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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歷來每當臺灣遭逢重大天災、嚴重疫情等緊急狀況，致使相關重要民生物資出

現供需失調之際，藉由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之查處，

可謂發揮即時嚇阻不法並有一定程度穩定物價之功能。然而，公平交易委員會如此

直接介入商品價格、供需數量之管制措施，是否與公平交易法原本在於追求市場效

能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市場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之立法宗旨有所

扞格？不無疑義。因此，本文從經濟分析的觀點出發，並參考美國、日本及韓國等

國法制對於市場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最後提出對於我國政府當局應該建立合

宜法制之數點建言：1.制定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提升執法效率；2.遵照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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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留原則，授權物資主管機關具體認定違法行為；3.依循比例原則，適度發動經濟

管制措施。 

關鍵詞：囤積惜售、哄抬價格、經濟管制專法、效能競爭、市場價格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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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回顧臺灣於西元（下同）1999 年發生空前強烈之九二一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

慘重災情，民眾因而四處搶購各項民生物資，部分商家竟有趁機囤積物資、哄抬價

格行為，以致加深救災困難度。嗣於 2003 年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流行期

間，由於部分醫療用品商家囤積口罩、耳溫槍及哄抬價格行為，引發市面相關防疫

用品供不應求及價格飆漲之現象。此外，由於我國政府在 1999 年期間研議調升

「蒸餾酒稅率」及中國大陸在 2006 年公告將「禁止天然砂石出口」，導致臺灣相

關市場先後出現囤積紅標米酒、哄抬砂石價格之效應。面對該等市場異常現象，公

平交易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胥皆適用公平交易法（下稱「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認定相關事業囤積惜售或哄抬價格之行為，構成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之違法行為。 

誠然，公平法第 24 條屬於概括性規定，具有補充同法規範不足之功能；惟在

定位公平法屬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法規範體系下，同法第 24 條規定得否擴張適

用及於異常時期經濟管制法之境界？且適用如此概括性規定，作為認定囤積惜售及

哄抬價格行為違法性之依據，其違法判斷標準是否明確？是否符合法律保留原則之

要求？該等疑義，容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針對上揭問題點，本文首先以經濟分析之方法，探討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

之原因；繼之，從經濟管制法之觀點，介紹美日韓等外國法制對於市場異常時期之

經濟管制措施，藉以檢討我國實務運作之缺失，俾釐清公平會應有之執法立場；最

後，基於本文研究心得，研擬可行之執法管制措施，並提出未來建置適宜法規範之

立法方向建言，以供政府當局參酌。 

二、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經濟分析 

(一) 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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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的定義：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的行為是事業為了圖厚利，

故意屯積貨物，等價錢抬高時再賣，故又稱為「屯積居奇」或「囤積居奇」。其典

故應該分別來自『屯積』與『居奇』。 其中，前者與本文研究之囤積惜售有關，出

於《三國演義第八回》：「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年糧食。」至於後者的典故則

應來自於《史記‧卷八十五呂不韋傳》：「子楚，秦諸庶孽孫，質於諸侯，車乘進

用不饒，居處困，不得意。呂不韋賈邯鄲，見而憐之，曰：此奇貨可居。」亦即將

珍異的貨品，收藏聚集起來，等候高價出售，或是比喻仗恃某種專長或有利用價值

的東西作為資本以謀利。 

由此觀之，中國傳統上對囤積的觀點，基本上是反映對一種反托拉斯式的反

商，依據學者張明宗的研究 1，此一反商情結與現代的反托拉斯的差別在於：該情

結同時考量防止貧富不均，並與政府理財糾纏在一起。也就是雖然國君已將治國的

基本的工作做好，例如：國君「躬犁墾田」使農業的產量足夠、國君「鑄錢立幣」

使人民有足夠的貨幣；但是，人民卻仍然窮困。此時，主要的原因在於：「穀有所

藏也」（相當於是商人囤積居奇）。因此，傳統的思想認為囤積居奇與哄抬價格息

息相關，並認為囤積居奇將形成哄抬價格，從而導致所得分配不均。 

以上論點，基本上，係反映中國以農立國並為一小農制國家。因此，對於農村

財富、土地與農產品的分配。在生產面上，強調有形商品之製造，但忽略無形的商

品貿易；在分配面上，強調分配上之公平，但忽視誘因上之效率。按自西周井田制

度以來，歷經先秦諸子之均富思想、北魏孝文帝之均田制、唐朝之租庸調、王安石

變法之思想衝擊，甚至太平天國的土地主張，均塑造出文化上與思想上，對農村財

富與土地壟斷之厭惡與政府必須高度管制之主張。即使近代科技文明進步，工業革

命與民主政治早已深植於台灣社會。但是，各界對於商人囤積與定價行為，早已有

其根深蒂固之厭惡與管制思想，認為無商不奸，每遇商品價格上漲或是市面缺貨，

總是習慣性地認為問題根源係來自商人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所致。 

反之，西方文化傳統上源自希臘與羅馬的分權思想，歷經康德的個人主義與笛

卡兒的理性思考，較能擺脫束縛，對商人採取中性的對待，更何況中古以降，西方

                                                      
1  張明宗，「中國的政府理財與反托拉斯政策」， http://www.ncu.edu.tw/~ec/course/93/ 

44017.doc，最後瀏覽日期：2009/5/10。 

http://www.ncu.edu.tw/%7Eec/course/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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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國家多數係先由商人興起城邦，再逐步由城邦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此與

中國傳統上以農立國的小農制國家的發展型態，截然不同。因此，較能接受無形之

商業服務對國家生產的貢獻與重要性，反商情結並不高。 

基本上，西方文化與衍生於此一基礎架構之上的經濟學，並不將囤積居奇與商

業經營行為劃作等號。雖是如此，但西方國家對於價格的操縱還是不能忍受。早於

西元前 50 年古羅馬時代頒布之「糧食法」（Lex Julia Annona），及在西元 301 年

狄奧克萊斯（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羅馬帝國皇帝創立之「限制最高

價格法」，皆可發現訂有禁止商人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之嚴厲規定 2。受

到此羅馬法之影響，嗣後中世紀之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仍然保存著禁止商

人收購（engrossing）、囤積（forestalling）物資行為之相關規定  3 。聖經（箴言 

11:26）中對於扣住玉米不拿出來賣的糧食商人予以譴責。英格蘭的都鐸王朝時期規

定商品的賣方必須以合理的價格販賣。王室也下令不得炒作商品的價格，否則將會

受到處罰或嘲罵 4。 

(二) 囤積存貨的成本效益分析 

1. 存貨的內容 

在會計上存貨分為：原料存貨、在製品存貨及製成品存貨。通常服務業不會有

較多的存貨，存貨主要出現於買賣業及製造業的報表。以買賣業而言，囤積商品存

貨（即製成品存貨）較有可能。以製造業而言，囤積原料存貨及製成品存貨較有可

能，但比較不會囤積在製品存貨，在製品存貨中已包含了人工努力的結果，若企業

要囤積在製品存貨，必須投入人力，付出薪資費用，此將增加資金成本，對企業不

利，而且無法獲得囤積的好處，除非企業認為人力的成本在未來會增加。 

2. 持有存貨的原因 

                                                      
2 松下満雄，経済法概説，4 版，東京大学出版会，3 (2006)。 
3 W. Letwin, “The English Common Law Concerning Monopol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1, 355 (1954). 
4 R W. Kolb, and J.A. Overdahl, Futures, Options, And Swaps, 5th 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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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存貨的原因包括自願性的因素（類似於貨幣需求的原因），及非自願的因

素。自願性的因素包括：交易性（transaction）因素、預防性（precautionary）因素

及投機性（speculative）因素。非自願性因素主要為商品賣不出去。 

在交易性的部分，若要平滑化生產，企業需要有原料及在製品存貨，這些存貨

不能每日購買，原因在於交易成本的存在及有缺貨的風險。在預防性的部分，企業

持有存貨是為了不時之需，必須有一些安全存量（safety stock），或稱安全邊際

（safety margin）。在投機性的部分，企業有時持有存貨是預期通貨膨脹即將來

到。如果公司擔心未來原料缺貨或預期其價錢會上漲，將會囤積較多的存貨，對於

交易需求可透過極大化的方式解釋，亦即考慮了產出，缺貨成本及儲存成本。此即

EOQ（economic order quantity）公式所述。在實務上，由於影響存貨持有的因素甚

多，且於未來無法作完美或客觀的預測，因此，各產業很難計算最適的存貨持有

量。 

3. 存貨數量的基本決定因素－交易性動機 

所謂的經濟採購量模型（亦稱為 EOQ 模型），目的就是在決定企業該如何決

定採購的數量。以買賣業而言，企業必須在採購成本、儲存成本及缺貨成本中作一

取捨。若存貨訂購數量大，就可以減少需要下訂單的次數，若每次訂購的成本均固

定，則總採購成本可以降低；另外，訂購的數量大時，也可以減少缺貨成本，但缺

點則是儲存成本及過時成本較高。如果存貨訂購的數量少，則需要訂購的次數較

多，總採購成本會較大，缺貨的機率較高，期望的缺貨成本將較大，但儲存成本及

過時成本將較低。如何取捨，變成了主要的問題。 

4. 存貨數量的基本決定因素－預防性動機 

前述在前置期間為隨機時，需要增加採購量的作法即為預防性動機的體現，當

需求的不確定性很高時，也需要多維持一些存貨。因此，預防性動機係指為了防止

需求突然大幅上升，而事先預留的備用存量。安全存量可解釋為使每年之缺貨成本

與安全存量持有成本之和為最低的備用存量。通常所謂的「正常最高存量」係指企

業在正常情況下，存貨達最高的數字，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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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最高存量＝EOQ＋安全存量 

5. 存貨數量的基本決定因素－投機性動機 

在存貨理論的模型中，另一個重要的支流為理性預期模型（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這個模型考慮了投機性的動機  5 , 6 。此為理性預期假說（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理論的一支，此理論指出若預期未來商品存貨會有短缺將

增加目前存貨的需求，進而拉高了目前的價格，這些較高的價格將使得生產廠商增

加產量，這將使未來的價格比沒有投機需求時候的價格還低。因此，存貨的投機將

使價格及生產都變得更為穩定。但是這樣的模型比較適合應用於完全競爭的市場，

不見得適用於壟斷性的市場  7。第三個重要的存貨理論模型為「存量調整模型」

（stock adjustment model），此模型指出公司會調整目前的存貨量到達一理想的水

準，存貨的改變會受預期需求及預期價格的影響 8。 

6. 囤積惜售發生的可能情況 

實務上，發生囤積惜售之原因，常涉及壟斷力量、資訊不對稱、市場需求及價

格與政府管制。前面已對基本的經濟理論作說明，以下進一步說明政府管制的影

響。 

當事業預期「未來」價格上漲，且政府只管制目前的實際價格，不管制未來的

現貨價格，此時可能發生囤積。以發生於 2000 年之米酒囤積風波為例，由於未來

數個月後政府將提高米酒稅賦，使米酒價格上漲超過一倍，且此一資訊眾所周知，

符合經濟學上完美預測（perfect foresight）的假設。此時，按理目前價格應該同步

上漲，但卻因政府管制物價，無法上漲，才會有囤積的現象出現。因此，囤積居奇

只是市場機能反映政府管制的一種結果，不論市場上是否存有勾結或聯合行為，一

                                                      
5 Frank De Leeuw, “Inventory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Suvey of Current Business, 62 

(12), 23-31 (1982). 
6 C. Lieberman, 1980, “Inventory demand and cost of capital effec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2 (3), 348-356 (1976). 
7 A. Danielsen,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OPEC stabilit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7, 51-

64 (1980). 
8 A. Danielsen, and P. Cartwright, “Inventory theory in cartelized markets,” Energy Economics, 167-

17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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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出現。 

7. 如何估計投機性的需求 

前面提及影響企業持有的因素有三：交易性、安全性及投機性的需求。因此，

如能估計利用Carlson and O’Keefe（1969）的模型估計出交易性的需求及安全性的

需求，我們即可將企業實際持有的存貨減去估計的交易性及安全性的需求，得到投

機性需求的估計值 9。但在實務上，要得到一個適用於所有產業及所有公司的共同

公式不太可能，因此需要依照個案實際的情形加以估計。 

8. 如何判定價格有無受到哄抬 

要證明部位改變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因果關係並不容易。正式的作法是觀察每日

價格的改變與部位改變的關係以瞭解不同的團體是否能在價格變動前改變自己商品

持有的部位。相反的，如果部位的改變發生於價格變動之後，這表示市場是有效率

的，交易者會隨著新的資訊調節自己的部位。在統計上，可以採用Granger Causality 

test之類的檢定 10。  

(三) 囤積存貨的實證分析 

有許多人認為在通貨膨脹的時期，企業會囤積較多的存貨，以對於未來價格的

上漲作避險，此亦可解釋為企業從事投機性的存貨投資。如此行為將助漲通貨膨漲

的態勢。在實際的世界中，是否真是如此？需有賴模擬或實證研究的證據。 

1. 囤積存貨的模擬分析 

大部分的實證研究，均未探討基於投機目的持有存貨的程度有多大。Christiano 

and Fitzgerald（1989）為一例外  11 。他們在一標準的實質商業循環模式（ real 

                                                      
9 J.A. Carlson, and T.B. O’Keefe, “Buffer stocks and reaction coefficients: An experiment with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7 (4), 467-484 (1969). 
10 CFTC, ITF Interim Report on Crude Oil,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Commodity Markets, 

Washington D.C, 4 (2008). 
11 Lawrence J. Christiano, and Terry J. Fitzgerald, “The magnitude of the speculative motiv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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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ycle model）中加入了投機性的存貨持有。再將根據現實社會情況估計的

參數帶入模式中，他們發現平均投機性存貨水準對產出的比率幾乎是零。他們認為

由於投機目的而持有的存貨量非常小，因此在研究總體經濟現象時不需要考慮投機

性的存貨持有。 

根據美國二次大戰後的資料，美國經濟體系中的總存貨量約為一季的 GNP。有

關存貨的文獻中探討許多持有存貨的理由，其中之一即是因為投機的目的而持有存

貨。Christiano and Fitzgerald（1989）的發現，顯示企業僅會為了交易性及預防性的

目的持有存貨。 

2. 實證研究結果 

Klein（1961）分析美國的資料，指出總和存貨投資與GNP Deflator的改變之間

有正向的關係 12。Brown（1961）則分析加拿大的資料，亦發現正向的關係 13。但

是Lovell（1961）捨棄了分析總和性的資料，而著手於觀察製造業者原料存貨及在

製品存貨與物價變動的關係，他發現相反或不顯著的結果 14。Darling（1961）的大

部分的迴歸中式中所得的結果都是反向或不顯著的 15。造成這樣結果的原因很多，

有可能因為企業在因應物價上漲時，沒有增加總存貨（原料存貨加在製品存貨及製

成品存貨）的投資，但卻改變了存貨的組合（portfolio），也有可能是因為企業誤

判了價格的走勢。Danielsen and Cartwright（1987）以美國石油業為例，指出存貨的

多寡統計上會受到預期價格的影響，但整體而言，迴歸的R-squared係數很低，顯示

存貨的變動基本上並不能為投機性的需求所解釋 16。 

                                                        
holding inventories in a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Discussion Paper 10, Institute of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4 (1989).  

12 Lawrence Klein, “A postwar quarterly model: description and applications,” Inventory Fluctuations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87th Cong., 1st session 4 (1961). 

13 Murray Brown, “A forecast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employment, and price level in 
Canada, from an econometric mode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61). 

14 Michael Lovell, “Manufacturers’ inventories, sales expectations, and the acceleration principle,” 
Econometrica (1961). 

15 Paul Darling, “Tabulations of Quantitative materials for report o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luctuations 
in inventory investment.”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Econometric Models (1961). 

16 A. Danielsen, and P. Cartwright, “Inventory theory in cartelized markets,” Energy Economics, 167-
17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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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貨市場的功能 

1. 期貨市場的利弊 

首先討論期貨市場的運作方式。期貨契約可以讓消費者及生產者對價格的波動

避險。小麥的生產者可以賣出期貨契約，麵粉商可以買進期貨契約以鎖定價格。消

費者及生產者因而可以把時間放在本業上。與大家預期不同的是，如果市場中有聰

明的投機者，期貨市場實際上會更好。當投機者成功的時候，他們可以加速價格的

調整，這反而可以使價格的波動度減少：投機者先買低後賣高或先賣高後買低。這

些作法可以降低價格的波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投機者是錯的，則可能會扭曲市

場（如前一陣子美國的房地產市場）。但市場有機制可以矯正投機的不良影響。如

果投機者猜測價格會上漲，但實證上卻下跌時，投機者將蒙受損失，他們錯的愈厲

害，損失也愈大。只要能確保契約被執行，損失的投機客真的受到傷害，政府不需

要給額外的處罰。 

根據美國能源研究院（Institute for Energy Research）經濟學家Robert Murphy的

一篇報告指出許多政治人士認為 2008 年的高油價是因為期貨市場中的投機客造成

的，但實際上高油價是因為供給量受限制、需求上升、及美元轉弱所造成的 17。並

沒有證據顯示投機客需要對高油價負責。如果油價高於基本面隱含的價格，將會有

人囤積原油，但由實際的資料可知並未有原油的囤積。Murphy指出投機客扮演了重

要的角色：他們的買低賣高可以降低油價的波動，政府的管制也無濟於事。 

2. 囤積對期貨交易的影響 

Hirshleifer（1989）分析囤積對於期貨交易的影響 18。他考慮了生產者、囤積者

及投機者。本文的特色在考慮一多期的模型，市場參與者可以在多期從事交易。該

模型分析期貨及現貨市場的聯合均衡。該文的重點之一在於解釋「期貨價格偏誤」

（ futures price bias）（即期貨價格與未來現貨價格的差異），正的差異稱為

                                                      
17 R. Murphy, Speculators Fixing Oil Prices? Don‘t Bet On It, Institute for Energy Research (2008). 
18 D. Hirshleifer, “Futures trading, storage, and the division of risk: A multiperiod analysis,” The 

Economic Journal, 99, 700-71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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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ngo，負的差異稱為backwardation。凱因斯及希克斯的normal backwardation 

theory為囤積與期貨價格關係討論的源頭。他們認為貨物的供給者會擔心交貨到期

時價格的風險，他們在期貨市場的部分為空。為了要誘使投機客從事多方，必須要

以較低的期貨價格來吸引他們。投機客可以因為作多而獲得一些額外的好處，因此

期貨的價格平均而言是逐漸上升的，直到到期為止。此方面的文獻還包括：Cootner

（1960）、Stoll（1979）及Berck and Cechetti（1985）等 , ,19 20 21。不過這些文章有以

下的問題：1.未考慮現貨市場價格波動的來源（供給及需求的未預期衝擊），2.他

們探討囤積者的期貨交易行為，但未考慮生產者，此係因為他們假設囤積者持有的

貨物的數量為非隨機的。這些模型考慮了價格風險，但未考慮數量風險。 

Hirshleifer 的多期模型同時考慮了價格風險及數量風險，他發現無成本的囤積

並不會造成向下的偏誤。這並不是說不會有向下的偏誤，而是說在有向下偏誤的時

候，在不能囤積的狀況下也會有向下偏誤。亦即向下偏誤不是囤積造成的。

Hirshleifer 舉了一個例子，例中需求為非隨機的，且為單一彈性（unit elastic），囤

積是無成本的，生產者面臨的產出的衝擊是完全相關的。假設生產者可以囤積，由

於同樣的生產者可以出售同樣的數量給消費者，他們的收益將是非隨機的，因此沒

有從事避險之理由。假設有另外一群從事囤積公司，則此非隨機的收益將要分給兩

群團體：生產者及囤積者。兩群團體的收益將會是完全的負相關，期貨市場可以讓

囤積者把風險全部移轉給生產者，因此抵銷了生產者的風險，雙方都願意從事期貨

的交易，而此交易的期貨價格偏誤為零。 

(五) 廠商操縱減產以哄抬價格的經濟文獻 

防止廠商利用減產哄抬價格是競爭機關主要任務，亦是經濟學家關切之重點。

自 1930 年代結構行為績效假說（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hypothesis，以下簡稱

                                                      
19 P. Cootner, “Returns to speculators: Telser versus Keyn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8, 396-

404 (1960).  
20  H. Stoll, “Commodity futures and spot price determination and hedging in capital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 Analysis, 14, 873-94 (1979). 
21 P. Berck, and S. Cecchetti,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futures markets, and uncertain consumption 

pric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7, 497-507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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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出現以來，相關理論與實證分析即蔚為產業經濟學主流之一，文獻並多集中

於影響市場水平競爭最深刻的獨占性定價與聯合定價等課題 22。其主要看法則可依

期間順序分為： 

1. 結構行為績效假說 

SCP的觀點代表傳統的結構理論對廠商操縱價格獲取獨占利潤的看法，例如：

Bain（1949, 1950, 1951）利用美國產業資料，對市場進入障礙、廠商行為及產業平

均獲利資料所做的實證研究，發現價格哄抬多數發生於獨寡占市場。原因在於：廠

商數目過少造就了壟斷環境，使其得以濫用獨占力量提高市場價格，並形成壟斷

租。因此，產業利潤主要取決於市場結構。在高度集中的市場，廠商可以輕易地操

縱或是聯合決定價格，以避免競爭所帶來的經營風險，因而使“所有的廠商”價格與

獲利普遍偏高。SCP的主張確實得到若干實證支持，以銀行業為例，Gilbert

（1984）曾歸納分析 44 篇關於銀行產業集中度與銀行獲利的研究，並發現有 32 篇

研究主張產業集中度與廠商獲利之間存在正向關係。由於廠商獨占行為與市場結構

高度相關，市場高度集中的產業即背負原罪，因此，SCP認為獨占即須管制，政府

應管制高集中度的產業，例如：減少進入障礙、不允許事業合併、甚至將優勢廠商

拆成若干部份 23。 

2. 相對市場力量假說 

其後，當相對市場力量假說（ relative-market-power hypothesis，以下簡稱

RMP）的實證研究將「個別廠商市場占有率」納入計量模型，並與「整體產業集中

                                                      
22 至於與垂直交易限制有關之約定轉售價格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以下簡稱RPM)，早期文

獻與法院判例多將其視為上游製造商與下游經銷商間之垂直聯合行為，並以絕對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規範。然而Telser (1960)、Marvel and McCafferty (1980)、Steiner (1993) 與Blair and 
Fesmire (1994) 透過連續性獨占（successive monopoly）模型卻發現在某些情形下（特別是當製造

商對經銷商有價格上限約束，要求經銷商必須以較低價格出售商品），RPM其實對市場競爭與經

濟福利是有利的。因此，這類文獻主張競爭法對RPM宜採取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規範。 
23 SCP產生的背景：工業革命之後，各種科技廣泛的運用於生產之上，大大地提高企業經濟規

模，形成許多巨型企業。但是，當時運輸通信及國際貿易尚未普及，造成美國各大事業以各種方

式壟斷國內市場，並破壞了自由放任的經濟理念。因此，SCP主張採取較嚴格的法制，規範獨占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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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共同解釋價格與廠商獲利時，卻得到與SCP不同的結論：廠商獲利與整體產業

集中度無關，反倒與個別廠商的市場占有率顯著地呈現正向關係。換句話說，只有

市場占有率較高的優勢廠商可以獲取超額利潤，而市場占有率較小的弱勢廠商不見

得會有較高的利潤，這也就是RMP的主張。針對此一發現，Shepherd（1972, 

1986），Rhoades（1985），及Kurtz and Rhoades（1991）均認為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的獨占廠商因可藉諸產品品質、量產規模、研發能力與品牌優勢，以獲取市場獨占

力量與利潤。因此，當市場占有率加入迴歸後，自然吸收了產業集中度對利潤的影

響力。由於獨占利潤或多或少反映廠商的經營效率與較佳的服務品質，因此，基於

效率的觀點，RMP對獨占廠商採取較寬容的看法，認為獨占事業已不是必然之惡，

且獨占事業的大規模生產優勢，更可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力，符合整體經濟利益。

因此，只有在獨占事業濫用市場力量，對價格為不當之決定或限制其他生產者進入

時，政府方有必要加以管制 24。 

3. 新實證產業組織假說 

自 1980 年代後期以來，經濟學家廣泛運用賽局理論分析廠商行為。由於理論

分析工具的提升，學者益發注重實證模型之設定與資料品質，因而有新實證產業組

織假說（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簡稱NEIO）之出現。該學派認為利用

實際的產業成本資料，以驗證抽象的賽局模型，往往涉及資料之統計誤差、經濟成

本與會計成本之認定不同  25 與變數選擇之困難等諸多限制，容易發生估計誤差，使

執法者面臨誤判風險 26。為求精確起見，NEIO認為驗證廠商是否涉有哄抬價格獲致

超額利潤時，執法機關所採用之成本資料，最好能透過計量模型，綜合考慮廠商供

給與消費需求等各項因素，方能得出較為客觀的數據。反之，利用現實世界中未經

處理的會計成本，推估廠商是否涉有哄抬行為，可能會形成估計偏誤。此外，NEIO

                                                      
24 RMP產生的背景：1970 年代之後國際通信及運輸逐漸普及，有助於國際貿易的推展，使各國

國內市場由以往之封閉型態逐漸走向開放。或許在封閉的時代，獨占事業可利用競爭優勢壟斷市

場。但是，一但開放程度遞增，獨占事業面臨國外競爭，其壟斷力量已大幅削弱，但其大規模生

產優勢反能提升本國產業競爭力。 
25 經濟成本為一機會成本的概念，除會計成本外尚包括廠商投資理應獲得的正常利潤。 
26 就是統計推論上所謂的第一種錯誤（type I error）與第二種錯誤（type II error）包括：將無罪

行為推定為有罪，或是將有罪行為推定為無罪。此一誤判風險源自執法機關對涉案事業成本資訊

之認知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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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各個產業所面臨的供需特性與法令規範差異極大，如將不同產業的市場供需

與價格成本資料，納入單一計量模型，進行跨產業橫斷面分析，也會因為產業特性

之差異，使得統計結果失真。因此，NEIO建議學者應僅針對單一產業之市場競爭與

廠商行為進行分析，並利用猜測變量（conjectural variation）為主軸的賽局理論，方

能探討各類競爭行為是否合法。例如：Roller and Sickles（2000）在價格競爭的架構

下，分析航空業者如何利用產能投資影響競爭對手之市場行為；Spiller and Favaro

（1984），在數量競爭之架構下，探討大小廠商間互動關係，對銀行市場競爭之影

響；Porter（1984）以switching regression分析美國大湖區鐵路客運業者，分別在壟

斷時期與價格戰時期之定價行為；其中，較為周延的模型則是Bresnahan（1982, 

1987, 1989）主張在猜測變量架構下，利用需求面的比較靜態分析，以判斷市場競

爭的高低。例如：在廠商成本與規模報酬不變的情形下，如果影響市場需求的外生

變數發生變化，但廠商均衡點不變，則市場屬於完全競爭；反之，在獨寡占情形

下，外生變數的變化，則會影響廠商理解的邊際收益（ perceived marginal 

revenue），從而使廠商均衡發生移動，因此，研究者即可據以判定市場是否存有獨

占力量。此一模型設定非但有助於估計市場競爭程度，以判定廠商是否涉有哄抬價

格，亦解決了估計聯立方程式所面臨之認定（identification）問題。其後，Corts

（1999）則利用Bresnahan的模型進行動態分析，以判定利用猜測變量衡量市場力

量，是否存有估計偏誤問題。 

以上文獻雖然代表當代反托拉斯經濟學的主流看法。但是，研究重點卻多集中

於廠商如何藉著獨占力量或是聯合合意，透過「產出」減少，以哄抬價格獲取壟斷

利潤。而此一分析方向卻與本文所關切之廠商如何透過「存貨」囤積，以哄抬價格

之研究方向並不一致。實際上，強調如何藉由存貨投機以操縱物價的文獻，反多是

集中於期貨或是財務經濟學方面之研究，且多屬理論方面的研究，但實證研究卻是

不多。茲分述如次： 

(六) 廠商操縱存貨以哄抬價格的經濟文獻 

1. 理論文獻 

經濟學家及非經濟學家對於廠商在沒有合意的情形下，以投機為目的，並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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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供需預期為出發點，嘗試操縱價格的看法常常相異。許多非經濟專業的人士認為

投機對社會是不好的，理由是投機會增加不確定性；此外，投機者透過市場的力量

可以剝削小的市場參與者。但是經濟學家則認為投機對社會是有利的。投機者透過

正確預測經濟趨勢來賺錢，只要投機者的預測是對的，他們將穩定經濟的走勢並加

速經濟體系由一個長期的均衡轉到另一個長期的均衡。當投機者的預測是失敗時，

才會使得經濟體系不穩定，但是他們此時會有損失，並將被迫離開市場。基於此一

看法，在期貨與財務領域的文獻，有愈來愈多的理論文章分析市場中的價格操縱現

象。這些包括Hart（1977）、Hart and Kreps（1986）、Vila（1989）、Allen and 

Gale（1992）、Benabou and Laroque（1992）、 Jarrow（1992）、Bagnoli and 

Lipman（1996）、Chakraborty and Yilmaz（2004）等 27。在沒有投機的情況下，市

場價格為固定時（亦即市場處於stationary state），此時若有人想要投機，則對社會

的影響就不是很清楚。此時投機是否可以獲利，端視非投機者對於價格波動的反

應。如果非投機者有很高的價格預期彈性，當價格上升時，非投機者會喊出更高的

價格，則投機者可以透過以較低的價格買進，等到價格上升，然後以較高的價格賣

出而獲利。反之，如果非投機者的價格預期彈性很低，則投機者若採用相同的策略

將會遭受損失。Hart（1977）的模型假設有一個具有市場力量的投機者，其餘的非

投機者皆為非具市場力量的，他發現在許多情況下，操縱市場都是有利潤的，有利

潤操縱的充分條件之一是經濟體系是動態非穩定的。不過他也證明當經濟體系是穩

定的，操縱可能也有利可圖。操縱對經濟體系常並非有利，與過去非經濟學家的說

法一致。 

Hart and Kreps（1986）也認為買低賣高的說法有問題。投機者會在價格上漲機

率大的時候買進，但這不一定是價格低的時候，早期的研究確實指出有獲利機會，

                                                      
27 O. D. Har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Specul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579-596 

(1997). O. D. Hart, and D. Kreps, “Price Destabilizing Spec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927-952 (1986). J. L.Vila, “Simple Games of Market Manipulation,” Economics Letters, 29, 21-26 
(1989). F. Allen, and D. Gale, “Stock Price Manipulation,”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5, 503-529 
(1992). R. Benabou, and G. Laroque, “Using Privileged Information to Manipulate Markets: Insiders, 
Gurus and Credi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921-958 (1992). R. A. Jarrow, “Market 
Manipulation, Bubbles, Corners, and Short Squeeze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ts, 
27, 311-336 (1992). M. Bagnoli, and B. L. Lipman, “Stock Price Manipulation through Takeover Bid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124-147 (1996). A. Chakraborty, and B. Yilmaz, “Informed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14, 132-15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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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價格波動變大的可能，但這些文獻不是假設具有獨占力量的投機者就是假設非投

機者是不理性的。（Baumol 1957、Telser 1959、Farrell 1966）。Hart and Kreps

（1986）的目的在於證明即便投機者為完全競爭且投機者及非投機者均為完全理

性，投機的行為也可能導致增加不穩定性的結果。他們的基本模型考慮一種商品

（如小麥），每隔一段固定的時間市場就交易一次，市場的參與者有兩種類型：非

投機者（消費者）交易的目的只是為了立即的消費，投機者則是為了要持有存貨，

以便在未來以較高的價格賣出，此處的投機基本上就是囤積。非投機者的需求是隨

機的。投機者知道需求的機率分配，且對於價格的演變具有理性的預期。假設投機

者知道目前的需求情況，消費者也知道同樣的訊息。他們的貢獻在於指出，在合理

的情況下，投機的活動可能會造成價格不穩定度增加。他們也指出投機是否能穩定

價格是不對的問題。大家應該看對社會福利的意涵。價格穩定不一定是好事 28。 

2. 實證文獻 

雖然理論方面的文獻不少，但實證方面的研究卻不多。Aggarwal and Wu

（2003）基於Allen and Gale（1992）的模型作進一步的延伸，發現當市場中有愈多

的資訊追求者時，投機者的競爭愈激烈，這將讓投機者更容易進入市場，進而使市

場的效率性降低 29。他們也利用美國證管會（SEC）的資料進行實證研究，發現流

動性愈低的股票，愈容易受到操縱，且操縱會增加價格的波動度。Mei, Wu and 

Zhou（2004）建立一理論的模型，指出聰明的投機客會利用投資人的行為偏誤

（behavioral biases），並操縱價格過程獲利。他們也利用SEC的資料分析一些炒作

（pump-and-dump）的個案，結果符合理論的預期 30。Allen, Litov, and Mei（2006）

根據華爾街日報及紐約時報 1863-1980 年新聞關於價量的資料，來看美國歷史中有

名的囤積客（market corners）的表現及影響。他們指出囤積客的行為會增加市場價

格的波動度，對其他資產也有不良的影響。他們也認為大戶的存在將使得作空的投

                                                      
28 D.M.G. Newbery, and J. Stiglitz, “Pareto Inferior Trade,” Review Economic Studies, 51, 1-12 (1984). 
29 R. Aggarwal, and G. Wu, “Stock Market Manipulation – Theory and Evidence,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30 J. Mei, G. Wu, and C. Zhou, “Behavior Based Manipulation – Theory and Prosecution Evidence,”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2004). 



 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適用之可行性研究 17 

機者在根據定價錯誤交易時承擔較高的風險。這將使套利的行為變得較為不利且困

難，進而使市場的效率性降低。因此，主管機關不能讓囤積的情況發生，否則價格

將會嚴重受到扭曲。 

Imai, Gaiha, and Thapa（2008）指出，近年來糧食價格的上漲無法藉由供需的基

本面之變化解釋 31。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市場中投機客的關係。投機影響糧食價格的

方式有兩種：一是商品指數基金（commodity index funds）、避險基金（hedge 

funds）及退休基金（pension funds），投入大量的資金在商品的期貨及選擇權市

場。證據係來自於商品期貨市場的價格遠大於現貨市場的價格，這表示期貨市場無

法達到價格發現的功能。另一是預測商品未來的價格會繼續上漲而購買並囤積商

品。其假設是如果商品價格預期會繼續上揚，市場的供給會收縮，囤積會繼續增

加。當全球的存量逐漸耗竭時，價格繼續上揚。因此有人認為不可能有囤積的情

形。Imai, Gaiha, and Thapa不同意這樣的說法，他們認為市場中有隱藏的存貨，同時

過去有大量購買糧食的情形，糧食也有限制出口的情況，因此全球存量的數字可能

失真。在期貨價格高漲的情形下，存量的減少也不合理。他們的實證結果指出目前

及過去的價格對於這些糧食商品期貨的存量有顯著的影響。他們認為投機性的囤積

對於糧食市場的短缺有重大的影響，並助長了通貨膨脹。 

(七) 哄抬價格之經濟分析 

綜合前述分析，反托拉斯經濟學文獻強調廠商如何在製成品的現貨市場，藉著

市場力量或是壟斷合意以減少產出並哄抬價格；財務經濟學則強調廠商如何在初級

商品的期貨市場，藉存貨投機以哄抬價格。而本研究重點則在於；「競爭機關應如

何取締事業利用重大天災、嚴重疫情等緊急狀況，藉由囤積惜售以哄抬物價之非法

行為。」依此一方向觀察，競爭機關似乎應該同時針對事業「違法囤積」與「哄抬

價格」提出認定標準並加以管制。但是，競爭機關於市場資料之掌握相對於受調查

業者，先天上即處於弱勢之地位。例如：公平會為一不特定產業之主管機關（反

之，金管會或 NCC 則為針對特定產業所設置之專業管制機關），承辦單位需負責

                                                      
31 K. Imai, R. Gaiha, and G. Thapa, “Foodgrain Stocks, Prices and Speculation,” BWPI Working Paper, 

6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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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多產業，備多力分，無法專精於某一市場；反之，業者則浸淫於本身行業，熟稔

整體市場與個別廠商資訊。因此，雙方於資訊取得上，原本即具不對稱地位。此

時，如欲賦予公平會過多任務，必須同時調查「違法囤積」與「哄抬價格」，反導

致執法者備多力分，無法掌握確實資訊。因此，為提升執法績效並減少誤判風險，

本節嘗試提出一個較為簡化之辦案流程，希望有助於公平會以較少的資源，掌握正

確市場資訊。 

按「違法囤積」與「哄抬價格」間之關係可依因果邏輯分為：(1)具有因果關係

的囤積與哄抬：按一般事業經營既以獲利為主要目的，則「哄抬價格」應該是事業

進行「違法囤積」之主要目的，也就是：違法囤積應只是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了

哄抬價格以獲取不當利潤。反過來說，哄抬價格的目的不可能是為了耗費倉儲成本

之違法囤積。既然本研究著重於：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適

用之可行性研究，此時，二者之因果關係即應係：事業違法囤積為「因」，哄抬價

格為「果」。依據理則學的因果關係推論：「違法囤積（因）→哄抬價格（果）」

與「無哄抬價格（無果）→無違法囤積（無因）」二者意義完全相同 32。(2)不具因

果關係的囤積與哄抬：囤積與哄抬的因果關係常受政府管制等外部因素干擾，即使

在沒有哄抬的情形下，囤積也有可能發生。 

1. 存貨囤積與價格哄抬具有因果關係 

既然「違法囤積（因）→哄抬價格（果）」與「無哄抬價格（無果）→無違法

囤積（無因）」二者意義相同。基於此一邏輯，本節嘗試分析競爭機關能否將執法

重點置於「無哄抬價格→無違法囤積」的辦案原則，並將執法重點置於哄抬價格而

非違法囤積，並朝向「事業若不涉及哄抬價格，即無違法囤積之虞」的方向思考，

似乎在經濟學理與司法實務上，較為可行。其原因在於： 

(1)（規範資訊較多）依據前章論述，存貨囤積是一個較具想像色彩的議題，目前

經濟學對於存貨投機是否傷害市場競爭尚無一致的看法，若干文獻甚至認為

存貨投機有利於交易效率 33。因此，就行為本質而言，除非產業結構產生問題

                                                      
32 因果關係的基本邏輯應是原因會影響結果，但結果不會影響原因。 
33 參閱第 10 頁（六）廠商操縱存貨以哄抬價格的經濟文獻 1.理論文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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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市場存有勾結或是獨占），囤積行為本身即不涉及市場競爭議題。

因此，在經濟學理上，往往屬於戰爭經濟學  34 或管制經濟學之研究範圍。競

爭機關對於囤積居奇行為之防制，所能參考之反托拉斯文獻或司法實務不

多。反之，哄抬價格涉及榨取性濫用或是聯合行為，係一重要的反托拉斯法

議題。無論是經濟學理或是司法實務，都存有豐富的文獻，可供吾人引用。

因此，就規範資訊之取得而言，規範「哄抬價格」較之「非法囤積」，容易

甚多。 

(2) （規範基準明確）由於各產業市場需求與生產型態不同，囤積成本差異極

大。因此，個別廠商所應有的最適存貨水準並不一致。公平會不可能訂立一

個放諸四海皆準的認定標準，以界定非法囤積。反之，事業定價是否過高，

是否涉有榨取性濫用之認定，現有法規與司法實務已累積相當之經驗與法

則，足堪借鏡。例如：歐洲法院（ECJ）或歐盟執委會曾嘗試因應各類不同案

件，彈性利用多項不同標準，據以決定事業價格是否過高？或是否涉有哄抬

情事？這些標準為榨取性濫用案件之審理，提供了一套客觀的標準 35。例如：

依據Motta與Streel二位學者的整理 36，歐盟判定事業產品價格是否過高的基

準，包括：事業在其他市場的定價、其他事業在案件相關市場所銷售類似產

品的定價、其他事業在其他市場的定價等等。因此，就規範基準之取得而

言，競爭機關對「哄抬價格」之處理，似較「非法囤積」為易。 

(3) （規範能力較強）競爭機關對於廠商產銷、市況或庫存資料之蒐集，相對於

受調查業者，先天上即處於弱勢地位。以大宗穀物之玉米海運為例，玉米自

美國運至我國，至少需要 50,000 噸貨輪，方能達到橫越大洋之經濟規模。而

以陸運而言，50,000 噸玉米需要 3,333 輛 15 噸卡車，方能輸送到位。以穀物

倉儲而言，東森國際位於高雄港 71 號散裝穀倉，面積達 40,674 平方公尺，每

                                                      
34 戰爭經濟學係研究：在戰爭或緊急危難期間，公權力如何將有限之資源分配到最具生產力或

最 有 需 要 之 部 門 ， 以 避 免 有 限 之 資 源 ， 遭 商 人 囤 積 牟 利 。 詳 參 閱 維 基 百 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r_economy。 
35 榨取性濫用在美國法上並不違法。 
36 Massimo Motta and Alexander Streel (2003). “Exploitative exclusionary excessive prices in EU 

laws,” in C. Ehlermann and I. Atanasiu (eds.), What is an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Hart Publisher，
該文並發表於第 8 屆Annual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Workshop, Florence (2003)。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r_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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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圓筒型穀倉，高達 39.05 公尺，桶內直徑 8.5 公尺。合計主倉 72 個，每個

容量 1,240 公噸；副倉 46 個，每個容量 270 公噸；總容量達 100,000 公噸。

依此龐大規模之海運、陸運與倉儲規模而言，公平會不可能精確掌握業者實

際庫存或在運數量，遑論判定其是否涉有非法囤積。此時，管制機關與被管

制事業雙方於資訊取得上，即處於不對稱地位，形成執法困境。反之，在市

場價格之取得方面，競爭機關可廣泛地透過政府統計、涉案事業對下游交易

對手之報價、消費市場情報等來源取得所需資訊。實務上，對價格之掌握相

較於對倉儲之掌握，容易甚多。因此，就規範能力而言，競爭機關處理「哄

抬價格」較易，處理「非法囤積」較難。 

2. 存貨囤積與價格哄抬不具因果關係 

但是，依據前一章分析分析，囤積與哄抬的因果關係常受外部因素干擾，即使

在沒有哄抬的情形下，囤積也有可能發生。例如：實務上往往會發生事業預期「未

來」價格上漲，但政府卻對目前價格加以管制，以致發生政府政策所誘發之囤積

（例如前述的米酒囤積風波）。因此，該等囤積大多涉及政府的價格管制。也就是

當事業預期未來價格上漲，而政府只管制目前價格，不管制未來價格，在沒有期貨

市場可資緩衝的情形下，囤積就有可能發生。此時，公平會似可考慮以 EOQ 做為

標準，以判定不正常的囤積。 

由於存貨囤積之本質、判定方法與規範標準在前述章節已有所說明，以下分析

將集中於前述第 1 項（二者具有因果關係）之部分。又由於哄抬價格雖然在競爭法

領域上，涉及獨占性定價、聯合定價、差別定價與約定轉售價格等多項課題。但因

本研究主要針對：市場遭逢季節性供需波動或緊急狀況，使物資出現供需失調，公

平會應如何針對獨占性定價所涉及之榨取性濫用行為進行查處。因此，以下分別針

對不涉及與涉及部分說明如次： 

(八) 不涉及榨取性濫用之哄抬價格 

本研究所關切之物資供需失衡基本上係反映：(1)需求面：短期內發生重大之干

擾事件（例如：急性傳染病蔓延），導致市場需求大幅攀升（例如：口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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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焉調高產品售價。與(2)供給面：短期內發生重大之干擾事件（地震天災、戰爭人

禍、颱風），導致供給產能（水塔、大宗穀物、蔬菜）嚴重受創，在有限的產能無

法供給市場需求的情形下，從而形成價格高漲 37。由於上開情形多屬短期之偶發事

件，與產業長期結構，並無直接相關。就產業經濟學的角度而言，其本質係屬偶發

性的外在衝擊（external shocks）導致需求過高或供給瓶頸，在有限的供給無法滿足

需求突增的情形下，即使面臨交易相對人反對，事業仍能單方面提高市場價格，以

獲取更高利潤。但此一漲價行為與所謂的獨占性定價並不完全雷同。原因在於： 

1. 源自短期市場供需波動之獨占利潤不可能長期存在：只要市場不存在進入障礙，

就長期而言，任何短期需求突增或是產能驟減所造成之價格上漲，雖會使既有業

者暫時享有高額利潤。但只要加以時日，透過市場長期競爭，此一高額利潤必定

吸引新生產者進入市場，導致產出增加與價格下跌，此即所謂市場的自我矯正機

能；亦即該利潤不但會自我消失，且會刺激產業產出增加，有助於災區復原或物

資回復供應。 

2. 該獨占利潤與產業結構無關：依據如下圖 1 所示，高額利潤主要源自市場需求過

旺或供給產能不足，以致實際價格過高，或甚至高於事業透過獨占或聯合所決定

之壟斷價格。此時，事業不需針對實際價格做任何反映，只需成為一個完全競爭

市場下的市場價格接受者，將產能全額開工，即可使本身利潤達於極大。而這也

是市場競爭機制健全下，任何守法事業所應有之競爭行為。依據 NEIO 爲衡量廠

商獨占力量所提出之標準化方程式，此一超額利潤並不代表市場力量。 

按照NEIO的看法：市場力量乃決定於市場需求彈性與獨占利潤等二項因素

38。 

])[( PMCP −= ηθ  

其中，θ 是NEIO衡量市場獨占力量之指標，η 為市場需求彈性，P為價格，MC

為邊際成本， PMCP )( − 為事業的獨占利潤。由於在短期內遭逢需求驟增或產能遽

減，消費者別無選擇，僅能與現有業者進行高價交易，因此，市場需求彈性η 極

                                                      
37 在統計學上，以上干擾事件就是所謂的白干擾（white noise），與市場價格或供需數量並無相

關。 
38 T.F. Bresnahan, “Empirical studies of industries with market power,”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 Schmalensee and R. Willig, eds., 1011-1057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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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此時，即使事業因短期波動獲致極高利潤 ])([ PMCP − ，但也不能據以認定事

業擁有獨占力量（亦即不能認定事業有很高的 θ ），此乃由於短暫的高利潤

])([ PMCP − 僅係反映供需波動之暫時現象 39。 

 

圖 1 外在衝擊導致需求過高或供給瓶頸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如果不存在市場進入障礙、專利權或政策保護，使產業結構無法支持此一高利

潤能夠長久維持，則基於市場機制，新生產者必定進入市場並解決產能不足問題，

使消費者能有更多替代品之選擇機會，從而導致需求彈性（η ）逐步回升。此時，

倘事業仍能維持超高利潤（ PMCP − ），則必代表事業獨占力量（θ ）甚高。執法

機構即可據以認定市場上存有獨占力，得以利用榨取性濫用或阻礙性濫用為由，對

獨占事業加以規範。但是，由於本研究所關切之價格上漲現象，在大多數的情形

下，均屬短期之偶發事件，與長期產業結構無關。超額利潤既不可能長久維持，也

不涉及產業結構因素。 

                                                      
39 市場獨占力θ 是需求彈性η 與利潤 PMCP )( − 之相乘積。因此，過高的 PMCP )( − 會被過

低之η 所抵銷，二者聯合決定之θ 不見得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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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涉及榨取性濫用之哄抬價格 

進一步而言，即使真有獨占業者利用短期供需失衡，提高價格獲取利潤，涉及

獨占性定價中所謂之「榨取性濫用」40。值此類似市場失靈之際，競爭機關是否宜

直接介入管制事業定價，也因美國與歐陸兩大競爭法系立法宗旨之不同，而呈現二

種不同之規範意旨。 

1. 美國反托拉斯法 

美國反托拉斯法基於尊重市場價格機制之原則，並不直接管制榨取性濫用，而

將執法重點置於較根本的結構面因素，（例如：禁止業者聯合、管制結合甚至拆解

獨占廠商），或是與哄抬價格無涉之阻礙性濫用行為（例如：獨家交易、拒絕交

易、搭售與掠奪性定價）。原因在於：事業因短暫供需失衡所獲致之超額利潤僅係

暫時現象，在長期隨著產能供給之擴張，該利潤會逐步消失。在Trinko案  41 美國最

高法院即強調：「至少在短期的情形下，事業透過獨占獲取利潤，非但不構成違法

要件，且有助於自由市場之正常運作。」原因在於：(1)市場具有自我矯正能力；(2)

該矯正能力係推動產業成長的原動力。只要市場結構正常，沒有進入障礙，短期內

如逢需求突增，造成產品價格上漲，雖會形成生產者之超額利潤；但只要加以時

日，透過市場長期競爭，此一超額利潤必定吸引新生產者進入市場，導致供給增加

與價格下跌，此即為美國法所強調榨取性濫用之自我矯正機能；亦即超額利潤不但

會導致其自我消失，也會刺激產出增加，從而推動整體產業成長 42。 

公平會（2006）即曾以美國處理颶風卡翠娜事件為例，說明英美法系以尊重市

                                                      
40 獨占事業利用市場支配地位所為之限制競爭行為，可分為榨取性濫用（exploitative abuse）與

阻礙性濫用（exclusionary abuse）。前者係獨占事業為獲取超額利潤，訂定過高價格。後者則指

獨占事業以限制和排除同業競爭、維持和提高自身市場地位為目的，所實施之市場行為，例如：

掠奪性定價、獨家交易、拒絕交易、搭售與差別待遇。See Massimo Motta and Alexander Streel., 
“Exploitative exclusionary excessive prices in EU laws,” in C. Ehlermann and I. Atanasiu (eds.), What is 
an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該文並發表於第 8 屆Annual European Union Competition Workshop, 
Florence (2003). 

41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157 L Ed 2d 823, 836 
(2004)。 

42 馬泰成，「榨取性濫用之管制：政策理念與實務困境」，公平交易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4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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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機制為原則，不處理榨取性濫用之司法理念。按 2005 年發生於美國南部之颶風

卡翠娜摧毀墨西哥灣 95%原油生產及全國 13%之煉油設備，使平均油價由每加侖 2

美元上漲超過 3 美元，部分地區甚至達到 6 美元。由於油價上漲嚴重影響國民生

計，輿論各界要求政府立法管制汽油價格哄抬（price gouging）震天嘎響。參院亦

隨即舉行聽證會邀集石油公司、FTC主委與三位州檢查總長討論汽油價格上漲是否

涉及價格哄抬。雖然與會人士力主政府宜立法規範油價上漲，但英美法系崇尚市場

機能的理念，卻使管制油價主張極少針對FTC（競爭機關）；輿論多能接受：除非

廠商涉及聯合壟斷，FTC即不應以任何形式管制油價。亦即政府僅宜以特別立法方

式，交由特定的管制機構負責油價管制，而不應由負責維護市場競爭的FTC管制油

價。參院於 2005 年針對油價哄抬所提出之Cantwell-Feinstein法案，其要旨即包括：

(1)成立州級的管制機構，負責管制油價在零售階段的不當上漲。(2)要求FTC加強監

視年收入超出 5 億美元的石油公司，不得進行聯合行為。(3)對油價的不當上漲課以

聯邦行政罰或刑罰。(4)禁止人為操控油品市場產銷與價格。(5)促進油品市場資訊透

明。(6)加強研究油品市場產銷。之後，參院雖於 2006 會計年度在FTC撥款立法第

632 條款（Section 632 of the Commission’s appropriations legislation for fiscal 2006）

中，規定FTC需針對颶風過後的油價上漲現象，進行全國性的調查工作，限時於

180 日內完成，並明定在颶風受難災區，只要風災後的油品價格高於風災前的油品

價格，即視為惡意油價上漲。但FTC事後所完成之調查報告，卻明示 632 條立法非

但不具可行性，更不利於市場競爭，解決油價上漲最佳之道，仍在於尊重價格機

能，透過市場供需調整方能致之。FTC並指出：風災期間美國石油公司的產銷與庫

存均屬正常，並未涉有囤積居奇、操縱油價或聯合壟斷情事。而根據國會對油價哄

抬的定義，也只有 15 件油價上漲符合該定義。但這些油價上漲亦僅是反映各地域

市場的正常供需，並未涉有人為操縱情事 43。 

2. 歐陸競爭法 

歐陸競爭法制則將獨占性定價定位為獨占事業榨取性濫用行為，認為政府不應

放任獨占事業任意訂定高商品價格，剝奪交易相對人利益。因此，在某些條件之

                                                      
43 公平會委託研究計畫，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行為與競爭法規範，24-2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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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競爭機關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 44。就我國而言，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獨占

事業不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因此，在以歐陸

法系為主要法源之我國公平法體系上，如果獨占事業果真利用供需大幅波動之際，

濫用其市場地位，使失衡情事益形惡化時，公平會處於此一異常時期，在法律層面

自有相當權限，針對哄抬價格行為介入規範。但，純以經濟分析角度觀察，本文仍

建議公平會必須謹守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分工之基本精神，盡量避免以任何形式管

制物價，即使物價上漲嚴重影響人民日常生活，亦應將物價管制交由特定的物資主

管機關負責辦理。以下分別依據公平法立法精神、管制實務與國際潮流趨勢等三項

原因說明如次： 

(1) 公平法立法精神 

就競爭法立法精神而言，維護市場競爭機制洵屬競爭機關天職；但價格管制卻

係以人為干預取代競爭機制。此時，以維護市場競爭的機關負責干預市場競爭的任

務，本身即有矛盾之處。因此，以立法精神之邏輯性而言，只要事業不涉及產業結

構或是相關之壟斷行為，競爭機關即不宜以任何形式管制事業定價。 

(2) 管制實務 

就管制訊息之取得與管制效率之提升而言，交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對特定

產業的價格管制，比交由競爭機關管制較為恰當。原因在於： 

a. 管制能力方面：判斷事業定價與利潤是否過高，必需仰賴正確客觀的時間數

列（不同期間）與橫斷面（不同廠商）之價格與成本資料，但競爭機關對於

特定產業（例如：電信業）資料之取得能力遠低於管制機關（NCC）。按管

制機關僅需負責某一特定產業，終日浸淫於本身所專業之領域，透過學習效

果（learning by doing），可鉅細靡遺地瞭解整體產業或特定事業產銷資料。

但競爭機關掌理不特定產業，業務範圍過於廣泛，案件承辦人平均需負責多

項產業，以致備多力分。因此，雙方於資訊取得上，即具有不對稱地位。而

此一不對稱即迫使競爭機關處於資訊劣勢地位，使其因無法掌握確實市場資

料，而無法區分事業定價究係在競爭狀況下，所決定之競爭價格？抑或是濫

                                                      
44 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17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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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場供需異常狀況，所為之暴利行為？以致面臨誤判風險 45。 

b. 管制授權方面：管制機關對於價格管制有專責之特別法規可供依循，管制標

準與權責分明。對事業而言，可減少許多管制所形成之經營風險或不確定

性，因此，對價格哄抬案件，管制機關應享有優先管轄權。例如：公平會

（2006）為研究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間之權責競合，曾蒐集整理美國反托拉

斯法相關判例，並發現美國法對於事業定價管制，係採取二階段檢驗原則

（two-part-test）。也就是當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發生管制競合時，競爭機關

首先需判斷管制機關是否依法享有專屬管轄權。如有，則基於提高管制效率

原則，優先由管制機關承辦。又即使法律並無明文規定管轄權；但如管制機

關對於價格管制職權之行使，屬於正當管制範圍內者，則競爭機關亦應優先

將該案交由管制機關辦理。因此，管制機關對於產業管制享有優先管轄權 46。

此外，美國最高法院於Trinko案中亦認為，競爭機關不可能亦不應該比照管制

機關，對商品價格作日復一日的監督或管制 47。 

(3) 國際潮流趨勢 

歐陸競爭法制雖將獨占性定價定位為獨占事業的榨取性濫用行為，主張政府不

應放任獨占事業任意訂定過高的商品價格，並認為在某些嚴格條件限制之下，競爭

機關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但是，在實際執行上，卻仍顧慮競爭機關無法掌握市場

訊息以研判「合理價格」所形成之誤判風險。因此，近年來，基於管制能力與執行

效率等因素之考量，已逐漸傾向將價格管制交由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依據

相關研究的整理，自 1990 年代以來，歐盟競爭機關針對電信、能源與郵政等產業

之價格管制，多已移交由管制機關負責。以電信業為例：歐盟於 1998 年將國際長

途與行動電話費率過高之管制案件，移轉至電信主管機關，依據電信法規處理，已

成功地使相關業者的費率降低約 30-80%之間。也只有在管制機關無管轄權（例如：

接續費、國際漫遊、國際出租電路資費）或處理不盡人意時（國際清算費率、國內

出租電路資費），方由競爭機關依據競爭法規處理（例如：Deutsche Telekom案）

                                                      
45 馬泰成，前揭註，48。 
46 公平會，前揭註，108 (2006)。 
47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v. Law Offices of Curtis V. Trinko, LLP, 124 S. Ct. 872, 88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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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十) 尊重市場機制之前提下，仍有必要進行管制 

歐陸競爭法制雖有規定管制榨取性濫用之不當定價。但該管制僅針對獨占廠

商，而一般事業在短期內因逢需求驟增或天災導致產能減少，調漲產品價格，則不

在管制範圍內。依據前述 NEIO 理論，即使口罩價格在短期由於傳染病蔓延而驟然

提高，使口罩事業獲利提高，但由於廠商無法於一夜間生產一年的數量，即使事業

因短期波動獲致極高之利潤加成，但也不能據以認定事業擁有獨占力量。只有當超

高利潤能因產業結構的因素（例如：獨占或聯合）得以長久持續，方可能會影響市

場競爭，成為競爭法規範之領域。否則此一超高利潤反能引誘更多廠商生產口罩，

解決供應不足的問題，高額利潤反成為解決口罩供應不足的管道，競爭機關自不能

違反市場機制，對廠商利潤加以管制。 

但另方面，由於重大天災或嚴重疫情等緊急狀況，導致民生物資供需失調與價

格高漲，常使市場價格機制無法將物資分配給真正需要者。例如：口罩價格高漲會

使市面上少數之口罩，僅能分配給高所得的富有階級。也就是：在自由經濟體系之

價格機制下，所得高低為分配物資的唯一指標；至於個人對物質需求性之強弱，則

非所問。如此情況下，一只價格高達 500 元之 N95 口罩，僅有深處豪宅的高所得者

方能購買得起，窮人或醫護人員即使身處於高危險之感染區域，但也無能負擔。而

窮人因未能購買口罩導致感染，又會形成傳染病的進一步惡化。此時，政府為阻止

疾病蔓延，並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自應以公權力對口罩價格高漲加以管制。然

而，本文研究強調：即使在短期市場失靈之異常情況下，基於適法性與管制效率之

考量，以上價格管制工作仍宜交由專責管制機關辦理為宜。按公平會對於疾病蔓延

程度、醫療院所對口罩之需求、口罩工廠之產能、口罩規格之適用性等重要資訊之

掌握與瞭解，均遠遜於專業之衛生防疫機關。此時，以競爭機關做為口罩價格之管

制主導機關，非但於「短期間」影響管制效率，亦於「長期間」傷害了攸關競爭機

關執法績效的「獨立性」。 

                                                      
48 馬泰成，前揭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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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根據本節敘述，將公平會處理非法囤積或價格過高案件之有關程序、與

其他機關分工等事項，提出建議事項做為本文結論。（詳請參閱六、結論與建議事

項：(一)短期權衡性建議事項：（圖二）爭機關辦理非法囤積或哄抬價格案件流程

圖，34-36） 

三、經濟管制法之概念 

現代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體制，乃係築基於市場供需法則、市場價格機制之原

理運作，藉由生產者追求利益極大化、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化之理想供需模式，實

現「巴瑞圖原則」（Pareto Principle）所謂資源分配最佳效率之狀態。惟於現實世界

中，由於獨占或寡占企業取得市場控制地位、企業間共謀實施卡特爾等限制競爭行

為，或因戰爭、天災、能源危機及重大疫情等異常事態引起市場供需失調等諸多因

素，以致市場上往往出現違反巴瑞圖效率的經濟現象 49。如此當社會資源無從藉由

市場競爭機制發揮分配效率（allocative efficiency）之情況下，政府當局在競爭法制

外，即應另行採取有效之因應措施，俾確保整體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從維護市場效能競爭之觀點，對於經濟力集中形成獨占或寡占市場的現象、企

業間共謀實施卡特爾等限制競爭行為，各國競爭法制分別訂有市場結構調整措施、

結合申報制度、禁止濫用市場控制地位及卡特爾行為等規範。另一方面，在國家遭

逢戰爭、天災、能源危機及重大疫情等異常時期，導致民生重要物資嚴重短缺之

際，對於事業趁機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行為，鑑於其可非難性在於行為本質

的投機性及暴利性，通常並非由於市場結構因素或企業實施限制競爭行為所致，是

以在競爭法制外，尚有制定特別經濟管制法之必要性。 

(一) 定義及特性 

所謂「經濟管制」，廣義而言，係指：基於特定目的，國家直接或間接介入商

品生產、銷售等市場經濟活動過程，對於企業商品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之決定，實

                                                      
49 佐藤一雄，市場経済と競争法，商事法務研究会，28-33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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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各項行政管制措施 50。據此定義，經濟管制法之適用範圍頗為廣泛，舉凡水電瓦

斯交通等公用事業費率之決定、外匯匯率及銀行利率等金融市場之干預、農產品之

保價收購制度等，皆屬經濟管制之對象。其中，本文所探討之經濟管制法，乃係針

對異常時期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行為，主管機關實施相關物資價格或供需數

量之管制措施而言，此可謂狹義的經濟管制法。如此適用於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

法，為達到迅速穩定國計民生之目的，通常具有如下規範之特性 51︰ 

1. 委任立法之特性 

對於異常時期相關物資價格或供需數量之管制措施，立法機關在制定經濟管制

之法源依據後，大多將其具體的適用要件或違法認定標準，授權行政機關補充決

定，俾彈性靈活運用，以適應實際現狀。詳言之，對於物資價格之介入管制，有關

「物資價格高漲或有高漲之虞」、「重要民生物資項目」等適用時機及管制對象要

件，另有關事業訂定商品價格是否達到「哄抬」之違法程度，皆有授權主管機關實

際認定之必要性。 

2. 限時法之特性 

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乃係因應國家遭逢戰爭、天災、能源危機及重大疫情

等緊急狀態而設，是以各該法規自應揭示相關緊急狀態之認定標準，俾為主管機關

發動經濟管制措施之前提要件。如此經濟管制措施之發動，固然為異常時期用以確

保國計民生之必要手段；惟國家藉此得以介入干預市場經濟活動之過程，究非自由

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之應有常態。因此，在相關經濟管制法規之立法上，通常皆會附

加一定實施期間之限制，或明定以相關緊急狀態的解除為法規停止適用之條件。 

(二) 規範體系之關聯性 

考察外國經濟法制，其在制定競爭法以規範市場之競爭秩序外，另有針對異常

                                                      
50 沢有關經濟管制法之定義，參閱金 良雄，「経済 の統制法 現代課題」，ジュリスト，555

号，17 (1974)。丹宗昭信，「経済 の統制法 経済 と的意義 反競争的性格」，北大法学論集，27 巻

3・4 合併号，160-163 (1977)。 
51 沢金 良雄，前揭註 44。 



30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時期訂定經濟管制法規者。例如，美國在反托拉斯法外，各州大多訂有禁止哄抬價

格法案（anti-price gouging act）；日本在獨占禁止法外，另訂定國民生活安定緊急

措施法、石油供需適正法、有關對生活關聯物資囤積惜售行為之緊急措施法、物價

管制令；韓國在其競爭法外，亦訂頒有物價安定法。在如此之規範體系下，異常時

期之經濟管制法與競爭法間，究竟處於如何之規範關係，應有進一步說明之必要。 

競爭法之規範宗旨，在於確保企業間得以從事自由公平的效能競爭，藉此維護

並強化市場經濟正常營運之體質；相對之下，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則係適用於

市場喪失正常競爭機能之際，其規範功能可謂在於解除市場一時發生供需失調之病

態現象。 

雖然，經濟管制法與競爭法存在有上述規範本質之差異性；惟就最終達成整體

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的規範目的而言，實未能否認二法間亦有其規範之關聯性。再

者，分析異常時期形成物價高漲之因素，即有可能同時出於企業實施哄抬價格及共

謀實施卡特爾之行為所致，此際二法當有分別發揮其規範功能之必要性。據此，經

濟管制法與競爭法之規範體系，彼此並非相互排斥，毋寧認為二法應係處於相互補

充適用之規範關係 52。 

四、美、日、韓各國對於市場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制 

(一) 美國反哄抬價格行為之相關法制 

在美國，事業利用市場異常時期進行哄抬物價之行為，可能涉嫌違反反托拉斯

法（Antitrust Law）、契約法（Contract Law）或反哄抬價格法（Anti-Gouging 

Laws）等法律。但其中得以實際發揮規範效果者，乃係各州針對天災或人禍後之哄

抬物價現象，特別制定之反哄抬價格法。對於政府機關如此介入商品價格之管制措

施，如何予以評價？美國學界從經濟學角度與法理之觀點，曾有激烈之辯論，以下

                                                      
52 有關經濟管制法與競爭法之規範關係，參閱実方謙二，「独 の と占禁止法 機能 限界」，法律

時報，555 号，31 (1974)。松下満雄，「経済 と統制法 独占禁止法」，ジュリスト，555 号，23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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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探討之。 

1. 反托拉斯法（Antitrust Law） 

災後哄抬物價的行為，若係出於事業與競爭者「相互勾結」共謀的水平價格協

定，即實施所謂價格卡特爾之行為，該等事業將違反「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之禁止規定。如果違法行為人是法人，則可能導致高達 1 億美元的罰款；倘行

為人為自然人，則最高可處罰款 100 萬元美金，或長達 10 年徒刑之刑罰。 

儘管「反托拉斯法」對於共謀哄抬物價的行為，設有嚴厲的刑罰規定，但實際

上卻難以發揮違法嚇阻的效果。蓋共謀的水平價格協定，通常於密室協議或以其他

秘密通訊之方式達成，相關共謀之違法事證，皆未留存書面證據，或僅留存於卡特

爾之內部成員間，是以執法機關往往難以取得行為人相互勾結共謀的證據 53。 

事實上，在 2005 年發生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災情後，美國聯邦貿

易委員會(FTC)曾經介入調查汽油價格上漲的原因；但依據調查報告顯示，本案並

未發現有汽油廠商共謀哄抬油價的事證，據此認定本案尚無反托拉斯法適用之餘地

54。 

2. 契約法（Contract Law） 

針對哄抬物價行為，契約法得以發揮潛在的規範作用，主要係強調「誠信原

則」或「公平交易原則」，據以防範經濟脅迫手段或暴利行為等不當情事之發生。

藉由如此英美法學所謂禁止「違背良心」（Unconscionability）條款，當事人固然得

以獲得一定程度契約正義的保障；但對於異常時期發生哄抬物價之行為，契約法可

能發揮的規範效果，實屬有限。 

蓋一般而言，個別消費者遭受哄抬物價之損失額不大，通常並無提出損害賠償

訴訟之意願；況且，消費者依據契約法尋求司法救濟的結果，必須忍受漫長的訴訟

程序，即使法院最終作出對其有利之判決，如此訴訟程序的不正義，難以彌補消費

                                                      
53 顏廷棟，「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公平交易季刊，第 16 卷第 4 期，69 (2008)。 
54 Geoffrey C. Rapp, “Gouging: Terrorist Attacks, Hurricanes, and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Post-Disaster Price Regulation,” Kentucky Law Journal, 94, 535, 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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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受實質損害。 

3. 反哄抬價格法（Anti-Gouging Laws） 

近年來，美國各州針對異常的物價上漲行為，普遍制定反哄抬價格法（anti-

gouging legislation）。大體言之，美國有半數以上的州，皆已頒布反哄抬價格法；

即使部分未制定類似法律的州，亦有頒布行政命令之方式，藉以防範哄抬物價之行

為。從立法背景觀察，該等反哄抬價格法，大多制定於特定災難發生後，例如

Virginia 州在歷經 2003 年之 Isabel 颶風後，即於 2004 年通過「災後反哄抬價格

法」（Post-Disaster Anti-Price Gouging）；又如 Louisiana 州在 2005 年遭受 Katrina

颶風風災後，立即訂有類似的價格管制法。 

有關美國各州反哄抬價格法規定之概要，如下表 1 所示。歸納該等反哄抬價格

法之立法例，主要有「上漲比例限制」（Percentage price caps）、禁止「違背良

心」（Unconscionability）的漲價、禁止任何漲價（No-increase laws）等三種規範模

式，以下分別說明之： 

(1)上漲比例限制（Percentage price caps） 

此規範類型限制災後物價水準，不得超過災前物價之一定比例，如 Arkansas 及

California 等州法。詳言之，該二州法律均規定，在政府宣布緊急狀態後之 30 天

內，商人不得以超過緊急狀態前 10%的價格出售食物、物品或收取服務報酬；但能

證明係因成本增加之特別因素者，則不在此限。其所謂「緊急狀態」，包含自然的

或人為的災難，例如洪水、火災、地震及暴動等。規範對象的商品及服務，包含建

材、緊急醫療補給品、人及其他動物的食物及飲水。此外，該等法律亦規定，承包

商在政府宣布緊急狀態後之 180 天內，不得增加 10%之維修或重建費用。違反以上

規定者，得處以輕罪（misdemeanors）的刑罰。 

然而，該二州法律，具有規範之疏漏。即在災害發生後，尚未宣布緊急狀態

前，商人仍有抬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可能。蓋該等法律僅適用於政府宣布緊急

狀態後，是以商人在災難迫近時(若有足夠警告)，即可先行漲價，或在災害過後立

即漲價，致得以規避責任。如此不僅給予商人不正行為的動機；且往往在市場情況

惡化前，即提早調漲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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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國各州反哄抬價格法規定統計表 

State Goods Covered Allowable Price 
ncrease 

Exception for 
increases due to 

Maximum 
Penalties 

Alabama All 25% Actual Costs Civil - $25,000 
Arkansas Disaster Goods 10% Costs +Mark-up Misd. - $1,000 
Arizona No Law － － － 

California Disaster Goods 10% Costs +Mark-up Misd. - $10,000 
Colorado Medication Only 10% Actual Costs Civil 

Connecticut Health and Safety 
Goods None Actual Costs Misd. - $10,000 

District of 
Columbia All 10% Actual Costs Civil - $1,000 

Delaware No Law － － － 
Florida Disaster Goods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 $24,000 

Georgia Health and 
Safety Goods None Actual Costs Civil - $10,000 

Hawaii All None Actual Costs  Civil - $1,000 

Idaho Listed 
Necessities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Illinois Governor’s Option  Option Option Civil 
Indiana Fuel Only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Iowa Disaster Goods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Kansas Disaster Goods 25% Actual Costs Civil 
Kentucky Disaster Goods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 $10,000 
Louisiana All None Actual Costs Civil/Criminal 

Maine Necessities 15% Costs +Mark-up Civil 
Maryland No Law － － － 

Massachusetts Fuel only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Michigan All Unconscionability None Civil 

Mississippi All None Actual Costs Felony - $5,000 
Missouri Necessities Unconscionability Costs +Mark-up Civil 
Montana No Law － － － 
Nebraska No Law － － － 
Nevada No Law － － － 

New 
Hampshire No Law － － － 

New Jersey Health and 
Safety Goods 10% Actual Costs Civil 

New Mexico No Law － － － 

New York Health and 
Safety Goods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North Carolina Health and 
Safety Goods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North Dakota No Law － － － 
Ohio No Law － － － 

Oklahoma Disaster Goods 10% Actual Costs Civil 



34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State Goods Covered Allowable Price 
ncrease 

Exception for 
increases due to 

Maximum 
Penalties 

Oregon No Law － －  
Pennsylvania All 20% Actual Costs Civil - $10,000 
Rhode Island No Law － － － 

South Carolina All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Misd. - $1,000 
South Dakota No Law － － － 

Tennessee Disaster Goods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Texas Necessities Unconscionability None Civil 
Utah Disaster Goods 10% Costs +Mark-up Civil -$10,000 

Vermont Fuel Only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Virginia Disaster Goods Unconscionability Actual Costs Civil 

Washington No Law － － － 
West Virginia Disaster Goods 10% Actual Costs Misd. - $1,000 

Wisconsin No Law － － － 
Wyoming No Law － － － 

資料來源： Zwolinski, “The Ethic of Price Gouging,” http://ssrn.com/abstract=1099567, last 
visited on date: 2009/6/23. 

 

(2) 禁止「違背良心」（Unconscionability）的漲價 

 包含 Massachusetts、 Virginia、Florida、Indiana、South Carolina 等州之法律，

均禁止商人在急難後以「違背良心」或「大幅超過」的價格販賣貨物。至於「違背

良心」或「大幅超過」之定義及判定標準，各州法律有所不同。部分州法會以災害

前相關物資的平均價格作為比較基準；例如 Alabama 州法律，則以超過災前平均價

格 25%，據以認定構成「違背良心」的違法漲價行為。當然，對於漲價是否違法之

判斷標準，亦應考量災害導致成本增加的因素；例如 Virginia 州法，即允許商人在

增加成本的範圍內，合理提高商品售價。 

(3) 禁止任何漲價（No-increase） 

最嚴格的反哄抬價格法之規範模式，乃係完全禁止任何漲價行為。Georgia、

Louisiana、Mississippi、Connecticut 等州之法律，屬於此類型。例如 Georgia 州，在

遭受 Katrina 颶風風災後，當地油價飆漲至每加侖 6 美元之際，即適用該法律禁止

漲價。然而，如此嚴格的禁止任何漲價行為，並未考量由於災害可能導致生產或運

輸成本增加等因素，是為此類法律有待檢討之處。 

http://ssrn.com/abstract=109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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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哄抬價格法規範原理之探討  

1. 學理分析 

歷來美國學界對於「反哄抬價格法」規範之評價，存在有正負面不同的看法

55。Geoffery Rapp教授於 2005 年發表一篇名為「哄抬物價：恐怖攻擊、颶風、災後

物價管制之法律及經濟考量」56 之論文，即從經濟分析的角度切入，探討反哄抬價

格法之經濟效率與立法之必要性。Rapp教授在此論文中，表達並非完全贊同制定

「反哄抬價格法」之基本立場 57；但同時也承認在特殊例外情形下，反哄抬價格法

可以帶來「隱性的經濟效益」（hidden economic efficiency）。例如，在大規模的電

子支付系統當機時，即有實施價格管制之必要 58。 

Rapp（2005）認為：當有颶風、地震、龍捲風、海嘯或大規模恐怖攻擊行動等

災害，導致電子支付系統損毀或癱瘓之際，消費者將無以掌握自己的錢財與資產支

配，即可能產生「資源分配無效率」（Allocative inefficiency）的情形。如此用以進

入個人電子財務支付系統之電磁記錄遭受損毀，將擴大個人流動資產分配受限之不

利影響。此由卡崔娜風災後，消費者與銀行疲於解決提款卡及信用卡失靈之混亂局

面，得以證明 59。甚者，由於電子支付系統失靈、當機，以致消費者僅得以有限的

資源或財務支付所需物資，可能引起衛生用品及消毒物資等購買能力之不足，進而

造成疫情漫延之嚴重後果，此即所謂「負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問

題。 

Rapp（2005）進一步強調，災後處於受災地區的消費者，可能因為不完美或非

理性（irrationality）的資訊而導致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運作。對此現象，透過反哄抬

價格法之規範管制，即得產生抑制物價膨脹之效果，並保障消費者得以有限的貨幣

                                                      
55 更多關於哄抬物價與相關管制之正當性與實施方案之探討，詳參knowledge Problem網站論

壇，http://knowledgeproblem.com, 最後流覽日期：2009/6/25. 
56 Rapp (2005), ibid.  
57 Section II,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rice cap and Anti-Gouging Laws,” in Rapp (2005), ibid. 
58 Section III (A), “Massive Payment System Collapse,” in Rapp (2005), ibid.  
59 Bank Hotline Takes Calls for Help with Finances, Charlottee Observer, September 5, 2005, at 10 A, 

“One man ask why don’t ATM cards work. A woman lost her credit cards, checkbook and all forms of 
identification in Hurricane Katrina,” in Rapp (2005), ibid.  

http://knowledgeprobl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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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民生必需物資。 

對於上述Rapp教授之觀點，學者有持反對之意見者。Skarbek（2008）60  認為：

適用反哄抬價格法之介入管制，將減損其他商家進入市場提供物資或替代需求之誘

因，同時阻礙市場機制之回復，反而導致市場資源分配之更無效率。此外，

Zwolinski（2008）61  探討哄抬物價之商業道德與違法性問題，特別強調：政府介入

管制物價，將同時產生妨礙市場正常供需調節與侵害潛在交易當事人自由意志之負

面效果。 

2. 適用要件 

儘管反哄抬價格法之規範正當性存在有上述學理之爭議；但不可否認的，因應

災後市場失靈、供需失衡及物價飆漲之緊急狀態，政府當局即時的介入管制物資價

格，應可達到相當程度穩定民生之規範效果。換言之，從解決社會問題的角度出

發，對於哄抬物價之行為，若僅止於商業道德層面的譴責，並不具有實質意義；尤

其是，當哄抬價格之現象已經達到「廣泛普遍的直覺」（widespread intuition）程度

之際，此時應為立法或執法機關予以高度關切者，乃係如何務實地分析價格管制之

正當性及效率性等議題 62。基此規範理念，美國學界普遍認為，在具備下列四項適

用要件之特殊情形下，應有承認政府機關發動反哄抬價格法管制措施之必要性 63： 

(1)適用範圍：僅限於受災地區，而非全國性的一體適用。 

(2)適用時機：僅適用於具有實際且普遍破壞之受災狀態。 

(3)適用期間：實施價格管制，應有一定實施期間之限制。 

(4)適用對象：並非針對所有的商人或企業實施管制，而係僅集中管制有關高度需

求並可能導致負面外部性物資的生產者與經銷商。 

                                                      
60 David Skarbek, “Market Failure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 Re-examination of Anti-Gouging Laws,” 

Public Contract law Journal, 37, 776-777 (2008). 
61 Matt Zwoliknski, “The Ethics of Price Gouging,”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18(3), 347-378 (2008). 

62  Michael Gibson, “Price gouging: Is it wrong? Should it be against the law?” 
http://knowledgeproblem.co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09/6/25. 

63 Rapp, ibid. at 555-557. 

http://knowledgeprobl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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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經濟管制四法 

1. 立法背景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政府為因應國內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物資缺乏及

物價上揚等社會經濟問題，爰於 1946 年 3 月 3 日頒布並實施「物價管制令」（昭

和 21 年命令第 118 號）64，藉以維持社會經濟秩序，俾確保國民生活之安定（第 1

條立法目的）。嗣後，1973 年發生國際性第一次石油能源危機，連帶引起日本國內

物資不足及全面物價上漲之現象，以當年 12 月份之躉售物價指數（WPI）而言，即

較前年同月份指數高出 30%以上；同一期間之全國消費者物價指數（CPI），亦高

達 19.1% 65。面對如此異常且緊急的市場狀態，日本政府隨即於同年制定並實施

「有關對生活關聯物資囤積惜售行為之緊急措施法」（昭和 48 年法律第 48 號）、

「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昭和 48 年法律第 121 號）、「石油供需適正化

法」（昭和 48 年法律第 122 號）等法律，據以實施各項經濟管制措施 66。 

2. 規範功能 

上揭經濟管制法規，日本學者將其合稱為「經濟管制四法」，並且從戰略分析

的觀點，分別賦予各法規如下之規範功能 67。 

首先，有關對生活關聯物資囤積惜售行為之緊急措施法，負有如同機動部隊之

靈活作戰功能，在政府當局認定相關重要民生物資遭受囤積惜售或有此之虞時，即

得命令相關事業出售該等物資。其次，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則係有如前鋒部

隊之加強戰力功能，在相關物資已經遭受囤積惜售，進而出現事業哄抬價格現象之

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得依據該法規定，公布標準的物資價格，對於未遵守此訂

                                                      
64 嗣依 1952 年「有關波茲坦宣言承諾之經濟安定本部關係諸命令措施法律」（昭和 27 年法律

第 88 號）之規定，該物價管制令自同年 4 月 28 日起，具有法律位階之效力。有關本法之介紹，

沢參閱金 良雄，経済法［新版］，有斐閣，346-349 (1989)。 
65 當時日本社會經濟問題，參閱根岸哲，「経済 の みと 点統制法 仕組 問題 」，ジュリスト，555

号，35-36 (1974)。 
66 有關該等經濟管制法之立法過程，參閱来生新，産業経済法，有斐閣，439-444 (1996)。 
67 有關日本經濟管制四法之規範功能，，參閱正田彬，， いわゆる「 『『石油危機』』と経済法制」，

法律時報，，46 巻 7 号，16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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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標準之違法事業處以罰鍰的制裁。倘依據上述二法規定之措施，仍未能及時發揮

嚇阻違法之效果，此時物價管制令即擔負起後衛部隊之最後一道防線功能，藉由相

關主管機關之直接介入物價管制，並對違法事業科以刑罰之嚴厲制裁，俾有效遏止

經濟狀況之持續惡化。至於石油供需適正法，乃係針對石油產業制定之經濟管制法

規，具備類似特種部隊之功能，專門適用於能源危機時期有關油品市場供需及配給

制度之管制措施。 

3. 經濟管制措施 

當市場出現物資短缺之供需失調現象，倘非由於週期性景氣循環變動因素，而

係起源於戰爭、天災、嚴重疫情等異常情事所致者，此時為防範及解決事業趁機實

施囤積惜售相關物資之行為，日本政府當局依據經濟管制四法之規定，即得採行如

下主要之經濟管制措施。 

(1) 生活關聯物資之指定、調查及出售命令 

在生活關聯物資之價格異常上漲或有此之虞，致相關物資遭受囤積惜售或有此

之虞時，內閣總理及製造、進口或銷售該生活關聯物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

「有關對生活關聯物資囤積惜售行為之緊急措施法」規定，得以行政命令指定其為

特定項目之生活關聯物資（下稱「特定物資」），就其價格動向及供需狀況進行必

要之調查（同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條、第 6 條）。內閣總理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製造、進口或銷售特定物資之事業有囤積惜售行為，致庫存大量特定物

資者，得指示該事業在一定期限內出售一定數量之特定物資予特定對象；倘該事業

未依指示出售者，得以命令強制其出售之（同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 

(2) 價格管制措施 

在物價高漲或有高漲之虞時，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與國民生活密切關聯

或整體經濟發展之重要物資，得以實施如下之價格管制措施： 

a. 標準價格制 

依據「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規定，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以行政命令

指定應實施價格管制之生活關聯物資，並公告其製造、進口、批發及零售等各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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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之「標準價格」，以供業界遵循（同法第 3 條、第 8 條）。至於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決定物資之標準價格，應以其製造成本、進口價格、採購價格、管銷費用及合

理的利潤為基準，並參酌其市場供需之變化及對國民生活與民生經濟之影響程度等

因素（同法第 4 條、第 9 條）。 

對於無正當理由超過標準價格銷售物資之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公布其事

業名稱或處以罰緩（同法第 7 條、第 8 條）。罰鍰金額，則以實際銷售金額高於標

準價格之差額，乗以銷售該物資之數量計算之（同法第 11 條 1 項）。 

b. 公定價格制 

在實施上述標準價格制後，倘仍難以維持物價之安定，政府當局依據「物價管

制令」規定，即得頒訂重要物資之公定價格，禁止任何人逾此公定價格實施締約、

支付或受領等交易行為（同法第 3 條）。對於以不當高價或暴利價格之締約、支付

或受領等交易行為，得處行為人十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五百萬日圓以下罰金

（同法第 33 條、第 34 條、第 36 條）。 

(3) 物資供需管制措施 

a. 石油供需管制措施 

為因應石油供應嚴重不足之緊急事態，依據「石油供需適正化法」規定，通商

產業省（即現今之「經濟產業省」）得實施必要之石油供需管制措施。首先，通商

產業省依據石油進口動向、石油儲備狀況及其他相關情事，得設定國內石油供給目

標，並公告之（同法第 5 條）。依據此設定之石油供給目標，石油產業之煉油業

者、進口業者及一定規模之銷售業者，各須提出其石油之生產計畫、進口計畫及銷

售計畫；就該等提出之計畫，通商產業省得指示其變更之；各該石油業者應依其提

出之計畫或經指示變更之計畫，確實從事石油之生產、進口或銷售（同法第 6

條）。 

其次，通商產業省得設定並公告節約使用石油之目標，據以實施降低使用石油

之行政指導（同法第 8 條）。藉此行政指導，倘若未能減緩石油供應不足之現象，

通商產業省得在一定期間內，限制石油需求者之使用數量或種類，並得公布違反該

管制措施之使用者名稱；但事先提出例外許可之申請，並獲得同意者，不在此限

（同法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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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針對節約使用汽油之措施，通商產業省認為必要時，得指示加油站業者限制

供油數量、縮短營業時間或實施其他營業限制；但相關限制措施，應同時顧慮公眾

利益或對於身體殘障者維持生計之必要用油保障（同法第 9 條）。 

b. 其他物資之供需管制措施 

若係石油以外之物資出現供需失衡的現象，則須依據「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

法」，實施供需管制措施。在增加供給之管制措施方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

應該增加生產之物資，命該物資之製造業者提出生產計畫報告，必要時亦得指示其

變更計畫（同法第 14 條、第 15 條）。此外，亦得指示進口業者，於一定期間內進

口一定數量之指定物資，以平衡市場供需（同法第 16 條、第 18 條）。 

至於抑制需求之管制措施方面，從誘導民間減緩設備投資以抑制總體需求之觀

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相關設備投資業者，得指示其於六個月以上之期間內停

止投資，或降低投資額或延期投資（同法第 23 條至第 25 條）。 

4. 實施成效 

上揭經濟管制法規，在日本國內市場遭逢 1973 年之能源危機期間，具有相當

穩定物價的功效。尤其在 1974 年 5 月份物價問題最為嚴重之際，通商產業省出動

439 名價格調查官，指定棉線、棉織物、衛生紙、煤油、揮發油、輕油、A重油、

液化石油氣、合成洗潔劑等特定物資，並進行市場調查。整體而言，在通商產業省

展開調查程序後，即已有效發揮嚇阻違法之效果，因此在尚未命令相關事業出售特

定物資及動用刑事處罰規定前，相關市場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現象逐漸獲得改善

68。 

另應予說明者，日本市場在 1970 年代逐漸形成寡占化現象，日本政府當局爰

於 1977 年修訂獨占禁止法增設第 18 條之 2 規定，賦予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於我

國之公平會﹚得命同步漲價之寡占業者提出漲價理由報告之權限，藉以查明相關業

者有無趁機實施調漲價格之聯合行為 69。據此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曾經於 1989

年、1990 年，對於在各該年度同步漲價之讀賣、朝日及每日等三家報社（合計市場

                                                      
68 来生新，消費者法講座 3 の取引 公正Ⅰ―価 を に格 中心 ，日本評論社，258-259 (1984)。 
69 有關該同步漲價報告規定及實施情形，參閱柴田章平，独 の占禁止法 解説，大成出版社，

173-18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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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率為 82.6%）及麒麟、朝日及札幌等三家啤酒廠商（合計市場占有率為

89.7%），命令各該業者提出漲價理由報告。分析該等報告理由，形成同步漲價之

原因，乃係當時全體報業之人事、新聞取材及印製成本普遍增加，另啤酒原料之麥

芽及玉米粉等進口價格同時上揚所致，並無事證顯示各該業者有趁機聯合調漲商品

價格之違法行為 70。 

此外，日本在 1980 年代後期到 1990 年代初期，由於日幣快速升值、政府採取

寬鬆金融政策等因素，導致流通資金過剩的情況下，促使股票及土地之價格狂飆，

進而形成所謂泡沫經濟之現象。為緩和過度投資之熱潮，日本政府在 1990 年 3

月，頒布對於土地融資總量管制之相關規定，然而此舉卻造成泡沫經濟之逐漸崩

潰，並衍生出股價及地價狂跌、個人及企業資產大幅縮水、巨額銀行不良債權等經

濟問題 71。在此期間，日本社會處於通貨緊縮之不景氣環境，加之進口商品、原物

料數量的持續增加，致使 1991 年至 1996 年整體消費物價指數及躉售物價指數呈現

逐年下降之趨勢 72。面對如此經濟現象，日本政府當務之急，即在擬定之經濟結構

改革議題上，進行金融產業重建及稅制、人力僱用、社會福利保障、中央與地方分

權、預算編列流程等制度改革措施 73。歸納言之，自 1980 年代後，日本雖然遭逢泡

沫經濟崩潰之衝擊，惟其癥結主要在於經濟結構面之問題，並非由於市場出現緊急

或異常性供需失調之因素，是以未有傳出民生物資遭受囤積惜售或哄抬物價之情

事。 

(三) 韓國「物價安定法」 

1. 立法背景 

韓國在 1970 年代初期，同樣的受到石油能源危機的影響；加之韓國政府為解

決出口貿易衰退的問題，在採行韓幣匯率升值的政策下，更促使民生物價普遍高

                                                      
70 由於近年日本政府推行解除管制措施及市場自由化之結果，業已相當程度改善相關產業之寡

占市場結構，因此在 2005 年修正獨占禁止法之際，即廢除該同步漲價報告規定。 
71 平成五年経済企画庁年次報告，バブルの と たな教訓 新 発 への展 課題，経済白書（1993）。 
72 古川顕 バブル，「 経済の崩壊と物価下落」，フィ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71-95 (1997)。 
73 2003 年經濟構造改革方針，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tousin/030626f.html，最後瀏

覽日期：2010/6/24。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tousin/030626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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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因此，韓國政府爲管制物價上漲，爰於 1975 年 12 月 31 日公布實施「物價安

定法」﹙法律第 2798 號﹚74。 

在上述的立法背景下，物價安定法第 1 條揭示其立法目的為：「本法係以維護

物價之安定，確保消費者權益，促進國民生活之安定與整體經濟之發展為目的。」 

2. 經濟管制措施 

為防範及解決異常時期物資供需失調或價格高漲之現象，本法規定有如下經濟

管制措施： 

(1) 價格上限之指定措施 

政府當局認為有維護國民生活或整體經濟安定之必要時，對於重要物資之售

價、不動產等租金或服務報酬，得指定並公告價格上限（同法第 2 條第 1 項）。對

於超過指定價格上限之事業，即得課以超過金額 100%之稅率，藉以剝奪違法事業

獲取之不當利得（同法第 23 條；不當利得稅法第 2 條、第 3 條）。 

(2) 物資緊急供需之調整措施 

政府當局在物價急速高漲或物資供應不足，認為有顯著阻礙國民生活安定或整

體經濟正常發展之虞時，對於從事該物資之製造、銷售、進出口、運送或保管等相

關事業，依據總統命令，得於五個月內之期間，實施物資供需之調整措施（同法第

6 條第 1 項）。對於違反調整措施之行為人，得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五千萬韓元以下罰金（同法第 25 條）。 

(3) 囤積惜售行為之禁止  

財政經濟院，認為事業有以暴利目的實施囤積惜售物資之行為，致有影響物價

安定之虞時，應即公告禁止實施該囤積惜售物資之行為（同法第 7 條）。相關物資

之主管機關，對於實施囤積惜售物行為之事業，應命其停止或改正該行為（同法第

9 條）；並得處行為人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五千萬韓元以下罰金（同法第 26

條）。 

                                                      
74 有關韓國物價安定法之立法背景，參閱本城昇， 国の韓 独 と占禁止法 競争政策 アジア， 経済

研究所，45-49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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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成效 

在 1970 年代石油能源危機時期，藉由本法之運作，韓國政府累計查獲 85 件中

小企業囤積惜售稻米、煤炭等民生物資之違法案例，可謂即時發揮穩定民生物價之

功能 75。嗣於 2007 年至 2008 年初，由於受到亞洲金融危機、國際油價及糧價接連

走高之影響，導致韓國國內出現通貨膨脹、物價普遍上漲的現象，韓國政府依據本

法相關規定，接連實施抑制民生物資價格上漲、調降小麥等大宗物資之配額關稅、

加強取締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等經濟管制措施 76。 

五、我國公平會介入管制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 
行為執法實務之檢討 

相對於上述各國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法制，我國迄今尚未制定有關穩定物價或

取締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之經濟管制專法。是以歷來我國政府當局因應市場異

常現象，大多由行政院命公平會提出「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責成相關單位

依其權責實施經濟管制措施，藉以維護民生物價的安定。其中，涉及公平會執法權

限事項，進一步探討如下。 

(一) 公平法適用之依據 

依據公平法現行規定，實施囤積惜售或哄抬價格之事業，若符合第 5 條獨占事

業定義及第 5 條之 1 之認定標準者，公平會對其哄抬價格之行為，應可認定其構成

第 10 條第 2 款所稱獨占事業不當訂價之違法行為；倘囤積惜售或哄抬價格之行

為，係出於同業間合意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市場供需之功能者，亦得認定其

違反第 14 條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 

然而，觀察公平會歷來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之執法實務，由於行

                                                      
75 丁炳烋，「有關韓國公正去來政策之研究」，經濟論集，99 (1988)。轉引自本城昇，前揭

註，48。 
76 詹淑櫻、卓惠真，「東亞新興國家面臨之通膨挑戰與因應」，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第 1661

期，1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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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皆未達獨占事業之認定標準，且無事證顯示事業間存在有聯合行為之合意，是

以在未能適用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或第 14 條等禁止規定之情況下，該會胥皆認定

相關案件構成同法第 24 條所稱「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之違法行

為。蓋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7

點第 3 款第 1 目規定：「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

爭或商業交易』者……常見行為類型如：1.市場機能失靈供需失衡時，事業提供替

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倫理或公序良俗之方式，從事交易之行

為。」所示，顯然公平會係將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行為，列為本條所稱「顯

失公平」違法行為類型之一。 

(二) 相關案例簡介 

1. 九二一震災案例 

在 1999 年 9 月發生九二一震災期間，公平會作出「金太乙公司水塔案」77、

「和元水電材料公司水塔案」78、「金帝公司哄抬發電機價格案」79 等處分案，認

定被處分人等乃係利用市場供需失調之緊急情況，藉機哄抬民生物資價格，獲取不

當利益，顯已構成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2. SARS 疫情案例 

由於 2003 年 3 月爆發嚴重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致使測溫器、口罩

等防疫性用品出現供不應求及價格飆漲之異常現象。對於相關涉案行為，公平會立

即作出「大安醫療器材行哄抬額溫槍價格案」 80、「全國藥品公司哄抬口罩價格

案」81 等處分案，認定涉案商品價格之漲幅已高達「相當顯著之程度」，此乃被處

分人等利用買受人資訊不對等之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之行為，構

成對交易相對人顯失公平之行為。 

                                                      
77 公平會（88）公處字第 152 號處分。 
78 公平會（89）公處字第 011 號處分。 
79 公平會（88）公處字第 163 號處分。 
80 公平會（92）公處字第 098 號處分。 
81 公平會（92）公處字第 058 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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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紅標米酒囤積案例 

行政院於 1993 年 3 月送交立法院審議之「菸酒稅法草案」，表示對於米酒酒

類將比照蒸餾酒稅率課徵，致使當時零售價格每瓶 21 元的紅標米酒可能上漲至 120

元，因而引起商家普遍囤積惜售米酒之跡象。案經公平會調查後，作出多起事業不

當積存米酒處分案 82，認定被處分人等不當積存米酒顯然高於平日「合理」之庫存

量，因此導致消費大眾無法購得民生「必需品」之紅標米酒，影響消費者權益，構

成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4. 囤積及哄抬砂石價格案例 

在 2006 年 4 月間，由於受到中國政府公告自同年 5 月起禁止天然砂石出口之

影響，導致台灣國內砂石供應短缺及價格急速上漲。案經公平會介入調查後，一連

作出多家業者囤積及哄抬砂石價格案 83，認定被處分等之砂石庫存量超過「合理」

存貨數量，且漲幅高達 50%，顯係利用國內砂石市場短期供需失衡之際，惡意囤積

以哄抬砂石價格，破壞市場機能，嚴重影響市場交易秩序，已具商業倫理之非難性

並損及公共利益。 

(三) 公平會執法立場之檢討 

如上揭案例所示，在公平法第 24 條之規範依據下，歷來政府當局對於事業囤

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之查處，可謂委由公平會扮演主要執法機關之角色地位。惟

如此之執法運作是否妥適？得由下列觀點，分別加以檢討： 

1. 規範手段正當性 

觀察公平會上揭案例之處分書理由，首先大多表明：「倘事業利用產品市場供

需失調及緊急情勢之際，為拒絕供貨或不當之銷售行為，致嚴重危害公共利益，損

及全體社會之經濟福祉者，即顯然有悖於公平交易法第 1 條所定『維護交易秩序與

                                                      
82 公平會（88）公處字第 076 號處分、（90）公處字第 193 號處分。 
83 公平會（95）公處字第 054 號至第 064 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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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利益』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等立法目的與宗旨」。由此足見公平會

係以同條揭示公平法所追求之最終立法目的，作為其介入管制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

價格行為之適法性依據。 

然而，公平會如此之立論觀點，似乎忽略法律規範手段正當性的基本原則問

題。蓋綜觀公平法第 1 條之規範宗旨，其所揭示同法最終的立法目的，應係指在確

保市場競爭機制之前提下，藉由對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規範手段予以實

現。換言之，實現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市場競爭機制並非唯一之手段；在無從期待

藉由市場機能以達成效率資源分配之場合，此時政府當局即應考慮採行國庫補貼、

公用事業管制或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以取代競爭法之規範手段 84。 

2. 法律保留原則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14 號解釋文之意旨，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上

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倘基於維護公共利益之目的，對於人民營業自由之限制，

依憲法第 23 規定，必須以法律定之；若營業自由之限制在性質上，得由法律授權

以命令補充規定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基於上揭法律保留原則，政府當局禁止事業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行為，

固然屬於維護公共利益之必要管制措施；惟因涉及對於人民從事商品交易或處分等

營業自由之限制，是以主管機關介入實施相關管制措施，自應取得法律或法律授權

命令之依據 85。 

如此而言，以公平法第 24 條之概括性規定，作為公平會介入事業實施囤積惜

售及哄抬價格行為查處之依據，顯然未能滿足法律保留原則之要求。至於公平會訂

定本條之處理原則，將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行為，列為「顯失公平」之違法行為

類型，並定位其不當性在於「悖於商業倫理或公序良俗」，此不僅欠缺法律授權依

據，亦難謂有明確的執法標準，致有違背憲法第 23 條法律保留原則之嫌。 

                                                      
84 即有學者認為：「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公平法之政策目標，維護市場之競爭秩序則為達成此

種目標之一種政策手段。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政策手段並不限於競爭，其他如公用事業之獨

占專營權、景氣政策、繁榮政策、結構政策、貿易平衡政策，為達成經濟安定與繁榮之終極目

標，其政策手段之價值與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並無分軒輊。」以上，參閱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釋

論與實務：第 1 冊，自刊，2 (1994)。 
85 有關此法律保留原則問題之探討，參閱廖義男，企業與經濟法，三民書局，155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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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法效率 

分析事業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之背景時機，通常皆發生於重大天災或

嚴重疫情等緊急事態之際，是以導致市場供需失調的異常的現象，多屬突發性狀

況。為因應如此突發性的市場異常狀況，上述國外經濟管制法規，除賦予中央主管

機關得以立即公告相關物資之標準價格或價格上限、實施物資供需調節等管制措施

外，並許可其授權地方機關進行調查工作，俾迅速且全面的防制事業趁機囤積惜售

及哄抬價格行為。 

反觀當前我國公平會之實務運作情形，由於機關職掌與組織編制之因素，致使

其執法成效受到相當程度的限制。蓋公平會主要職掌為市場競爭秩序之維護工作，

未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以充分掌握商品行情之產銷數量、正常成本及合理利潤等

產業資料，是以在查處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之際，難以立即且明確的訂出

違法判斷標準。況且，公平會屬於中央層級的行政機關，在異常時期面臨眾多商家

可能同時實施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之情況下，僅依公平會當前有限的人員編制

及行政調查資源，尚難發揮全面遏止違法的功效。 

六、結論與建議事項 

從比較法之觀點而言，美日韓等國之經濟法規範體系，在建構維護市場機能之

競爭法制外，另制定有市場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俾賦予物資主管機關介入實

施經濟管制措施之權限，藉以迅速且全面的達成遏止違法及穩定物價之功能。反觀

我國現行經濟法制，在當前尚未制定經濟管制專法之情況下，對於異常時期事業囤

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行為，主要藉由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 24 條之概括規定，予以

介入查處；惟如此執法運作不當之處，業如上述。 

據上所述，公平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立場，日後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

價格行為之案件，其執法重心應當集中於行為人有無涉及獨占性定價或聯合行為之

違法。至於非獨占事業實施且未涉及聯合行為合意之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行為，洵

屬經濟管制法之規範對象，自不宜再由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介入管制。

是以公平會對於此類案件，為避免遭受物價管制機關之誤解，長期解決之道即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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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獨立機關之精神，並從健全法律規範體系、遵守法律保留原則及提升執法效率等

觀點，明確表達不宜介入管制之應有執法立場。至於在短期內之過渡階段，則宜力

求尊重市場機制，並注重與管制機關間之分工，以提升執法績效。 

(一) 短期權衡性建議事項─非法囤積或哄抬價格案件處理流程 

就現實情況而論，競爭機關所處之執法環境其實是建立在一個理盲又濫情的社

會經濟架構之下，社會大眾每遇天災導致供需失衡之際，就很容易被媒體甚至消保

團體挑起對政府刻薄又挑惕的情緒。政府高層在動輒得咎的情形下，迫於選舉壓

力，只能依照民粹治國，非但使競爭機關無所適從，施政困窘不堪，更嚴重影響執

法所需之獨立性與中立性。然而「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本係施政之道，公平

會甚至是全體政府亦不應因此而士氣低落，缺乏不知為何而戰的動力。正確的作法

是：除了積極與社會大眾溝通正確的物價觀念之外，相關財經部會更應在“依法行

政與輿論要求之間尋求平衡＂在“長期產業結構與短期供需失衡之間找出癥結＂。

因此，以下謹以行政院頒佈之「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為基本架構，建議經濟

部、交通部、公平會、經建會與農委會等財經部會應於供需失調時期成立「民生用

品價格安定機制」，篩選重要民生用品的產銷與價格資料，依下列步驟因應短期供

需失衡所造成之物價問題： 

1. 以各項商品扣除整體物價長期上漲趨勢與個別產業季節性波動後的正常價格做為

目標區間，依據 NEIO 與農業經濟理論，綜合考量各項商品長期與短期的供需彈

性，得出各產業於遭逢供需失衡後，回復到正常產銷與售價所需的時間（以下簡

稱調整期）。 

2. 供需失衡發生時，相關部會應嚴格監視相關產品價格上漲情況，並結合民間業者

致力維持充足供應，以確保市場機制之正常運作外，針對市場可能出現之囤積居

奇情事，各部會亦應投入人力加強查緝，俾有效防範遏止。 

3. 在物資供需調整期間，公平會不需針對相關產品進行實質調查。只有當調整期過

後，價格仍然居高不下時，才能初步判定產業結構有可能涉及榨取性濫用，甚或

阻礙性濫用或聯合行為等問題。此時，公平會才宜實質介入進行調查。例如：颱

風過後使葉菜類價格高漲，而依據葉菜類復耕所需時間之供給彈性與下游消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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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彈性綜合判斷，得知調整期長度約為一個月。此時，如蔬菜價格上漲時間超

出一個月，即為公平會介入的適當時機。 

4. 公平會作業所需之市價資料，最好是能依據主計單位認證並發佈之價格資料為

準。原因在於價格調查涉及專業與人力。而政府機關各有職司，公平會在物價調

查上，無論就人力與物力資源，較諸專業的統計單位均有不足。只有在沒有統計

資料可供引用的前提下，公平會業務單位方宜就若干特殊物資（例如：口罩）進

行專案性調查，但仍須有統計專業人員的配合，以提高價格資料的正確性與證據

力。 

最後，根據前述原則，將公平會處理非法囤積或價格過高案件之有關程序，做

一建議，並以圖 2 說明如次： 

1. 競爭機關受理非法囤積案件：首先，檢定市場是否存有政府管制，如市場不存在

價格管制，則宜將執法重點置於哄抬價格而非違法囤積，並朝向「事業若不涉及

哄抬價格，即無違法囤積之虞」的方向辦案。反之，如果市場存有價格管制，則

考慮以 EOQ 做為判定不正常囤積之標準。 

2. 競爭機關受理哄抬價格案件：首先，檢定物價上漲係反映短期供需失衡或是長期

產業結構問題，如為前者，則宜留待市場機能自行解決。反之，如果市場可能有

產業結構問題，則進一步檢視該結構性問題是獨占事業所為之阻礙性濫用？抑或

是單純價格過高之榨取性濫用？如為前者則以重大案件立即辦理，後者則應依照

「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尊重管制機關意見。惟如該案件並無管轄機關時，

方宜由競爭機關處理。但是，參酌歐美經驗，此一榨取性濫用之管制手段，必須

謹慎為之。 

(二) 長期制度性建議事項─建構異常時期經濟管制專法 

當前我國政府當局因應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措施，主要責成公平會擬定「穩定

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藉此揭示各主管機關之職掌權限與分工事項。然而，如此

在緊急事態發生後，始臨時組成之「穩定物價小組」，恐有延誤管制時效之隱憂。

因此，如何建構一完善的異常時期經濟管制法制，實為政府當局應予正視之重大議

題。以下，參酌前述外國經濟管制法制，嘗試提出若干立法原則及執法方向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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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圖 2 競爭機關辦理非法囤積或哄抬價格案件流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製作。 

1. 制定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提升執法效率 

我國現行法制，為因應戰事或其他異常時期之物資管制，有明文授權主管機關

得以發動必要之經濟管制措施者，如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6 條、石油管理法第

21 條、農產品市場交易法第 6 條、糧食管理法第 12 條等規定。惟該等規定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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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動員時期或特定物資，至於其他民生物資，倘遇有非戰事之市場供需失調引發囤

積與哄抬情事，則仍然存在著欠缺法律管制依據之問題。是以為避免發生立法疏漏

之現象，即有制定異常時期經濟管制專法之必要。其中，有關具體管制對象之民生

物資項目及管制期間，宜應授權物資主管機關，視實際狀況指定並公告，俾發揮因

事制宜、因時制宜之規範效果。 

2. 遵照法律保留原則，授權物資主管機關具體執法權限 

事實上，由於涉案物資種類項目、事業規模大小及成本結構等多項因素之差

異，經濟管制法規殆無可能預先擬定具體的「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違法認

定標準。因此，基於法律保留原則之要求，有關涉案事業是否構成「大量」或「過

量」購、存物資，及其商品售價有無超過「合理價格」或「合理利潤」之情形，自

應由經濟管制專法授權物資主管機關具體認定之。 

3. 依循比例原則，適度發動經濟管制措施 

經濟管制之目的，在於維護市場正常供需及穩定物資價格，是以在達成此目的

之必要範圍內，物資主管機關宜應採行適度的管制措施，避免過度限制人民營業及

財產自由之不當情事。據此比例原則，當市場有供需失調之虞時，物資主管機關對

於「大量」或「過量」囤積物資之事業，宜應先採行公布事業名單、指示期限出售

物資等措施；倘該事業未依指示出售物資者，即得實施命其出售物資之強制措施。

其次，倘市場已經現哄抬物資價格之跡象，物資主管機關應即公告相關物資之標準

價格或價格上限，以供業界遵循；對於未遵循該公告價格銷售之事業，即得實施公

布事業名單、命其依公告價格銷售之強制措施。 

4. 執行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做為過渡期間之替代方案 

由於經濟管制專法之立法與管制專責機關之建立，涉及國家政經制度之基本層

面，並非一夕可成。為舒緩民生物資供需失調所引發各界要求公平會管制物價所形

成之施政困擾，公平會目前的短期政策似仍須以「穩定物價之取締囤積方案」為處

理囤積惜售與哄抬物價之基本架構，強調在查處獨占性定價及聯合行為之執法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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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與相關部會就民生物資市場可能出現違法事件，商議如何分工查緝。而中期政

策除應加強與輿論、消保團體等民間社團之溝通，使各界瞭解市場競爭的本質與競

爭機關應有之執法立場。最後的長期政策，則為建構我國異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

規範體系，達成安定國計民生之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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