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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92 年公平交易法實施以來，公平競爭政策已經成為台灣經濟政策發展的

主軸，台灣的油品市場也已經完成全面自由化的時程。除市場結構可以形成廠商的

價格合作外，廠商本身也可以藉由某些促進行為，來達成彼此合作的調價策略，這

些促進行為包括價格領導、預告調價資訊及牽制性價格條款等。在價格領導機制

下，領導廠商首先宣布其調價資訊，其他廠商才跟隨調價，以雙占市場為例，一家

廠商在其調價決策正式實施之前，藉由事先預告其意圖調價之幅度，可以降低其面

對對手可能殺價競爭的不確定性風險，因為經由預告調價資訊機制，對手若拒絕跟

隨時，發動調價的廠商可以隨時撤回調價或改變調價幅度。這些促進行為能夠促成

競爭者彼此間的合作結果，也有減低彼此進行價格競爭的誘因。 

過去二十多年以來，經濟學界利用賽局理論的觀念及模型分析技巧，對於競爭

者的動態互動情形之研究，已有相當卓越的成果。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是目前

國內僅有的二家供油商，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發現，二大供油商的調價策略存在

有上述促進行為：包括價格領導、預告調價資訊及牽制性價格條款等。本論文即針

對國內二大供油商之調價策略進行賽局分析，以闡明賽局理論應用於分析國內競爭

法相關案例之可行性。研究結果顯示，賽局理論確可作為分析廠商聯合行為之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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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公平交易法於 1992 年正式實施以來，初期國內業界團體對該法有關聯合行

為之禁制規定仍頗為陌生，當時國內相關同業公會普遍存在利用會員大會或理監事

會議，共同制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表，並視為成立同業公會組織之最主要功能之

一。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多年來也實際查處了許多違法聯合行為，例如信義歡樂

有線播送系統等聯合調漲收視費用（1999 年公處字第 070 號處分書）、雲林縣十餘

家混擬土業者共同約定銷售價格等（2000 年公處字第 213 號處分書）、北誼興公司

等十九家桶裝瓦斯分裝場業者共同調高運裝費用及限制分銷商自由選擇交易對象等

（2001 年公處字第 023 號處分書）1
，被處分者多數仍屬知識水平較低之事業團體。

相對的，國內大型企業所進行聯合壟斷市場的行為態樣，因該等業者之法律專業素

養較高，所以其可能涉有影響市場功能之共同限制競爭行為，已多轉向成為不留任

何文字協定之默契性聯合壟斷，以免留下具體之書面證據成為執法機關處分要件。

而此一默契性行為即是產業經濟學上所謂的策略性聯合壟斷（tacit collusion），或

是競爭法上所稱的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practices），亟需競爭法主管機關加以重

視，並對寡占市場中大型廠商的策略性壟斷採取因應策略
 2
。  

在完全競爭結構下，廠商的行為非常單純，只要在現行市場價格下，選擇產量

即可；在獨占市場下，廠商只要依據市場需求狀態，選擇產量及決定價格；然而在

寡占結構下，因為廠商家數少，廠商彼此瞭解且深知休戚與共（interdependent），

因此其經營決策具有高度之互動關係。基於彼此之共同利益，寡占市場廠商往往運

用各種方法避免削價競爭，以免兩敗俱傷，一個相當普遍的例子就是所謂的價格領

導行為（price leadership），一般而言，主導產品價格的廠商通常是該產業的主要廠

商，雖然主導廠商可以完全依據自身利益決定產品的價格，惟倘其決定的價格不為

其他廠商所接受，價格主導的機制將會瓦解，所以該機制在內涵上已經考慮其他廠

商的利益。因此有許多國內的經濟學者認為，就此角度觀之，價格主導機制的決策

                                                      
1 公平交易委員會（2002），認識公平交易法，144-159。 
2 馬泰成（2003），「產能與競爭」，公平交易季刊，11(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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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卡特爾（cartel）的決策在本質上是相同的3

。 

1950 年代，美國經濟學界對於寡占問題的看法主要由市場結構學派（structural 

school）所主導，這個學派認為寡占市場結構下，廠商無論經由約定價格的合意

（price-fixing agreement）或僅僅彼此密切的策略互動，均能訂出高於競爭市場之價

格。惟此一觀點受到芝加哥學派的質疑，其中 Stigler（1964）4 認為在寡占市場中，

聯合壟斷是否能順利運作，主要取決於參予聯合行為廠商是否能有效偵測參加者之

秘密增產行為，以及如何懲罰參加者之欺騙行為，因此除非參加者之間能：(1)確定

彼此知悉合作的價格、(2)察覺任何背離合作的行為、(3)處罰背離的行為，否則價格

合作的結果是很難維持的。這個觀點在 1970 年代中期以後開始廣為美國法界所接

受。至今當代經濟理論，尤其是賽局理論（game theory）對寡占行為又有一些新的

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複賽局的觀念。在 Stigler 的模型裡，每一個廠商僅就合

作或競爭作單次選擇，以賽局理論的術語來說，廠商間玩的是單次賽局；然而廠商

能作多次選擇的時候，情況便大不相同。 

由於各國反托拉斯法原則上大都禁止廠商採取聯合行為，而寡占廠商的價格領

導行為則處於反托拉斯法的灰色地帶，因而容易成為廠商希望採取一致行動而又有

機會不被起訴的策略，惟此類行為也成為各國在執行反托拉斯法時所面臨之最棘手

問題 5

。我國學者巫和懋、夏珍（2003）6 論及「動態賽局」時亦稱「…在實際市場

運作中，是不允許甲乙廠商經過磋商的勾結，但雙方卻可經由長期互動的瞭解，觀

察並預期對手的反應，雙方不必經過契約，甚至連電話都不必打，就能做到合作的

結果，連公平交易委員會都抓不到。」此一說法對競爭法執法機關不啻為一大警

訊。 

台灣油品市場（汽油、柴油）一向由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所獨占，但在 1992

年由台塑集團六輕計畫所成立的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我國唯一的民營煉油

業者暨上游石化原料生產廠商，從此結束了中油公司在國內油品市場的獨占局面。

                                                      
3 巫和懋等（2003），經濟學 2000跨世紀新趨勢，台北：雙葉書廊，256。 
4 G. Stigler (1964), “A Theory of Oligopo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2: 44-61. 
5 陳坤銘等（2004），「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
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7-49。 

6 巫和懋、夏珍（2003），賽局高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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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石化在 88 年 7 月開始生產乙烯，並在 2000 年 9 月推出石油產品 7。另美商埃

索石油公司（ESSO）雖亦於 2002 年起加入國內市場競爭，惟歷經不到二年之慘淡

經營即已退出國內油品市場。目前國內僅有中油及台塑石化二家供應商，以發油量

計算，台塑石化於國內之市占率約 30%，中油公司則仍保有約 70%之市占率。 

在此種狀況下，台灣油品市場事實上係處於寡占市場，尤其在美商埃索退出市

場後，實質上已是雙占市場（duopoly），故二家競爭者之競爭情況，已廣受社會大

眾所注意，尤其是價格競爭部分，更為政府、學界及社會大眾所關注。本論文即是

基於此一現況，擬依賽局理論觀點，探討二大供油商之價格競爭策略及其適法性，

以供政府及社會各界參考。 

貳、文獻回顧 

約定價格的合意乃許多國家競爭法或公平交易法所不容（公平交易委員會，

1993），美國司法部對此類案件採嚴格審判作法，如美國 AMD（Archer-Daniels-

Midland）公司曾被法院判罰 1.97 億美金，3 位被起訴之高階主管中，2 位被處以 2

年有期徒刑 8
。此外，全球五大油漆廠商在歐洲協議於美國市場之約定價格亦受到

美國起訴，當時調查中的案件仍有 25 件以上（June 4, 2001）9
。約定價格行為或聯

合行為（concerted behavior）係各國法律所禁止者，在台灣亦有廠商被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處罰之情況。 

國內二大供油商（即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自 2002 年以來，合計同步

（時間相同、調幅相同）調整油品批售價格達 20次之多，如表 1所示。 

由於二大供油商調價前都事先經由媒體揭露其訊息，進而彼此相互跟隨調價，

導致二大供油商二年多來持續同步調價之結果，屢遭各界批評為「聯合壟斷」。然

依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所謂聯合行為，係指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 

                                                      
7 台塑石化公司（2004），簡式公開說明書（民國 93年 7月申報發行公司債用），56。 
8 “Jury Convicts Ex-Executives in AMD Case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 18, 1998 A3、A4. 
9 “Five Paint Firms Are Scrutinized for Jury Convicts Ex-Executives in AMD Case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2001,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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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二大供油商自 91 年以來之調價情形彙總表 

（截至 93年 9月 30日止） 

調價時點 95汽油 92汽油 高級柴油 調價過程 

91.04.10 中油 
台塑 

調漲 1元 
調漲 1元 

調漲 1元 
調漲 1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1.06.01 中油 
台塑 

調降 1元 
調降 1元 

調降 1元 
調降 1元 

調降 0.5元 
調降 0.5元 

台塑發動；中油跟進 

91.08.20 中油 
台塑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4元 
調漲 0.4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漲幅較
低）；中油再修正調幅 

91.09.27 中油 
台塑 

調漲 0.4元 
調漲 0.4元 

調漲 0.4元 
調漲 0.4元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1.10.26 中油 
台塑 

調漲 0.4元 
調漲 0.4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調漲 1元 
調漲 1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1.12.28 中油 
台塑 

調漲 0.3元 
調漲 0.3元 

調漲 0.3元 
調漲 0.3元 

調漲 0.2元 
調漲 0.2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2.01.09 中油 
台塑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2元 
調漲 0.2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2.02.22 台塑 
中油 

調漲 1.5元 
調漲（跟進 
台塑牌價） 

調漲 1.5元 
調漲（跟進 
台塑牌價） 

調漲 1元 
調漲（跟進 
台塑牌價 

台塑宣布，中油決定調至同樣
牌價 

92.04.04 台塑 
中油 

調降 1元 
調降 1元 

調降 1元 
調降 1元 

調降 0.5元 
調降 0.5元 

台塑發動；中油跟進 

92.04.15 台塑 
中油 

調降 0.8元 
調降 0.8元 

調降 0.8元 
調降 0.8元 

調降 0.6元 
調降 0.6元 

台塑發動，中油跟進，並提前
至 14日 22時調降 

92.07.08 中油 
台塑 

未調價 
未調價 

未調價 
未調價 

調降 1.2元 
調降 1.2元 

二者僅調降高柴 

92.08.09 中油 
台塑 

調漲 1元 
調漲 1元 

調漲 1元 
調漲 1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2.09.20 台塑 
中油 

調降 0.5元 
調降 0.5元 

調降 0.5元 
調降 0.5元 

調降 0.2元 
調降 0.2元 

台塑發動；中油跟進 

92.11.01 台塑 
中油 

調降 0.5元 
調降 0.5元 

調降 0.5元 
調降 0.5元 

調降 0.2元 
調降 0.2元 

台塑發動；中油跟進 

92.12.17 中油 
台塑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3元 
調漲 0.3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3.01.07 中油 
台塑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2元 
調漲 0.2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3.01.16 中油 
台塑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調漲 0.8元 

中油發動漲 1元；台塑跟進漲
0.8元（漲幅較低）；中油再
修正調幅為 0.8元 

93.03.25 中油 
台塑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中油發動；台塑跟進 

93.07.16 中油 
台塑 

調漲 0.4元 
調漲 0.4元 

調漲 0.4元 
調漲 0.4元 

調漲 0.5元 
調漲 0.5元 

中油 15日 19時宣布調漲，台
塑 20時宣布跟進 

93.09.22 中油 
台塑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調漲 0.6元 

調漲 1元 
調漲 1元 

中油原宣布調漲 0.7元，台塑
宣布跟進調 0.6元，中油再修
正調幅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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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由於國

內廠商已逐漸認知聯合行為之違法性，因此，近年來廠商之聯合行為，已少有直接

採行契約或協議方式之聯合行為，而以較具模糊空間之「其他方式之合意」為之，

對競爭法執法機關（即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執法能力形成一大挑戰，有賴更為堅強

經濟分析之支持。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4 年 10 月 14 日第 675 次委員會議

決議 10
，二大供油業者因同步、同幅調價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本文之規

定。由於二大業者尚可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等救濟程序，就法律層面而言尚非定

讞，但其調價背後之策略則值得吾人進一步深入探索之。 

學者 Phlips（1996）11 曾指出，用賽局理論來研究雙占市場下廠商的共謀或掠

奪性定價行為是可行的，被告廠商所聘用的專業人士也會利用賽局理論的論證來辯

駁其行為之正當性，歐洲已經有一些重要的反托拉斯法案件應用賽局理論進行經濟

分析。本文即試圖以賽局理論來分析二大供油商之調價策略或調價行為。 

當經濟學家研究市場上個別行動者的行為如何相互結合時，總是以「價格」來

表現系統特徵。但價格又是如何確定的？價格的形成又如何反映了交易相對人的行

動？這些問題在傳統價格機制理論中，並未獲得解決，而賽局理論（game theory）

對此則提供一套相當完整的分析架構及工具，可以幫助吾人理解多數人互動下的決

策及現象。在理想化的賽局模型中，個別決策者都是理性的，在追求某種明確定義

下的目標時，決策者也是聰明的，能充分利用手上所擁有的知識及資訊進行某種思

考。 

賽局理論一般被認為開始於 1944 年由 Von Neumann 及 Morgenstern 所合著之

「The Theory of Game and Economic Behavior」。雖然這本書所討論的賽局理論和現

代賽局理論的內容少有關聯，但它引進了一個觀念，即衝突行為可以用數學方式進

行分析。到了 1950 年代，合作賽局理論的發展已經達到頂峰，此時非合作賽局理

論也開始萌芽。Tucker 於 1950 年發展了「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概

念，納許（John Nash）在 1950 12 
及 1951 13 年所發表有關納許均衡的定義及存在之

                                                      
1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4），新聞稿（93.10.14），http：//www.ftc.gov.tw。 
11 Louis Phlips (1996), “On the Detection of Collusion and Pred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 

(3-5): 495-510. 
12 Nash , J. (1950), “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36: 48-49. 



 雙占廠商訂價策略之賽局分析－台灣油品市場個案 47 

重要論文，為現代非合作賽局理論奠定基礎；直到 1965 年，Selten 14 將納許均衡引

進了動態分析，而提出「Perfect Nash Equilibrium」（精煉納許均衡）概念；1967

年，Harsanyi 15 則把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引進賽局理論；1982 年，

Kreps和Wilson 16 
合作發表了有關動態不完全信息賽局的重要文章。 

為什麼研究和理解經濟領域的競爭互動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互動機制是一

種社會結構，長期以來，經濟學家一直試圖理解個人行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賽局理論本身並不是一種經濟學說，而是一種分析工具，它研究怎樣以數學模型模

擬理性決策者之間的衝突與合作。自 1980 年代以來，賽局理論逐漸成為經濟學的

一種重要研究方法。美國 Standford University 經濟學教授 David Kreps（1990）17 

也指出：「賽局理論在經濟分析所扮演的第一個、或許也是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幫

助人們提出問題，並提供模型解決相應問題。……賽局理論的模擬技術使人們把注

意力集中於研究競爭性互動的動態特徵以及專有信息；這些問題的提出使得競爭的

互動機制——誰？在何麼時候？利用什麼資訊？採取什麼行動？——成為研究重

點」。在理論上，晚近學者亦指出，寡占業者間之合意（collusion）應如何偵測，

也一直是反托拉斯法上之課題（Phlips, 1996）。賽局理論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掙

扎，已逐漸成為經濟學及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主流；經過多年的嘗試，不合作賽局

理論在社會科學中應用日廣，舉凡寡占、拍賣、談判等經濟議題，或投票、限武、

制憲等政治議題，都立基於納許所提出的分析架構 18
。 

參、國內油品批售市場之賽局分析 

自 2002 年起迄今（2004 年 9 月 30 日），中油及台塑石化公司累計有 20 次同

                                                 
13 Nash, J. (1951), “Non-Cooperative Games”, Anuals of Mathematics, 54: 286-295. 
14 Selten, J. (1965), Reexamination of the Perfectness Concept for Equilibrium Points in Extensive 

Ga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4: 25-55. 
15 Harsanyi, J. 1967), “Gam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Played by Bayesian Players: the Basic 

Model”, Management Science, 14: 159-182. 
16 Kreps, D. ＆ Wilson, R. (1982), “Reputation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7: 253-279. 
17 Kreps, D. (1990),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7-90. 
18 巫和懋（2002），「美麗心靈與經濟理論」， 經濟前瞻，81：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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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調漲油品批售價格之情形，二者調價之互動模式如次：(A) 發動調漲者多為中油

公司，調降者多為台塑石化公司。(B) 中油公司前揭期間之調價訊息均在調價前一

天或幾個小時提前預告，待對手決定調幅後，中油公司最後再同步調價。(C) 競爭

對手根據彼此釋放調價訊息，快速「跟進」反應，以致調價之時點及幅度均相同。

(D) 二大供油商與下游加油站業者之供油合約均訂有批售價格之牽制性條款，致雙

方於實際交易過程中均衍生出「批售價格不能高於競爭對手」之默契。 

一、同時行動（simultaneous moves）賽局 

參賽者在不知道對手所作選擇的狀況下採取行動，這稱為同時行動賽局或靜態

賽局，此時參賽者必須在同一時間內行動。然而，即使雙方是在不同時刻作決定，

如果參賽者在分別隔離的情況下選擇行動，此時參賽者不知道對方作過什麼或將來

要作什麼，也可以是同時行動賽局。 

同時行動賽局通常用表格方式呈現，稱作賽局表（game table），也稱作賽局矩

陣（game matrix）或報酬表（payoff form），而這種表格稱為賽局的普通形式

（normal form）或策略形式（strategic form）。對於只有二位參賽者的賽局而言，

賽局表是二維的，如同畫在紙上的表格，欄與列分別表示第一位及第二位參賽者的

策略選擇，大小由參賽者策略的數目決定，表中每一格代表的是對應欄與列的策略

組合下的報酬
 19
。 

二、建構二大供油商之同時行動賽局表 

由於國際原油價格不斷攀升，原油價格於 2004 年 10 月間甚至漲至每桶 50 美

元以上，國內二大供油商都面臨購油成本上漲之壓力，二大供油商有意調漲油品批

售價格，其調漲幅度可以有三種策略選項：調漲 1 元、調漲 0.8 元或調漲 0.5 元。

中油與台塑石化所面對同時行動賽局的報酬如表 2 所示，表中每一格都有二個報

酬，前面是中油的報酬，後面第二個是台塑石化的報酬。因為二大供油商之供油合

約均訂有批售價格之牽制性條款，如果二大供油商同時選擇調漲 1 元（即最高漲幅

                                                      
19 藍兆杰等譯（2002），策略的賽局，台北：弘智文化，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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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策略），則他們都可以獲得報酬單位為（4，4），但如果參賽對手的漲幅低於 1

元（即漲 0.8 或 0.5 元）時，則選擇漲 1 元之參賽者，會面對其加盟站流失及違約

求償損失，而造成得不償失（報酬單位為負數）之結果。 

表 2 二大供油商之同時行動賽局表 

  台塑石化 

 調漲 0.5 元 調漲 0.8 元 調漲 1 元 

調漲 0.5 元 （ 2， 2）20 （ 4，-2） （ 6，-4） 

調漲 0.8 元 （-2， 4）21 （ 3， 3）22 （ 5，-2） 

 

中 

油 

調漲 1 元 （-4， 6）23 （-2， 5）24 （ 4， 4） 

 

三、二大供油商之優勢策略及賽局均衡 

同時行動賽局中的參賽者可以有許多純粹策略 25
，而不管對手的策略如何，該

參賽者的某個策略勝過他的所有其他策略，此一策略即稱作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如果 F 廠商有三個可用策略 A、B、C，而對手也同樣有三個策略 a、

b、c，則以下條件成立的話，C 就是 F 廠商的優勢策略：當對手採用 a 時，F 廠商

                                                      
20 （2，2）代表中油及台塑石化同樣調漲 0.5元之報酬。 
21 （-2，4）代表中油調漲 0.8 元、台塑石化調漲 0.5 元之報酬。因為二大供油商之供油合約均
訂有批售價格之牽制性條款，中油調幅高出 0.3 元，造成違約賠償損失及加油站流失，所以報酬
為 –2，台塑石化因接收新加盟站，所以報酬增為 4。 

22 參見註 20 之說明，（3，3）代表中油及台塑石化同樣調漲 0.8 元之報酬，因漲幅較高，所以
報酬亦較（2，2）為高。 

23 參見註 21之說明，（-4，6）代表中油調漲 1元、台塑石化調漲 0.5元之報酬。因中油調幅高
出 0.5 元，加油站流失更嚴重，所以報酬為 –4，台塑石化因接收更多新加盟站，所以報酬增為
6。 

24 參見註 21之說明，（-2，5）代表中油調漲 1元、台塑石化調漲 0.8元之報酬。因中油調幅高
出 0.2 元，同樣造成違約賠償損失及加油站流失，所以報酬為 –2，台塑石化因接收新加盟站，所
以報酬增為 5。 

25 純粹策略（pure strategy）指的是參賽者的非隨機行動，而混合策略（mxed strategy）則為一
組純粹策略中，依特定比例隨機採取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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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C的報酬會比採用 A或 B的報酬還高；同理，當對手採用 b或 c時，F廠商採

用 C的報酬會比採用 A或 B時的報酬還高 26
。只要優勢策略存在，它必定能幫助我

們解決同時行動賽局。因為優勢策略保證你在面臨對手的所有可能行動時，比採其

他策略還能獲得更高的報酬，一旦廠商有優勢策略，就應該使用它；同理，對手如

果有優勢策略，它也會使用。 

依據上揭說明，表 2 賽局中，中油及台塑石化公司均有本身之優勢策略，且二

者之優勢策略均為調漲 0.5 元。詳言之，如果台塑石化選擇調漲 0.5 元，中油可能

之報酬為 2、 –2或 -4，其中以中油選擇調漲 0.5元，可得最大報酬為 2，其他情形

（台塑石化選擇調漲 0.8 元或 1 元時）亦同，所以「調漲 0.5 元」即為中油公司之

優勢策略。反之，同理可證，「調漲 0.5 元」亦為台塑石化之優勢策略。所以，表

2 所顯示之賽局均衡結果，二大供油商都會選擇調漲 0.5 元（亦即最小之調漲幅

度）。  

肆、二大供油商之依序行動賽局 

一、依序行動（sequential moves）賽局 

依序行動賽局中的策略情境有著嚴格的行動順序，每位參賽者輪流行動，並且

知道是誰在他們之前動作。想在這種賽局中獲勝，參賽者必須採取特別的互動思考

模式，每位參賽者必須設想：倘若我這麼作，對手會有什麼反應？每次行動時，參

賽者都得考慮其目前行動將如何影響對手以及自己未來的行動，亦即參賽者必須依

照對未來後果的計算來決定眼前的行動 27
。 

說明這種依序行動賽局的最好方式是畫出賽局樹狀圖（game trees），這些樹狀

圖通常被稱為賽局的擴展形式（extensive form）。賽局樹狀圖由各參賽者的決策分

支（decision trees）組成，該圖形包含參賽者可能採取的所有行動以及賽局的所有

                                                      
26 用更正式的說法為：當 F 廠商採用 C 而對手採用 a 時，F 廠商報酬可以寫成 P（C，a），其
他報酬也可以同樣表示，則以下條件成立時，C 就是 F 廠商優勢策略：P（C，a）≧P（A，a）且
P（C，a）≧P（B，a）且 P（C，b）≧P（A，b）且 P（C，b）≧P（B，b）…。 

27 前揭註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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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結果。它們是由節點（nodes）與分支（branches）所構成，通常由左向右延

伸。樹狀圖是一種隱喻，最重要特色在於每當各節點作出決策之後，分支則接續展

開 28
。 

二、建立二大供油商之依序行動賽局樹狀圖 

由於國際原油價格不斷攀升，國內二大供油商都面臨購油成本上漲之壓力，二

大供油商有意調漲油品批售價格，其調漲幅度可以有三種策略選項：調漲 1 元、調

漲 0.8 元或調漲 0.5 元。因中油公司在國內油品批售市場之市占率高達 70%，相對

於台塑石化公司而言，其面對原油價格上漲所增加之成本負擔較重，所以中油公司

按奈不動的承受能力較低，因此中油公司會是這場賽局的先行者（first mover）。 

中油公司為刺探對手（即台塑石化公司）可能之調價策略，中油公司會在調價

生效時點之前一日或數小時前，預先藉由大眾媒體發布調價訊息，並觀察對手的行

動後，再選擇其最佳策略。由於台塑石化公司係國內油品市場之新進業者，為持續

搶奪國內油品市場，台塑石化之調價策略不會高於中油公司預告之調價幅度。 

圖 1 樹狀圖中每個終節點後的一組數字，前面代表中油的報酬，後面第二個代

表台塑石化的報酬。例如中油預告調漲 1 元後，台塑石化決定調漲 1 元，接著中油

即決定維持預告漲幅（亦即調漲 1 元），此時中油及台塑石化之報酬皆為 4，此報

酬數字與表 2二家供油商調漲 1元之報酬（4、4）相呼應。 

三、反推法（rollback）及賽局均衡 

依序賽局這種彼此相依（contingent）的特性意味著參賽者必須向前設想（look 

forward），而往後推導（reason back）出在每個可能決策節點下之最適行動。使用

向前設想而往後推導的這種觀念與方法來預測依序行動賽局之參賽者行為，這種方

法稱為「反推法」。反推法的思考是從所有終節點可能發生的情況開始，順著樹狀

圖反推回始節點的一種分析方式，由於此法是一次推導一步，因此也被稱為「逆向 

 

                                                      
28 前揭註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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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圖 1 二大供油商之依序行動賽局樹狀圖
293031 

歸納法」（backward induction）32
。 

一般賽局分析者會在每個節點後代表著最適行動的分支上畫上箭頭，沒有劃上

箭頭的分支視為從樹狀圖中刪除。本文圖 1 賽局中，依據前揭反推法方式，由所有 

                                                      
29 中油係賽局之先行者（first mover），首先他透過預告調漲幅度之方式，來偵測對手的反應。 
30 由於台塑石化之調價策略不會高於中油預告之調價幅度，所以當中油預告調漲 0.8 元時，台
塑石化可以選擇的調價策略有 2種，即調漲 0.8元或 0.5元。   

31 當中油預告調漲 0.8元，且台塑石化決定調漲 0.5元，則中油面對競爭對手之調幅與本身預告
之調幅不同時，中油有二種策略選擇，即維持預告之調幅（調漲 0.8 元）或選擇跟進（調漲 0.5
元）。 

32 前揭註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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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二大供油商之依序行動賽局之均衡結果 

終節點可能發生的情況開始，順著樹狀圖逐步反推回始節點，分析結果詳如圖 2 所

示。經過完整刪除後所剩下的分支代表二位參賽者的最適策略，亦即中油事先預告

調漲 1 元，且台塑石化決定調漲 1 元後，中油再決定維持預告之調漲幅度（即調漲

1 元），因此圖 2 所顯示之賽局均衡結果，二大供油商之調漲幅度均為 1 元（亦即

最大之調漲幅度），則二大供油商所得報酬皆為 4，二者合計之報酬為賽局報酬表

之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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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討論 

目前台灣油品批售市場僅有中油及台塑石化二家供應商，二家供應商彼此瞭解

且深知休戚與共，其調價策略具有高度之互動關係。本研究結果顯示，依據不同賽

局模式分析，確可解釋雙占市場內廠商之價格調整策略。就國內油品市場而言，二

家供油商在不知道對手所作選擇狀況下採取行動時，以同時行動賽局論，則二大供

油商都會選擇最小漲幅之調價策略。反之，當主導廠商中油公司在調價生效時點之

前一日或數小時前，事先預告調價訊息，並觀察對手行動後，再選擇其調價策略

（即依序行動賽局），而形成二大供油商共同決定價格之互動決策機制，則二大供

油商都會選擇最大漲幅之調價策略，此時消費者將支付較高的購油支出。 

以二大供油商在 2004 年 9 月 22 日零時起，同步調漲汽柴油批售價格（汽油每

公升調漲 0.6 元、柴油每公升調漲 1 元）為例 33
，中油公司在前一日（即 2004 年 9

月 21 日）下午 5 時左右率先對新聞媒體發布調漲油價訊息，汽油每公升調漲 0.7

元，隨後台塑石化於晚間 7 時宣布跟進，但是汽油每公升漲幅為 0.6 元，比中油少

0.1 元。中油公司獲悉後，立即將汽油漲幅改為每公升 0.6 元，以致二大供油商在午

夜過後即同步調漲汽柴油批售價格。因此，中油及台塑石化藉由新聞媒體預告調價

訊息之機制，可以在新價格尚未生效前，觀察到競爭對手的反應，並據此資訊決定

是否將新價格付諸實行，這個過程顯然與參賽者在制定決策時，無法觀察到競爭對

手所採行決策之靜態賽局不同。對於競爭市場存有新聞發布及提前預告調價訊息機

制之情況下，則吾人可採依序行動賽局（或展開型賽局）來描述其決策過程。 

以正確的依序行動賽局模型來分析，則賽局的訊息結構即將改變，提供競爭廠

商制定價格決策時所須要掌握的訊息，率先預告調價訊息的廠商，在決定將新的產

品批售價格付諸實行前，可以觀察到競爭對手是否跟進調價，而且可以利用這項訊

息修正原先預告的調價幅度，因此可以避免調幅高過競爭對手而導致市場流失的後

果；另一方面，率先預告調價之廠商亦透過修正原先預告調價幅度的方式，釋放訊

                                                      
33 經濟日報（2004），「中油台塑油品漲價」，93年 9月 22日：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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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給競爭對手，告訴競爭對手不跟進的後果，就是放棄調價或下修調幅。對競爭對

手而言，此訊息是屬於可信賴的威脅，所以會將此後果納入是否跟進調價的考量，

最後二大競爭廠商即以選擇較高調幅作為收場。因此，二大競爭廠商採取的新聞發

布及提前預告價格調漲訊息機制，將改變雙方的訂價決策，有助於促進對方採取相

同的調漲幅度，而且雙方皆可避免市場流失的風險，順利的調漲批售價格。 

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

他方式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在傳統競爭

法觀念下，聯合行為的認定原則上必須掌握參與事業間確實有聯合協議的具體事

證，無論其協議是否具有拘束力，對於純粹因為寡占相互依賴性所產生的「有意識

的平行行為」，是無法以聯合行為論處。然而國內二大供油商藉由預告調價訊息等

促進行為，卻有助於「促成」聯合結果的形成，若採取協議行為作為聯合行為的構

成要件，則廠商僅需改採促進行為替代聯合協議，即可輕易規避競爭法主管機關的

調查並免除違法責任？所以國際上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執法經驗，多已採認促進行為

可以作為聯合行為存在的情況證據。因此，晚近學理固然指出，寡占廠商彼此之互

信關係（trustworthiness）將隨時間遞移而有增減，進而影響其往後之調價合意

（ Guth et al., 2002）34
，甚至學者（Rosenthal, 1986）35 

也早就指出在顧客忠誠度不

完整情況下，雙占廠商之競爭互動將是動態的，但是依據本文之分析，國內二家供

油商在研究期間內之行為仍有不作價格競爭之可能性。 

二、建議 

從國內外競爭法機關之執法經驗顯示，廠商已經逐漸認知聯合行為之違法性，

已少有廠商直接採行契約或協議方式之聯合行為，而多以認定上較具模糊空間之

「其他方式之合意」為之，加以競爭法所認定之違法聯合行為須以「足以影響生

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藉由本文針對國內二大供油商調價

策略之賽局分析，顯見賽局理論之經濟分析對瞭解寡占市場廠商行為之互動關係，

                                                      
34 Guth, Sandra, Werner Guth and Hartmut Kliemt (2002), “The Dynamics of Trustworthiness among 

the Few”,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53(4): 369-388. 
35  Rosenthal, Robert W. (1986), “Dynamic Duopoly with Incomplete Customer Loyalt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7(2): 39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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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有助益。建議後續研究對於競爭法案件可加強相關產業結構及廠商行為之經濟分

析，以更深入瞭解廠商行為對市場功能之影響性。 

此外，對寡占廠商而言，事業間並不必然僅存在競爭關係，尤其在面臨國際爭

環境時，特定區域或國家內之事業彼此間進行合作仍頗有所聞，例如合作研發以突

破產業技術瓶頸等，乃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所許可者（公平交易法，2002）36
，甚

或競爭廠商亦可採研發合資（ research joint ventures）而享賽局合作雙贏局面

（Aloyius, 2002）37
。因此，研究者認為，若業者積極採行良性競合（既競爭又合

作），將可創造政府、業者與消費者三贏之局面。 

                                                      
3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2），認識公平交易法，134-139。 
37 Aloysius, John A. (2002),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A Cooperative Game for Competi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36(3): 59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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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Game Theory to Analyze Firms’ Pricing Strategies in a Duopoly Market --  

the Case of Taiwan’s Gasoline Market 

Yu, Chao-Chuan;  Lin, Gin-Lan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in 1992, fair competition has 

been at the core of Taiwan’s economic policy. The gasoline market, in particular, has been 

an example of the liberalization process with the lifting of unnecessary restrict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etition being the major policies. While market structure can affect 

firms’ ability to sustain cooperative pricing, firms themselves can also facilitate 

cooperative pricing by adopting such practices as taking leadership in pricing, making an 

advance announcement of price changes and offering most favored customer clauses. As 

for price leadership, one firm in a duopoly market announces its intended price changes 

before its competitor does, and then that firm matches the leader’s prices. As concerns an 

advance announcement of price changes, when one firm announces its intention to raise 

prices, it can reduce any uncertainty about being undercut by its rival. The practice also 

allows the first-mover to rescind or roll back its proposed price increases should the other 

firm not wish to follow. Such practices both facilitate cooperative pricing and reduce the 

incentives for price competiti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economics as a discipline has undergone a mild revolution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at is, the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of 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 have now become important in the field. More specifically, the modeling 

techniques of game theory focus on issues pertaining to the dynamics of competitive 

interactions. The Chinese Petroleum Corp. and Formosa Petrochemical Corp. make up the 

entire gasoline market in Taiwan. The three practices that facilitate cooperative pricing 

stated above, i.e., price leadership, advance announcement of price changes and most 

favored customer clauses, on the part of both firms have been identified by Taiwan’s FTC. 

Thus, this research presents an example of the application of game theor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pricing strategies in an antitrust case. 

Key words: game theory; concerted behavior; facilitating practices; price leadership; 

advance announcement of price changes; duopoly 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