料來變動的調整參數。 

II. 以下兩個單根檢定法擇一進行檢定 

甲、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Dickey and Fuller, 1979) 

虛無假設為有單根，拒絕虛無假設則為定態序列無單根，以三種形式進行檢定 :  

A. 無截距，無趨勢項 

B. 有截距，無趨勢項 

C. 有截距項，有趨勢項 

乙、DF-GLS 

虛無假設為有單根，拒絕虛無假設則為定態序列無單根，修正 Dickey-Fuller 的 t 檢定，在

模型包含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時，相較於 ADF 檢定會具有較高的檢定力，有三種指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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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落後期數 :  

A. SC (Schwarz criterion) 

B. Ng–Perron sequential-t 

C. Ng 與 Perron 校正後的 AIC (modifie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 簡稱：MAIC)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在定態檢定或是非定態檢定的公式選擇上，都將採只允許有常數存

在的公式，也就是價格比率的對數平均值可以不是 0。 

 

相關案例： 

Case No. COMP/M.4513 - Arjowiggins/ M-real Zanders Reflex (2008 , 歐盟)  

Case No. COMP/M.5830 – Olympic/ Aegean Airlines (2011,歐盟)  

 

 

 

 

方法名稱 資料需求 方法限制 優缺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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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zinga-Hogarty 

檢定 

該市場產品生產量

+產品輸出數量，以

及該市場產品消費

量＋產品輸入數量 

 

若是兩地區產品的流

動存在著阻力或障

礙，易導致檢定錯

誤，且 LOFO 與 LOFI

都需要同時滿足，在

未滿足下，地理區域

可能會無限擴大下

去。 

優點：EH 檢定能有效提

供地理市場界定相關訊

息。 

缺點：只考慮當下市場的

狀況，未考慮未來漲價造

成的影響；指標 LOFO 與

LOFI 都需要同時滿足，

在未滿足下，地理區域可

能會無限擴大下去。 

要考慮「付款人問題」

與「沉默大眾謬誤」等

問題。 

估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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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 EH 檢定或 Shipment Test，以 LIFO 及 LOFI 兩指標來界定地理市場。 

I. 以案件相關地理區域選為最初的候選地理市場 

II. 計算該候選市場之 LOFI 及 LIFO 值 

III. 比較 1-LOFI 及 1-LIFO 值是否皆大於 90% 或是 75% ( 或是 LOFI 及 LIFO 值皆小於 

10% 或 25%) 

IV. 若步驟 (3) 之結果為否，則將次佳的地理市場加入候選市場，並重複 (2) 與 (3) 兩步驟；

若步驟 (3) 之結果為是，則停止檢測，該候選市場即為相關市場。 

理論上，相鄰地理區域的兩個同質產品必然是高度替代，若是兩地區產品的流動存在著阻力或

障礙，如 : 運輸成本等，會很容易導致檢定上錯誤。再者，從定義來看，兩項必要條件中若有

任一項不符合，則必須擴大地理範圍，在條件未滿足下，地理區域可能會無限擴大下去。 

 

相關案例： 

Case No. M.7630 - FEDEX / TNT EXPRESS (2016, 歐盟)  

The Penn State Hershey Medical Center/PinnacleHealth System (2016, FTC)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與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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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運用我國產業價格資料進行模式分析法之市場界定

實證 

以下將進一步使用我國資料運用相關分析法、自我向量相關模型

以及定態檢定等三種方法進行市場界定。我們使用了民國 97 年後經

CPI 平減後的非酒精飲料價格 (＝銷售值/銷售量) 來進行實證。非酒

精飲料價格包含蔬果汁、碳酸飲料、礦泉水、運動飲料、咖啡飲料以

及茶類飲料等六大類。非酒精飲料市場除了受到季節性影響外，幾乎

沒有共同成本衝擊的問題，也因此是個相當適切的範例。該資料來自

經 濟 部 統 計 處 工 業 產 銷 存 動 態 調 查 

(http://dmz9.moea.gov.tw/gmweb/investigate/InvestigateDA.aspx)。雖然

整個資料期間雖包含 1992/01~2018/04 的月資料，但為反映近期市場

狀況我們使用近 10 年 (2008/01~2018/04) 的資料來進行分析。 

我們利用相關分析法、自我向量相關模型以及定態檢定三種方法

來探討是否這幾類能合併成為一共同相關市場? 還是各類都可以各

自成為一個市場?以下將綜合文獻回顧與相關案例，提出應用分析之

操作流程、資料需求、優缺點、應用限制及困難，對作為市場界定實

證模型的實務上之參考 (相關公式統整及計量專有名詞請見《附錄 B：

相關檢定公式》)。 

一、相關係數分析 

為進行相關係數分析，我們仿照 Case No COMP/M.6663–

RYANAIR/ AER LINGUS III 歐盟委員會所採取的幾個步驟 (第 81 頁) 

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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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計算價格的相關性 

A. 繪製候選價格序列： 

A1. 對個別價格數列進行 ADF 定態檢驗， 

A2. 計算原始價格的相關係數。 

B. 價格對共同影響因子（在本例中僅考慮季節性虛擬變數）以及趨

勢項進行迴歸，取其殘差 

   B1. 對 B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趨勢項之公式)， 

   B2. 計算 B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C. 價格對共同影響變量（季節性虛擬變數）、趨勢項以及該價格的落

後項進行迴歸，取其殘差 

C1. 對 C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趨勢項之公式)， 

C2. 計算 C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II. 價格取一階差分後的相關性 

D. 對價格序列和共同成本變數取一階差分： 

   D1. 對上述價格之差分值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

式)， 

   D2. 計算上述價格之差分值的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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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價格的一階差分對共同成本變數之一階差分以及季節性虛擬變數

進行迴歸，取殘差︰ 

E1. 對 E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式)， 

E2. 計算 E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F. 取 B 之殘差進行一階差分 

F1. 對 F 項之殘差進行 ADF 定態檢驗 (含常數項之公式)， 

F2. 計算 F 項之殘差的相關係數。 

我們先對價格原始值進行 ADF 檢定（以 5%的顯著水準為標準），

發現這六類飲料依次為趨勢定態、非定態、定態、定態、非定態與定

態；為避免非定態數列所產生的偽相關性，若單純只注意在礦泉水、

運動飲料、茶類飲料這三個定態價格的相關係數，也發現數值都不大

且不顯著異於 0。我們進一步依步驟 B 排除了趨勢與季節效果後，

重新進行 ADF 檢定，發現這六類飲料僅有碳酸飲料與茶類飲料兩類

是定態，且兩者的相關係數不顯著異於 0；若再以 C 步驟排除自我

相關性來而捕捉當期的效果並排除趨勢、季節效果後，並利用 AIC 選

擇各類平均價格的最適落後期，可發現各類飲料平均價格已呈定態。

茲將偏相關係數彙整表十八以觀察它們的當期相關性，其可以發現它

們的相關性最高為 0.3493，且大多都不顯著，因此並沒有任兩類可以

做進一步合併為相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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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非酒精飲料價格之偏相關係數 (去除季節、趨勢、自我相關效

果) 

  蔬果汁 碳酸 礦泉水 運動 咖啡 茶類 

蔬果汁 1 
     

碳酸 0.0049 1 
    

礦泉水 0.0468 0.0520 1  
   

運動 0.0931 -0.1189 0.0953  1  
  

咖啡 0.0282 -0.1516 0.0547  0.3493* 1 
 

茶類 0.0367 -0.0609 -0.3007* 0.1043  -0.0694 1 

 

為了審慎起見，我們進一步採取以下兩個方法，來研究價格變動

間的相關性以考慮價格的連動。首先，我們依照 E 步驟，將價格資料

差分後利用迴歸去除季節效果以獲得殘差。此時殘差透過 ADF 檢定

都能拒絕虛無假設，而呈現定態。相關分析結果 (彙整於表十九) 顯

示，雖然「蔬果汁－礦泉水」與「運動飲料－咖啡」兩類配對，都呈

正顯著而有些微替代性，但它們的偏相關係數都不大於 0.31，屬於弱

相關性。而沒有強烈證據支持這六類飲料中有任兩個屬於同一相關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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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非酒精飲料價格一階差分之偏相關係數 (差分後去除季節效

果) 

  蔬果汁 碳酸 礦泉水 運動 咖啡 茶類 

蔬果汁 1  
     

碳酸 -0.044  1 
    

礦泉水 0.1949* -0.0083 1  
   

運動 0.1124  -0.1001 0.1749  1  
  

咖啡 0.1651  -0.1488 0.0434  0.3083* 1 
 

茶類 0.0331  -0.0363 -0.2922* 0.0302  0.0667 1 

 

另一個作法，則為步驟 F－將價格對季節性虛擬變數以及趨勢項

進行迴歸取其殘差，再將這殘差取一階差分以計算跨期價格變動。

ADF 檢定再次拒絕虛無假設，而顯示這六類的 (差分) 價格為定態序

列。偏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於表二十。雖然「蔬果汁－礦泉水」、「礦泉

水-運動飲料」、「運動飲料－咖啡」等三類配對，都呈正顯著顯著而有

些微替代性，但偏相關係數都不大於 0.237，再次顯示這些價格變動

屬於弱相關性。綜上分析，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這幾類非酒精

飲料屬於同一相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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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非酒精飲料價格一階差分之偏相關係數 (去除季節效果與趨

勢後再差分) 

  蔬果汁 碳酸 礦泉水 運動 咖啡 茶類 

蔬果汁 1  
     

碳酸 -0.153  1  
    

礦泉水 0.2272* 0.0830  1  
   

運動 0.1658  0.0241  0.2006* 1  
  

咖啡 0.1435  -0.2615* 0.0102  0.2369* 1 
 

茶類 0.0369  -0.0017  -0.2629* 0.0369  0.0038 1 

 

二、 定態檢定 

其次，我們將這些變數取對數，並檢定這些取對數的價格是否為

定態。我們主要是以 DF-GLS 檢定搭配最適落後期為主要結果。為

了方便比較，我們也把 DF-GLS 檢定搭配 MAIC (modifie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或常稱為

Schwarz criterion)，以及傳統 ADF 檢定搭配 AIC 的結果在 (i) 只有

常數項 (而無趨勢) 以及 (ii) 有趨勢 (及常數項) 的檢定狀況詳列於

表二十一。經最小平方法將數列對常數與趨勢項進行迴歸可知礦泉水、

運動飲料與茶類為不含趨勢項的數列，應使用上層的結果。而蔬果汁、

碳酸飲料與咖啡為具有趨勢項的數列，應查下層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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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定態檢定 (原始值之對數) 

 
(i) 只有常數項(而無趨勢) 

 

Optimal DFGLS 
 

MAIC DFGLS 
 

BIC DFGLS 
 

AIC ADF 
 

是否應

考慮趨

勢項 

蔬果汁 3 -1.338  
 

4 -1.103  
 

1 -2.077  
 

4 -1.743  
 

V 

碳酸飲料 12 -0.719  
 

12 -0.719  
 

3 -0.934  
 

11 -0.062  
 

V 

礦泉水 10 -0.825  
 

3 -1.162  
 

1 -1.434  
 

1 -3.649  *  

運動飲料 12 -1.034  
 

1 -1.493  
 

1 -1.493  
 

2 -2.458  
 

 

咖啡 11 1.610  
 

1 -0.267  
 

1 -0.267  
 

1 -1.215  
 

V 

茶類 11 -0.811    1 -1.312    1 -1.312    6 -4.293  * 
 

 (ii) 有趨勢(及常數項) 

 

Optimal DFGLS 
 

MAIC DFGLS 
 

BIC DFGLS 
 

AIC ADF   

是否應

考慮趨

勢項 

蔬果汁 1 -3.076  * 4 -1.873  
 

1 -3.076  * 1 -3.570  * V 

碳酸飲料 12 -0.509  
 

12 -0.509  
 

3 -1.090  
 

11 -1.999  
 

V 

礦泉水 1 -2.523  
 

3 -2.101  
 

1 -2.523  
 

1 -3.612  *  

運動飲料 12 -1.502  
 

1 -1.907  
 

1 -1.907  
 

10 0.544  
 

 

咖啡 11 -1.411  
 

11 -1.411  
 

1 -2.938  
 

1 -3.063  
 

V 

茶類 11 -2.383    1 -2.747    1 -2.747    6 -4.538  * 

 
*表示定態，以 5%顯著水準為判定標準。是否應考慮趨勢項則是利用原始值

之對數對常數與趨勢項進行最小平方法估計，若是趨勢項顯著則記為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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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 DF-GLS 檢定搭配最適落後期 (或是搭配 BIC)，可發現

在 5% 的顯著水準下，除了蔬果汁為趨勢定態外，其餘都是非定態。

因此相當適合以價格比的對數值來進行定態檢定。若採 DF-GLS 檢

定搭配 MAIC 則都無法拒絕非定態的虛無假設。值得注意的是若用 

ADF 檢定搭配 AIC 選取落後期，則會判定蔬果汁為趨勢定態外，而

礦泉水與茶類飲料則為定態數列。此外這些方法所選的期數也不太相

同，這也印證了文獻上所提，顯示這類檢定會受到選取期數以及統計

量的影響。



162 
 

表二十二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比之對數的定態檢定 (原始值之對數) 

 非酒精飲料市場 
DFGLS  

(Ng-Perron) 

DFGLS 

(MAIC) 

DFGLS 

(BIC) 

ADF  

(AIC) 

KPSS (QS, optimal 

bandwidth)  

  市場配對 N-P DFGLS S/N MAIC DFGLS S/N BIC DFGLS S/N AIC ADF S/N 
落後

期 
KPSS S/N 

同一 

市場 

蔬果汁 碳酸飲料 12 -0.43  N 12 -0.43  N 3 -0.79  N 11 -1.99  N 3 0.40  S 未 

蔬果汁 礦泉水 11 -0.32  N 11 -0.32  N 1 -1.40  N 6 -3.05  S 3 1.29  N 否/未 

蔬果汁 運動飲料 12 -0.92  N 1 -1.55  N 1 -1.55  N 1 -1.85  N 3 0.72  N 否 

蔬果汁 咖啡 10 0.41  N 4 -0.88  N 1 -1.93  N 0 -3.60  S 3 0.63  N 否/未 

蔬果汁 茶類 11 -1.34  N 1 -2.21  S 1 -2.21  S 1 -2.78  N 3 1.60  N 否/未 

碳酸飲料 礦泉水 10 -1.21  N 11 -1.04  N 3 -2.37  S 10 -1.46  N 3 1.35  N 否/未 

碳酸飲料 運動飲料 12 -0.51  N 12 -0.50  N 1 -1.53  N 10 -1.09  N 3 0.66  N 否 

碳酸飲料 咖啡 10 0.56  N 10 0.56  N 1 -0.79  N 0 -5.85  N 3 0.49  N 否 

碳酸飲料 茶類 12 -0.78  N 12 -0.78  N 3 -0.83  N 11 -1.42  N 3 1.42  N 否 

礦泉水 運動飲料 1 -1.02  N 1 -1.02  N 1 -1.02  N 1 -2.10  N 3 0.14  S 否/未 

礦泉水 咖啡 7 0.20  N 1 -0.42  N 1 -0.42  N 1 -2.67  N 3 1.71  N 否 

礦泉水 茶類 6 -1.01  N 3 -1.01  N 1 -1.18  N 1 -3.53  S 3 0.32  S 
否/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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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飲料 咖啡 12 -1.42  N 12 -1.42  N 1 -2.14  S 2 -3.25  S 3 1.03  N 否/未 

運動飲料 茶類 12 -1.01  N 12 -1.01  N 1 -1.11  N 2 -2.13  N 3 0.25  S 否/未 

咖啡 茶類 11 -0.82  N 11 -0.82  N 1 -1.92  N 8 -1.10  N 3 1.69  N 否 

*S 表示定態 N 為非定態，以 5% 顯著水準為判定標準。DFGLS 的最適落後期以 Ng-Perron 的方法計算。也列出搭配 BIC 與 MAIC 的 

DF-GLS 結果，以及搭配 AIC 地 ADF 檢定的結果。判定有利於同一市場的判定則採嚴格的標準也就 KPSS 與 DFGLS 都同時判定為

定態。未定則表示兩類檢定其中一個不為定態。若用 ADF 檢定則礦泉水與茶類似乎為同一市場，但其他檢定不支持，相關性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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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利用價格原始值的比值取對數進行分析。在檢定方法

上我們使用檢定力較高的 DF-GLS 方法．並以 Ng-Perron 的方式來

選取最適落後期；為作比較，我們也列出利用 MAIC 與 BIC 選擇落

後期的 DFGLS 結果，以及利用 ADF 檢定 (與 AIC 選取落後期數) 

的結果。其次在  KPSS 檢定上，則採用較精確的  QS 核函數 

(Quadratic spectral kernel function) 並以隨機資料特性變動的最適調整

落後期數 (lag order) 來計算該檢定量。以 5% 的顯著水準來做判斷，

兩兩配對的結果顯示在表二十二。 

在 DF-GLS 檢定上，可發現以 Ng-Perron 的最適方式來選取最

適落後期，都無法拒絕非定態的虛無假設；利用 MAIC 來選取落後

期，則只有「蔬果汁-茶類飲料」無法拒絕非定態的虛無假設 (這也印

證了文獻上所提，顯示這類檢定會受到選取期數的影響)，另一方面利

用 BIC 來選取落後期，則都不大於 Ng-Perron 所選定的最佳落後期

數。雖然利用 BIC 來進行的 DF-GLS 檢定除了「蔬果汁-茶類飲料」、

「碳酸飲料-礦泉水」、「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外都無法拒絕非定態

的虛無假設，但由前一小節的相關係數分析也知，這些配對的相關係

數都未超過 0.5 而未能達到可判定為相同市場的門檻。而從 ADF 的

檢定上，則發現「蔬果汁-礦泉水」、「蔬果汁-咖啡」、「礦泉水-茶類」、

「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外都無法拒絕非定態的虛無假設。但礦泉水

與茶類在 ADF 檢定中都是定態，兩者的相關性也不高。至於蔬果汁、

礦泉水、咖啡在表二十二 的 ADF 檢定中，分別蔬果汁是趨勢定態，

礦泉水為定態、咖啡為非定態，所以這三者彼此的價格比根本就不可

能是定態。也因此，我們仍傾向使用 Ng-Perron 所選定的最佳期數來

進行 DF-GLS 的分析。 



165 
 

另一方面就 KPSS 的檢定結果而言，除了「蔬果汁-碳酸飲料」、

「礦泉水-運動飲料」、「礦泉水-茶類飲料」、「運動飲料--茶類飲料」等

四類外其餘都拒絕為定態的假設。但由前一小節的相關係數分析也知，

這些配對的相關係數都未超過 0.5 而達到可判定為相同市場的門檻。

再者，即使 KPSS 無法拒絕為定態，但無論是 DF-GLS 用哪一個方

法選取落後期數也無法拒絕為非定態。若判定為同一市場採嚴格的標

準，也就是 KPSS 檢定 (不拒絕定態的虛無假設為) 與 DF-GLS 檢

定 (拒絕非定態的虛無假設) 都同時判定為定態，則非酒精類飲料兩

兩比值都不為定態，故都不屬於同一相關市場，和相關係數分析的結

果一致。 

由於飲料市場有強烈的季節短期波動，所以我們進一步試著將 

(取對數後) 各飲料對價格的季節效果利用迴歸加以去除取殘差，再以

兩兩配對的殘差差值進行分析。為簡化起見，在  DF-GLS 上以 

Ng-Perron 的方式來選取最適落後期。以 5%的顯著水準來做判斷，兩

兩配對的結果顯示在表二十三 

的左半部。相較於表二十二，可以明顯地觀察到，無論是 DF-GLS 

或是 KPSS 的檢定值都不相差太遠。此外相較於表二十二，也可以發

現 KPSS 檢定額外判定「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為定態，但由於 

DF-GLS 檢定也都無法拒絕所有價格配對不是定態。保守起見，仍無

法作出有利於相同市場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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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比之對數的定態檢定 (去除季節、及去除季節效果與趨勢效果) 

處理型態 去除季節效果 去除季節效果與趨勢效果 

 非酒精飲料市場 DF-GLS KPSS  DF-GLS KPSS  

  市場配對 

最適

落後

期 

檢定

值 

定態 

與否 

最適

落後

期 

檢定

值 

定態 

與否 

同一 

市場 

最適

落後

期 

檢定 

值 

定

態

與

否 

最適

落後

期 

檢定

值 

定態

與否 

同一 

市場 

蔬果汁 碳酸飲料 12 -0.456 N 3 0.436 S 未 12 -0.459 N 3 0.435 S 未 

蔬果汁 礦泉水 11 -0.343 N 3 1.310 N 否 11 -1.237 N 3 0.34 S 未 

蔬果汁 運動飲料 12 -0.884 N 3 0.809 N 否 12 0.130 N 3 0.357 S 未 

蔬果汁 咖啡 10 -0.082 N 3 0.666 N 否 10 -0.970 N 3 0.447 N 否 

蔬果汁 茶類 11 -1.431 N 3 1.610 N 否 11 -0.454 N 3 0.216 S 未 

碳酸飲料 礦泉水 10 -1.144 N 3 1.420 N 否 10 -1.880 N 3 0.126 S 未 

碳酸飲料 運動飲料 12 -0.345 N 3 0.740 N 否 12 0.525 N 3 0.168 S 未 

碳酸飲料 咖啡 11 0.580 N 3 0.651 N 否 11 0.063 N 3 0.147 S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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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飲料 茶類 12 -0.827 N 3 1.510 N 否 12 -0.240 N 3 0.368 S 未 

礦泉水 運動飲料 1 -0.750 N 3 0.144 S 未 1 -0.907 N 3 0.15 S 未 

礦泉水 咖啡 2 -0.105 N 3 1.820 N 否 2 -1.426 N 3 0.127 S 未 

礦泉水 茶類 6 -1.043 N 3 0.326 S 未 6 -1.130 N 3 0.313 S 未 

運動飲料 咖啡 12 -1.733 N 3 1.300 N 否 12 -1.818 N 3 0.124 S 未 

運動飲料 茶類 12 -1.076 N 3 0.277 S 否 12 -1.079 N 3 0.278 S 未 

咖啡 茶類 11 -0.764 N 3 1.750 N 否 11 -0.994 N 3 0.317 S 否 

*S 表示定態 N 為非定態，以 5%顯著水準為判定標準。最適落後期以 Ng-Perron 的方法計算。判定有利於同一市場的判定則採嚴格的標

準也就 KPSS 與 DFGLS 都同時判定為定態。未定則表示兩類檢定其中一個不為定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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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人進一步質疑，是否除了季節效果，我們也應再將 (取對數

後) 各飲料價格長期趨勢效果利用迴歸再加以排除，並取殘差再加以

進行分析。事實上，這樣的主張已違反定態檢定的精神：在相同市場

下，由於產品間的價格差異會產生套利的空間，從長遠來看，它們的

價格不會無限期地相互遠離。試想，各飲料價格趨勢可能呈現南轅北

轍的走向，導致長期呈現相互遠離的結果，此時若去除趨勢反而會將

兩個價格趨勢拉近而導致誤判。為了顯示這樣的可能，我們 (錯誤地) 

將取對數後的各飲料價格的季節與趨勢效果利用迴歸加以排除，取殘

加以分析，並將結果列於表二十四的右半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蔬

果汁-咖啡類飲料」被 KPSS 判定為非定態，其餘都不拒絕為定態。

所幸，所有配對仍無法通過 DF-GLS 檢定，在我們的案例中仍無法

作出利於相同相關市場的判斷，但在別的應用上可就不見得這麼幸

運。 

三、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因果檢定 

最後，我們使用向量自我相關分析來判定是價格調整是否具單向

或同期因果關係。並如黃美瑛 (1994) 取對數以避免極端值。如上一

小節的分析，我們發現這些 (取對數後) 的價格序列都不為定態。由

於在向量自我相關模型分析中，需要變數都為定態，為求分析的一致

性，在本節的分析中，我們將這些序列再取差分以獲得定態的 (對數) 

價格數列來進行分析。在以下分析中，我們以 5%顯著水準作為判斷

為是否具有單向因果與即時因果關係的標準。若具雙向因果關係即具

回饋效果。當具回饋效果時，我們將進一步判定跨產品落後期的係數

是否為正。若具及時因果且係數為正，或是不具即時因果但具回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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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且效果為正)，則為同一市場，且前者為效率市場，後者為不效率

市場。此外最適落後期則以 VAR 分析中常用的 AIC 來選取。 

首先，我們不考慮去除任何季節或趨勢效果來分析。結果彙整於

表二十四，其中具有單向因果關係的有「礦泉水→蔬果汁」、「運動飲

料→蔬果汁」、「咖啡類飲料→運動飲料」、「蔬果汁→碳酸飲料」、「礦

泉水→咖啡類飲料」、「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等六個組。但構成回

饋效果的只有「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這個產品配對，且「運動飲

料→咖啡類飲料」的係數為負。至於具有即時因果的有三組配對：「碳

酸：咖啡類飲料」、「礦泉水：茶類」、「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但

只有「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的係數為正。也因此，依照第六節的

介紹可將運動飲料與咖啡類飲料視為同一相關市場。但顯著性是否由

於共同需求變動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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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因果關係檢定 

    最適 

落後期數 
單向  單向  

單向

效果

正負 

回饋

效果 

即時 

因果 

即時效

果正負 

同一 

市場 

蔬果汁 碳酸飲料 4 0.208 0.003* 

  

0.681 

  

蔬果汁 礦泉水 3 0.026* 0.081 

  

0.547 

  

蔬果汁 運動飲料 4 0.046* 0.079 

  

0.128 

  

蔬果汁 咖啡 4 0.081 0.139 

  

0.373 

  

蔬果汁 茶類 1 0.052 0.857 

  

0.414 

  

碳酸飲料 礦泉水 3 0.849 0.062 

  

0.344 

  

碳酸飲料 運動飲料 4 0.502 0.129 

  

0.726 

  

碳酸飲料 咖啡 3 0.211 0.503 

  

0.015* (負) 

 

碳酸飲料 茶類 3 0.769 0.512 

  

0.496 

  

礦泉水 運動飲料 1 0.767 0.360 

  

0.091 

  

礦泉水 咖啡 1 0.118 0.026* 

  

0.681 

  

礦泉水 茶類 1 0.843 0.236 

  

0.002* (負) 

 

運動飲料 咖啡 2 0.042* 0.008* (負) 有 0.045* (正) 是 

運動飲料 茶類 1 0.133 0.403 

  

0.067 

  

咖啡 茶類 1 0.312 0.103 

  

0.526 

  

*以 5%顯著水準，並判斷為是否具有單向因果與即時因果關係，若具雙向果關係即

具回饋效果。若具及時因果且係數為正，或是不具即時因果但具回饋效果 (且效果

為正)，則為同一市場。前者為效率市場，後者為不效率市場。單項效果與即時因果

所顯示的是檢定的 p 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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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受季節的需求變動影響，我們進一步以

迴歸分析去除季節效果，並將殘差差分後進行分析。結果彙整於表二

十五，其中具有單向因果關係的有「礦泉水→蔬果汁」、「咖啡類飲料

→蔬果汁」、「咖啡類飲料→運動飲料」、「蔬果汁→碳酸飲料」、「礦泉

水→咖啡類飲料」等五個組。但沒有構成任何的回饋效果。至於具有

即時因果的有五組配對：「碳酸：咖啡類飲料」、「礦泉水：茶類飲料」、

「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蔬果汁：運動飲料」、「運動飲料：茶類

飲料」。但只有後三者的係數為正。也因此，依照第六節的介紹將後

三者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些衡量即時因果關係的係數具統計上的顯

著性，但實際的相關係數是否也夠大而具足夠的替代性呢？例如：在

「蔬果汁：運動飲料」或是「運動飲料：茶類飲料」的配對上，由於

沒有任何單向效果，進一步計算其相關係數也不超過 0.22。也因此，

即使統計上顯著但相關性是否大過門檻，則需要仔細參酌並做進一步

討論。 

 

 

 

 

 

 



172 
 

 

表二十五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因果關係檢定 (去除季節效果) 

    最適 

落後期數 
單向  單向  

單向

效果

正負 

回饋

效果 

即時 

因果 

即時效

果正負 

同一 

市場 

蔬果汁 碳酸飲料 3 0.485 0.038* 

  

0.787 

  

蔬果汁 礦泉水 3 0.040* 0.098 

  

0.703 

  

蔬果汁 運動飲料 1 0.092 0.691 

  

0.036* (正) 是 

蔬果汁 咖啡 2 0.007* 0.079 

  

0.476 

  

蔬果汁 茶類 1 0.810 0.737 

  

0.257 

  

碳酸飲料 礦泉水 3 0.982 0.163 

  

0.382 

  

碳酸飲料 運動飲料 3 0.855 0.296 

  

0.956 

  

碳酸飲料 咖啡 3 0.070 0.284 

  

0.027* (負) 

 

碳酸飲料 茶類 3 0.787 0.767 

  

0.999 

  

礦泉水 運動飲料 1 0.323 0.185 

  

0.264 

  

礦泉水 咖啡 1 0.091 0.043* 

  

0.941 

  

礦泉水 茶類 1 0.131 0.388 

  

0.029* (負) 

 

運動飲料 咖啡 2 0.001* 0.141 

  

0.006* (正) 是 

運動飲料 茶類 1 0.271 0.533 

  

0.050* (正) 是 

咖啡 茶類 1 0.609 0.263 

  

0.239 

  

*以 5%顯著水準，並判斷為是否具有單向因果與即時因果關係，若具雙向果關係即

具回饋效果。若具及時因果且係數為正，或是不具即時因果但具回饋效果 (且效果

為正)，則為同一市場。前者為效率市場，後者為不效率市場。單項效果與即時因果

所顯示的是檢定的 p 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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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考慮以迴歸分析去除季節效果與趨勢效果，並將殘差

差分後進行分析。由於差分本來就有去除趨勢的效果，所以可以預期

結果和表二十四相當接近。我們將結果彙整於表二十六，其中具有單

向因果關係的有「礦泉水→蔬果汁」、「咖啡類飲料→蔬果汁」、「咖啡

類飲料→運動飲料」、「蔬果汁→碳酸飲料」、「蔬果汁→咖啡類飲料」、

「礦泉水→咖啡類飲料」等六個組。構成雙向回饋效果的有「蔬果汁: 

咖啡類飲料」，但由於「咖啡類飲料→蔬果汁」的係數為負值，不符

合品替代性的同向變動要求。至於具有即時因果的有四組配對：「碳

酸：咖啡類飲料」、「礦泉水：茶類飲料」、「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

「運動飲料：茶類飲料」。但只有後兩者的係數為正。也因此，依照

第六節的介紹將「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以及「運動飲料：茶類飲

料」視為同一相關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些衡量即時因果關係的係數具統計上的顯

著性，但實際的相關係數仍不算大。例如：在「運動飲料：茶類飲料」

的配對上，(沒有任何單向效果，)而兩者的相關係數只有 0.0435。再

者，「運動飲料：茶類飲料」的配對上雖有單項效果，但相關係數只

有 0.2116。也因此，即使統計上顯著但相關性是否大過門檻，則需要

仔細參酌並做進一步討論是否應視為同一相關市場。最後，雖然表十

四與表十五的結果類似，但單單去除季節效果可能會將部分的趨勢效

果誤計入季節效果之中。也因此，就短期的關係上，仍以同時去除季

節以及趨勢效果的結果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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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六 非酒精飲料市場價格之因果關係檢定 (去除季節與趨勢效

果) 

    最適 

落後期數 
單向  單向  

單向

效果

正負 

回饋

效果 

即時 

因果 

即時效

果正負 

同一 

市場 

蔬果汁 碳酸飲料 3 0.409 0.037* 

  

0.760 

  

蔬果汁 礦泉水 3 0.038* 0.092 

  

0.707 

  

蔬果汁 運動飲料 3 0.257 0.420 

  

0.092 

  

蔬果汁 咖啡 2 0.006* 0.040* (負) 有 0.455 

  

蔬果汁 茶類 1 0.776 0.772 

  

0.269 

  

碳酸飲料 礦泉水 3 0.987 0.154 

  

0.382 

  

碳酸飲料 運動飲料 3 0.870 0.304 

  

0.923 

  

碳酸飲料 咖啡 3 0.063 0.307 

  

0.022* (負) 

 

碳酸飲料 茶類 3 0.783 0.751 

  

0.981 

  

礦泉水 運動飲料 1 0.322 0.185 

  

0.264 

  

礦泉水 咖啡 1 0.095 0.048* 

  

0.931 

  

礦泉水 茶類 1 0.130 0.383 

  

0.029* (負) 

 

運動飲料 咖啡 2 0.001* 0.118 

  

0.005* (正) 是 

運動飲料 茶類 1 0.270 0.537 

  

0.050* (正) 是 

咖啡 茶類 1 0.641 0.309 

  

0.226 

  

*以 5%顯著水準，並判斷為是否具有單向因果與即時因果關係，若具雙向果關係即

具回饋效果。若具及時因果且係數為正，或是不具即時因果但具回饋效果 (且效果

為正)，則為同一市場。前者為效率市場，後者為不效率市場。單項效果與即時因果

所顯示的是檢定的 p 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0.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2192.svg


175 
 

 

四、 小結 

本節以非酒精六類飲料的歷史價格，運用相關分析法、自我向量

相關模型以及定態檢定等三種方法進行市場界定。結果發現運用相關

分析法與定態檢定都沒有強烈證據支持兩兩產品配對屬於同一相關

市場。另一方面，雖然在自我相關模型分析中「運動飲料：咖啡類飲

料」與「運動飲料：茶類飲料」有統計上顯著的即時因果關係，但相

關性的大小仍不足以認定有達到具有強烈替代性而屬同一市場的程

度。也因此，未來相關單位進行計量方法的市場界定，仍需仔細評估

並使用多種方法相互交叉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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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位經濟下的市場界定方法 

就數位經濟中市場界定可能進行的初步方法上，如在第一章研究

背景與研究方法中所介紹，面對前述數位經濟所帶來的挑戰，市場界

定方法如何實際應用在現實的資料與案例中，實須進一步加以研究。

由於網路的外部性，使得市場界定的方法受到數位經濟中平台經濟之

結構所產生的影響。本章節將簡單介紹數位經濟中平台經濟的重要概

念，探討數位經濟之市場界定的初步方法與限制，俾利我國學者與競

爭政策專職人員後續的研究與應用。 

第一節 平台經濟重要概念 

數位經濟的出現，牽涉的不再只是廠商及消費者之間支付的單向

行為，網絡及通信設備的技術讓業者能進一步建構「平台  (platfo 

SSNDQ rm)」以提供服務給不同族群。這個平台本身雖不生產產品或

服務，但能促進一方或多方產品或服務的交易，而讓不同使用的族群

間彼此相依。 

平台經濟 (platform economics) 成為當今時代越來越重要的產業

趨勢，也成為數位經濟分析下的主流議題，並多以雙邊或多邊市場來

呈現。在這些雙邊或多邊市場中所產生的「間接網絡」效果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不只影響市場競爭與消費者行為，也影響了定價模

式。因此，在數位經濟的範疇下來進行市場界定必須先了解雙邊/多邊

市場的特性，並找出適合的方法去量化或質化，方能思考如何進一步

將現有市場界定的方法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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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雙邊市場和多邊市場 

(一)雙邊市場 (two-sided market)  

為一家公司做為平台，分別提供兩種不同的產品給兩個不同的消

費客群，這兩個客群端又之稱雙邊。而雙邊需求是受到間接網絡效果 

(indirect network effect) 而產生關連 (Filistrucchi, 2018)。 

(二)多邊市場 (multi-sided market) 

多邊市場的定義為至少兩個不同的群體 (又稱作邊) 在一個平台

上，同時彼此間的行為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他邊，產生網絡效果。

Shelanski, Knox and Dhilla (2018) 就以影音平台 Youtube 為例說明含

有使用者、內容 (影音) 的提供者、廣告業者的三邊市場。 

但不論是雙邊市場或多邊市場，我們都需要考慮其中網絡效果的

特性。 

二、 雙/多邊市場存在的特性 

間接網絡效果會影響市場中的競爭及包含產品的邊際成本、使用

價值、替代價值等定價機制。且因多邊市場存有間接網絡效果或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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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服務，因此使訂價機制不同於傳統單邊市場的特性。以下我們將進

一步介紹網絡效果、間接網絡效果以及免付費服務的一些特性： 

(一)網絡效果 (network effect)  

數位經濟下，供給方須看需求方的數量，因此網絡效果又稱需求

方規模經濟。使用者愈多對原來的使用者而言，不僅其效果不會像一

般經濟財 (人愈多分享愈少)，反而其效用會愈大77。舉例來說，手機

所帶來的上網行為若沒出現，則建立基地台只能有通話效果，而無法

產生任何額外的經濟效益。但由於上網行為所帶動的需求，而有更大

網路供給的產生。 

網絡效果是因多邊市場內用戶透過平台彼此產生連結，進而產生

的正面或負面效果。如 Airbnb 租屋平台上，有房東及租客；又如 

amazon.com 的零售平台。這類平台通常雙方的影響是正相關且對稱

的，舉例來說，若 Airbnb 的房東數增加，平台上選擇變多，因此有

更多租客願意到該平台去選購，進而導致更多房東因看到了更多潛在

客戶群而出現；反之亦然。上述效果的不斷循環，我們又稱回饋迴圈 

(feedback loop)，如此造就良好的網絡效果，使雙方人數不斷增加，獲

利的人也越來越多。然而，另一類平台包含供給者 (如:內容提供者) 

及使用者 (如: 訂閱用戶或是觀看用戶) 以及補貼者 (如:廣告商)。通

常這類平台向使用者的收費很少甚至免費，他們的獲利來源來自廣告

商，且互動通常呈現負相關。舉例來說，當使用者增加，則廣告商獲

得利益，進而有更多廣告商想加入平台，但過多廣告商加入卻使得使

                                                      
77

 如: 梅特卡夫法則 (Metcalfe’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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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權益受損。因此，必須先了解平台中各端的關係，方才能了解平

台內的行為是如何造成影響。 

(二)間接網絡效果與直接網絡效果 

網絡效果依需求又可區分為直接網絡效果及間接網絡效果。雙邊

市場對平台來說，兩種產品之間的關係類似單邊市場裡的互補性，但

不同的是在雙邊市場裡消費者並不會將兩項產品的價格都納入考量，

因此造成了雙邊和單邊市場的差異。 

當平台可以同時提服務給兩個以上的消費者族群，且兩個消費者

族群間的需求產生間接網絡效果，此時單邊市場的定義就不再有效了。

舉兩例來說，一為信用卡平台：一邊為持卡人、一邊為使用 POS (銷

售終端機 point of sale, 簡稱：POS)機的商家。二為媒體公司：一邊為

閱聽人、一邊為廣告商。在上述的兩個例子中，一方的人數多寡都會

成為影響另一方進入的考量，這就是間接網絡效果。相對地，直接網

絡效果則是指同一項產品有愈多人加入時則能誘發更多需求，舉例來

說，當某人加入某一社群軟體時，他的朋友為了想透過該平台聯繫或

了解那人的動態而也會想加入，這就是所謂的直接網絡效果。 

(三)免付費服務 (free-of-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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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認為廠商及消費者間存在支付行為就會有競爭存在，但

這並不代表若無支付行為則無競爭存在。免付費的出現可能是因為競

爭下所產生的結果，因此我們若因免付費服務而忽略了其中一方，在

競爭觀點上便會出現問題。Wismer and Rasek (2018, pp. 59) 指出：「不

論是界定一個市場或多個市場，若在使用免費服務的一方和被收取費

用的一方間存有間接網絡效果，那麼免付費服務則應視為相關市場的

一部份。由於不論是否付費，通常都會對客戶進行競爭，因此當忽視

多邊市場的某一方時，在競爭觀點上便會出現問題。事實上在單一市

場下，免付費可能是競爭激烈下的結果。然而免付費服務這現象卻不

應用來判斷分離市場的界定，特別是因為定價決策可能反映競爭和網

絡效應，而可能與其他客戶群的戰略定價決策有關。因此，當平台一

方付費而另外一方存有免費服務時，較合理的作法應將免費服務視為

競爭服務而不是忽略它們。」 

三、平台中的經濟效率 

Shelanski, Knox and Dhilla (2018) 指出，由於平台不像傳統廠商

只生產產品，故在效率上我們已經不能單用減少成本增加生產的面向，

特別是價格是否降低、產品品質是否提高或是否有新產品等來衡量。

反之，應該將評量方式擴大，而將上述第二點的網絡效果也納入衡量，

並考量因平台所降低的交易成本。 

四、雙/多邊市場的分類78
 

                                                      
78

 本段討論主要節錄 Filistrucchi (2018)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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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了解不同平台的特性可以了解雙/多方間的互動，進而去分析

競爭法相關問題，也可以清楚知道市場結構是否存有上下游垂直關係

而非雙邊平台。 

平 台 的 訂 價 策 略 會 因 在 雙 邊 市 場 裡 是 否 有 交 易 

(transaction/non-transaction) 而有所不同。先以無交易說明，在媒體公

司裡，廣告商是否具有成效；閱聽人是否因為是看到了廣告才購買該

產品，雙方間彼此是否產生互動無法知道。在這樣的平台關係中，雖

存有互動，但卻無法衡量，即可稱之為非交易平台。但若雙方之間可

直接觀察到交易行為的關係，則稱為交易平台。兩部定價法 (two-part 

tariff) 的策略在交易平台上便可使用。以信用卡為例，當申辦信用卡

時，平台可要求繳交如年費的固定費用，接著當每次使用信用卡時，

平台又可以再次收取費用。但在非交易平台上，因交易互動無法直接

觀察到，便無法採用兩部定價法。 

五、評估雙邊市場的特性79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間接網絡效果的重要性。例如，電視頻道結

合時，必須考慮到「是否擁有較多觀看者會引起廣告商較大的需求」

或是「是否廣告商喜愛觀看者的程度大於觀看者不喜愛廣告商的程

度」。此時，我們還需先辨別雙邊關係是否具屬於交易平台。若為無

交易平台，則評估間接網絡外部性就足夠了；若為交易平台，則需再

評估交易成本、是否限定了買家賣家間的價格設定、或是在雙邊顧客

間的訂價有平台的限制存在。 

                                                      
79

 本段討論主要節錄 Filistrucchi (2018) 第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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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上，質性方法  (qualitative approach) 與數量方法 

(quantitative approach) 都可以使用。一般而言會先採質性方法，以判

斷平台是否具有間接網絡效果，若有，則再進一步判定間接網絡效果

是否在雙邊都為正效果，或者為一正一負。在某些案例中，最簡單的

質性方法就為邏輯論證。然而質性方法卻不見得都管用，因為有些案

子我們無法確定一邊是否在乎另一邊，或更重要的是，無法確定一邊

是否正面或負面評價另一邊。較為優良的質性評估採用訪談或是利用

問卷調查，例如，詢問閱聽人對於廣告內容的看法，是喜歡、不喜歡

或沒特別感覺。但是這種方法仍像其他的質性方法一樣，無法衡量出

間接網絡效果的規模大小。 

也因此，在第二個步驟，則可使用量化方法，不只確認間接網絡

效果造成正或負面影響，同時也可以衡量其規模大小。例如，一位新

讀者對廣告商的價值為何? 又或者是衡量店家在乎市場多一位持卡

人更甚於消費者在乎多一間店家使用 POS 機。在量化方法上，又可再

分成敘述性偏好 (stated preference approach) 法 (如: 設計問卷) 以及

顯示性偏好 (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 法 (如: 蒐集實際的數

據)。 

六、單一歸宿顧客與多歸宿顧客對商品市場定義的影響80
  

有別於上述討論的是平台的兩端是否應合併視為一個市場，這裡

討論的是兩個或多個平台是否屬於同一產品市場。簡單的說，單一歸

宿  (single-homing) 即是指消費者只使用了單一平台；而多歸宿 

(multi-homing) 則是指消費者在同時使用了兩個以上的平台。消費者

                                                      
80本段討論主要節錄 Wismer and Rasek (2018) 的第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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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會影響市場界定及平台的訂價。以下我們將介紹 Wismer and 

Rasek (2018) 針對兩者的特性所作的說明： 

 

(一) 多歸宿 (multi-homing) 平台:不同平台代替性或非替代性的使

用 

這類使用者通常是因為產品的差異性 (例如功能) 才會有多歸宿

平台的特性。與單邊市場一樣，透過差異的程度及消費者對產品的偏

好，兩個平台可能會被界定到不同的市場。以 Microsoft 與 LinkedIn 

的結合案為例，儘管兩者在技術上某些功能相似，但因微軟主要為生

產力工具，而 LinkedIn 為職場社交工具。消費者在兩個平台上使用

方式不同，因此歐盟委員會最後同意了這樁結合案。雖然在多邊市場

的文獻上已在許多面向上分析了多歸宿平台對平台決策及市場的反

應，但仍未對多歸宿平台對界定市場的影響有所貢獻。因此，競爭執

法當局可進一步調查顧客選擇多歸宿平台的原因，並進而考慮是否分

割將市場分割。 

(二) 單一歸宿 (single-homing) 與瓶頸效果  

單一歸宿 (Single-homing) 某一平台的行為讓有些平台成為所謂

的「瓶頸」。舉例來說：若有一些顧客群 A 單一歸屬 (但不見得是相

同) 於某一平台，那麼在另一平台的不同客戶群 B，為了與這群單一

歸宿的客戶群 A 互動，有可能造成 B 使用多重平台。在這種狀態下

一個或多個平台可能成為「瓶頸」，因它們只提供對單一歸宿客戶有

限的可汲通道，而對客戶群 B 產生了市場力量。當這個力量高到某

種程度時，將這些平台全納入一個市場會更有理由。舉電信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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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使用 A 電信公司，而朋友使用 B 電信公司時，在網外互動上我

們便存在障礙，此時可以發現部分電信業者的合約將造成消費者只能

為單一歸宿。反之，若兩個平台結合，則我們也須謹慎考量其結合後

對於市場競爭及獨占力的影響。 

七、實際案例說明 

(一) Case No. M.4523 – Travelport / Worldspan (2007, 歐盟) 

本案是關於 Travelport 收購 Worldspan 的案子，Travelport 旗下有

全球分銷系統 (global distribution system ,以下皆簡稱 GDS)-Galileo；

Worldspan 也是透過 GDS 提供旅遊服務。GDS 是 1990 年開始迅速

發展起來的新型旅遊營銷網路，歐盟委員會定義其為一個雙邊平台，

一邊為旅行社 (travel agent, 以下簡稱 TAs)；另一邊為旅行服務提供

者 (travel service providers, 以下簡稱 TSPs)，例如航空、租車公司、

飯店等。GDS 提供 TSPs 方一個管道去接觸 TAs，透過 GDS 平台 

TAs 再將 TSPs 方的服務，像是訂房、售票、租車等提供給終端消費

者。可以稱 TSPs 為上游市場 (EEA)，TAs 為下游市場。收購後，全

球的四家 GDS 變為三家，歐盟委員會擔心是否造成價格的提高及影

響市場上的競爭，因此展開了調查。 

案 例 中 ， TSPs 通 常 為  multi-homing ； 而  TAs 通 常 為 

single-homing。對 TSPs 來說透過加入兩個以上的平台以擴大接觸到 

TAs 的機會 (multi-homing)，進而吸引更多終端消費者；但對 TAs 來

說由於 TSPs 已經將自身的產品放在每個 GDS，因此選一個平台就

足夠獲得應有的資訊了 (single-h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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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GDS 來說必須提供完整的內容才不會面臨失去 TAs 的風險；

除此之外，TSPs 也並非重度依賴 GDS，他們也會應用 supply.coms 

來擴展與終端消費者的接觸機會。由以上原因可知，TSPs 對 GDS 有

相當的議價能力；且 GDS 仰賴 TAs，故也不會對此價格提高。由此

可發現，GDS 提高價格的能力會受到限制。此外，就有效競爭而言，

儘管先前 Worldspan 試圖以低價策略去擴大市占率，但從 2003 年至

2006 年的數據可以知道，Worldspan 市場份額在上游 TSPs 市場 

(EEA) 下降了 [0-5％]。就下游 TAs 市場 (比利時、匈牙利、愛爾蘭、

義大利、荷蘭、英國) 而言，則保持相對穩定，市場份額增長或減少

幅度約為 [0-5％] 或更低，再加上 Galileo 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也非

Worldspan，在以上的論點中也可以知道合併後不容易產生非協調效應 

(non-coordinated effects)。 

綜上所述，歐盟執委會認為合併後並不會造成對雙方價格提高也

不會影響市場的有效競爭，歐盟因此也批准了此樁收購案。 

(二) Case No. M.5727 – Microsoft/ Yahoo (2010, 歐盟) 

本案是關於微軟 (Microsoft) 收購雅虎 (Yahoo) 旗下互聯網搜尋

引擎系統以及關鍵字廣告的業務，對於此收購案是否會嚴重影響到歐

洲經濟區 (EEA) 的有效競爭，委員會對此持有疑慮並展開以下調

查。 

首先，我們可以理解到，互聯網搜尋的潛在市場之地理範圍是相

當廣泛的，常常是跨國家或跨語言的市場，像是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

Google、Yahoo、Microsoft 運營範圍皆為全球性的，然而，此案例的

相關市場定義僅以是否會對歐洲經濟區的有效競爭做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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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是一個雙面的平台 (Two-sided platform)，同時連接了廣

告商以及使用者，故以下將從兩方的觀點進行分析。在使用者方面，

搜尋引擎因為不對使用者收取任何費用而具有極大的優勢，而就使用

者而言，使用搜尋引擎考量的因素除了搜尋結果的正確度以外，還包

括了出現在搜尋結果頁面上的相關性廣告或是相關資料的正確度，除

此之外，搜尋過程往返的速度也是相當關鍵的考量；調查結果顯示，

以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西班牙幾個國家的數據來看，大多

數的使用者為 single-home ，也就是大多時間皆僅使用單一的搜尋引

擎作為工具，而 Google 在歐洲經濟區 (EEA) 佔了絕大部分的市場份

額 (超過 90%)，從表二十七更可以清楚的發現 Google 在歐洲經濟區

的市場份額遠超過它在全球搜尋引擎的市場份額，對比 Yahoo 在歐洲

經濟區則是佔有相對小的市場份額。 

表二十七 全球各大搜尋引擎在歐洲/美國/全球的使用比例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5727_20100218_20310_261202_EN.pd

f 

另一方面，從廣告商的角度，最在意的莫過於搜尋平台能夠帶來

的投資報酬率，藉由使用者點擊廣告所產生的銷售額 (轉化率)，另一

個在意的關鍵點則是 Click Through Rate (CTR)，廣告可能被使用者點

擊的機率；然而廣告商通常是＂multi-home ”，也就是不會只在一個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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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平台投放廣告，而是利用多個平台同時並進，來增加曝光度並創造

收益。有鑑於搜尋引擎系統的進入門檻極高，需要大量的資料建構資

料庫，除此之外，投資和人事成本也是相當大的支出，短時間內是無

法有新的廠商進入，故藉由微軟 (Micrsoft) 收購雅虎 (Yahoo) 可以有

效的利用資源，改善並精進關鍵字廣告或是搜尋引擎的演算法，達成

一個更加有效的競爭市場與 Google 競爭。 

最後，委員會基於以上的論述，認為此收購案並不會影響歐洲經

濟區 (EEA) 的有效競爭，反而可以增加互聯網搜尋引擎的在歐洲經

濟區 (EEA) 內的競爭性，故通過此收購案。 

(三) Case No. M.8124 – Microsoft / LinkedIn (2014, 歐盟) 

  本案是關於微軟 (Microsoft) 和 LinkedIn 的收購案，兩間公司在

提供的服務上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根據委員會的調查，微軟和

LinkedIn 提供的服務主要活躍於互補的領域，因此，此交易只會產生

有限的水平重疊，同時也會產生許多非水平重疊的關係。調查過程中，

委員會主要側重於下列三個面： 

  首先，在專業社交網路服務 (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 services) 

的部分，委員會擔心交易後微軟會利用其在個人電腦 (PC) 和生產力

軟體 (包括 Outlook、Word、Excel 和 Power Point) 以及操作系統 

(Windows) 中的強大市場地位來加強 LinkedIn 在專業社交中的地位，

也就是在所有 Windows PC 上預先安裝 LinkedIn，將 LinkedIn 集成到

Microsoft Office，進而大幅度提高 LinkedIn 的知名度，而其餘競爭的

專業社交網絡可能會被系統拒絕存取，藉此 LinkedIn 就可以以一種在

尚未達成合併時無法做到的方式來擴展其用戶群和活動。再來，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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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關係管理軟件解決方案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oftware solutions) 的部分，儘管微軟和 LinkedIn 在此產品上客戶群確

實有重疊，但 LinkedIn 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只是市場上眾多競爭產品中

的其中一項，並非具有相當的獨占力，而委員會認為微軟更是客戶關

係管理市場中相對較小的參與者，該市場以 Salesforce、Oracle 和 SAP 

等強大競爭對手領導著，故委員會認為該交易無法排除這些競爭者並

消除這個市場的競爭。最後，關於在線廣告服務的提供  (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鑑於兩間公司在歐洲經濟區 (EEA) 的市場份額

非常有限 (主要還是以 Google 為市場領導者)，以及市場分散的性質，

委員會排除了雙方在搜索服務以及在線廣告所引起的任何競爭問題，

這是因為在交易之後市場上的用戶數據並不會因此被限制住，亦不會

減少競爭者可用的數據量。 

鑑於以上三點，微軟針對第一點的部分保證 PC 製造商可以在 

Windows 上安裝 LinkedIn，但允許用戶從中刪除 LinkedIn 等配合條

件為前提，委員會最終通過此合併案。 

第二節 多邊市場有關市場界定相關問題之探討 

一、應將雙/多邊市場定義成一個 (含兩邊) 市場還是兩個市場81
 

在前述的介紹中曾提到，雙/多邊市場分成兩類交易與非交易兩類。

若屬無交易行為者，則應定義成兩個市場 (但彼此間有關連性)；若雙

邊屬交易行為者，則應定義一個市場即可。 

雙邊是否為交易平台 定義市場 

                                                      
81

 本段討論主要節錄 Filistrucchi (2018)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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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信用卡平台) 一個 

否 (電視媒體) 兩個 

 

舉信用卡例子來說，商家若想使用 POS 機，則消費者必須用信用

卡支付，反之亦然，可以發現在信用卡平台下的兩項產品呈現互補模

式。再舉電視的例子，假設消費者不會將電視與報紙視為替代品 (通

常消費者早上出門工作前看報紙，晚上下班後看電視)。而對廣告商來

說，電視與報紙需視為一個相關市場 (因兩者對廣告商來說是替代品，

希望一天內接觸到每個人)。因此接續上述例子，對於廣告商來說，需

要針對報紙市場帶給電視市場的競爭性，故需要定義兩個市場。 

但是在某些情況我們仍然可以將無交易雙邊市場定義為一個市

場，舉例來說，像是報紙市場，平台提供了內容吸引讀者，此時廣告

商是否進入並不重要。因此在一方先進入，爾後另一方才進入的情況

中，我們也可以將非交易雙邊市場界定為一個市場。 

界定一個或多個市場，其各有優缺點，必須根據該平台的特定及

各方消費者的狀況而論。若我們界定多個市場，那可以清楚了解各方

的競爭優勢也可以明確知道這系列產品及其替代品是否異於其他市

場。簡言之，個別區分市場可以讓我們掌握好每一邊的情況。但是當

邊與邊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時，便不能區分多個市場，而需要視為一

個市場，否則我們將會忽略間接網絡效果。 

二、傳統市場界定方法用於多邊市場上會產生的問題 

 Filistrucchi (2008) 具體地描述說明傳統 SSNIP 檢定在多邊市場

所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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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的 SSNIP 檢定皆以單邊市場為主，故無法直接適用於雙邊

市場上而需要一些修改。舉雙邊市場的分類為例，在交易雙邊市

場上，需要衡量當雙邊所付價格總和在提升後的獲利；而在非交

易雙邊市場，則需衡量當價格上升後，市場各邊的總獲利。由於

交易雙邊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正的間接網絡效果，當 SSNIP 檢定

在持卡人方進行時，價格提高，則持卡人人數變少，由於間接網

絡效果的關係也造成商家人數因持卡人人數變少而跟著減少，又

因為網絡效果再持續讓持卡人降低。因此，從以上的例子，我們

可以發現若我們只針對單邊 SSNIP 檢定去做判讀時，只會考慮

到一開始持卡人變少的部分，若沒有考慮到網絡效果，將會低估

了持卡人方所造成的後果 (見圖二十)。此時，單邊的 SSNIP 檢定

所得到的效果只能視為一下界。 

 

圖二十 交易為雙邊市場下 SSNIP的檢驗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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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反的，在非交易雙邊市場中，若某一方帶給對方的外部性為負

的間接網絡效果，當 SSNIP 檢定在廣告商市場進行時，價格提

高，則廣告商人數變少，閱報者/聽觀眾因為廣告的干擾減少而人

數增加，此時廣告商觀察到更多閱報者/聽觀眾 (潛在消費者) 的

加入而更願意投入該市場，而使得廣告商數量跟著回升。因此，

從以上的效應我們可以發現若我們只針對單邊 SSNIP 檢定去判

讀時，只會考慮到一開始廣告商變少的部分，在沒有考慮到間接

網絡效果的狀況下，則會高估了廣告商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見圖

二十一)。此時，單邊的 SSNIP 檢定所得到的效果只能視為一上

界 。

 

圖二十一 交易非為雙邊市場下 SSNIP的檢驗偏誤 

除此之外，在雙邊市場中使用 SSNIP 檢定還有另一個問題，像

是在非交易平台，可能存有一方享受「免付費」的服務或商品，此時

也無法使用 SSNIP 檢定在這一方去做價格提升的測試。因此，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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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的方法 SSNDQ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s 

in quality) 檢定以用於市場中不須付費的那方。當產品差異化明顯在

品質、功能、創新、消費者體驗等，而非價格競爭因素上，可適用此

方法。該方法也常用於價格為 0 的狀況。這個方法曾應用於中國 2014

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反壟斷法之「奇虎訴騰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顏

家琳, 2015)。雖然 SSNDQ 檢定與 SSNIP 檢定雷同，差別只在於前

者改為透過品質下降去進行測試。但實際操作上還是存有相當的困難，

因品質改變不易衡量，即便能夠衡量，產品間仍存在很多面向的差異

性，有時也很難透過一個改變而去進行測試。 

三、雙邊市場的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方法 

  雖然文獻上有許多研究討論雙邊市場的特性，但在市場界定上的

研究，仍屬少數。例如：Argentesi and Ivaldi (2005) 利用媒體市場 (非

交易市場) 的實證顯示，在計算自身價格與交叉價格彈性時必須把間

接網絡效果納入計算才不致產生偏誤。Evans and Noel (2008) 將可應

用到雙邊市場的 CLA 公式導出以克服該市場的回饋效果，但他們假

設廠商只調整雙邊市場中一邊的市場價格而將另一市場的價格固

定。  

Emch and Thomson (2006) 以及 Filistrucch (2008) 則認為在雙 

(多) 邊市場下若獨占廠商提高某一端市場的價格，其他端的市場價格

也應允許隨著作最適地調整。其中 Emch and Thomson (2006) 則討論

如何設計一個適用於信用卡市場 (payment cards market) 的 SSNIP 

檢定而讓被獨占者所收取的總價格提升，同時考慮到雙邊市場個別價

格最適的調整。Filistrucch  (2008) 與 Filistrucch et al. (2014) 也進一

步說明，SSNIP 檢測的精神在於：將市場定義成獨占者能藉著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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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小而顯著」的額度而能獲得利潤的替代產品最小集合，也就是

就是在獨占廠商擁有市場力量下的檢測；但在雙邊市場下若不允許市

場價格結構作最適的調整，則將高估因一端價格上升所造成的利潤損

失。 

為此，Filistrucch (2008) 則依歐盟與美國的操作，分別推導了可

應用於媒體市場 (median market) 的 SSNIP 檢定與 CLA 的公式。以

前者為例，若有兩邊市場 A 與 B 且各都只有一個產品下，而需求與

成本線都為線性，又能正確的估計自身彈性 𝜺
𝒑𝑨
𝒒𝑨

 與 𝜺
𝒑𝑩
𝒒𝑩

 以及因非直

接網絡效果而產生的跨邊價格彈性 𝜺
𝒑𝑩
𝒒𝑨

 與 𝜺
𝒑𝑨
𝒒𝑩

 下，則在 A 市場

價格變動幅度為 𝒙𝑨 下歐盟的 SSNIP 檢定為： 

𝚫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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𝒒𝑩

) + [−𝒙𝑨
𝜺

𝒑𝑩
𝒒𝑨

𝜺
𝒑𝑩
𝒒𝑩

𝑹𝑨

𝑹𝑩 − 𝒙𝑨
𝜺

𝒑𝑨
𝒒𝑩

𝜺
𝒑𝑩
𝒒𝑩 − 𝒙𝑨 𝟏

𝟐
[

𝜺
𝒑𝑩
𝒒𝑨

𝜺
𝒑𝑩
𝒒𝑩]

𝑹𝑨

𝑹𝑩 − 𝑴𝑨 𝟏

𝟐
[

𝜺
𝒑𝑩
𝒒𝑨

𝜺
𝒑𝑩
𝒒𝑩]

𝑹𝑨

𝑹𝑩 −

𝟏

𝟐
[𝟐 +

𝟏

𝜺
𝒑𝑩
𝒒𝑩] − 𝑴𝑩] (𝑴𝑨𝑹𝑨𝜺

𝒑𝑩
𝒒𝑨

+ 𝑴𝑩𝑹𝑩𝜺
𝒑𝑩
𝒒𝑩

+ 𝑹𝑩) + [−𝒙𝑨
𝜺

𝒑𝑩
𝒒𝑨

𝜺
𝒑𝑩
𝒒𝑩

𝑹𝑨

𝑹𝑩
−

𝒙𝑨
𝜺

𝒑𝑨
𝒒𝑩

𝜺
𝒑𝑩
𝒒𝑩 − 𝒙𝑨 𝟏

𝟐
[

𝜺
𝒑𝑩
𝒒𝑨

𝜺
𝒑𝑩
𝒒𝑩]

𝑹𝑨

𝑹𝑩 − 𝑴𝑨 𝟏

𝟐
[

𝜺
𝒑𝑩
𝒒𝑨

𝜺
𝒑𝑩
𝒒𝑩]

𝑹𝑨

𝑹𝑩 −
𝟏

𝟐
[𝟐 +

𝟏

𝜺
𝒑𝑩
𝒒𝑩] − 𝑴𝑩]

𝟐

𝑹𝑩𝜺
𝒑𝑩
𝒒𝑩

 ，其

中 𝐑𝐀 與 𝐑𝐁 分別為價格變動前的 A 與 B 市場總收益，而 𝐌𝐀 與 

𝐌𝐁 則分別為兩個市場的單位利潤。此外，若以美國的 SSNIP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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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操作，由於需要獨占廠商選擇最適的價格配對，所以可以進一步得

到以下的關係 

𝑥𝐴＝
Δ𝑝𝐴

𝑝𝐴 =  −
3

4
𝑀𝐵 𝑅𝐵

𝑅𝐴

4𝜀
𝑝𝐵
𝑞𝐵

𝜀
𝑝𝐴
𝑞𝐵

(4𝜀
𝑝𝐴
𝑞𝐴

𝜀
𝑝𝐵
𝑞𝐵

−𝜀
𝑝𝐴
𝑞𝐵

𝜀
𝑝𝐵
𝑞𝐴

)
−

1

2
𝑀𝐴

4𝜀
𝑝𝐴
𝑞𝐴

𝜀
𝑝𝐵
𝑞𝐵

(4𝜀
𝑝𝐴
𝑞𝐴

𝜀
𝑝𝐵
𝑞𝐵

−𝜀
𝑝𝐴
𝑞𝐵

𝜀
𝑝𝐵
𝑞𝐴

)
−

    
1

4
𝑀𝐴

4𝜀
𝑝𝐴
𝑞𝐵

𝜀
𝑝𝐵
𝑞𝐴

(4𝜀
𝑝𝐴
𝑞𝐴

𝜀
𝑝𝐵
𝑞𝐵

−𝜀
𝑝𝐴
𝑞𝐵

𝜀
𝑝𝐵
𝑞𝐴

)
−

1

2

4𝜀
𝑝𝐵
𝑞𝐵

(4𝜀
𝑝𝐴
𝑞𝐴

𝜀
𝑝𝐵
𝑞𝐵

−𝜀
𝑝𝐴
𝑞𝐵

𝜀
𝑝𝐵
𝑞𝐴

)
−

1

4

𝑅𝐵

𝑅𝐴

4𝜀
𝑝𝐴
𝑞𝐵

(4𝜀
𝑝𝐴
𝑞𝐴

𝜀
𝑝𝐵
𝑞𝐵

−𝜀
𝑝𝐴
𝑞𝐵

𝜀
𝑝𝐵
𝑞𝐴

)
   

 

綜上，無論是哪一個版本，從這些推導中我們不難看出因間接網絡效

果下跨邊彈性的所扮演的角色。 

  但在實務上，即使有這些適用於非間接網絡效果的修正方法，卻

依然難應用於多邊市場的實際界定上。Filistrucch et al. (2014) 整理了

幾個傳統雙邊市場下曾論及 SSNIP 檢測 (但不見得使用或正確使用) 

並作成報告的例子。如：美國與歐盟在信用卡交易市場中面對消費者

與廠商兩組客群時是否應使用與如何使用 SSNIP 檢測的討論上，

Filistrucch et al. 認為應視兩端客群為單一市場，並在雙方收費總和下

來 加 以 操 作  SSNIP 檢 測 。 而 在  Bloemenveiling Aalsmeer/ 

FloraHolland 的合併案中，荷蘭競爭主管機關 NMa 雖曾操作傳統的

臨界損失法也意識到該方法沒有考慮到市場的雙邊性，Filistrucch et al. 

認為該測試應考慮交易市場 (transaction market) 的本質而基於類似

上述信用卡交易中買賣雙方被收取的費用總和來加以操作。至於雙邊

非交易市場 (non-transaction market)，則介紹了英國競爭委員會考慮 

BSkyB/ITV 的例子，雖然這個例子只用了 SSNIP 檢測的概念以質化

的方法來定義相關市場。而無法適當操作 SSNIP 或臨界損失法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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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應源自於雙邊市場下市場界定公式的複雜程度以及更高資料的

要求。 

    Winsmer and Raskek (2018) 更進一步指出市場界定方法若應用

於數位市場，主要困難將來自於: (1) 缺乏特定產業多邊市場的適當資

料; (2) 如何處理免費服務以及認定與操作價格資訊外的競爭維度; (3) 

更重要的是，如何對網絡效果加以測量並加以模型化並不是件容易的

工作，因正 (負) 的網絡效果可能壓縮 (增加) 多邊市場的訂價迴旋餘

地。雖然質性的證據有助於正負效果的認定，但其強度卻難用穩健的

方法加以估計。(4) 最後，多邊市場容易有市場集中的傾向，因此容

易出現「玻璃紙謬誤」。故相關執法機構並未使用改良後的 SSNIP 檢

定。 

 

四、實際案例說明 

(一) Case No. 98 CIV. 7076 (BSJ) – VISA/MASTERCARD (2001, 

USA) 

本案是關於美國兩家信用卡公司 :威士  (VISA) 及萬事達卡 

(MASTERCARD) 違反競爭法的案件。美國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以下簡稱 DOJ) 指控兩件事: (i) 前揭之公司以相同會員銀行

聯合控制信用卡市場，造成信用卡產業「雙重管理 (dual governance)」

之現象，主導控制整個信用卡市場，形成寡占現象，造成反競爭；(ii) 

前揭之公司透過與會員銀行達成排他條款 (exclusivity rules)，要求他

們拒絕發行競爭對手的信用卡，如：Discovery 及美國運通，此舉影響

消費者權益。以下將說明法院對該案的說明及判決。首先，關於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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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雙重管理反競爭的指控，法院同意 Katz 教授所運用的水平結合處理

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來界定相關市場。Katz 教授利用 

SSNIP 檢測來進行假設性壟斷分析，並發現發卡及網絡服務市場中很

少持卡人 (消費者) 可以觀察到價格上漲，因而公司提高費用仍不會

不獲利，但法院指出 DOJ 的證據不足以說明造成市場反競爭的現象。

接著，關於排他條款影響消費者權益的指控，法院認同 DOJ 的說法，

並認為前揭之公司應修改其條款，使會員銀行在發行信用卡上得以自

由選擇。 

綜上所述，法院駁回雙重管理會造成市場反競爭的指控；對於排

他條款，法院也要求前揭之公司廢除相關政策以避免損害消費者權益。

值得一提的是，這案件雖然使用 SSNIP 檢測進行市場界定分析，但在

假設性壟斷檢定中只討論消費者單邊市場。雖然如前述分析中所提交

易平台須視為單邊市場，但沒有討論銷售方對價格上漲的反應，將使

屬雙邊市場的信用卡交易平台相關市場界定分析產生成偏誤。 

五、其他數量分析法82
 

Winsmer and Raskek (2018) 認為需求函數估計、彈性與轉移率等

其他的量化方法也需要進一步考量間接網絡效果。但即使適當的資料

都能取得，他們認為實務上解構這些間接網絡效果仍難有穩健的做法。

此外，他們也認為，其他較不複雜而簡化的方法，如價格相關性，雖

然似乎是更容易被應用，但在不同多邊市場特性的影響下，更須小心

                                                      
82

 本段討論主要節錄 Winsmer and Raskek (2018) 第 4 節，有關 Other quantitative 

methods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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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結果的詮釋。再者，間接網絡效也需要一段期間應充分發揮回饋效

果，因此分析也有可能要包含因案而異的落後項。 

 

 

 

 

 

 

 

六、質性證據83  

Winsmer and Raskek (2018) 也指出相關競爭執法機構常使用的

消費者問卷調查，應用在多邊市場上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如在問卷設

計上，常會註明當其他條件不變下，再繼續請填卷人作答。但值得注

意的是，消費者價格提高時的反應，在多邊市場下，其真實情況可能

導致另一方有更多顧客 (或廠商) 加入，而此正 (負) 的間接網絡效果

也會進一步導致這一方消費者選擇加入 (退出)。所以，其他條件不變

下的假設便會使其回答無法真正反映實際狀況。畢竟不同顧客群間彼

此都是相依的，彼此之間實際的選擇取決於雙方的反應。 

                                                      
83

 本段討論主要依據 Winsmer and Raskek (2018) 第 4 節，有關 Qualitative evidence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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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面對上述數位經濟所帶來的挑戰，市場界定方法不只要考慮雙/

多邊市場的態樣與結構，又會面對資料取得困難以及免付費下衡量的

困境。因此在實際應用在現實的資料與案例中，仍需要進一步地加以

研究。 

 



199 
 

第五章 結論 

市場界定為反壟斷分析中重要的步驟，由於消費者是市場的主體，

因此在界定市場時，需求的替代性為最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產品的

替代性會因為消費者及產品間的差異，造成決定上的困難，再加上需

符合反壟斷執行所規定的時間限制，因此「簡化與漏失」間的取捨成

為了衡量市場界定方法優劣的重要依據。 

在這些實證方法中，其中以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為最能提供符合經

濟邏輯的方法，且其為市場界定相關方法中唯一在執行過程中考慮需

求與供給替代可能性的方法，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方法中又以臨界損

失法為較具效率且不失準確性。也因此在第二章，我們詳細地介紹了

臨界損失與實際損失的計算，以及兩者比較後是否進行產品或地理市

場的擴張。我們也介紹了該方法較著名的案例，如美國連鎖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 與 Wild Oats Market 的併購案、英國石化產品製

造商 Ineos 和挪威 Norsk Hydro ASA 子公司 Kerling 的收購案等。 

雖然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為最能提供符合經濟邏輯的方法，但是其

並非沒有缺陷，我們在第二章第三節探討為何此方法為最適方法外，

還討論在分析與實際操作此方法上所遇到的問題。例如：衡量替代性

時該依據邊際消費者還是平均消費者的替代反應 (缺牙者的謬誤)? 

如果考慮過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後所界定的市場範圍不同該接受哪

種認定? SSNIP 中的「非暫時性」(non-transitory) 的時間長短、如果

產品間的物理特徵差異頗巨，可以直接排除產品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的

可能性嗎? 如果意欲用途 (end-use) 不同就不屬於同一相關市場? 玻

璃紙的謬誤 (the cellophane fallacy) 如何解決? Price-Increase P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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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 SSNIP 該採取歐盟的收支平衡 (break-even) 還是美國的

利潤極大 (profit-maximization) 原則? Margin 高代表市場界定範圍大

嗎? CLA 需要用到交叉彈性嗎? 當廠商調價時沒有替代產品可以擴

大內含產品怎麼辦? 如果兩地間的交易量小或沒有交易，就代表兩個

地域間屬於不同相關市場嗎? 需求對臨界損失分析的影響、成本函數

對計算臨界損失所衍生的問題、執行 CLA 時，SSNIP 的調整對象，

該是單一產品還是所有產品? 以及組內異質產品進行價格同幅度調

漲該如何進行等問題。在第二章的第四節，我們則以國內砂、石市場

為例，在加入適當假設後實際操作臨界損失分析法，藉此說明資料的

缺失以及可能的改進方法，並得知在計算臨界損失的階段，其成敗主

要關鍵為邊際成本的估算，而後續分析必須考量內生性之影響。 

在第三章中，我們進一步介紹了自然實驗法、相關係數分析法、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定態檢定以及 Elzinga-Hogarty 檢定，共五種常

用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與實務上的應用。自然實驗法主要檢驗市場內

的外生衝擊 (例如一項產品的價格變化) 對其他產品的價格或數量的

影響，但可能隱含內生性問題 (Davis and Garce, 2010)。並以歐盟 2008

年英國 Ineos 和挪威 Kerling 的收購案為例，委員會利用自然實驗法

做為相關的證據認定 SPVC 市場；價格相關分析通常用於衡量兩個

價格的同期調整是否同向變動，並以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來衡量價格的相關性，判斷同一地區兩個產品或是兩個地區同一產品

的替代性 (或有顯著競爭)。但相關係數分仍有其限制與缺點 (如：共

同成本變動與季節性調整的問題 )，但能以偏相關係數  (partial 

correlation) 修正。實務上則以七件歐盟的判決案為例，進行市場界定

探討；向量自我相關模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則用於捕捉與檢定

兩產品同時與跨期的影響，利用時間序列中的向量自我相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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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 Autoregressions, VAR) 架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 (causality) 

檢定來進行分析與判定。但此分析方法的所有變數仍以定態的數列為

限。若非定態，則可取一階差分來加以分析。產品的替代性也應討論

是否具有當期或落後期的同向影響。本分析方法在實務上以石油煉製

品之產品市場界定 (黃美瑛, 1994) 為例加以說明， 由於 Granger 因

果測定法基於顯著水準觀察各項產品間的價格變動，進而推論產品市

場，因此被認為較客觀，結果也較價格相關係數法得出的結果值得信

賴。 

定態檢定使用於兩個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價格數序列至少一個不

是定態時，可以定態分析判定這些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屬於同一相關

市場。然而，Hosken and Tayor (2004) 也指出這個檢定方法有一些操

作上缺陷，並進行調整改進。實務應用以 2008 和 2011 年歐盟判決案

為例，以此分析法進行市場界定；Elzinga-Hogarty 檢定以 LIFO 及 

LOFI 兩指標來界定地理市場，檢定上雖能有效提供相關訊息，卻容

易發生偏誤，且只考慮當下市場的狀況，未考慮未來漲價造成的影響，

故一般認為此檢定僅能提供做為參考。實務上以 2016 年的歐盟判決

案、2016 年 FTC 判決案以及燁聯鋼鐵與唐榮鐵工廠結合案為例，說

明其應用的範圍與限制 (如付款人問題與沉默大眾謬誤的問題)。最後

則用我國非酒精六類飲料產業價格資料進行實證，運用相關分析法、

自我向量相關模型以及定態檢定等三種方法進行市場界定。結果發現

三種分析方法都仍有其缺陷和限制，在未來使用計量方法進行市場界

定時，仍須交互使用以利判定。最後，在第六節中我們也將市場界定

量化分析法的資料需求與使用限制詳列於表十七，以作為後續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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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則進一步探討在數位經濟中市場界定可能進行的初步方

法。由於網路的外部性，使得市場界定的方法受到數位經濟中平台經

濟之結構的影響。因此，本章第一節先介紹了數位經濟中平台經濟的

重要概念，包含雙邊多邊市場、平台經濟所面對直接與間接的網絡效

果以及免付費服務、以及平台可進一步再分類為交易平台與非交易平

台。在第二節則說明市場界定的方法在不同種類的平台上應有不同的

操作，也說明了傳統市場界定方法用於雙/多邊市場上會因網絡效果的

外生性而衍生的問題，以及可能解決的方法，最後藉由文獻回顧整理

了其他實證分析法在考慮外部性下可能修正的方向。本章彙整近年在

數位經濟下文獻上的相關檢討，也發現傳統市場界定分析法，不僅需

要考量網絡效果的外部性，尚須瞭解不同平台市場的運作特性，方能

適切地加以應用。由於平台經濟發展日新月異，除了應有研究專案長

期而持續地關注最新變化外，國內學界也應對這類研究作更深入的探

討。 

無論是假設性獨占檢驗法、自然實驗法與模式分析法，此三個市

場界定實證分析法的運用，互有利弊。假設性獨占檢驗法，理論最完

整，執行方法最不僵固，但需要嚴謹的過程確認資料適合以及估計的

過程得當。適當使用自然實驗法判別相關市場的機會可遇不可求，需

剛好有適當的事件發生以及適當的資料方能對相關市場進行推斷。模

式分析法，資料需求相對較易，但也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能夠排除價格

源於成本或市場結構的共同變化。由此可知，資料是進行市場界定實

證分析法的前提，也是市場界定過程需要克服的重中之重。短期的觀

點而言，由於模式分析的資料需求相對容易達成，因此應該儘量針對

反壟斷的熱點產業蒐集價格資料，相關業管單位/人員應與計量經濟學

家協力建立一套標準的模式分析流程。就長期而言，應該以蒐集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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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獨占檢驗所需資料為主：針對高反壟斷需求的行業，應重點性的蒐

集或購買資料。對於有反壟斷調查需要，但難以取得資料的行業，在

案件進行調查期間應嘗試與市調單位的合作。最後，由於平台經濟發

展日新月異，市場界定愈趨困難，建議應有研究專案長期而持續地關

注數位市場，並嘗試使用相關方法進行市場界定，一來增進相關經驗，

二來改善方法，符應未來變化。 

綜言之，資料是否能夠取得以及需符合反壟斷執行所規定的時間

限制，在「簡化與漏失」間的取捨成為了市場界定量化方法優劣的重

要依據。再者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的運用，也都互有利弊。假設性獨

占檢驗法，理論最完整，執行方法最不僵固，但需要嚴謹的過程確認

資料適合以及估計的過程得當。自然實驗法則需要有突發事件可遇而

不可求，且資料需要在事件前後都恰好資料收集完備。模式分析法，

資料需求相對較易，但也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能夠排除價格源於成本或

市場結構的共同變化。在資料來源足以進行幾個量化方法時，應可相

互比對，找出合理結果以收成效。本計畫也統整市場界定方法應用於

蒐集的資料之操作流程、資料需求、優缺點、應用限制及困難以及範

例上的心得整理與表十七，期能作為主辦單位日後實務操作執法上之

參考。近年有關數位經濟的相關文獻顯示，傳統市場界定分析法不僅

需要考量網絡效果的外部性，尚須瞭解不同平台市場的運作特性，方

能適切地加以應用。 

本研究聚焦於市場界定方法之理論論述及相關案例說明，並以我

國實際資料操作。由於市場界定方法須有充足相關資料，如我國砂石

業者一例，因研究時程較為短暫且無法取得完整資料而僅能以假設性

條件推估，建議未來研究能深入探討，發展多元之資料蒐集來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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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與相關業者合作。並由於計量方法於實務，計量方法中，迴歸

式控制變數、工具變數、迴歸方法之選擇及數據整理解釋等均會影響

評斷結果，尤其涉及委員會議決議及違法判斷時，建議可與外部學者

專家合作並熟悉運用模式，探求方法之適用。有關雙邊市場之相關議

題，目前多以討論及無法操作之論述為主，實務運作仍多有窒礙，建

議未來可就數位經濟另規劃研究專案，就雙邊市場國外相關文獻進行

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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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臨界損失分析、自然實驗法、相關係數分析法、向量自我相

關模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定態檢定、Elzinga-Hogarty 檢定、

砂石業、非酒精飲料、平台經濟、網絡效果、交易與非交易平台、

SSNIP、SSNDQ 

市場界定 (market definition) 對於各國競爭政策的執行，特別是

結合案件是否適用簡化程序，是重要的篩選工具。對於相關案件的後

續分析，市場界定的範圍，也扮演初步但明顯重要的角色，因此過去

的數十年間，在我國及歐、美等地無論是學界或實務界，都不難發現

市場界定相關方法的介紹與探討。由於消費者是市場的主體，因此在

界定市場時，需求的替代性為最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而產品的替代性

會因為消費者及產品間的差異，造成決定上的困難，再加上需符合反

壟斷執行所規定的時間限制，因此「簡化與漏失」間的取捨成為了衡

量市場界定方法優劣的重要依據。 

經過多年在理論上的探討與實務上的實踐，美國競爭政策執法當

局於  2010 年提出的「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 中，候選的相關市場必須滿足「假設性獨占者測試」

(hypothetical monopoly test, HMT) 與「最小市場範圍原則」(the smallest 

market principle)。也就是先採用最小範圍的相關產品或服務種類在特

定的地理區域作為假設性獨占者的市場範圍，後假設「微幅但顯著且

非暫時性的價格調漲」(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亦即假設其中某產品 (或服務)，或所有產品 (或服務) 

的價格，在非短暫的期間內 (一年、或兩年)，持續的保持某一小額的

增幅 (一般設定為 5% 或 10%)，而後檢視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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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變化，並依此結果，將假定的市場範圍逐步擴大，最後推定出最小

的反壟斷市場的範圍。 

「臨界損失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 為 HMT-SSNIP 架構中最

常被運用的工具。臨界損失方法雖然理論清晰、應用簡單，但執行此

方法以界定市場範圍亦非一蹴可幾。在無法妥善執行 HMT-SSNIP 架

構的方法來界定市場時，仍須使用其他救濟與補充的方法。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歸納了 20 年的美國反壟斷當局的執法歷程，

將市場界定的各種實證應用方法歸納為三類:「臨界損失法」、「自然

實驗法」(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與「模式分析法」 (Pattern 

Analysis)。與臨界損失相同，自然實驗與模式分析都有方法簡單應用

方便的好處，因此在資料完整的前提下，都能符合相關法律所規定的

法定期限，因而在實務上，成為行之有年的市場界定方法。 

在這些實證方法中，其中以假設性獨占者測試為最能提供符合經

濟邏輯的方法，且其為市場界定相關方法中唯一在執行過程中考慮需

求與供給替代可能性的方法，而假設性獨占者測試方法中又以臨界損

失法為較具效率且不失準確性。也因此在第二章，我們詳細地介紹了

臨界損失的操作上: (1) 使用者僅需依據假設性獨占者的產品 (或服

務) 市場與市場所在的特定地理區域，以及價格上升特定幅度的兩個

條件，推算其利潤變化為零的銷售量變化率，並稱之為「臨界損失」；

(2) 而後估計該相關市場在相同價格變化幅度下，實際的銷售量變化

率，並稱之為「實際損失」; (3) 如估算後的實際損失大於臨界損失，

則進一步擴大候選市場或地理區域。並重複上述過程，而反壟斷市場

的範圍則決定在實際損失小於臨界損失時的最少產品 (或服務) 種類

的集合與最小地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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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性獨占者測試」與「臨界損失法」也有實際操作上的問題。

例如：衡量替代性時該依據邊際消費者還是平均消費者的替代反應 

(缺牙者的謬誤)? 如果需求替代與供給替代後所界定的市場範圍不同

該考慮接受哪種認定? SSNIP 中的「非暫時性」(non-transitory) 的時

間長短、如果產品間的物理特徵差異頗巨，可以直接排除產品屬於同

一相關市場的可能性嗎? 如果意欲用途 (end-use) 不同就不屬於同一

相關市場 ? 玻璃紙的謬誤  (the cellophane fallacy) 如何解決 ? 

Price-Increase Parity 如何解決 ? SSNIP 該採取歐盟的收支平衡 

(break-even) 還是美國的利潤極大  (profit-maximization) 原則 ? 

Margin 高代表市場界定範圍大嗎? CLA 需要用到交叉彈性嗎? 當廠

商調價時沒有替代產品可以擴大內含產品怎麼辦? 如果兩地間的交

易量小或沒有交易，就代表兩個地域間屬於不同相關市場嗎? 需求對

臨界損失分析的影響、成本函數對計算臨界損失所衍生的問題、執行 

CLA 時，SSNIP 的調整對象，該是單一產品還是所有產品? 以及組

內異質產品進行價格同幅度調漲該如何進行? 這些我們也藉著文獻

整理提供可能解答。 

第二章中，我們更進一步以民國 102-106 年台灣砂、石市場為例，

示範臨界損失分析的執行過程以及相關限制。因為受限於資料，本計

畫採用年-縣觀察單位，以全國為相關的區域市場，計算砂、石的相關

產品市場的臨界損失與估計實際損失。也輔以部分的假設處理資料缺

失的難題，讓讀者可在資料收集齊全或更新的狀態下，依照示範內容

替換與計算。在此範例中，除了價量資料外，可發現在計算臨界損失

的階段，其成敗主要關鍵為邊際成本的估算，但可惜的是本計畫無法

更進一步收集到相關期間或各縣的相應成本變數。本計畫也無法取得

砂石在各地的進口量，因此供、需量的計算可能有所偏誤。此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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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多需考量與糾正價格的內生性問題，雖然能以廠商數量建構市場

競爭的替代變數作為工具變數，但估計中附帶的檢測結果發現，該工

具變數的表現並不如預期，而可能需要另覓工具變數以加強結果的可

信度。 

在第三章中，我們進一步介紹了自然實驗法、相關係數分析法、

向量自我相關模型、定態檢定以及 Elzinga-Hogarty 檢定，共五種常

用的市場界定量化方法與實務上的應用。自然實驗法主要檢驗市場內

的突發事件，對其他產品的價格或數量的影響，藉以認定因果關係。

但可能隱含內生性問題。價格相關分析通常用於衡量兩個價格的同期

調整是否同向變動，並以相關係數來衡量價格的相關性，判斷同一地

區兩個產品或是兩個地區同一產品的是否有顯著的競爭。但相關係數

需要變數為定態，且共同成本或季節性變動的問題將成為難以判定關

聯性的來源，但前者能以差分、後者能以偏相關係數修正。向量自我

相關模型與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則用於捕捉與檢定兩產品同時與跨

期的影響。但此分析方法的所有變數仍以定態的數列為限。若非定態，

則可取一階差分來加以分析。產品的替代性也應討論是否具有當期或

落後期的同向影響。 

定態檢定則使用於兩個產品或地理區域的價格數序列至少一個

不是定態時，判定這些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屬於同一相關市場。然而，

這個檢定方法也有一些操作上缺陷，能以時間序列方法進行調整改進。

Elzinga-Hogarty 檢定則以 LIFO 及 LOFI 兩指標來界定地理市場，

檢定上雖能有效提供相關訊息，卻容易發生偏誤，且只考慮當下市場

的狀況，未考慮未來漲價造成的影響，也有付款人問題與沉默大眾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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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問題。本計畫也將市場界定量化分析法的資料需求與使用限制詳

列與表十七，以作為後續操作應用的參考。 

本章也以非酒精六類飲料 (包含: 蔬果汁、碳酸飲料、礦泉水、

運動飲料、咖啡飲料以及茶類飲料等六大類) 1992/01~2018/04 的歷史

價格，運用相關分析法、自我向量相關模型以及定態檢定等三種方法

進行市場界定。結果發現運用相關分析法與定態檢定都沒有強烈證據

支持兩兩產品配對屬於同一相關市場。另一方面，雖然在自我相關模

型分析中「運動飲料：咖啡類飲料」與「運動飲料：茶類飲料」有統

計上顯著的即時因果關係，但相關性的大小仍不足以認定有達到具有

強烈替代性而屬同一市場的程度。也因此，未來相關單位進行計量方

法的市場界定，仍需仔細評估並使用多種方法相互交叉比對。 

第四章則進一步以文獻回顧探討在數位經濟中市場界定可能進

行的初步方法。近年來，數位經濟席捲全球，其挾著規模經濟 (scale 

economy) 與網絡效果 (network effects) 帶來更大的市場，更使其平台

上多元的服務與多態樣的服務客群也產生彼此間相依的特性。這些，

不只對傳統競爭政策帶來挑戰，更讓人進一步思考傳統的市場界定模

式應如何修改或採用。特別是直接與間接網絡效果，在數位經濟市場

中不同類型的平台經濟結構下，傳統的市場界定方法應進一步的調整

而適用於多邊市場，或在因執行上遭遇困難而須考慮發展其他的方法。

而資料在多邊市場收集的困難、免付費服務或商品質量變動的多面向

衡量、網絡效果加以測量並加以模型化因案而變異、且數位化多邊市

場容易有市場集中的傾向而容易出現玻璃紙謬誤。這些都將是市場界

定在數位經濟下值得深思的問題。 



210 
 

無論是哪一類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的運用，都互有利弊。假設性

獨占檢驗法，理論最完整，執行方法最不僵固，但需要嚴謹的過程確

認資料適合以及估計的過程得當。自然實驗法則需要有突發事件可遇

而不可求，且資料需要在事件前後都恰好資料收集完備。模式分析法，

資料需求相對較易，但也必須有足夠的證據能夠排除價格源於成本或

市場結構的共同變化。由此可知，資料是進行市場界定實證分析法的

前提，也是市場界定過程需要克服的重中之重。短期的觀點而言，由

於模式分析的資料需求相對容易達成，因此應該儘量針對反壟斷的熱

點產業蒐集價格資料，相關業管單位/人員應與計量經濟學家協力建立

一套標準的模式分析流程。就長期而言，應該以蒐集假設性獨占檢驗

所需資料為主：針對高反壟斷需求的行業，應重點性的蒐集或購買資

料。對於有反壟斷調查需要，但難以取得資料的行業，在案件進行調

查期間應嘗試與市調單位的合作。最後，由於平台經濟發展日新月異，

除了應有研究專案長期而持續地關注最新變化外，國內學界也應對這

類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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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ritical Loss Analysis, 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Pattern Analysis, Vector Autoregressive Regression, 

Granger Causality Test, Stationary Test, Elzinga-Hogarty Test, Industry of 

Quarrying of Stone and Sand, Manufacture of Non-alcoholic Beverages, 

Platform Economy, Network Effects, Transaction and Non-transaction 

Platform, SSNIP, SSNDQ 

 

  Market definition plays a preliminary but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ition/antitrust policy in various countries. 

Scheffman, Coate, and Silvia (2003) summarize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experience with enforcing the Merger Guideline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nd group the commonly used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market definition into three categories: Critical Loss Analysis, 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and Pattern Analysis. However, each method has its 

pros and cons. Therefore, surveying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for market definition and reviewing how these methods are 

utilized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s, as well as using the real market 

price and quantity data as the applications of these methods, may be of 

great value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market definition in depth. Additionally, 

the rise of the digitized economy has also brought limitation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empirical methods for market definition. 

  In this project, we (1) survey the latest literature on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market definition (inclu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cademic papers), as well as the recent discussions on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US and EU; (2) collect data in the industry of Quarrying of Stone and 

Sand and in the Manufacture of Non-alcoholic Beverages, and then apply 

suitable quantitative market definition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3) provid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4) discuss how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for 

market definition are applied/or should be modifi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n the digitized econom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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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Chapter 2, this project briefly introduces how to conduct a critical 

loss analysis by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1) The users have to calculate 

the rate of change in sales,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critical loss", under a 

break-even condition with respect to a SSNIP in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s product (or service) market in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area. 

(2) Then, given the same price change, the users have to estimate the 

actual market change rate of sales,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actual loss", for 

the same relevant market. (3) If the estimated actual loss is smaller than 

the critical loss, the smallest relevant market is defined. Otherwise, the 

users should further extend the candidate market or geographic area and 

then repeat the above process until the smallest market is defined. We also 

collected several practical issues that competition law 

investigators/empirical economists often encounter. 

  We further provide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tical 

loss analysis for the industry of Quarrying of Stone and Sand in Taiwa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insufficient data, we use the cross-county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6 and treat the whole island of Taiwan as a relevant 

market. It is also supplemented with some assumption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missing data. Although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sland is a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Industry of Quarrying of Stone and 

Sand, our diagnostic test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Moreover, 

researchers can replace the imposed assumptions with the actual data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results. 

  Chapter 3 introduces the methods of 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and 

pattern analysis, includ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vector autoregressive 

regression with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stationary test, and the 

Elzinga-Hogarty test. We summariz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and 

list the limitations for each individual method. For instance, while the 

stationary test allows for nonstationary data, the data used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he vector autoregressive regression with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re required to be stationary. Also, we might have the payer 

problem and silent majority fallacy when applying the Elzinga-Hogarty 

test. Additionally, we may apply partial correlation to control for common 

supply and seasonal demand shocks and utilize the first difference 

transformation to obtain stationary data once the original data is 

nonstationary. 

  The detailed data requirements and usage limits for these quantitative 

market-definition methods are also summarized in Table 17, which might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operational applications. This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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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applies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vector autoregressive regression with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nd the stationary test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ttern analysi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non-alcoholic 

beverages (including vegetable juices, carbonated drinks, mineral water, 

sports drinks, coffee drinks, and tea drinks) from 1992/01 to 2018/04. 

Although the conclusion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various methods, 

comparing them might result in a more solid conclusion: these six types of 

beverages did not belong to the same market. 

  Chapter 4 further explores the preliminary methods of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digitized economy. In particular, the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might 

differ in different types of platform structures. Thus, traditional market 

definition methods should be further adapted for two/multi-sided markets. 

However, the difficulty of collecting data in multi-side markets, free 

payment services, the various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market structure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digitalized markets all make 

this task more complicated. More efforts should be devoted to developing 

appropriate market definition methods for the digitized economy. 

  Chapter 5 concludes the project. The critical loss analysis is the most 

economically logical but requires the most data information. While a 

natural experiment analysis can also identify causality and then 

well-define the market, an exogenous shock is needed and the pre- and 

post-shock data should be accessible. The data requirement for pattern 

analysis is the least among these three market definition quantitative 

methods, but we have to carefully control for nonstationarity and common 

supply/seasonal demand shocks. The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should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quality/accuracy and 

inadequate data under time constraints. 

  Last but not least, data are prerequisite for conducting quantitative 

market definition methods. In the short run, price data should be collected 

as much as possible for the potential antitrust industries. 

Antitrust/competition law enforcers might work with 

economists/econometricians to establish different standard analysis 

processes for various industries as well. In the long run, it is important to 

collect the data required for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 Finally,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n addition to the 

long-term and continuous attention to the latest changes i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domestic researchers should also conduct more in-depth 

discussions on such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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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利用實證分析法進行

的市場界定相關案件 

 

為收集相關案例，我們利用下列步驟從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 (以

下簡稱執委會) 的官方網頁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index_en) 

收集利用實證分析法所進行的市場界定相關案件。 

， 

步驟 1: 經由 European 

Commission→Competition→Mergers→Cases 

進入合併相關案件搜尋的頁面，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 

 

步驟 2: 利用 PYTHON 中的 selenium 套件模擬人點擊的動作，並

在網頁中 Policy Area 的部分選擇 Merger，Simplified Procedure 的部分

選擇 NO，日期的部分輸入 01/01/2012~31/12/2018 (日期超過的部分不

會影響到爬蟲，網站會回傳 2018 到目前為止最新的判決) 

 

步驟 3: 利用 PYTHON 的 PyPDF2 套件讀取 PDF 檔並利用

IF-ELSE 透過搜尋案件內關鍵字蒐集相關市場界定之案例，先使用關

鍵字為 relevant market 將案件過濾，再搜尋 Natural experiment、Critical 

loss analysis、Pricing analysis、Correlation analysis、Stationarity analysis

等關鍵字。 

  

最後由 2012 年至 2018 年 24 件案例 (如下表)，去除相同案件或

是只有提到關鍵字但沒有實際分析的例子得到 20 案，再加入 2012 年

前 M.1628, M.4513, M.4734, M.4980 等 4 案，總共 24 件案例。其中

24 件案例中提到 correlation analysis 共 12 件，critical loss analysis 共 6

件，natural experiment 共 1 件。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index_en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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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evant 

Market 
依條件

過濾後 

過濾完後之案號 

2012 76 7 m1628_20000209_600_en 

m6286_20120516_20600_3495062_EN 

m6447_20120330_20212_2452290_EN 

m6458_20120921_20600_3188150_EN 

m6541_7449_2 

m6663_9077_1 

m6663_20130227_20610_3904642_EN 

2013 74 5 m6360_5463_2 

m6607_2259_2 

m6827_20130613_20310_3184674_EN 

m6850_20130930_20212_3315220_EN 

m6905_8118_2 

2014 62 6 m7000_20141010_20600_4221982_EN 

m7061_20140910_20600_4133655_EN 

m7155_20140714_20212_4023439_EN 

m7220_20141003_20212_4073454_EN 

m7276_3115_2 

m7292_3753_2 

2015 70 3 m7408_2987_3 

m7541_20150714_20212_4564413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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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612_6555_3 

2016 70 2 m7932_13668_3 

m7930_764_3 

2017 59 0  

2018 10 1 m8611_547_3 

Total 421 24  

 

以下將透過上述之 24 個案例說明執委會如何在合併案件中，區分產

品市場以及地理市場。 

 

區分產品市場 (Product Market) 

◼需求面 (demand-side) 

在需求面方面，執委會較常採用之證據如:產品特性及其用途、交

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產品價格調整時，

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 (switching pattern )、交易相

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  (switching cost)、價格差異  (price 

difference)，以判斷產品間替代關係，進而界定產品市場。 

 

一、產品特性及其用途 

在進行產品市場之認定時，執委會會透過市場調查了解案件所涉

及之相關產品之特性以及用途，以利進行相關產品市場的認定。 

 

►以 CASE: COMP/M. 4980 –ABF/GBI 為例: 

“...the habits of European bakers (both industrial bakers and artisan 

bakers) who  typically do not use dry yeast for their baking process, but 

rather rely on fresh yeast.” 



225 
 

在 ABF/GBI (2008) 一案中，市場調查發現歐洲的烘焙師並不會

使用乾酵母(Dry yeast) 而僅使用新鮮酵母 (fresh yeast , 含 liquid and 

compressed yeast )，其用途不同被作為兩產品並不為同一產品市場證

據之一。 

 

二、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間 (替代關係) 之看法 

執委會在幾乎每一個案子都使用了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

間之看法作為證據，可見透過問券去了解顧客以及相關競爭事業對於

該產品市場的認知有其必要性。在一些案件中執委會也透過事業內部

資料了解公司方對產品市場的認知。 

 

►以 CASE: COMP/M.6905–INEOS/SOLVAY/JV 為例: 

“...80% of PVC customers and all competitors agree that the market 

for PVC should be segmented into S-PVC and E-PVC.” 

在 INEOS/ SOLVAY/ JV(2014)一案中，多數顧客以及相關競爭事

業認為 PVC 市場應該區分為 S-PVC 和 E-PVC (懸浮聚合和乳液聚合) 

兩種不同產品市場。 

 

三、產品價格調整時，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 

(switching pattern ) 

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 (通常為 5%-10%) 而移轉購買之程度為

執委會判斷產品間替代關係的依據之一，若一產品價格變化後消費者

移轉購買另一產品的程度高，則指向兩產品為同一產品市場;若移轉購

買另一產品的程度低，則指向兩產品為不同產品市場。 

 

► 以 CASE: COMPM.6360 – NYNAS/ SHELL/ HARBURG 

REFINERY 為例: 

“...All customers that replied to the market investigation declare that 

they would not change their purchasing patterns even if a SSNIP in 

naphthenic process oils occ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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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YNAS/ SHELL/ HARBURG REFINERY (2013) 案中，儘管環

烷基型 (naphthenic) 石化油價格微幅但顯著非暫時性 (SSNIP) 的上

漲，顧客也不會轉換去購買石蠟基型 (paraffinic) 石化油，執委會以

此做為兩產品為不同產品市場的證據之一。 

 

四、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 (switching cost) 

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執委會判斷產品間替代關係的

依據之一，轉移成本高則指向兩產品為不同產品市場;轉移成本低則指

向兩產品為同一產品市場。 

 

►以 CASE: COMP/M. 4980 –ABF/GBI 為例: 

“Installing this equipment requires considerable financial 

investments for clients (approximately EUR 300 000 to EUR 350 000) and 

can take up to a year to plan and install the handling equipment. ” 

消費者在轉換使用液態酵母  (Liquid yeast) 和壓縮酵母 

(compressed yeast) 時需要花費額外的設備 (大量投資以及時間成本)，

轉換成本過高被執委會作為兩產品並不為同一產品市場證據之一。 

 

五、價格差異 (price difference) 

價格差異主要用以判斷一產品之分類間是否具同質性，比如不同

種類的 PVC、免費頻道以及付費頻道、不同種類的疫苗等，若價格顯

著不同，則指向兩產品有不同產品市場的可能。 

 

►以 Case No COMP/M.6850 - MARINE HARVEST/ MORPOL 為

例: 

“...customers already accept to pay a price premium for Scottish salmon, 

which is on average 10% more expensive than Norwegian salmon. ” 

在 MARINE HARVEST/MORPOL (2013) 一案中，產自挪威和蘇

格蘭之鮭魚出現了價格上的差異 (price differences)，消費者願意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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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於 10% 的價格購買來自蘇格蘭的鮭魚，執委會以此做為兩產品

為不同產品市場的證據之一。 

 

◼供給面 (supply-side) 

經 24 個案例中需求面以及供給面證據論述多寡比較，可推論執

委會較重視需求面證據，供給面證據所占權重並不大，多以需求面證

據為主，供給面證據為輔。 

執委會通常以探討供給廠商在生產不同產品之轉換能力，並以討

論轉換成本為主。 

 

一、供給廠商生產不同產品之轉換能力 

►以 Case No COMP/M6286 - SÜ DZUCKER/ED&F MAN 為例: 

“...sugar producers indicated that they can easily switch produ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ugar without significant cost as well as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one year)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customers” 

製糖廠商能輕易地轉換生產不同用途的糖 (顆粒狀、液態以及工

業用糖)，說明不同用途的糖具供給上的替代性。 

 

►以 Case No COMP//M. 4734 Ineos/ Kerling 為例: 

“Due to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 processes, suspension PVC and E 

PVC are produced using different equipment and it is not economically 

feasible to convert a suspension PVC facility for the production of E PVC 

and vice versa. ” 

懸浮聚合和乳液聚合法使用不同的設備，PVC 廠商並不能輕易在

S PVC 和 E PVC 間轉換生產，說明 S PVC 和 E PVC 不具供給上的替

代性，以此做為兩產品為不同產品市場的證據之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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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成長差異 

在 24 案中，僅有此例採用市場成長差異作為認定產品市場的證

據。 

►以 Case No COMP/M.5658 – UNILEVER/SARA LEE 為例: 

“...the male deodorant market grew faster (or showed a lower 

decline) than the non-male deodorant market between 2008 and 2009. ” 

男性的除臭劑市場相較於非男性的除臭劑市場成長快速，執委會

以此做為兩產品為不同產品市場的證據之一。 

 

二、公司在不同產品間之市占率 

市占率也是執委會認定產品市場的依據之一，若不同公司在兩產

品之市占率有顯著不同，則指向兩產品為不同產品市場;若無顯著不同，

則指向兩產品為同一產品市場。 

 

►以 Case No COMP/M.4513 - Arjowiggins/ M-real Zanders Reflex 

為例: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market shares of an individual company 

do not significantly deviate from each other for the three types of paper.” 

無碳覆寫紙可分為上紙 (CB,Coated Back,背塗紙)、中紙 (CFB，

Coated Front and Back，正反雙塗紙)、下紙 (CF，Coated Front，面塗

紙)，三種分類間之不同公司市占率並無顯著差異，執委會以此做為無

碳覆寫紙的三種分類在同一產品市場的證據之一。 

 

►以 Case No COMP/M6286 - SÜ DZUCKER/ ED&F MAN 為例: 

顧客對包裝要求顏色及品質上的差異造成在工業與零售用糖的

市場中市占率出現差異，執委會以此做為兩產品為不同產品市場的證

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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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rigin and destination approach (O&D)  

在航空業相關併購案件中，如 M.5830 – Olympic/ Aegean 

Airlines , M.6607 - US AIRWAYS/ AMERICAN AIRLINES, M.7541 - 

IAG / AER LINGUS，執委會皆以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pproach 

(O&D) 架構下進行案件評估。 

“...passengers consider all possible alternatives of travelling from a 

city of origin to a city of destination, which they do not consider 

substitutable for a different city pair. As a result, every combination of a 

point of origin and a point of destination is considered a separate 

market.” 

也就是所有不同出發以及目的地之所有航班皆可為一單獨市場。 

 

區分地理市場 (Geographic Market) 

若兩間公司合併市場份額在一國內很高，此時地理市場以國家區

分 (national) 或更廣如歐洲經濟區 (以下簡稱稱 EEA) 甚至全球，對

市場競爭造成的影響便有天壤之別，因此執委會為了評估合併案對市

場的影響，需要去區分地理市場。在地理市場方面，執委會較常採用

證據如: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地理市場之看法、市占率 (market 

share)、貿易流量 (trade flows)、貿易障礙 (trade barriers)、交易相對

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 (switching pattern)、事業內部資料 

(internal documents )、價格差異 (price difference)、運送成本 (transport 

cost) 等。 

 

一、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地理市場之看法 

相同於產品市場，透過問券了解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地理

市場之看法對於該產品之地理市場的認知也有其必要性。 

 

►以 CASE: COMP/M.7000 - LIBERTY GLOBAL / ZIGGO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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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iers of TV channels most frequently considered that the overall 

market for the wholesale supply and acquisition of Pay TV channels, and 

also the markets for the wholesale supply and acquisition of Premium Pay 

TV film channels, Premium Pay TV sports channels and other Pay TV 

channels, are national in scope.." 

在本案中，市場調查發現對於各式付費頻道，供應商認為地理市

場應以國家 (national) 區別，執委會以此作為地理市場範圍為 national

的證據之一。 

 

二、市占率 (market share) 

在地理市場的認定中，可以透過不同區域公司的市占率變化，從

而判斷該產品之交易範圍，以判斷地理市場的大小以及不同區域間市

場結構的異同。 

 

►以 CASE: COMP/M. 4734 Ineos/ Kerling 為例: 

"Ineos, with production plants in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s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s in Belgium ([15-20]%), Lithuania 

([30-40]%), Poland ([20-30]%) or even Malta ([40-50]%), Kerling, with 

production plants in Sweden, Norwa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s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s in Denmark ([50-60]%), Greece ([15-20]%), 

Estonia ([60-70]%), Lithuania ([40- 50]%) and also in Cyprus 

([60-70]%)." 

大部分 PVC 製造商集中在西歐和北歐，但交易範圍卻達整個歐

盟，並能在非生產地之國家擁有大量市占率，執委會以此作為地理市

場範圍為 EEA 的證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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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ASE: COMP/M. 4980 ABF/GBI 為例: 

 

不同公司對壓縮酵母 (compressed yeast) 的市場份額在葡萄牙、

西班牙和法國三個國家有顯著不同，執委會以此作為地理市場範圍以

國家區分 (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 的證據之一。 

 

三、貿易流量 (trade flows) 

貿易流量為判斷地理市場範圍的有效指標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證據採用上，執委會指出不能僅以貿易流量作為區分地理市場為

national、EEA 甚至更廣，同時也要去評估貿易障礙 (trade barriers) 是

否存在。 

"...The absence of trans-border purchases or trade flows, for insta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market is at most national in scope. 

Still, barriers isolating the national market have to [be] identified b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 in such a case is 

national…” 

 

►以 CASE: COMP/M. 4734 Ineos/ Kerling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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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data provided, about [2 000-4 000]kt (that is to 

say [50-60]*% of the EEA demand) have been exported from EEA 

countries to other EEA countrie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trade flows 

between distant countries. “ 

 

 

 

貿易流量顯示，EEA 範圍內的國家之間 PVC 的遠距離貿易確實

存在，執委會以此作為 PVC 地理市場範圍為 EEA 的證據之一。 

 

四、貿易障礙(trade barriers) 

貿易障礙為判斷地理市場範圍的依據之一，可配合貿易流量得到

更明確之地理市場結論。 

 

►以 CASE: COMP/M.6541 -GLENCORE / XSTRATA 為例: 

"...there are no barriers to redirecting sales of lead concentrates from 

other geographical regions to the EEA in response to a 5% price increase 

in the EEA.” 

市場調查指出當鉛礦在 EEA 發生 5%價格上漲時，來自其他國家

的鉛礦在進入 EEA 市場時並沒有貿易障礙，執委會以此作為鉛礦地

理市場範圍為全球 (world wide) 之證據之一。 

 

►以 CASE: COMP/M.7408 - CARGILL / ADM CHOCOLATE 

BUSINESS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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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ransaction data has also revealed that sourcing 

patterns of industrial chocolate is also influenced by factors other than 

strictly distance, and in particular national borders. For example, the 

detailed reconstruction has shown that 70% of the liquid chocolate used 

in Germany is produced in Germany. These figures are even higher for 

France (76%), the United Kingdom (90%), the Netherlands (86%) and 

Belgium (98%) and show that cross-border purchases by customers are 

limited.” 

市場調查指出消費者跨境購買巧克力的能力是有限制的，執委會

以此作為巧克力地理市場範圍為小於以國家區分 (national) 之證據之

一。 

 

五、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 (switching pattern) 

相同於產品市場，交易相對人因該區域產品價格變化 (通常為

5%-10%) 而移轉購買不同區域產品之程度為執委會判斷地理市場的

依據之一，若該區域產品價格變化後消費者移轉購買不同區域產品的

程度高，則指向更廣之地理市場;若移轉購買另一產品的程度低，則指

向較狹窄( narrow) 的之地理市場。 

 

►以 CASE: COMP/M. 4734 Ineos/ Kerling 為例: 

"...it appears that in case of a price increase the majority of them 

would consider switching on average an additional 20%-30%  of their 

needs to importers, whilst some even indicated that they could switch up 

to 60%.” 

在 Ineos/ Kerling (2008) 一案中，市場調查顯示當 PVC 價格上漲

時，英國消費者願意移轉他們的消費至進口之 PVC (高至 60%)，執委

會以此作為 PVC 地理市場範圍為大於以英國 (national) 之證據之

一。 

 

六、事業內部資料 (internal docu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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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內部資料可以揭露事業以何種地理市場範圍去訂定價格以

及銷售策略，進而作為地理市場之證據。 

 

►以 Case No COMP/M6286 - SÜ DZUCKER/ ED&F MAN 為例: 

"...For example, internal documents of Südzucker show that Italian 

customers appreciate national partners more than customers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leads to the necessity for foreign suppliers to establish 

partnerships with local players in Italy. 

”Internal documents of the Parties indicate national strategies  

 Internal documents of the Parties indicate sales, marketing and 

pricesetting at a national level .” 

 

在本案認定白砂糖之地理市場時，SÜ DZUCKER 之內部資料顯

示其價格以及銷售策略皆以國家範圍 (義大利) 去訂定，執委會以此

做為白砂糖之地理市場以國家(義大利)區分之證據。 

 

►以 Case No COMP/M.7155 - SSAB / RAUTARUUKKI 為例: 

"...Both Parties consider that the Nordic countries constitute their 

"home market", whether in public presentations or as part of their internal 

strategy documents..” 

在本案認定扁平碳鋼產品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 之地理市場

時，從 SSAB / RAUTARUUKKI 事業內部資料可知公司方認為地理市

場範圍為北歐 (Nordic) 區域，因此執委會以此作為扁平碳鋼產品地

理市場範圍為北歐區域之證據之一。 

七、價格差異 (price difference) 

不同區域該產品之價格差異可作為地理市場的評定依據之一，若

價格有顯著差異，則顯示不同區域指向不同地理市場;若無顯著差異，

則指向不同區域為同一地理市場。 

 

►以 Case No COMP/M.6827 - HONEYWELL/ INTERMEC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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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and a number of competitors confirmed 

the results of the Parties' economic study, according to which there are 

significant pric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EA and other region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在本案認定二維條碼掃描器 (2D scanning engines) 之地理市場

時，市場調查指出多數顧客以及其他競爭廠商認為 EEA 區域之二維

條碼掃描器與其他區域的價格有顯著的不同，因此執委會以此作為扁

平碳鋼產品地理市場範圍為 EEA 之證據之一。 

 

八、運輸成本 (transport cost) 

評估運輸成本是否對遠距離貿易有所限制是執委會判斷地理市

場範圍的依據之一。若運輸成本對遠距離貿易限制程度有限，則指向

更廣的地理市場;若運輸成本對遠距離貿易的限制程度高，則指向更狹

窄 (narrow) 的地理市場。 

 

►以 Case No COMP/M.7930 - ABP GROUP / FANE VALLEY 

GROUP / SLANEY FOODS 為例: 

"..limited transport costs (estimated to be around 2% of the average 

sales prices).” 

在本案認定牛肉 (beef meat ) 之地理市場時，市場調查顯示運輸

成本平均僅佔銷售價格 2%，因此運輸成本並不影響遠距離貿易，因

此執委會以此作為牛肉之地理市場範圍為 EEA 之證據之一。 

 

◼其他方法判定地理市場 

一、產品特性 

認定產品之地理市場時，若產品的安全性以及品質的一致性 

(security and regularity) 為販售該產品之重點 (通常為食品類)，其產品

的生命週期及易腐性 (the shelf life and perishability) 等產品特性對地

理市場的限制應被審慎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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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ASE: COMP/M.7408 - CARGILL / ADM CHOCOLATE 

BUSINESS 為例: 

"..physical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chocolate limit 

the distance to which the product is shipped in practice..respondents to the 

market investigation have also con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timely 

deliveries and reliability of supply.” 

在本案認定巧克力之地理市場時，市場調查指出巧克力產品特性

並不適合進行遠距離的交易，執委會以此作為巧克力地理市場範圍為

小於以國家區分 (national) 之證據之一。 

 

►以 CASE: COMP/M. 4980 –ABF/GBI 為例: 

"This is evidenced by GBI who supplies compressed yeast into Spain 

and Portugal from Casteggio in Italy, but is unable to supply bulk liquid 

(only small volumes of small Tetrapak containers) into these markets.  

GBI lost all of its bulk liquid customers in Spain and Portugal when it 

moved its yeast production from Portugal to Italy around 2001. The shelf 

life and perishability(易腐性 ) of liquid and compressed yeast are 

different..” 

雖然在本案提及產品的生命週期及易腐性是為認定液態酵母 

(Liquid yeast) 和壓縮酵母 (compressed yeast) 產品市場，但由 GBI 

撤出葡萄牙的酵母工廠後便失去了所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客戶，可見

產品的生命週期及易腐性對地理市場的限制。 

 

二、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 

在特定產品中，國家對該產品的供給透過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

規定，對地理市場範圍直接施以限制。 

 

►以 Case No COMP/M6286 - SÜ DZUCKER/ ED&F MAN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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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quotas are still national and non-tradable as regards 

the sugar regime following the 2006 reform, the Court of Auditors in its 

2010 report found that the currently applicable sugar regime had similar 

consequences as the regime in force before 2006, namely 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transferability of quotas and rigidity of production 

capacity.” 

在本案認定白砂糖 (white sugar) 之地理市場時，地理市場受相關

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限制 (quotas，供給配額)，因此執委會以此作

為白砂糖地理市場範圍為義大利國內 (national) 之證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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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M.4734-  INEOS/  

KERLING 
S PVC / E PVC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其他 製程 

不同產

品市場 
      

 
PA-PVC/TA-PVC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不同 K-value 之

Commodity S PVC 
其他 K-value 

同一產品

市場 
其他 K-value 

同一產

品市場 
      

 
Ethylene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獨為一產

品市場   
        

 

Liquid/Solid caustic 

soda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 製程 

不同產

品市場 
      

 

不同濃度之 liquid 

caustic soda    
其他 濃度 

同一產

品市場 
      

 
S PVC 

     
  price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EEAwide 

 
S PVC 

     
  

stationarity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EEAwide 

 
S PVC 

     
  其他 trade flow EEAwide 

 
S PVC 

     
  其他 transport cost EEAwide 

 
S PVC 

     
  其他  market share EEAwide 

 
S PVC 

     
  其他 previous case EEAwide 

 
S PVC 

     
  

Critical loss 

analysis 
price, margin 無效分析 

 
S PVC 

     
  其他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EEA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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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S PVC 

     
  

Natural 

experiment 

 outage at 

Ineos’ plan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EEAwide 

/M. 4980 

ABF/GBI 

Dry yeast /fresh 

yeast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其他 

switchin

g cost 

不同產

品市場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Liquid yeast  / 

compressed yeast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其他 

產品特

性 
        

   
switching cost 

不同產品

市場  

switchin

g cost 

不同產

品市場 
      

 
compressed yeast 

     
  

pricing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price correlation    

                其他  market share   

M.4513 - 

Arjowiggins/ 

M-real Zanders 

Reflex  

CB / CFB / CF 其他  market shares           其他 
 structure of 

distribution 

systems  

national 

      he price 同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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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movements  市場 

  Reels / sheets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stationarity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不同產品

市場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stationarity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national 

M6286 - 

SÜ DZUCKER/ 

ED&F MAN  

white sugar(白砂

糖) / raw sugar(原

蔗糖)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Quota sugar/ 

out-of-quota sugar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beet(甜菜) sugar 

/cane(甘蔗) sugar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同一產品

市場 
            

  

Granulated sugar / 

Liquid sugar / 

industry specialities 

其他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left open 其他 
 

switchin

g cost 

 left 

open 
      

  
industria / retail 

sugar  
其他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其他 
 

switchin

g cost 

不同產

品市場 
      

    其他  market shares               

    其他 
 pricing 

structures 

不同產品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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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white sugar             Demand side 
competition 

constraint 
  

                  
security and 

regularity  
  

                  price elasticity   

                  trade flows   

                
Natural 

experiment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Supply side 
 Production 

quotas 
  

                   joint ventures   

                  
 internal 

documents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standard 

deviations 
  

                
stationarity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其他 market shares national 

M.6360  -  

NYNAS/  

SHELL/  

HARBURG  

REFINERY 

(Naphthenic) base 

oils / process oils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同一產品

市場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同一產

品市場 
      

   naphthenic /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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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paraffinic  base 

and process oils  

       switching cost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不同產品

市場 
          

  

 naphthenic / 

paraffinic  base 

and process oils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不同產

品市場 
      

                      

  
naphthenic base and 

process oils 
            其他 supplier location EEA wide 

                price analysis 
 price 

differences  
EEA wide 

                
critical loss 

analysis 
price, margin 不採用 

                

Price premium 

correlation 

study 

Price premium 

correlation 
不採用 

                其他 transport costs EEA wide 



243 
 

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M.6541 

-GLENCORE / 

XSTRATA 

Zinc concentrate / 

other metal 

concentrate 

其他 previous case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 price (LME) worldwide  

Case 中還有 

Nickel 、Cobalt 

等金屬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worldwide  

  
Zinc metal / other 

metal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 trade flows   

      previous case           transport costs EEA wide  

  
 different grades of 

zinc metal 
其他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left open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left 

open  
      

  

Copper concentrate 

/ other metal 

concentrate 

其他 previous case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 trade flows   

                  transport costs   

                  TC/RC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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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copper blister / 

spent copper anodes 

/ copper scrap / 

custom cast anodes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其他 previous case   

      產品特性/用途           barriers  worldwide 

    
price 

analysis 

price 

differences  
 left open              

  Refined copper  其他  switching cost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left 

open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worldwide 

  

Lead concentrate / 

other metal 

concentrate 

其他 previous case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 trade flows   

                  price (LME)   

                  
 market 

investigation  
  

                  barriers    

                  transport costs worldwide 

                      

M.6663 – 

RYANAIR/ AER 

LINGUS III  

scheduled passenger 

air transport 

services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pproach 

(O&D)  

                

可見 case M.7541     交易相對人及 不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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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之分析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市場 

  

connecting 

passengers / O&D 

passengers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pproach 

(O&D)  

previous case 不同市場             

  close-by airports             

Price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Stationarity 

tests  
price correlation    

                

此 case之附件

有 Price 

Correlation 

Analysis 及 

Stationarity 

tests 操作說

明 

    

 M.6905 – 

INEOS/ SOLVAY/ 

JV  

S PVC / E PVC 其他 previous case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不同產

品市場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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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係之看法 

       switching cost 
不同產品

市場 
            

  

Commodity / 

Specialty / Extender 

S-PVC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不同產

品市場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不同 K-value 之

Commodity S PVC  
  

See Case  

M.4734-  

INEOS/  

KERLING 

              

  
分析與 M.4734 幾

乎雷同 
                  

  
Commodity S-PVC 

/ Co-polymers  
其他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不同產

品市場 
      

  High-Impact S-PVC  
其他(公司

方 
產品特性/用途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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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price difference               

    
其他(委員

會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其他(委員

會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price difference     

economi

c 

incentiv

es  

不同產

品市場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Commodity S-PVC                    

  
地理市場可見

M.4734 
                  

                      

M.7000 - 

LIBERTY 

GLOBAL / 

ZIGGO  

                    

  
FTA TV / Pay TV 

rights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price difference               

      
customer 

groups 
 left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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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linear / non-linear 

broadcasting  
其他 previous case               

      
market 

investigation  
left open              

                      

  SVOD / TVOD 其他 
switching 

patterns  
              

      previous case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market 

investigation  
left open             

  
Films, Sport and 

Other content  
其他 

customer 

groups 
  其他 

產品特

性/用途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left open             

  

Premium and 

non-premium 

content  

其他 price difference     

switchin

g 

patterns  

 left 

open 
      

  

後面還有其他頻道

子分類，分析雷同

故略 

            其他 
market 

investigation  
  

   the wholesale               交易相對人及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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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supply and 

acquisition of TV 

channels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M.7061 - 

HUNTSMAN 

CORPORATION 

/ EQUITY 

INTERESTS 

HELD BY 

ROCKWOOD 

HOLDINGS 

coatings, plastics 

and specialty 

applications TiO2 

其他 previous case 
不同產品

市場 
            

  

 sulphate / 

chloridebased 

processes 

  產品特性/用途 left open   

manufac

turing 

processe

s 

        

                其他 barriers    

                  transport costs    

                  

the capability of 

the main 

suppliers 

  

                  trade flows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此案件公司有用

CLA 法去分析 
              price analysis price differences  left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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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competitive 

constraint ，但並

未被採用 

                      

M.7155 - SSAB / 

RAUTARUUKKI  
Carbon steel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flat products / long 

products 
  previous case 

不同產品

市場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i) quarto plate (ii) 

other hot-rolled 

products, (iii) 

cold-rolled 

products, (iv) steel 

for packaging, (v) 

galvanised steel and 

(vi) organic coated 

(i.e. painted) steel. 

  previous case               

      
market 

investigation  

不同產品

市場 
            

  HS / WR 其他 
switching 

patterns  
  其他 

manufac

turing 

processe

s 

        

            
techn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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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perspect

ive 

            

交易相

對人及

競爭事

業對於

產品間

替代關

係之看

法 

        

            

brand 

differen

ce 

不同產

品市場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 ( Nordic 

region  

            其他 
internal 

documents 
  

                  trade flows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transport costs    

                  

 local 

distribution 

network  

  

                price analysis Pric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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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公司版本 Price correlation    

                price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Nordic 

countries 

                委員會版本     

                      

M.7276 - 

GLAXOSMITHK

LINE/ 

NOVARTIS 

VACCINES 

BUSINESS 

(EXCL. 

INFLUENZA)/ 

NOVARTIS 

CONSUMER 

HEALTH 

BUSINESS  

Meningococcal 

vaccines  
                  

  

 MenC, 

MenACWY, 

MenB, MenC-Hib 

vaccines each 

constitute separate 

product markets, 

whereas 

MenACWY PS and 

MenACWY CJ 

vaccines are p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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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the same market.   

  MenB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MenC-Hib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MenACWY /  

MenC  
  產品特性/用途               

      
Price 

differences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MenACWY PS / 

MenACWY CJ   
  產品特性/用途 

同一產品

市場 
            

  
Diphtheria and 

tetanus vaccines  
                  

  

D, T, dT ,DT 

vaccines /  broader 

combination 

vaccines  

  產品特性/用途               

  
D, DT / dT, T 

vaccines 
    

不同產品

市場 
            

  Vaccines              其他 manufacturers   

                  
national 

regulations 
national 

M.5830 – 

Olympic/ Aegean 
  

 Critical 

Loss 
  不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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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Airlines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sta

tionarity 

analysis  

  不採用             

   airline/ferries  
Regression 

analysis  
  不採用             

    
Customer 

surveys 
  不採用             

  

scheduled passenger 

air transport 

services  

O&D 

approach 
                

  
 charter flights / 

scheduled flights  
其他 previous case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time sensitive/ 

non-time sensitive 

passengers  

其他 
customer 

groups 
              

      
Price 

discrimination  
              

      產品特性/用途               

      
 market 

investigation  

不同產品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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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airline/ferries  其他 price difference               

      產品特性/用途               

      

 customers’ 

switching 

patterns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survey on 

the parallel 

use of ferry 

and air 

transport 

services  

  不採用             

    
economic 

studies  
  不採用             

                      

M.5658 – 

UNILEVER/SAR

A LEE 

 Male and 

non-male 

deodorants 

其他 產品包裝               

      sold proportion               

      
competitive 

landscape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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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Price 

differences  
              

      market-growth               

      
cross-gender 

use  
              

    SSNIP test price , profits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 
 

switchin

g cost 

        

            

internal 

docume

nts 

不同產

品市場 
      

  
 personal care 

products 
            其他 previous case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national 

M.6166 

DEUTSCHE 

BÖ RSE / NYSE 

EURONEXT 

cash listing services  其他  regulations 
Regulate

d Markets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worldwide 

      交易相對人及 left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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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cash trading 

services  
  previous case  left open              

  
equity, ETPs and 

structured products  
其他 

 demand 

substitutability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regulations 
 at least 

EEA-wide  

      產品特性/用途     
產品特

性/用途 

不同產

品市場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各種分析 不採用               

    
 Critical 

loss analysis  
不採用               

                      

M.6607 - US 

AIRWAYS/ 

AMERICAN 

AIRLINES 

scheduled passenger 

air transport 

services  

O&D 

approach 
                

  

Premium / 

non-premium 

passengers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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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left open              

  
Non-stop / one-stop 

flights 
其他 previous case               

                      

    
 correlation 

analysis 
  不採用             

                      

M.6827 - 

HONEYWELL/ 

INTERMEC  

Ruggedised mobile 

computers  
其他 previous case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left open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at least 

EEA-wide 

(left open ) 

  
 larger form / 

smaller form  
  產品特性/用途 left open              

  Scanning engines                   

  

 laser-based /  

image-based 

technology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left open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left open  其他 market share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customers' 

demand  
  

                  交易相對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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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price differences EEA-wide 

M.6850 - 

MARINE 

HARVEST/ 

MORPOL  

salmon 其他 previous case   left open             

  
Farmed / wild 

salmon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Farming and 

primary processing / 

secondary 

processing  

      其他 
 

switchin

g cost 

        

            
產品特

性/用途 

不同產

品市場 
      

  
EEA / outside the 

EEA  
其他 

 market 

investigation  
              

      產品特性/用途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不同產品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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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係之看法 

  Norway / Scotland  其他 
 market 

investigation  
              

      
consumer 

preferences 
              

      產品特性/用途               

      
price 

differences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  
不採用             

  salmon             其他 transport costs   

                  trade flows EEA-wide 

M.1628 – 

TotalFina/Elf 

PETROL, DIESEL 

AND DOMESTIC 

HEATING OIL  

                  

  

motorway service 

stations / the sale of 

fuels off motorways  

  
Price 

differences  
              

      
average 

consumption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M.7408 - 

CARGILL / ADM 

CHOCOLATE 

BUSINESS  

 The products and 

value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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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Industrial chocolate  其他 previous case               

  
liquid / solid 

chocolate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left open        

  
dark /milk /white 

chocolate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left open        

      
Internal 

document 
              

  
standard 

/non-standard 
  產品特性/用途 left open              

  

 the exact 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can be left open as 

this would also not 

change the outcome 

of the competitive 

assessment.  

                  

  
Semi-finished cocoa 

products 
其他 previous case 

不同產品

市場 
            

  

Fat-based coatings 

and 

fillings/Chocolate 

compound  

其他 price difference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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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regulations 
不同產品

市場 
            

  Industrial chocolate              其他(公司方 trade flows    

                  price differences    

此案件公司有用

CLA 法去分析 

competitive 

constraint ，但並

未被採用 

                transport costs    

                  homogeneity EEAwide 

                其他(委員會  previous case   

                  產品特性/用途   

                  delivery patterns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national borders  

circular 

catchment 

areas 

                      

 M.7541 - IAG / 

AER LINGUS 

Air transport of 

passengers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pproach 

(O&D)  

                

  

 The O&D 

approach was 

confirm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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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General Court, most 

recently in Case 

T-342/07 Ryanair 

Holdings plc v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CR], paragraph 

53.  

  
time/non-time 

sensitive passengers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short / 

long-haul  

有條件的

區分 
            

  
direct flights / 

indirect flights  
  

duration of the 

flight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left open              

  Airport   previous case               

      

 comparison of 

distances and 

travelling times 

to the 

indic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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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benchmark of 

100 km/1 hour 

driving time 

                      

 M.7612 - 

HUTCHISON 3G 

UK / 

TELEFONICA 

UK  

retai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handset / SIMO 

contracts  
其他(公司 

 demand-side 

substitutability  
              

      
switching 

patterns  
              

  
physical shops / 

online  
其他(公司 

 demand-side 

substitutability  
              

  

fixed and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其他(公司 產品特性/用途 left open             

                      

  

Retail fixed /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其他 previous case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產品特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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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public Wi-Fi 

services 
  

 demand-side 

substitutability  

不同產品

市場 
            

  2G, 3G and 4G  其他 customer group               

      previous case               

      price difference 
同一產品

市場 
            

  
Voice, SMS and 

data services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同一產品

市場 
            

  
 OTT / mobile 

services 
其他 

 demand-side 

substitutability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Prepaid / postpaid 

services  
其他 previous case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switching 

patterns  

同一產品

市場 
            

  
SIMO / handset 

subscriptions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swi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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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patterns  

      
internal 

documents  

同一產品

市場 
其他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Private and business 

customers  
其他 

customer 

groups 
              

      
switching 

patterns  

同一產品

市場 
            

  Distribution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switching 

patterns  
              

      產品特性/用途               

      
 internal 

documents  

*同一產

品市場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case,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 is the retail 

market for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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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services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其他 
national 

regulations 
national 

                      

 M.7930 - ABP 

GROUP / FANE 

VALLEY GROUP 

/ SLANEY 

FOODS  

 live cattle for 

slaughter / other 
      其他 

previous 

case 
  其他 previous case left open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不同產

品市場 
  price difference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同一產

品市場 
  

switching 

patterns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trade flows  RoI  

  
different types of 

cattle  

price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ce 

correlations 

不採用此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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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其他 
switching 

patterns  

不採用此

證據 
            

  
 live lambs and live 

sheep for slaughter  
            其他 price difference   

   lamb / sheep  其他(公司 price difference   其他(公司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trade flows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distance IoI 

          
其他(委員

會 

supply-s

ide 

substitut

ability  

        

            

switchin

g 

patterns  

left open        

  
fresh beef meat / 

other meat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公司 trade flows   

  

 fresh / frozen meat 

(including minced 

meat)  

其他 previous case           transport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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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產品特性/用途 
同一產品

市場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various types 

(pork, veal, etc.) of 

fresh meat,  

其他 previous case 
不同產品

市場 
        supply source   

  
 distribution 

channel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homogeneity EEA wide 

   origin(出生地)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其他(委員會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left open  

      產品特性/用途               

      price difference 
不同產品

市場 
            

      
switching 

patterns  

不採用此

證據 
            

  breed (品種) 其他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產品特性/用途               

      price difference               

      switching 不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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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patterns  市場 

  type of cattle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the product markets 

that are relevant for 

the assessment for 

the present case 

consist of the 

market for sale of 

fresh beef meat to 

supermarkets, 

caterers and 

industrial 

processors.  

                  

  

Case 還有 Sale of 

fresh lamb meat 等

肉品，分析雷同 

                  

Case M.8611 – 

Smithfield / Pini 

Polonia  

live pigs for 

slaughtering  
  previous case         其他 previous case  left open. 

  sows 其他 產品特性/用途 
不同產品

市場 
      其他(公司 

 supply 

structural  
  

  
 fresh pork meat / 

other meat 
              trade flows 

 wider 

than 

national 

  
 fresh / frozen meat 

(including minced 
  可見上面         其他(委員會 產品特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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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產品 
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供給替代分析方法 地理市場分析方法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方法名稱 變數 結論 

meat)  M.7930 之分

析，幾乎相同 

  

Supply of fresh pork 

meat for further 

processing  

其他 
 previous 

decisions 
          運輸限制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產品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 

不同產品

市場 
        

internal 

documents  
  

                  trade flows   

                  

交易相對人及

競爭事業對於

地理市場之看

法 

national 

                

 price 

correlation 

analysis (公司 
price correlation 

不採用此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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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相關檢定公式 

 

一、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訊息準則即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由於它為日本統計

學家赤池弘次創立和發展的，因此又稱赤池訊息準則，用以評估統計

模型的複雜度和衡量統計模型擬合資料之配適度 (Goodness of Fit)。 

𝐴𝐼𝐶 = 2𝑘 − 2 ln(𝐿),               (1) 

其中 k 為參數的數量，L 是概似函數值。  

假設條件是模型的誤差服從獨立常態分佈。令 n 為樣本數，RSS

為殘差平方總和，則 

𝐴𝐼𝐶 = 2𝑘 + 𝑛 ln (
𝑅𝑆𝑆

𝑛
).              (2) 

增加參數的數目能提高了擬合的配適度，AIC 一方面鼓勵資料擬

合的配適度但是另一方又避免出現過度配適 (overfitting) 的情況。所以

優先考慮的模型應是 (2) 式中 AIC 值最小的那一個，AIC 的方法是尋

找可以最好的解釋資料但包含最少自由參數的模型。 

二、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或常稱為 Schwarz Criterion) 

BIC 訊息準則即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1978 年由 Schwarz

提出，又稱貝氏訊息準則，與 AIC 相似皆用於模型選擇。 

𝐵𝐼𝐶 = ln(𝑛) 𝑘 − 2ln (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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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為參數數量，n 為觀察數，L 為概似函數值。ln(n)k 為懲罰項，

在參數維度過大且訓練樣本資料相對較少的情況下，可以有效避免出

現參數過多維度災難 (dimension disaster) 現象。 

如同 AIC，模型配適而增加參數數量 (也就是增加模型複雜度)，

會增大概似函數值，但是也會導致過度配適現象，針對該問題，AIC

和 BIC 均引入了與模型參數個數相關的懲罰項，BIC 的懲罰項比 AIC

的大，考慮了樣本數量，當樣本數量過多時可有效防止模型複雜度過

高。 

三、ADF test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 

在時間序列分析中用來辨識個別變數的樣本資料是否存在單根之

檢定，自 Dickey-Fuller 檢定擴張修改而來。ADF 檢定優點在於，它透

過納入 (理論上可無限多期，只要資料量容許) 落後期的差分項，以排

除自相關的影響。 

∆𝑦𝑡 = 𝛼 + 𝛽 t + 𝛾𝑦𝑡−1 + ∑ 𝛾𝑖∆𝑦𝑡−𝑖+1

𝜌

𝑖=2

+ 휀𝑡 

其中 𝛼 為截距，𝛽 為時間趨勢係數，𝜌 為自變數的落遲期數。 

ADF 檢定的虛無假設為有單根 (H0: 𝛾 = 0)，拒絕虛無假設則為定

態序列無單根。它的檢定過程是對自變數本身落遲一期的序列及自變

數的差分落後項進行迴歸分析，但模型中的截距項與時間趨勢項的存

在與在實務上則需事先判定，且是否放入截距項與是否放入時間趨勢

項也都會影響 𝛾 估計式的極限分配。所以理論上需考慮三種的形式以

進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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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截距，無趨勢項 

∆𝑦𝑡 = 𝛾𝑦𝑡−1 + ∑ 𝛾𝑖∆𝑦𝑡−𝑖+1

𝜌

𝑖=2

+ 휀𝑡 

有截距，無趨勢項 

∆𝑦𝑡 = 𝛼 + 𝛾𝑦𝑡−1 + ∑ 𝛾𝑖∆𝑦𝑡−𝑖+1

𝜌

𝑖=2

+ 휀𝑡 

有截距項，有趨勢項 

∆𝑦𝑡 = 𝛼 + 𝛽 t + 𝛾𝑦𝑡−1 + ∑ 𝛾𝑖∆𝑦𝑡−𝑖+1

𝜌

𝑖=2

+ 휀𝑡 

四、KPSS test (Kwiatkowski Phillips Schmidt Shin test) 

由 Kwiatkowski 等人 (1992) 所提出，一般的單根檢定都是將 

「序列具有單根」設為虛無假設，KPSS 檢定則相反，將「序列為定態」

設為虛無假設，KPSS 檢定可以提供作為 ADF 檢定的互補。 

𝑦𝑡 = ξ𝑡 + 𝑚𝑡 + 휀𝑡, 

其中  ξ𝑡 = ξ𝑡−1 + 𝜇𝑡 ，𝜇𝑡~𝑖𝑖𝑑(0, 𝜎𝜇
2)  為隨機漫步程序  (random 

walk)，𝑚𝑡  為常數項與/或趨勢項，휀𝑡~𝑖𝑖𝑑(0, 𝜎𝜀
2) 為定態序列。KPSS

檢定統計式為： 

𝐿𝑀 = ∑
𝑠𝑡

2

𝜎𝜀
2

𝑇

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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𝑠𝑡
2是最小評方法迴歸式 (對常數與或趨勢項)之殘差的平方，而 𝜎𝜀

2 為

殘差變異數的估計值平方。而其所檢定之虛無假設為 H0：𝜎𝜀
2= 0 (變數

為定態)，若拒絕虛無假設，則表示該時間序列資料為非定態，意即其

資料有單根。值得注意的是：否放入截距項與是否放入時間趨勢項也

都會影響統計量的均數與變異數，須依情況加以修正。 

五、DF-GLS 單根檢定法 

由 Elliott, Rothenberg, 及  Stock 於 1996 年提出，旨在修正

Dickey-Fuller 的 t 檢定。不同的是，在單根檢定前，事先將時間序列做

一般最小平方法迴歸 (GLS) 的修正，在模型包含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

時，相較於 ADF 檢定會具有較高的檢定力 。通常有兩個可能的對立

假設，一為定態且無趨勢項，二為定態具有線性的趨勢項。 

為檢驗對立假設二，令 

𝑦1̃ = 𝑦1  

𝑦�̃� = 𝑦𝑡 − 𝛼∗𝑦𝑡−1 , 𝑡 = 2, . . . , 𝑇 

𝑥1 = 1   

𝑥𝑡 = 1 − 𝛼∗ , 𝑡 = 2, . . . , 𝑇 

𝑧1 = 1  

𝑧𝑡 = 𝑡 − 𝛼∗(𝑡 − 1)  

且 𝛼∗ = 1 − (13.5/𝑇)，再經由 GLS 估計以下公式 

𝑦�̃� = 𝛿0𝑥𝑡 + 𝛿1𝑧𝑡 + 𝜖𝑡 

獲得估計值 𝛿0̂ 與 𝛿1̂ 後再去除 𝑦𝑡 中的趨勢項而得到 

𝑦∗ = 𝑦𝑡 − 𝛿0̂ + 𝛿1̂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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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上述轉換過後的變項進行 ADF 檢定，其迴歸式如下 

∆𝑦𝑡
∗ = α + γ𝑦𝑡−1

∗ + ∑ 휁𝑗∆𝑦𝑡−𝑗
∗ + 𝜖𝑡

𝑘

𝑗=1

       (3) 

而 H0: γ = 0 (序列具有單根) 

為檢驗對立假設一，我們的做法雷同，只是重新定義 𝛼∗ = 1 −

(7/𝑇)，從 GLS 中估計 z，計算 𝑦∗ = 𝑦𝑡 − 𝛿0̂，使用以上新轉換過的變

項進行 ADF檢定。使用 STATA 時，系統所預設的𝑘𝑚𝑎𝑥落遲數為 Schwert 

(1989)所建議的，𝑘𝑚𝑎𝑥 = floor[12{T + 1)/100}0.25] 。 

DF-GLS 有三種不同的方法 (指標) 以供選擇落後期數 k。 

方法一為 SC (Schwarz criterion)。可以使用對數概似法或迴歸誤差

平方總和來估算，DF-GLS 使用的估算法是迴歸誤差平方總和，具體而

言每個 k 

SIC = ln((rmse)̂ 2) + (𝑘 + 1)
ln (𝑇 − 𝑘max)

(𝑇 − 𝑘max)
 

而 

rmsê2 =
1

(𝑇 − 𝑘max)
∑ 𝑒�̂�

2

𝑇

𝑡=𝑘𝑚𝑎𝑥+1

 

DF-GLS 回報最小的 SC 與它所產生的 k 值。 

方法二為 Ng–Perron sequential-t，為 Ng and Perron (1995) 所提出。

它利用 sequential- t 演算法來選取 k 值：步驟 (i): 設定 n=0，並利用

DF-GLS 迴歸進行模型的配適，迴歸中擁有 𝑘𝑚𝑎𝑥 − 𝑛 落後期數。如果 

𝛽𝑘𝑚𝑎𝑥在信賴水準為 α 時顯著異於 0 時 (一般設 α = 10%) 則選擇

k=𝑘𝑚𝑎𝑥，若非如此，則繼續進行步驟 (ii)。步驟 (ii): 如果 n < 𝑘𝑚𝑎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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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n=n+1 並繼續步驟 (iii)，否則，設定 k=0 並停止。步驟 (iii) 利用

DFGLS 迴歸進行模型的配適，迴歸中擁有 𝑘𝑚𝑎𝑥 − 𝑛 落後期數。如果 

𝛽𝑘𝑚𝑎𝑥−𝑛在信賴水準為 α 時顯著異於 0 則選擇 k=𝑘𝑚𝑎𝑥 − 𝑛，若非如此，

則繼續進行步驟 (ii)。 

方法三為 Ng 與 Perron 校正後的 AIC (modifie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 簡稱：MAIC)，由 Ng and Perron 於 2000 年所提出。MAIC

的計算方法為 

 

MAIC(k) = ln(rmsê2) +
2{𝜏(𝑘) + 𝑘}

𝑇 − 𝑘𝑚𝑎𝑥
 

而 

τ(k) =
1

rmsê2
𝛽0̂

2
∑ 𝑦�̃�

2

𝑇

𝑡=𝑘𝑚𝑎𝑥+1

 

�̃� 如同先前所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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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英文縮寫相關字詞索引  

A 

ADF test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221 

AL (Actual Loss，實際損失)…………………………………………….21 

 

B 

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或常稱為 Schwarz 

criterion)………………………………………………………………..219 

 

C  

CL (Critical Loss，臨界損失)………………………………………21 

CLA (Critical Loss Analysis ，CLA 臨界損失)…..…………………..20 

 

D 

DF-GLS test (Dickey-Fuller-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DF-GLS 檢

定)…………………………………………………………………222 

 

E  

E H  t e s t  ( E l z i n g a - H o g a r t y  t e s t ， E H 檢

定 ) … … … … … … … … … … … … . 1 0 1 

 

K 

KPSS test (Kwiatkowski Phillips Schmidt Shin test)…………………222 

 

L 

LIFO (little in from outside，小額輸入量)………………………….101 

LOFI (little out from inside，小額輸出量) ………………………....101 

 

M 

MAIC (modifie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222 

 

P 

POS (point of sale，銷售終端機簡稱)………………………………..134 

 

S 

SSNDQ test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creases in 

quality)…………………………………………………………………134 

SSNIP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微幅但顯

著且非暫時性的價格調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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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s，向量自我相關模型)……………….….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