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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結構性因素及經濟實證分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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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俊雄、王性淵、張志弘、吳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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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聯合行為乃事業透過合意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行為，其目的在降低競爭並提

高利潤。從競爭法執法角度而言，判斷事業間是否存在聯合行為合意及合意的方

式，係非常重要之課題。明顯合意在實務上較易發掘與證明，而暗默勾結相對較

不易察覺與發掘直接證據，需藉由市場情況或附加因素等經濟證據間接推定事業

有合意事實。 

鑒於聯合行為直接證據甚難取得，我國亦參採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作法，

先後透過修正公平交易法，引入聯合行為寬恕政策，並提供聯合行為檢舉獎金等

制度，試圖破壞聯合行為內部人相互勾結之誘因結構，以取得聯合行為之直接證

據，另將查處聯合行為之重點放在如何運用相關間接證據，據以論證聯合行為之

合意。此外，由於證據能力及舉證責任均為聯合行為行政訴訟勝敗之關鍵，實務

上主管機關欲取得成立聯合行為之直接證據非常困難，為有效規範聯合行為，我

國於 104 年 2 月修正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相關規定，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得以相

當依據間接推定聯合行為之合意要件，增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聯

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

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聯合行為之調查及發掘可分為偵測、證據證明等階段。

然而，在有限行政資源下，難以對所有市場逐一進行相同強度的調查，於是偵測

聯合行為之方法在聯合行為調查初期扮演重要角色，可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能

的線索方向，指出需密切關注之產業，因此，運用結構方法（structure approach）

偵測市場聯合行為即相形重要。其次，面對數位化與資訊化的時代，在大數據（Big 

Data）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術不斷進步下，數位經濟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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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帶動事業創新，發展諸多新興商業模式，演算法的發展與運用勢必對易於聯合

行為的市場結構因素產生影響。是以，本研究蒐集聯合行為結構性因素等相關理

論與實務研究，並以本會案件數據統計及行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

告，分析本會處分之違法聯合行為所涉及之產業結構特性，以提供執法重點，聚

焦於關注之產業，有效查處事業，遏止不法行為。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報告研究方法採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文獻分析」及「實證分析」等二

類，其中「文獻分析」以歸納整理競爭法國際組織及主要國家、國內外著名期刊

論文專書資料；「實證分析」則以本會案件數據統計及行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

務業普查報告，分析本會處分之違法聯合行為所涉及之產業結構特性，俾對此類

議題之理論及實務有一全面性瞭解。 

在章節安排安排，第一章為前言，簡述本報告的研究動機；第二章將說明有

利於事業從事聯合行為的市場結構性因素為何，以及如何從經濟證據認定暗默勾

結的聯合行為；第三章則就數位經濟對聯合行為之影響進行歸納分析；至於第四

章則以本會案件數據統計及行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分析本會處

分之違法聯合行為所涉及之產業結構特性並進行實證分析，此外，亦從本會處分

事業一致性行為之違法案例，歸納整理在僅有一致性行為外觀情況下，推定事業

有合意事實之經濟證據以及附加因素的證據為何；最後，第五章則提出結論與建

議，並於文末整理本會聯合行為違法案例之市場經濟證據與促進機制、其他附加

因素或情況證據等證據認定，引為附錄。 

三、主要建議事項 

本文以結構方法為主，分析本會自 81 年 2 月成立以來至 108 年 12 月底止，

處分 212 件違法聯合行為之案件性質，並依據本會案件統計及行政院主計總處之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等資料，分析處分聯合行為案件主要所屬行業之市場結

構，另亦整理聯合行為違法案例之市場經濟證據與促進機制、其他附加因素或情

況證據等證據認定，獲致結論與建議如下： 

(一) 本會個案處分家數小於或等於 5 家之件數占聯合行為處分書件數之比例

為 68.40%，且隨著家數愈多處分件數愈少，顯示多數違法聯合行為之參

與家數均不多，或者透過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如同業公會等方式進行。

此可證明聯合行為固然要在複數事業條件下才可形成，但成員愈多時，

聯合行為則愈不易鞏固之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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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合行為被處分人所屬主要行業除同業公會外，依次為零售業、電力燃

氣供應業、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食品及飼品製造業等產業，觀察該

等產業所涉及的產品或服務，可知涉及聯合行為的產品差異化的程度是

有限的。這也確認產品同質性愈高，事業之間就愈容易達成合意共識的

理論觀點。 

(三) 聯合行為被處分人之身分屬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有 68 件，其中有 58 件

為同業公會或職業工會，說明產業公會或協會成立的目的固然是維持成

員的共同利益，但如果限制會員間的競爭，反而成為促進成聯合行為的

推手，因此亦可印證產業協會或團體是聯合行為促進行為理論的重要考

量因素之一。 

(四) 從本會過去處分事業一致性行為之 10 件違法案例，歸納市場結構證據包

括：產品特性、聯合行為成員間的經營規模與成本差異、市場與產業結

構特性、整體經濟環境因素等，另亦包括促進行為之事證以及其他附加

因素或情況證據。 

(五) 經濟學理上有利於聯合行為形成之主要市場結構性因素包括：行業規模

小、集中度高、參進障礙高、經營效率高、創新程度低及產業成長趨勢

高。經整理本會處分聯合行為案件及行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報告數據資料，運用以 Tobit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對聯合行為發生次數較

具有明顯影響因素分別為集中度、創新；其中，集中度因素平均每增加

1%時，將導致聯合行為發生次數增加 1.4268 次，創新因素平均每增加 1%

時將使得聯合行為發生之次數下降 3.7068 次。因此，實證分析亦支持事

業所屬市場結構市場集中度高，則較易於發生聯合行為，而事業所屬市

場結構若創新程度較高，則較不易發生聯合行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就

此二項重要因素特別予以留意。 

(六) 鑒於聯合行為的形成與市場結構有密切關聯，因此在個案處理時，如涉

案之事業所屬市場結構具有市場集中度高、參進障礙高、產品異質化程

度低、事業間規模成本接近、市場需求變化緩慢等特性，則應予特別留

意並深入調查。 

(七) 對於以暗默勾結方式所進行的聯合行為，要證明事業間有意思聯絡的存

在，可先考量市場結構性因素，再發掘於該市場結構下是否有價格促進

行為、訊息交流促進行為及產業協會或團體促進行為之事證，並經由「附

加因素」及情況證據所認定之間接事實，同時配合商品之特性與市場結

構等因素，綜合予以判斷。 



IV 

 

(八) 另隨著數位經濟的發展，帶來新興商業經營型態，在訂價演算法被應用

於市場競爭後，其自動偵測市場及競爭者行為，迅速掌握市場瞬息萬變

資訊，並做出最佳化反應的能力，而對形成聯合行為的市場結構因素產

生相當之影響，例如傳統對於事業家數、參進障礙等二項最重要的市場

結構因素，在採行訂價演算法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事業家數少則易形成

聯合勾結雖仍為重要條件，但已非必要條件，而訂價演算法對於參進障

礙結構的衝擊，市場既存廠商與潛在競爭廠商各有其積極反制與快速參

進之盤算，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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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結構性因素及經濟實證分析之研究  

 
第一章 前言 

聯合行為是事業透過合意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行為，其目的在降低競

爭並提高利潤，至於合意可藉由明顯合意（explicit collusion）或暗默勾結

（tacit collusion）之方式進行。明顯合意是指事業之間共同達成可實施之

協議，證據包括：書面協議、電話錄音、電子證據、寬恕政策（ leniency policy）

下主動告發事業所提供之直接證據等；暗默勾結則是指事業間透過觀察及

預測競爭對手的定價行為以協調彼此的行為，並在明知且有意識之情況

下，透過聚會等方式交換經營意見，以意思聯絡就其未來之市場行為達成

共識或瞭解，形成外在行為之一致性。從競爭法執法角度而言，判斷事業

間是否存在聯合行為合意及合意的方式，係非常重要之課題。明顯合意在

實務上較易發掘與證明，而暗默勾結相對較不易察覺與發掘直接證據，但

是暗默勾結的理論基礎係基於經濟學寡占市場的相互依賴（ mutual 

dependence）特性，事業有意識的採取協調一致性的行為（ concerted 

action），因此可藉由市場情況或附加因素等經濟證據間接推定事業有合意

事實。  

鑒於聯合行為直接證據甚難取得，我國亦參採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

作法，先後透過修正公平交易法，引入聯合行為寬恕政策，並提供聯合行

為檢舉獎金等制度，試圖破壞聯合行為內部人相互勾結之誘因結構，以取

得聯合行為之直接證據，另將查處聯合行為之重點放在如何運用相關間接

證據，據以論證聯合行為之合意。此外，由於證據能力及舉證責任均為聯

合行為行政訴訟勝敗之關鍵，實務上主管機關欲取得成立聯合行為之直接

證據非常困難，為有效規範聯合行為，我國於 104 年 2 月修正公平交易法

聯合行為相關規定，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得以相當依據間接推定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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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意要件，增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聯合行為之合意，得

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

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從上述經濟學理及公平交易法修法方向可知，聯合行為的形成與市場

結構有密切關係，藉由市場結構等因素判別事業在哪些類型市場易產生聯

合行為，指出需重點關注之產業，可供競爭法主管機關聚焦執法重點。是

以本報告第二章將說明有利於事業從事聯合行為的市場結構性因素為何，

以及如何從經濟證據認定暗默勾結的聯合行為；其次，面對數位化與資訊

化的時代，在大數據（Big Data）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技術不斷進步下，數位經濟的浪潮帶動事業創新，發展諸多新興商業模式，

且隨著交易型態的轉變亦衍生許多反托拉斯之議題，對於運用訂價演算法

所可能產生的潛在反競爭影響即為各界關注之重要議題，如：事業依據個

別 消 費 者 之 交 易 資 料 藉 由 演 算 法 分 析 採 取 差 別 取 價 （ Price 

Discriminatory）、或藉由演算法進行價格監控遂行轉售價格維持、或利用

自動演算法促進勾結有效維持聯合行為穩定等，因此，本報告第三章將就

數位經濟對聯合行為之影響進行歸納分析；至於第四章則以本會案件數據

統計及行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分析本會處分之違法聯合

行為所涉及之產業結構特性並進行實證分析，此外，亦從本會處分事業一

致性行為之違法案例，歸納整理在僅有一致性行為外觀情況下，推定事業

有合意事實之經濟證據以及附加因素的證據為何；最後，第五章則提出結

論與建議，並於文末整理本會聯合行為違法案例之市場經濟證據與促進機

制、其他附加因素或情況證據等證據認定，並引為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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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聯合行為偵測的結構方法與經濟證據  

第一節 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定義及規範 

有關聯合行為（亦稱卡特爾）之定義，按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

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

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

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及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

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

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綜上可知，聯合行為係指事業透過合意，相

互約束限制事業原可採取之競爭策略方式，從而削弱市場的競爭機能。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之定義，可歸納出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包括主

體、合意之方式與內容，以及對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分述如下：  

一、  行為主體：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所謂「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係指 2 家以上事業，彼此間

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者。至於上下游事業間約束事業活動者，尚不構成公平

交易法所稱聯合行為，但仍可能構成第 19 條或第 20 條第 4 款之「垂直限

制競爭之行為」。  

此外，考量同業公會係由彼此間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所組成之團體，

同業公會之組織章程或會務決議之形成，皆係由於會員直接參與，或基於

成員事業之授權，其決定具有合意之性質，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亦可能成

為聯合行為之主體，自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之必要，故於第 14 條第 4 項規

定：「第 2 條第 2 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二、  合意：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一) 合意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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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之合意方式，包括書面或口頭、明示或默示之契約、協議

或其他方式之合意。所謂「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

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均屬之。一般

情形下，事業為規避稽查裁罰多以暗中勾結或其他方式之合意為之，較

少以簽訂契約或明示之合意方式達成聯合行為。  

(二) 合意之推定  

按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

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

依據之因素推定之。」據此規定，倘若考量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

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關因素後，綜合對具體案

件之調查蒐證結果，已可合理懷疑事業間存有合意，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下簡稱公平會）得基於相關事證及前揭「相當依據」，推定合意之存在。

事業若欲推翻此推定，則須提出相當之事證說明之。  

(三) 合意內容：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

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事業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

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均屬聯合行為。  

(四) 足以影響市場供需  

事業參與聯合行為之目的，在於透過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

動之行為等形式獲取利益，進而限制市場之競爭，影響生產、商品交易

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若聯合行為之結果，不致妨害價格及市場供需

之功能時，即無禁止之必要。針對聯合行為未達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情

形，公平會訂有微小不罰認定標準：「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於相關市

場之市場占有率總和未達 10%者，推定不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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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但事業之聯合行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數

量、交易對象或交易地區為主要內容者，不在此限。」 1
 

就執法角度而言，事業間是否存在合意，以及合意的內容是否限制競

爭，乃判斷構成聯合行為與否之核心議題。2事業合意的方式可分為明顯合

意（explicit collusion）及暗默勾結（ tacit collusion）。明顯合意是指事業間

共同達成可實施之協議，證據包括：書面協議、電話錄音、電子證據、寬

恕政策（leniency policy）下主動告發事業所提供之證據等；暗默勾結則是

指事業間觀察及預測競爭對手的定價行為，並在明知且有意識之情況下，

透過聚會等方式交換經營意見，以意思聯絡就其未來之市場行為達成共識

或瞭解，形成外在行為之一致性。對於限制事業間競爭的惡性卡特爾

（hard-core cartel）或「赤裸的限制」（naked restraints）之協議等明顯合意

行為，競爭法主管機關的主要任務為發掘及證明事業間存在違法協議。至

於暗默勾結行為（又稱有意識之一致性行為）的證據，則因取得不易，有

賴對行為造成的經濟影響進行調查，運用經濟分析並權衡行為所造成的限

制競爭效果及促進競爭效果加以判斷。  

另一方面，在影響市場功能的判斷上，某些事業之間的協議本身即具

有非常明顯的限制競爭性質，並且沒有重大的促進競爭之利益，為了提高

執法效率，競爭法主管機關只要獲有事業間存在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據，就

可以直接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認定違法。若從各主要國家反托拉斯法執法實

務而言，適用當然違法原則的聯合行為類型，主要是惡性卡特爾或赤裸裸

的限制行為。赤祼祼限制行為包括固定價格（price fixing）、限制產量（output 

restriction）、分割市場（market allocation）、串通投標（bid rigging）等四

種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的聯合行為，此四類型必然或經常必然導致限制競爭

結果，卻缺乏回贖的利益，且法院有足夠的經驗確信這類型為即使放在合

                                                 
1
 公平會 105 年 3 月 1 日公法字第 10515600941 號令。  

2
 吳秀明（2004），聯合行為理論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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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檢驗，也無法通過。  

至於其他既有限制競爭效果又具效率效果之事業間協議，或者事業間

為實現某促進競爭的主交易過程中的附屬性限制（ancillary restraints）協

議，3則需要運用合理原則分析，美國及歐盟並對此類協議設有安全港（safe 

harbor）門檻。美國水平協議係以參與事業總和之市場占有率 20%為安全

港門檻，歐盟則按不同的協議類型設定不同之安全港門檻。4我國則係於公

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聯合行為例外許可部分予以規範，對於有益於整體

經濟與公共利益之聯合行為態樣，經向本會申請並獲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二節 聯合行為偵測的結構方法 

在經濟文獻中，「共謀、合謀、勾結（collusion）」一詞是指競爭事業

之間的任何形式的協調或協議，目的是提高價格（或降低產量）到高於競

爭均衡的水平。換句話說，共謀是競爭事業間為實現獨占價格，並獲取獨

占利潤而實施之共同利益極大化策略，而非各自於市場上競爭。多數聯合

行為涉及價格協調以維持價格於競爭水準之上，除此之外，亦有透過限制

產量、地域或客戶市場劃定分配或圍標、綁標行為共謀分配利益。5聯合行

                                                 
3
 ancillary restraints 概念源自於美國普通法（common law），典型的附屬性限制協議是

指事業在市場中互不為競爭之協議，此概念於 1898 年美國總統、大法官 Howard Taft

在審理 Addyston Pipe 案時，於普通法架構下總結 ancillary restraints 分析，原文為  “no 

conventional restraint of trade can be enforced unless the covenant embodying it is merely 

ancillary to the main purpose of a lawful contract, and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covenantee 

in the full enjoyment of the legitimate fruits of the contract, or to protect him from the 

dangers of an unjust use of those fruits by the other party.”，雖然早年在司法實務界沒被

受到重視，但在 70 年代經 R. Bork 大法官在其  THE ANTITRUST PARADOX、The Rule 

of Reason and the Per Se Concept: Price Fixing and Market Division、Ancillary Restraints 

and the Sherman Act 等三本名著擴展其分析以後，受到學界推崇。現今 ancillary 

restraints 最著名的定義是 R. Bork 大法官在 1986 年 Rothery 案所提出，原文為“To be 

ancillary, and hence exempt from the per se rule, an agreement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must be subordinate and collateral to a separate, legitimate transaction. The ancillary 

restraint is subordinate and collateral in the sense that it serves to make the main 

transaction more effective in accomplishing its purpose”.  
4
 詳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0),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及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5
 OECD (2012), Unilateral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with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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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事業間協議造成原本競爭市場的轉移與損失，導致顯著限制競爭效果

而被認定違法，尤其是惡性卡特爾（hard-core cartels）壟斷市場競爭，以

獲取如同獨占者之利益，所形成之價格上漲一般直接影響市場客戶，然而，

卻可能進一步往下轉嫁給下游的供應鏈客戶，倘若產品之垂直供應鏈能夠

有效轉嫁，則將導致對最終消費者價格大於邊際成本的幅度加成

（mark-up），進而從消費者身上獲取利益，並造成社會之無謂損失。  

為防止上述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有利民眾權益及產

業良性發展，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明令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不得

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

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聯合行

為，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聯

合行為之調查及發掘可分為偵測、證據證明等階段。然而，在有限行政資

源下，難以對所有市場逐一進行相同強度的調查，於是在偵測階段即需判

別可能存在聯合行為之市場，確認哪些產業值得密切關注。  

偵測聯合行為之方法主要分為結構方法（ structure approach）及行為

方法（conduct approach）。結構方法乃依市場結構等因素判別事業在哪些

類型市場易產生聯合行為，並據此聚焦執法重點，關注易於形成聯合行為

之產業。行為方法則是比較市場中被懷疑可能存在聯合行為之事業，其行

為是否與競爭市場中之事業行為不一致，及其行為或該市場數據是否合乎

聯合行為理論模型之預測。  

偵測聯合行為之方法在聯合行為調查初期扮演重要角色，可提供競爭

法主管機關可能的線索方向，指出需密切關注之產業，因此，運用結構方

法在該階段進行分析即相形重要，本節彙整歸納結構方法相關考量因素如

下：  

一、  結構方法之結構因素分析  

依據現有的反托拉斯經濟學理論及主要國家反托拉斯法案例實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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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無論是明顯合意或是暗默勾結，事業間聯合行為之形成與維持，需具

備一定的市場結構條件，以下針對聯合行為結構性因素之市場結構因素、

需求性因素、供給性因素及其他因素分述之。  

(一) 市場結構因素  

1. 競爭者家數（number of competitors）：當市場競爭者越少，因

參與聯合行為事業間達成協議的困難度越低，則維持聯合行為

的門檻將越低。亦即，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將利於事業間聯合

行為的維持。  

2. 參進障礙（entry barriers）：當市場進入障礙較高，使得新事業

進入市場的誘因下降時，事業間聯合制定高價之行為可持續獲

利，增加既有事業維持聯合的誘因。反之，若新事業可輕易進

入市場，既有事業將預期許多新事業參進市場導致聯合利益消

失，因而增強事業背叛誘因，使得聯合行為不易維持。  

3. 互動的頻率（the frequency of interaction）：若事業彼此間接觸

頻繁，不僅加深相互瞭解有利達成聯合行為的協議，亦使事業

更易發現背叛行為並採取懲罰措施。  

4. 市場的透明度（market transparency）：市場價格及產量的透明

度愈高，則事業愈易發現悖離行為，縮短其採取報復行為的時

間，而助於聯合行為的維持。  

(二) 需求性因素  

1. 需求成長（demand growth）：在競爭者家數固定的前提下，需

求持續成長之市場，當前利潤小於未來利潤，事業悖離聯合行

為可獲取之短期利益小於未來被報復之損失，使得聯合行為較

易維持。  

2. 需求有顯著波動或景氣循環（demand fluctuations or business 

cycles）：當市場需求位於高峰時，悖離聯合行為的短期利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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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受報復的潛在成本最小，因而聯合行為較難維持。相反的，

經濟不景氣時較景氣時，容易發生勾結且較易維持。然而，如

果需求的波動過於頻繁進而難以預期，將提高參與聯合行為事

業識別價格及產量變化原因的難度，不利於發現或判別悖離行

為，增加聯合行為的不穩定性。  

(三) 供給性因素  

1. 產品同質性（product homogeneity）：當事業生產同質產品，彼

此間較易協調一致價格，則利於聯合行為形成與維持。在產品

差異化的情況下，聯合行為除協議價格或產量外，尚需就各種

非價格因素進行談判，故產品差異化程度愈大，談判的難度愈

高，較難維持聯合行為。  

2. 事業成本結構相稱（symmetry）：若事業成本結構不對稱時，

往往低成本事業欲訂定低價，而高成本事業則欲訂定高價，增

加事業間價格協調的難度。反之，事業間若具有相似的成本結

構或規模，則較易達成聯合行為。  

3. 產能設備（capacity）差異程度：在事業產能設備不對稱之下，

具有較高產能設備事業往往存在較高悖離聯合行為的誘因，因

為對該事業而言增加產量的邊際成本相對較低，故聯合行為較

不易形成與維持。  

4. 創新（innovation）：創新將為市場帶來多變性，產品、技術持

續推陳出新，使得產品需求及供給變化迅速而難以預測，降低

事業參與聯合行為的誘因。  

(四) 其他因素  

1. 多重市場接觸（multi-market contact）：當同一競爭事業同時在

數個市場中出現時，因事業間的互動頻率增加，事業若在某一

市場悖離後遭受懲罰之機率變大，降低事業悖離的誘因，故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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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較易維持。  

2. 需求彈性（demand elasticity）：當市場需求彈性愈小，則事業

共同調整價格時，數量的變動亦愈小，亦即事業可以在不損失

太多銷售量之情形下提高價格，聯合行為較容易產生。  

3. 買方力量（buying power）：如果市場存在許多規模較大的買方，

則賣方（參與聯合行為之一事業）降價之悖離行為將可增加較

多的銷售量，且較不易被發現，因而利潤空間相對更大，故會

增強賣方事業悖離聯合行為之誘因，使得聯合行為不易形成與

維持。  

4. 結構連結（ structural links ）：當事業具有互派董事關係

（interlocking directors），數人同時在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公司擔

任董事，則有利於聯合行為之協調與形成；另一方面，因事業

可藉由減少合資金額懲罰悖離者，故合資協議（ joint venture 

agreements）亦有利於勾結之維持。  

5. 市場獨行俠（maverick firm）：當市場存在獨行俠時，因其較難

被說服參與共同行為，即使參與聯合後，亦較有經濟誘因悖離

協議，故不利聯合行為的維持。  

6. 俱樂部或網路效果（club and network effects）：在某些市場中，

消費者因處於相同的「俱樂部」現象而受益（例如：使用相同

的軟體、相同的輸入法、相同的網路訂戶等）。俱樂部會產生

大者恆大、贏家通吃（winner- take-all）及鎖定（lock-ins）之效

果，因而增強市場領導者之地位，甚至其市場地位不斷藉由網

路效果持續增強後，最終導致市場中僅存此一事業，故聯合行

為較不易發生於此等市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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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響聯合行為之結構性因素表  

影響種類  影響因素  對聯合行為發生之影響  

市場結構因素  

市場競爭者家數越多  降低（-）  

參進障礙越高  增加（+）  

互動的頻率越高  增加（+）  

市場的透明度越高  增加（+）  

需求性因素  

需求成長  增加（+）  

需求有顯著波動或

景氣循環  

景氣高峰  降低（-）  

景氣低谷  增加（+）  

波動頻繁  降低（-）  

供給性因素  

產品同質性越高  增加（+）  

事業間彼此間相稱  增加（+）  

產能設備差異程度越大  降低（-）  

創新程度越高  降低（-）  

其他因素  

多重市場接觸  增加（+）  

需求彈性越高  降低（-）  

買方力量越大  （賣方聯合）降低（ -） 

結構連結越深  增加（+）  

市場獨行俠越多  降低（-）  

俱樂部或網路效果越明顯  降低（-）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二、  結構方法之實務判斷程序  

運用結構方法除了可對易於形成聯合行為的結構性因素觀察分析外，

亦可依聯合行為的產業分布，將具有此類市場結構特徵的產業篩選列為重

點關注對象。然而結構性因素僅係協助判斷是否促使事業變得更容易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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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並無法判斷事業間是否正進行聯合行為。由於結構性因素可能同時

發生，故在實務判斷上可分成三個層級依序檢視： 6
 

(一) 當市場無參進障礙、事業互動接觸相當不頻繁、或者產業是以研發

創新為主要獲利動力者，此時則較不需擔心聯合行為形成的問題。 

(二) 其次要檢視市場內競爭者家數、競爭事業間成本結構相稱性等因

素。  

(三) 最後再檢視市場透明度、產品異質度、需求趨勢與波動、多重市場

接觸等其他因素。  

第三節 聯合行為的內在不穩定 

事業間彼此競爭下，若各自所獲得的利潤，遠小於組成卡特爾相互合

作所帶來的利潤，則事業有動機參與聯合行為。事業如欲維持聯合行為之

穩定，通常需具備三個基本條件：  

一、  達成共識（consensus）：成員間必須知悉採取聯合行為所獲收益將大

於單獨行為所獲收益，如此才會激勵合作，達成聯合行為協議共識。 

二、  發現悖離（detecting）：由於聯合行為簽訂後之價格高於競爭價格，

故成員間就有背叛聯合行為之誘因，因此必須有及時察覺背叛聯合行

為方法。  

三、  可信制裁（credible punishment）：當成員之背叛行為被發現後，必

須有及時且具嚇阻性之懲罰，使背叛行為無利可圖。  

由於卡特爾成員無法依靠法律拘束力來執行卡特爾協議，參與聯合行

為事業須建立懲罰機制以使協議不受破壞，故聯合行為之維持常仰賴「產

出監測（output review）」及「鈑機定價（ trigger pricing）」7措施。「產出監

                                                 
6
 Patrick Rey (2006), On the Use of Economic Analysis Cartel Detection, in: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Annual 2006: Enforcement of Prohibition of Cartels, Ehlermann and 

Atanasiu (ed.), Hart Publishing.  
7
 Steven G. Lanning (1987), Costs of Maintaining a Cartel ,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36, No. 2, pp. 15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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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係指監測市場價格與卡特爾成員的產量，但若卡特爾成員之間的透明

度不夠完善，「產出監測」之執行將是一項昂貴的策略。卡特爾成員亦會選

擇透過「鈑機定價」監測聯合行為執行情形，所謂「鈑機定價」係指參與

聯合行為之事業在價格協議時，將會訂定一個容忍值，當市場價格下跌在

容忍值之內時，參與聯合事業認為此係市場正常波動之結果，並非成員間

悖離欺騙所致。反之，市場價格下跌超過容忍值範圍，代表有成員背叛協

議，即可能啟動後續之懲罰（例如開啟價格戰、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積

極廣告行為）8，使背叛行為無利可圖。  

儘管卡特爾會使成員事業共同利潤最大化，但若他事業皆遵守彼此間

聯合訂價之協議，則一己背叛協議（如進行秘密降價）以獲取更多的利潤，

卻是個別事業的最佳選擇。就卡特爾組織成員而言，每個事業都希望其他

成員遵守協議，而自己則秘密違背協議以擴大自己的銷售額；在資訊不充

分情況下，此悖離行為並不易被發現，如此一來，卡特爾組織成員各在其

理性算計下，皆可能有背叛協議之誘因與行為，因而產生「囚犯困境」（ the 

prisoner's dilemma）之情形，亦即事業的自利理性往往會導致聯合行為的

悖離，故卡特爾組織本身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因素。 9
 

以下即以賽局理論（game theory）分析說明其推理過程 10，賽局理論

係探討玩家（players）在遊戲中所採取的策略（strategy）及所能獲得的報

酬（payoffs）。而將雙方的選擇以表單的方式呈現即為「償付矩陣（payoffs 

matrix）」。假設一雙占的市場（duopoly）中有 A、B 兩家寡占廠商，在單

期賽局下，其策略抉擇有二，分別為「合作」，一起維持卡特爾價格以極大

化合作利潤；以及「背叛」，暗地降價以增加利潤，如以表 2 之報酬矩陣代

                                                 
8
 Ayers, Ian (1987), How Cartels Punish: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elf -Enforcing Collusion, 

Columbia Law Review 87: 295-326. 
9
 George Stigler (1964), A Theory of Oligopoly, Journal of Politi cal Economy, Vol. 72, No. 

1, pp. 44-61. 
10

 轉引自鍾佳純（2008），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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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廠商對不同結果之偏好，其顯示彼此合作雖可獲得最大報償

（5+5=10），但基於自利理性，A 廠商與 B 廠商均會作出如下考量：「如對

手『合作』，則我最好的選擇是『背叛』，因為可獲得之報酬為  8 而非  5；

如對手『背叛』，則我也應該選擇『背叛』，因為能取得之報酬為  1 而非  0。」

因此不論對手採取之策略為何，每家廠商均會選擇「背叛」，故而「背叛」

策略為每家廠商之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縱然該行動會使整體報

酬變差（1+1=2）。故雖然共謀利潤在卡特爾情況下較高，但廠商獨自降價

對其自身利益卻可能更有利可圖，尤其當市場中的其他卡特爾成員都選擇

勾結時，儘管合作會是極大化卡特爾共同利益的作法，廠商仍存在誘因選

擇不合作，此情形即為賽局理論之囚犯困境。  

表  2 寡占廠商定價策略償付矩陣表  

      B 廠商策略  

合作  背叛  

 

 

A 廠商策略  

 

合作  （5，5）  （0，8）  

 

背叛  （8，0）  （1，1）  

資料來源：鍾佳純（2008）。  

囚犯困境說明合作有其困難及不穩定性，但不代表合作不可能達成，

並非所有卡特爾皆無法維持。實際市場上，價格競爭乃長期且頻繁，當廠

商面臨非一次性的策略決定，而是無限重複的互動時，每一卡特爾成員皆

可經由選擇合作來回報對手的合作，以放棄合作來懲罰對手的背叛，廠商

選擇策略即須考量後續的情況，長期多次的互動亦使廠商得以更加熟悉彼

此定價策略，雙方依據對手過往策略決定自己的訂價。廠商可採取以牙還

牙（tit for tit）及殘酷策略（grim strategy）作為報復之手段。所謂以牙還

牙係指先在第一回合選擇合作，一旦對手選擇背叛，於下回合還以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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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手選擇合作，下一回合即報以合作。至於殘酷策略則指雙方原則上採

取合作，一旦對手的策略從合作變為背叛時，在往後階段均永遠以背叛策

略回應，不論對手後續回合釋出善意與否。根據「無名氏定理（ folk 

theorem）」，當賽局重複無窮多次，並且參與者有足夠耐心，即使在短期關

係中會有背叛對方獲得較高報酬的誘因，由於廠商會顧及長遠利益，雙方

採取合作關係可成為此無限重複賽局（ infinitely repeated game）之 Nash

均衡。  

第四節 寡占問題與合意認定 

不同的市場有其各自的特性，因廠商的數目、產品性質及參進障礙的

差異具有特定的市場結構。在寡占市場中，廠商的數量有限，每一廠商在

市場占有率上各有一席之地，因此任一廠商的市場行為均將對其他廠商的

利潤造成衝擊，而所受影響的廠商也必然採取行動因應，以謀求其自身利

益極大化。此種廠商行為決策不可避免會相互影響的相互依存性（mutual 

interdependence），使得市場中任一廠商在採取任何策略行動前，必須考量

及預測其他廠商的反應，形成策略性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  

若以賽局理論分析寡占市場中廠商的策略性互動行為，在無限重複賽

局模型，基於自利理性的動機，長期互動的廠商可以不需透過合意，而形

成廠商行為一致之現象。在寡占特殊的市場結構下，廠商因相互依存的特

性而產生「有意識的平行行為」（conscious parallelism）或「價格跟隨行為」。

當廠商間存在外觀一致行為（concerted action）時，如何分辨係屬未有任

何意思聯絡，僅因市場結構關係而產生有意識之仿效，抑或經當事人事前

約定所採取的共同行為，為實務上所面臨之爭議及難題，一般稱之寡占問

題。  

實務上在聯合行為合意推定的主要爭議集中在寡占市場中事業之外觀



16 

 

一致性行為上， 11對於寡占市場中之「有意識平行行為」或「價格跟隨行

為」如何認定是否存在「合意」而構成聯合行為，依據我國最高行政法院

對寡占市場中的「有意識平行行為」或「價格跟隨行為」之判決見解，認

為在高度透明化的寡占市場中，廠商對於競爭者之行為，通常在很短的時

間內即可得知，且產品同質性愈高，市場越以價格競爭為主要方式，此時

廠商對於產品價格之決策，往往須視對手所實施之競爭策略而定，並非一

定以低價競爭為唯一策略，亦有可能是為因應對手策略所不得不為之「有

意識平行行為」或「價格跟隨行為」。12
 

事業在寡占市場結構中對彼此之競爭決策至為敏感，而有相互牽制之

現象，故寡占事業間倘對未來競爭情勢相互呼籲，或彼此交換調漲價格之

訊息，實足以影響市場競爭，要難認屬純知識性之商情傳播。按一致性行

為與單純之平行行為之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有意思之聯絡，構成聯合行為，

而後者雖於市場結構之關係而互為有意識之模仿，因當事人間欠缺意思之

聯絡，故不屬於聯合行為。寡占市場中固有團體紀律造成寡占事業平行行

為之可能性，惟依經驗法則及學理判斷，渠等平行行為恆顯現於價格同步

下跌，以確保彼此之市場占有率及競爭力，至若特定事業為價格上漲時，

其競爭者即令調漲價格，才為較低程度之價格調漲，俾得以增加市場占有

率及競爭力。13
 

美國學者 Donald Turner 與法官 Richard Posner 對於運用間接證據，推

定一致行為當事人是否具有合意之相關論戰，對實務見解影響深遠。雙方

針對在寡占市場中，事業能否避免一致性定價及有意識的平行行為應受反

托拉斯法規範與否等問題，提出不同見解。  

一、  Donald Turner
14的觀點  

                                                 
11

 顏雅倫（2019），聯合行為之合意推定－美國反托拉斯法之比較法研究，公平交易季

刊，第 27 卷第 1 期，頁 51-112。  
12

 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251 號判決。  
13

 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第 1733 號判決。  
14

 Donald F. Turner (1962), The Definition of Agre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Cons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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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r 的立論基礎主要建立在寡占市場特性的相互依賴理論

（interdependence theory）之上，其認為一如完全競爭市場下的廠商，皆本

諸於同樣的理性，追求極大化利潤，只不過寡占市場廠商因其所處之市場

結構環境，使其理性必須將競爭對手反應納入決策的考量，其定價乃是「依

據有關的經濟事實，所為個別理性的決定」（ oligopoly pricing can be 

described as rational individual decision in the light of relevant economic 

facts）。寡占市場中廠商間具有極高的相互依存性，廠商選擇避免降價行

為，或是對於競爭對手的漲價行為，自己跟進漲價，係基於自身利益的經

濟理性考量所致，因此寡占市場中所謂的有意識平行行為，僅是廠商考量

對方反應並依照經濟情勢所做出的理性決策，此乃寡占市場下，廠商出於

理性不得不為之行為，故不應受休曼法第 1 條的非難。  

Turner 表示，有意識的平行行為本質上，並未包含合意的要素，充其

量僅單純針對相同事實，市場上競爭者面對彼此利益，各自決定

（ independent decision）而已，在欠缺共謀證據下，無法推論其具有合意

（agreement）的存在。只有當有意識的平行行為和寡占定價都無法合理解

釋該平行行為的存在時，這樣的行為才可能構成違法。另一方面，若將價

格平行行為過度認定是具合意之一致行為，則會扭曲廠商的理性定價能力

使得廠商的利潤下降，不僅減低廠商創新的動能，也減少新進廠商進入市

場的誘因。  

二、  Richard Posner
15的觀點  

Posner 認為寡占市場的事業，仍存在以隱匿價格或其他競爭者無法即

時擴大產出的方式降低價格而獲利之誘因，Turner 對於平行行為的解釋並

未反映市場真實條件，過度簡化寡占市場中事業可能的行為方式。Posner

                                                                                                                                            
Parallelism And Refusals to Deal,  75 Harv. L. Rev.. 

15
 Richard A. Posner (1968), Oligopoly and the Antitrust Laws: A Suggested Approach, 21 

Stanford Law Review, 1562; Richard A. Posner (2001), Antitrust Law, 2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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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意識的平行行為稱之為暗默勾結（ tacit collusion），其認為寡占市場之

廠商本於邊際利潤等於邊際成本處生產，使得產品或勞務之售價高於邊際

成本，廠商因此取得超額利潤但消費者利益卻遭侵蝕，雖然超額利潤有助

於廠商的創新行為，但是寡占廠商的相互依賴行為卻也使廠商間缺乏直接

競爭，造成廠商出現創新意願低落、組織鬆散之現象。於是，Posner 提出

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對寡占廠商之暗默勾結行為進行是否具有限制競爭策略

目的之嚴格審查，並主張反托拉斯法應對於企圖採取共同行為之廠商進行

處罰，而非於實際發生一致性行為後才介入處理，事前禁止將較事後禁止

對整體社會有利。  

Posner 法官建議，關於推論（ infer）一致性行為的存在，必須先以市

場結構因素辨識易於發生勾結的市場，其次再判別此等市場中事業存在勾

結與否。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偵查的過程中，往往難以獲得直接證據，於是

透過經濟證據推論勾結的存在，其類型包括：（一）固定的相對市場占有率；

（二）市場廣泛出現價格歧視；（三）價格資訊的交換；（四）地區性的價

格變動；（五）相同的競標價格；（六）得以卡特爾形成合理解釋的價格、

產出或產能的變化；（七）產業廣泛出現轉售價格維持；（八）領導廠商的

市場占有率下降；（九）價格改變的幅度與波動；（十）按市場價格需求為

彈性；（十一）獲利程度與獲利模式；（十二）市場價格與廠商數量或需求

彈性反向相關；（十三）基點訂價（basing-point pricing）以及（十四）排

除行為的存在等面向。16
 

三、  合意認定之影響  

上述 Turner 與 Posner 的爭論持續經年，然在美國執法實務上仍以

Turner 教授的觀點為主，在  Theatre Enterprises, Inc. v. Paramount Film 

Distributing Corp.（1954）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即指出有意識的平

                                                 
16

 同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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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為並不足以被解讀為違反休曼法之共謀。 17而在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v. Zenith Radio Corp.（1986）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即

使被告的行為與其他人的行為的解釋可能是一致的，但如果被告沒有合理

經濟動機從事合謀，該行為不引起合謀推定。 18另外在 Brooke Group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1993）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也指出

暗默勾結，有時成為寡占市場中的價格協調或有意識的平行行為，本身並

不違法，事業選擇對其有利的競爭條件，訂定價格以獲取最大利潤，靠著

共同經濟利益和互相依存價格、產量等來超越競爭的水平。 19此一概念在

Bell  Atlantic Corp. v. Twombly（2007）一案再次獲得確認，美國最高法

院認為有意識的平行行為亦可能為單獨行動，並不足以證明存在非法協議

之事實，故有意識的平行行為之指控要能構成休曼法第  1 條之勾結，必

須指向有先前協議存在的證據下。20
 

在此觀點之下，當市場為寡占市場又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廠商間

外觀上一致之平行行為，如何判斷究竟係「有意識平行行為」，或屬事前

合意之「一致性行為」，乃執法機關面臨之挑戰。對此，美國發展「促進

機制」（facilitating practices）理論，將證明合意之焦點置於「促進行為」

之證明上，21有關概念及理論將詳述於第四節經濟證據。  

第五節 聯合行為的經濟證據 

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包括聯合行為之主體（事業）、合意（契約、協

議及其他方式之合意）、限制競爭手段（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之例示為「共

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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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限制競爭手段）及足

                                                 
17

 Theatre Enterprises, Inc. v. Paramount Film Distributing Corp., 346 U.S. 537 (1954).  
18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v. Zenith Radio Corp., 475 U.S. 574 (1986).  
19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09 (1993).  
20

 Bell Atlantic Corp. v. Twombly, 550 U.S. 544 (2007).  
21

 George A. Hay (1982), Oligopoly Shared Monopoly and Antitrust Law, 67 Cornell L. Rev.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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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響市場功能等。其中，事業間是否存在合意更是聯合行為的執法核心。

22證明聯合行為合意存在之證據，則可分為直接證據（direct evidences）及

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s）。  

直接證據是指足以認定聯合行為並能證明協議的實質違法性之證據，

例如：證人證詞（witness testimony）、顯示協議的文件（documents showing 

an agreement）、行為人承認犯行（guilty pleas）、某一被告招供（admissions 

by a defendant）等形式，是證明聯合行為有協議或合意存在最強有力的證

據，23可透過拂曉搜索（dawn raid）、寬恕政策（Leniency policy）、案件當

事人、客戶、競爭者等方式取得。我國公平交易法在 100 年 11 月 23 日修

法增訂寬恕政策、104 年 6 月 24 日修法增訂公平交易法第 47 條之 1 設立

反托拉斯基金，基金用途之一即為「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之支出」，皆係

利用經濟誘因之制度設計，提高事業舉報違法行為之誘因，增加取得違法

事證之可能性。  

就執法實務上而言，直接證據或情況證據均有助案件的處理，聯合行

為合意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雖然直接證據是證明聯合行為最強而有

力的證據，卻由於事業為避免因聯合行為遭法律制裁，一般多不會留下聯

合行為之直接證據，往往難以取得，因此有賴情況證據加以輔助證明。情

況證據又可分為「通訊證據（communication evidences）」及「經濟證據

（economic evidences）」。24
 

通訊證據指能證明事業間曾有聚會或聯繫之事實，但無法描述其溝通

內容之證據。例如：參加有共同目的之會議旅程期間的電話紀錄（通常未

涉及實質內容），或會議期間競爭者間的電話紀錄；記載討論價格、需求和

                                                 
22

 同註 2。  
23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2010), Proof of Conspi racy Under Federal Antitrust Law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4

 Simone Warwick (2013), Economic Evidence In Cartel Investigations, Workshop on Use 

of Indirect Evidence in Cartel Cases, OECD/KPC.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2006), Prosecuting Cartels without Direct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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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利用率的會議備忘錄、記載競爭對手定價策略或理解競爭對手未來提

高價格的內部文件。在不同通訊證據情況下，直接證據與情況證據未必有

明確的界線分野，例如：電話紀錄雖僅是證明事業間具有溝通事實的情況

證據，但電話交談內容若涉及價格合意，則電話紀錄即成為證明合意存在

的直接證據。就證據的品質而言，個人的證言可以單獨成為直接證據，但

是該項證言如果缺乏說服力，則多種不同的情況證據之可信度相對較高。  

至於經濟證據則可再分為「結構證據（structural evidences）」、「行為

證據（conduct evidences）」及「促進行為證據（evidences of facilitating 

practices）」，以下針對經濟證據類型彙整如下：  

一、  結構證據  

結構證據乃指有利於聯合行為存在及維持穩定的市場特徵，例如：市

場集中度高、產品同質性高、市場進入障礙高、相似的成本結構、沒有超

額產能等。 25然而結構證據對於證明聯合行為之存在有其侷限性，舉例而

言，雖然事業皆銷售同質產品，市場仍可能處於激烈競爭的狀態，反之，

即使市場上有多家競爭者且銷售異質產品，聯合行為仍可能存在。故結構

證據雖可以輔助發現聯合行為的外觀，但無法直接證明合意的存在，所以

需與其他經濟證據相互佐證才能成為有力的證據。聯合行為維持之相關市

場特徵如下：  

(一) 市場內競爭者家數  

當市場內競爭事業較少時，事業參與聯合行為的可能性較高  。由於

競爭者家數少，較易達成聯合行為合意之協議，且悖離聯合行為亦較容

易被監測發現，故有利聯合行為形成與維持。  

(二) 參進障礙  

當市場進入障礙較低時，事業間聯合制定高價並獲取高額利潤將吸

引新事業的進入，由於事業預期未來新事業進入後，將降低其悖離協議

                                                 
25

 結構證據與有利聯合行為的結構因素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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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他事業發現懲罰的可能性，故會增強事業背叛誘因，因而使得聯合

行為不易維持。  

(三) 互動頻率  

若事業間互動頻繁且密集調整價格，因可縮短聯合行為合意之反應

時間，而促進聯合行為之維持。反之，如果事業間互動頻率不高，則事

業從事背叛行為至被發現施予懲罰需耗費相當的時間，而較長的反應時

間也將使未來的懲罰較不具嚇阻效果，使得聯合行為不易維持。  

(四) 市場透明度  

價格及產量的透明度愈高，則愈有助於事業迅速發現悖離行為、並

縮短採取報復行為的期間，有助於聯合行為的維持。  

(五) 需求成長  

在事業數固定之前提下，需求持續成長之市場，因事業背叛之短期

利益小於未來被報復之損失，聯合行為較容易維持。相反的，在需求持

續衰退之市場，因事業當前的利潤大於未來的利潤，存在較高的悖離誘

因，則聯合行為較不易維持。  

(六) 需求波動  

在需求有顯著波動或景氣循環下，經濟不景氣時要較經濟景氣時，

易於形成與維持聯合行為，因悖離聯合行為的短期利益小於長期利益。

但若需求波動過於頻繁而難以預期，將提高參與聯合行為事業識別價格

及產量變化因素之難度，不利於發現或辨別悖離行為，增加聯合行為的

不穩定性。  

(七) 產品同質性  

若事業生產異質產品，在產品差異化的情況下，事業間欲達成聯合

行為不僅需就定價或產量協議，仍要就各種非價格因素取得共識，故產

品差異化程度越大，協商的難度越大，聯合行為較難形成。  

(八) 成本結構  



23 

 

當市場內事業成本結構或規模相似時，彼此間較易達成聯合行為。

反之，若成本不對稱時，事業間較難達成一致的定價協議。通常低成本

事業會希望訂定低價，而高成本事業則希望訂定高價，增加事業間價格

協調的難度。  

(九) 產能設備  

當產能設備大小不一致之事業間進行聯合行為時，往往具有較高產

能設備者存有較高的悖離誘因，因其增加產量的邊際成本相對較低。因

此，在事業產能設備不對稱之下，聯合行為較不易形成與維持。  

(十) 市場創新  

創新會對市場帶來多變性，不僅擴大事業間成本結構與產品的差

異，新產品、新技術不斷發展，使得產品需求及供給變化快速而難以預

測，降低事業參與聯合行為的誘因。  

(十一) 需求彈性  

若市場需求彈性愈小，當事業共同調整價格時，則數量的變動亦愈

小，亦即事業可於較少的銷售量損失下提高價格，聯合行為較容易形成。 

(十二) 多重市場接觸  

Edwards（1955）：「當廠商同時在多個市場內都會遇到彼此，此種多

重的接觸可能鈍化了彼此的競爭關係。」 26當相同的競爭者在不同的市

場中同時出現，因事業間的互動頻率增加，事業悖離聯合行為遭受懲罰

之機率變大，故聯合行為較易維持。  

(十三) 買方力量  

若市場存在許多規模較大的買方，則賣方事業的悖離行為（降價）

將可增加較多之銷售量，其利潤空間相對更大，故會增強賣方事業悖離

的誘因，而使得聯合行為不易維持。  

                                                 
26

 Edwards, Corwin D. (1955), Conglomerate Bigness as a Source of Pow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usiness Concentration and Price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3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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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市場獨行俠  

當市場存在獨行俠時，因該事業較難被說服參與共同行為，而且即

使參與聯合行為後，亦較有經濟誘因悖離協議，故不利聯合行為的維持。 

(十五) 結構連結  

事業間董、監事由同人兼任（cross-ownership）時，將有利於聯合

行為之穩定；合營協議（ joint venture agreements）之情形，亦有利於聯

合行為之維持，因事業可藉由減少投資合營懲罰悖離者。  

二、  行為證據  

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下，事業得以依據自身結構如成本、消費者偏好等

因素改變自身資源的配置，求得最佳效率，達到利潤極大化之目標。然而

事業於改變自身資源配置時，若將彼此視為卡特爾之共同體，非僅以個別

利益為考量目標，而係與具水平競爭事業之「卡特爾共同利益」最大化為

考量，並透過事先合意之機制來分享利潤，此時事業自身所屬成本結構、

消費者偏好等因素對其資源配置、定價策略等之影響將大為弱化。取而代

之的，事業為增加卡特爾的利潤，透過共同一致的價格（通常為提高價格）

或行為等，移轉消費者剩餘並導致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使得整體

社會福利下降。當事業間存在聯合行為時，原本隨成本結構、消費者偏好

而調整以爭取利潤極大化之行為將變得異常，可透過觀察相關行為變化的

證據，初步判定事業是否存在聯合行為之可能，例如：平行定價行為

（parallel pricing）、異常高的利潤、穩定的市場占有率及產能同時減少等。

在運用此類證據時，必須清楚分辨該等行為的表現，究竟是事業個別的決

定抑或事業間違法合意之結果。  

學者 Block, M. K., F. C. Nold, and J. G. Sidak（1981）嘗試透過觀察於

關鍵時間點前後事業價格走勢結構的差異，判斷事業進行聯合行為之可能

性。該研究以事業遭到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注作為關鍵時間點，認為在遭競

爭法主管機關關注下，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可能為求自保，最終選擇悖離



25 

 

致使聯合行為崩解，進而使價格走勢呈現前後不一致的情形。 27對於關鍵

時間點的選擇上，Abrantez-Metz et al.（2005）認為基於聯合行為成員間具

有欺騙之動機本質，事業彼此間之私人訴訟亦可作為判斷聯合行為價格前

後走勢不同之關鍵時間點。 28
 

而 Connor（1998）以檸檬酸卡特爾價格走勢探討關鍵轉折點的變化，

研究結果發現，檸檬酸價格從西元 1991 年中開始漸進提高，價格一路持續

上漲至 1992 年後期，之後價格維持高檔，直到卡特爾崩潰後檸檬酸價格才

開始下降（如圖 1）。29
 

 

 

 

 

 

 

 

 

 

 

圖  1 檸檬酸卡特爾勾結圖  

資料來源：Connor J.（1998）。  

Joseph E. Harrington（2006）以價格與市占率做為經濟指標，探討事

業間可能具有聯合行為之表徵。研究結果發現，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具有

                                                 
27

 Block, Michael K., Frederick C. Nold, and Joseph G. Sidak (1981),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429-445. 
28

 Abrantes-Metz, Rosa M., Luke M. Froeb, and Christopher T. Taylor (2005), Variance and 

Smoothness Screens for Collusion, FTC, pdf copy, April 2005. 
29

 Connor J. (1998),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ADM Global Price Conspiracies, Purdu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taff Paper #9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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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形：（一）事業間產品或服務之價格為正相關。（二）產品或服務之

價格變動穩定。（三）各事業的市占率穩定。30
Joseph E. Harrington 及 Joe 

Chen（2006）則運用經濟方法分析聯合行為形成初期的價格變動狀態，該

研究發現形成聯合行為初期的價格狀態共可分為二個時期：轉換期

（transition phase）及穩定期（stationary phase），如圖 2。31
 

 

 

 

 

 

 

 

 

 

 

 

圖  2 聯合行為形成初期價格波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Joseph E. Harrington & Joe Chen（2006）。  

在轉換期中，市場價格和成本呈現低度相關的特性，但為避免聯合行

為遭競爭法主管機關發覺，參與聯合行為事業將逐步調漲價格，令市場主

動形成價格調漲的預期，使兩者因素相互影響，進而難以辨別。但此情形

也造成雖然市場價格已達聯合行為之協議價格，但市場價格調整的預期仍

持續推升價格，使價格呈現超漲（overshooting）的現象。在穩定期中，價

                                                 
30

 Joseph E. Harrington Jr. (2006), Detecting Cartels, HANDBOOK IN ANTITRUST 

ECONOMICS. 
31

 Joseph E. Harrington Jr. & Joe Chen (2006), Cartel Pricing Dynamics with Cost 

Variability and Endogenous Buyer Det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24, Issue 6, Pages 1185–1212. 

https://repository.upenn.edu/do/search/?q=author_lname%3A%22Chen%22%20author_fname%3A%22Joe%22&start=0&context=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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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將重回與成本相關的特性，但為避免短期改變價格遭競爭主管機關發

覺，參與聯合行為事業將價格波動程度減緩，使得成本波動影響價格變化

的時間延長。  

Abrantez-Metz et al.（2006）提出「價格波動篩檢（variance screen）」

判斷準則：（一）聯合行為瓦解時將出現關鍵轉折點（structural break），此

轉折點通常為商品價格突然下跌。（二）聯合行為下之平均價格，大於競爭

時期。（三）聯合行為下之價格，比競爭時期穩定。（四）聯合行為下的價

格對成本變動之反應程度較低。該研究運用上述判斷準則，分析美國冷凍

鱸魚片銷售之聯合行為案，此勾結案於 1988 年 7 月 9 日為美國司法部起

訴，學者蒐集了冷凍鱸魚片的價格與成本數據資料（價格為每週平均價格，

而成本則為每月平均成本），時間橫跨 1987 年 1 月 6 日至 1988 年 7 月 9

日聯合勾結時期、以及 1988 年 7 月 10 日至 1989 年 9 月 28 日競爭時期，

並做成時間趨勢圖與統計數量（如圖 3 與表 3）。32
 

 

 

 

 

圖 5-2  冷凍鱸魚片價格與成本趨勢圖  

Abrantes-Metz et al. （2006）  

 

 

 

圖  3 冷凍鱸魚片價格與成本趨勢圖  

資料來源：Abrantes-Metz et al.（2006）。  

                                                 
32

 Rosa M. Abrantes-Metz, Luke M. Froeb, John F. Geweke, & Christopher T. Taylor (2006), 

A Variance Screen for Collu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24, 

pp. 46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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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冷凍鱸魚片價格與成本統計數量表  

 聯合勾結  
01/06/87~07/09/88 

競爭時期  
9/20/88~09/28/89 

差異  

價格     

Mean 3.544 2.97 -16.2% 

Std. Dev. 0.078 0.283 263% 

CV 0.022 0.095 332% 

成本     

Mean 0.722 0.771 6.8% 

Std. Dev 0.114 0.173 51.8% 

CV 0.158 0.224 41.8% 

資料來源：Abrantes-Metz et al.（2006）。  

依據圖 3 與表 3，可以觀察出四個重要之勾結指標：  

(一) 由聯合行為變成競爭，價格下跌了 16.2%，而價格波動增加了 263%。 

(二) 聯合行為平均價格 3.544，競爭價格平均為 2.97。  

(三) 聯合行為時價格波動率 0.078，競爭時為 0.283。  

(四) 聯合行為時，雖成本有 0.114 波動率，但價格卻僅有 0.078 波動之

反應；競爭時期，成本有 0.173 波動率，但價格卻有 0.283 波動之

反應。  

目前實務上常用的行為證據類型為「價格一致性」、「價格波動程度」

及「市場占有率情形」等三方面，此類指標為聯合勾結可能出現且可被觀

察之行為。首先，在價格一致性方面，由於事業進行聯合行為時，彼此價

格變化可能出現同步漲跌之趨勢（parallel pricing），當市場價格呈現同步

同向趨勢時，可視為聯合行為可能之訊息，然而並不足以作為存在聯合行

為的證據，需進一步利用其他方法檢視。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DOJ）

認為若事業具有下列行為時，則很可能正在進行聯合行為： 33（一）價格

長期維持一致性、（二）之前價格走勢不一致而現在價格開始出現一致性、

（三）價格提高但卻不是因為成本增加所致、（四）具產業歷史傳統的價格

                                                 
33

 DOJ, Price Fixing, Bid Rigging, and Market Allocation Schemes: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o Look For: An Antitrust Primer,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11578.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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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行為消失、（五）對地區性客戶（ local customers）之零售價格高於遠

區客戶（distant customers）。  

其次，在價格波動程度方面，參與聯合行為事業的平均價格往往相對

較高，同時價格穩定度也相對較高，價格波動度相對較小。面對成本變化

之衝擊時，聯合行為之價格反應度會較小，其價格波動度也會較小。由於

在進行聯合行為時，事業因將「卡特爾共同利益」納入考量而弱化自身成

本結構、面對之消費者偏好等因素對事業資源配置、定價策略之影響，使

得面對成本變化衝擊時，價格波動程度較小，故可藉由觀察價格波動程度

的變化差異，作為識別聯合行為之觀察指標。  

最後，在市場占有率方面，事業在市場競爭環境中，當面臨某一期間

某一相關市場出現衝擊（如需求減少、消費者偏好改變）時，將各自以自

身結構因應，追求利潤極大化。一旦事業調整結果低於市場預期，則市場

占有率將下滑並流向競爭事業。反之，則競爭對手市場占有率下降而流向

自己，造成市場占有率變動消長。在聯合行為狀態下，由於參與聯合行為

事業將「卡特爾共同利益」納入決策考量因素，市場占有率往往會呈現較

長期的穩定狀態，變動程度不若競爭狀態下之市場占有率。34若從動態勾

結的角度觀察，當某二時期相關市場中之事業市場占有率呈現負相關之現

象時，其可能存在聯合行為事業間的補償行為。35
 

三、  促進行為證據  

促進行為證據是指可以更容易促使事業達成或維持聯合行為合意的證

據，包括：訊息交換、價格信號、相同的運費、價格保護和最優惠待遇條

款，以及不必要的產品標準限制。然而促進行為本身並非當然違法，需在

競爭法主管機關發現其他情況證據指向聯合行為合意存在時，才能以促進

行為證據作為重要的補充證明。  

                                                 
34

 同註 32。  
35

 Susan Athey, Kyle Bagwell, & Chris Sanchirico (2004), Collusion and Price Rigid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1, pp. 31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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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間的價格聯合行為會減損社會福利，惟個別事業之自利行為會促

使聯合行為成員背叛聯合行為協議，故聯合行為本身具有不穩定的因素。

是以，有效的聯合行為之實施條件並不僅取決於市場結構、市場參進等外

生條件，也取決於聯合行為組織的內在制度設計，也就是能夠為參與聯合

行為組織成員提供充分的激勵誘因，有效的監督機制，並對背叛的成員施

以懲罰，聯合行為組織才可以維持。因此，在欠缺事業間合意存在之直接

證據情況下，如能證明事業間之行為，其意乃在助於「達成共識」或「嚇

阻悖離」，而有助於事業間進行價格協調或為其他反競爭行為之事業活動，

以促進聯合行為之穩定，則證明此等行為之證據，即得作為情況證據，用

以證明事業間確有從事聯合行為，此即「促進行為」理論之立論基礎。  

(一) 促進行為證據類型  

對於促進行為之類型，各國競爭法並無具體明列，學者 Rees 認為包

括：訊息交換、產業協會、價格領導機制、最惠消費者條款（most favored 

consumer clauses）、基點訂價（basing-point pricing）、轉售價格維持等。

36
Motta 則認為包括：發布未來價格或產量訊息的行為、交換個別事業間

價格及產量訊息之行為、採用轉售價格維持、最惠消費者條款、採用基

點訂價等方式協調事業彼此商業行為增強訊息透明度等行為。 37以下謹

就較為常見的價格促進機制、訊息交流促進機制及產業協會或團體促進

機制予以說明。  

1. 價格促進機制  

（1）  價格領導  

價格領導是指一產業的價格變化總是有一事業率先做調

整，然後被他事業跟進，如果其他事業不跟隨，則領導者率先

實施價格戰，進入懲罰時期。價格領導機制主要有支配式價格

                                                 
36

 Rees (1993), Tacit Collusio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7

 Motta (2004), Competi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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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price leadership）及氣壓式價格領導（barometric price 

leadership）。在支配式價格領導機制下，通常是由產業的主導事

業率先調整價格；但在氣壓式價格領導機制下，首先調整價格

的不一定是產業的主導事業，而是首先對市場供需做出反應之

事業。38支配式價格領導機制相較氣壓式價格領導機制而言，領

導者具有較強懲罰其他事業之能力，而且能夠在調漲價格後不

使競爭者大量進入市場。  

（2）  預先告知價格  

由於競爭市場中價格係經常變動的，使得聯合行為成員間

產生互不信任感。雖然在某些產業中存在價格領導者由其支配

價格變動，但是價格領導者在許多產業並不存在，故當市場需

求增加時期，率先調漲價格者將先蒙受損失；解決此一難題之

方法，是預先告知價格變動，如此，他事業就能在調價之前決

定是否跟進。相同地，在市場需求減少時期，越後調降價格者

損失越大，因此，為了防止爭先恐後的降價，提前預先告知價

格調降，就可保證沒有哪家事業會從先降價中獲利。  

（3）  基點訂價（basing point pricing）與區域訂價（zone pricing） 

基點訂價是一種先確定交貨定價基點，然後再確定總交貨

價格之聯合行為制度。在基點定價下，總交貨價格等於交貨定

價基點之價格加上該基點開始起算之運費。買方所支付之價

格，取決於買方所在地與某一交貨定價基點之距離，而非買賣

雙方所處之距離。參與聯合事業可以透過基點定價制度防止成

員將折扣暗藏在較低之運費中，要求所有成員均收取相同之運

費及價格，有助於參與聯合事業發現任何偏離聯合行為價格之

降價行為。此外，與基點訂價法有某種程度雷同者，為區域訂

                                                 
38

 Sigrid Stroux (2004), U.S. and E.C. Oligopoly Control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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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法。區域訂價法係將消費者劃分區域，賣方對劃定區域內之

買方，其交貨價格一律相同。如果市場上發現多家事業同時採

用這個方法，就很有可能正在進行聯合勾結。 39
 

（4）  最惠消費者條款（most favored consumer clauses）  

所謂最惠消費者條款，是指賣方保證買方所支付之價格是

賣方向所有顧客提供之最低價格，即賣方不會以更低之價格向

其他顧客銷售，如果顧客發現賣方向其他顧客銷售之產品價格

低於其所支付之價格，則該顧客擁有追回多支付價格之權利。

藉此機制則賣方即不敢隨意降價而引發顧客回頭索取超付金

額，高價格即可維持得住。如果所有賣方協議於高價，並提供

買方此等條款，則所有的賣方將少有誘因降價而維持於協議的

高價，增加賣方聯合行為之穩定性。  

（5）  比價條款（meeting-competition clause）  

比較條款與最惠消費者條款非常相似，係指賣方在銷售產

品時，向買方保證其價格是該產品的最低價格，如果買方發現

其他賣方所賣產品之價格更低，則可以回來索取差額。此契約

（或承諾）等於是向買方保證其所賣產品是最低的價格，買方

若在其他賣方發現產品相同價格卻較低時，就會回來跟原賣方

索取差額，藉此，賣方可以由買方回來索取差價的行為中，發

現其他賣方之悖離欺騙行為，悖離欺騙行為越容易被得知，賣

方間就越不敢悖離協議，聯合行為就越容易維持。40
 

（6）  鈑機策略（trigger strategy）  

所謂鈑機策略，是指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在價格協議時，

會給一個容忍值（或謂鈑機價格，trigger price）。當市場價格下

                                                 
39

 參考陳和全（2011），管理經濟與策略。  
40

 同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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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在容忍值之內時，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即認為此係市場正常

波動之結果，並非成員間悖離欺騙行為所致。相反的，當市場

價格下跌至容忍值之下時，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即認定有成員

背叛協議，此時所有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就不再遵守協議，並

啟動競爭瓦解聯合行為。容忍值（鈑機價格）可以藉由過去市

場銷售情形，推估市場需求的平均值與波動範圍，進而得出市

場價格因需求波動而下跌之最大可能，當鈑機策略存在時，聯

合行為較易維持穩定，因為市場需求波動的影響已經被考慮進

來，除非市場價格跌至鈑機價格之下，否則競爭不會輕易啟動，

聯合行為較易長久維持。41
 

當有卡特爾成員悖離協議時，可以將卡特爾價格降至競爭

價格，在短期內將是最有力的懲罰，但考量實務上不確定性，

卡特爾成員也會害怕從此被鎖定在無限期的懲罰戰略中，此時

卡特爾成員需要就實施懲罰的期間有一定共識。故「鈑機定價」

策略可在事前協助穩定聯合行為，然而一旦卡特爾成員悖離協

議，該策略可能就不會成為最佳策略，因為懲罰（如價格戰）

會影響到所有卡特爾成員利潤，尤其當懲罰的威脅不可信時，

將可能破壞聯合行為之維持。  

2. 訊息交流促進機制  

事業間的訊息交換，並非都會損害競爭，有時事業間訊息交換

也可能係出於合法提高效率的考量，因此，在利用訊息交流促進機

制判斷是否有聯合行為存在時，分析訊息的內容、訊息的公開程度

及訊息的時間性等是判斷是否違法的關鍵因素，主要考量因素如下： 

（1）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市占率：訊息交流要產

生限制競爭效果之重要條件，是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在相

                                                 
41

 同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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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市場需具有較高之市場占有率，否則聯合行為會導致其

他未參與之事業的強力競爭，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很難有

利可圖。  

（2）  市場結構特徵：聯合行為之成功實施需要具備一定之市場

結構條件，尤其在高度集中之寡占市場結構中，聯合行為

較易出現且危害性較大，因此，在評估訊息交流促進機制

時，需要充分考量市場結構條件。  

（3）  訊息之彙總程度：具有效率之訊息交流應該是整體行業之

訊息或總體經濟訊息，而非個別事業之私人訊息，因為個

別事業之私人訊息交流將有助於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發

現成員之悖離協議，提高懲罰悖離行為之有效性，以利聯

合行為之穩定。  

（4）  訊息之公開性：倘訊息交換僅限於參與聯合事業內部，則

私人訊息交流之目的往往係為促進聯合行為之穩定，而倘

公開公共訊息讓市場之生產者及消費者都可以獲得此訊

息，則訊息交流往往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  

（5）  訊息交換之內容或性質：關於價格、產量、消費者、銷售

量、市場分佈、經營策略等事業層面之訊息交流將能夠降

低不確定性，有利於實施並穩定聯合行為。  

（6）  訊息之時間性：在多數情況下，事業間交換關於歷史之訊

息將不致於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但倘事業間交換的是關

於未來產品定價或產量之訊息，將會促進聯合行為之穩

定。  

（7）  訊息交流之頻率：經常頻繁之訊息交流能使事業迅速發現

事業背叛行為，並及時採取懲罰措施，從而降低背叛之預

期收益，增加聯合行為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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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協會或團體促進機制  

市場常見相互競爭的事業組成產業協會或團體，以維持產業成

員的共同利益。產業協會或團體倘係技術知識的相互交流、人員培

訓、扮演與政府及社會之中間溝通橋梁時，則對於社會具有正面利

益。惟倘產業協會或團體間透過相互交流價格、產量、產能、成本

或市場需求等訊息，將有助於事業判別其他事業的訂價行為係因市

場需求波動調整，或是事業背叛聯合行為協議所致，將有助於促進

事業間之聯合行為。  

（1）  產業協會或團體之促進競爭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i. 蒐集及彙整產品資訊：產業協會或團體可以藉由蒐集及

彙整產品生產規模、生產能力、存貨、運輸成本等市場

供需資料，幫助會員採取更有效的市場策略或生產計

畫，從而有利於事業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提高事業的

市場競爭力。  

ii. 進行產品研發：產業協會或團體可以藉由產品研發等手

段幫助事業提高生產技術，並利用集體優勢幫助會員開

拓市場。  

iii. 增進政府管制效率：產業協會或團體可以促使成員遵守

環境保護、衛生安全、公平競爭等相關政府法令規定，

增進政府管制效率。  

iv. 維護成員合法權益：產業協會或團體在藉由制定自律規

範約束成員行為時，也在利用自我保護機制維護成員的

合法權益，並藉由與政府溝通互動的過程來維護產業的

利益。  

v. 降低國際談判交易成本：產業協會或團體可以藉由集體

談判之方式，降低談判交易成本，提高國際談判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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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維護我國產業利益。  

（2）  至於產業協會或團體之限制競爭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方

面：  

i. 易淪為成員間討論價格之機制：產業協會或團體無論是

全國性或地區性，都很容易淪為成員間彼此商議價格之

最佳場所，成員可在產業協會或團體內直接商定產品價

格，或者利用產業協會或團體彼此交換價格訊息，達到

控制價格或遂行一致性行為之目的。  

ii. 易淪為成員間監督聯合行為協議之機制：當事業間已經

形成聯合行為後，可以藉由產業協會或團體監督聯合行

為協議執行，瞭解哪些事業沒有遵守聯合行為協議，並

對對這些事業採取處罰措施，以保證事業間聯合行為之

穩定。  

(二) 促進機制之證據認定  

參考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適用合理原則判斷促進機制是否違法

之證據認定重點如下：  

1. 事業間是否存在協議：協議不僅包括書面、錄音等明顯協議，

也包括訊息交流等促進機制構成的隱性協議，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曾指出，Sherman Act 所禁止的共謀協議毋須是「正式的」（No 

formal agreement is necessary to constitute an unlawful 

conspiracy），只要事業對於違法協議具有「共同的設計及理解、

合意」（common design and understanding, or a meeting of minds 

in an unlawful arrangement），42或者「對共同計劃有意識承諾以

達成違法目的」（conscious commitment to a common scheme 

                                                 
42

 American.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s, 328 U.S. 781, 810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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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to achieve an unlawful objective），43也可視為協議，且

在沒有明顯協議的情況下，可以綜合事業的促進機制及由此導

致的非競爭性市場結果來認定隱性協議的存在。  

2. 市場結構條件：在市場集中度高、進入障礙高、產品異質化程

度低、事業間規模成本接近、市場需求變化緩慢等市場條件下，

易於產生聯合行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多關注此類市場結構

中的促進機制，尤其是具有這些特徵的寡占市場結構。  

3. 促進機制是否損害競爭：促進機制可能會提高效率，也有可能

具有反競爭效果，故在判斷上需要綜合各項因素考量促進機制

是否違法；倘依反托拉斯經濟學分析顯示，促進機制的反競爭

效果通常產生在高集中度之市場中。  

四、  情況證據－附加因素  

個別事業的漲價行為並不違反競爭法，只有在事業間存在合意之情形

下，才能證明事業的行為違法，故要確定為聯合行為，必然是包含事業之

共同行為，但共同之事業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證明聯合行為之存在。因此，

在競爭法之執法中，事業間的價格平行行為並不足以認定存在聯合行為，

需要將該行為及前述促進機制或附加因素（plus factor）等情況證據一併考

量時，才能認定聯合行為之存在。  

「附加因素」類型眾多，例如：意思聯絡之機會或動機、競爭者之誘

因、發生次數、持續時間、無法解釋的巧合等，由於不同的案例具有不同

之市場交易情況，附加因素並沒有統一的規則，需要根據個案之具體情況

進行分析，前述偵測聯合行為所使用之結構性、行為性等方法所調查取得

之市場結構及價格行為模式資料及結果等皆可作為附加因素。實務上，可

能的附加因素有：  

(一) 行為有違事業獨立自利（actions against defendant's independent self- 

                                                 
43

 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vc. Corp. - 465 U.S. 75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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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本項被認為是認定聯合行為最強有力之附加因素。倘事

業遂行之行為會增進聯合行為利益但卻不利事業獨自行動時之利

益、或者除非事業間已經存在協議否則該行為並不符合個別事業利

潤最大化目標，即可認定事業採取之此等行為是聯合行為之情況證

據。  

(二) 競爭行為模式與強度變化：可依前述行為性方法所提方式偵測市場

價格及數量變化，綜合判斷競爭行為模式與強度之變化，例如價格

調漲後因競爭所呈現之價格及促銷措施等競爭狀態不復見，且無新

的競爭型態、競爭激烈轉趨平緩被動；事業間不再積極爭取客戶等。 

(三) 現行制度及市場結構是否提供有利於業者進行聯合行為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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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位經濟之聯合行為相關議題分析 

面對數位化與資訊化的時代，在大數據（big data）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 AI）技術不斷進步下，數位經濟的浪潮帶動事業創

新，發展新興型態的商業模式，隨著交易型態的轉變亦衍生許多反托拉斯

之議題，對於應用訂價演算法可能產生的潛在反競爭影響備受各界關注，

例如：事業依據個別消費者之交易資料，經由演算法分析而採取差別取價

（price discriminatory）；或者事業藉由演算法進行價格監控，促使零售價

格維持（retail price maintenance）；再者事業可利用自動演算法促進勾結，

更有效地維持聯合行為的穩定。就執法實務而言，聯合行為以價格勾結行

為最為常見，以下將先介紹訂價演算法的基本概念，其次再針對其可能衍

生之聯合行為相關議題彙整分析。  

第一節 演算法的邏輯及運行 

數位時代的來臨，資通科技日新月異，隨著大數據與運算能力的持續

進步，數據驅動創新（data-driven innovation）逐漸為現代商業經營所採用，

促使演算法（algorithms）發展，演變出機器演算法自動化決策的形式。演

算法可對交易者進行追蹤、資料蒐集及預測，有助於降低生產者成本、提

供優質服務、提高產品的可得性及改善顧客體驗等，對事業競爭模式產生

莫大影響。為了增益商業決策以及競爭優勢的自動化過程，事業開始應用

訂價演算法，走向 Ezrachi and Stucke（ 2016）所謂的「演算法商業

（algorithmic business）」，當某些事業採用演算法而提升經營效率，其它競

爭事業會因受到壓力而調整營運模式，開始發展類似的演算法，進而多數

事業都將依頼自動化系統，計算機科學家即更有誘因去研發改善編程與新

技術，而事業亦將跟進演算法之更新及應用。 44
 

依據 Cormen 等學者的定義，演算法是指任一良好定義（well-defined）

                                                 
44

 Ezrachi, A. and Stucke, M.E. (2016), Virtual competi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driven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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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算程序（computational procedure），在計算程序中依據投入（ input）

的某些數值或一組數值，產出（output）某些數值或一組數值，亦即利用

一組規則或流程並基於輸入數值及參數指令，自動計算產出結果。 45簡言

之，演算法是一系列規則或指令，被運用於執行某些工作項目，具有良好

定義的具體計算程序步驟，可視為一套計算程式。  

演算法的基本邏輯係透過自動機（machine; automation; agent；智能體）

進行運作，自動機是一種數學模型，其存在於任一時間點上的某一狀態

（state）下，會因應某些外部輸入（ inputs）而由既有狀態轉變（ transition）

成另一個狀態。一般而言，自動演算機包含五個基本要素：有限的狀態集

（states）、初始狀態（ initial state）、有限輸入項集合（ inputs）、有限輸出

項集合（ outputs）、輸出函數（ output function）、轉換函數（ transition 

function）。在計算機科學中，有限自動機（finite automation）為簡化且廣

泛應用的模式，此命名來自其有限的存儲容量，因狀態數量有限，且每一

狀態對應一個反應行動，故以「狀態－行動」之矩陣來表達。狀態數目常

作為有限自動演算機規模（size）之衡量指標，在達到相同功能的有限自

動演算機中，具有相對最小狀態個數者，其所需要的存儲空間愈小，則成

本愈小。演算法具有多種表達方式，諸如文字、圖形、編碼及編程等，這

些邏輯概念及程序的運行，基於各個不同應用領域，不僅仰賴硬體具備數

字串流擷取、存取及處理之能力，尚需整合組織結構與模擬環境現況，使

其合乎於社會經濟歷程（social process）。  

一般而言，演算法常被運用於預測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及優化

經營程序（optimize business process）兩個面向，前者係指透過演算法分

析過去數據，並衡量當前需求、價格變動、消費者行為與偏好、風險評估

及市場環境的內生或外在衝擊因子（如事業參進、天然災害等），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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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men, T.H., Leiserson, C.E., Rivest, R.L. and Stein, C. (2009) ,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3r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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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可能結果出現的機率，將有助於事業提升其擬定商業策略之效能，並

發展創新與客製化服務。後者則是藉由演算法降低事業交易與經營成本、

區段化消費者，並有效率地因應市場情況訂定最適價格，獲取競爭優勢。46
 

演算法乃取得輸入值後，依據一連串明確定義步驟而產出的一項輸出

值，透過資料爬梳（data-scraping）可即時蒐集、提供消費者及競爭對手資

料，使事業更有效率地執行訂價策略。數年前訂價演算法已在部分網路零

售市場中盛行，以 Amazon 採行演算法後訂價行為的改變為例，在 2013 年  

12 月每天進行超過  250 萬次價格變動，該頻率是其於  2012 年  12 月價

格變動數量的  10 倍。此亦可與  2013 年  11 月  Best Buy 共  52,956 次價

格變動與  Walmart 的  54,633 次價格變動相對比。47演算法未必侷限於數

位或網路市場，雖然傳統實體零售店面對於競爭對手的資料（如價格）須

手動蒐集，調整產品價格需要人為介入處理，方能實際變更所提供的價格，

通常較難採用演算法訂價策略。然而，電子價格標籤零售商店（例如  

Tesco、Morrisons 等），可藉由標籤使店家更快速頻繁地變更店內商品價

格，以回應需求變化或低價銷售過剩存貨， 48使其更容易使用演算法訂價

策略。  

第二節 學習型演算法 

演算法 雖然 皆為 自動化 （ automatic ），卻 非所 有的 自 動裝置

（automation）都具有演算過程，而具有演算法之自動裝置也並非全然具

備學習能力。當演算法發展至可教導機器學習的階段後，人工智慧成為其

有效學習的關鍵工具。AI 為電腦科學之大支派，研究並設計能夠執行繁重

困難任務的智能體（ intelligent agents；智能代理人），而足以被認為具有

                                                 
46

 OECD (2017),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  
47

 Profitero (2013), Profitero Price Intelligence: Amazon makes more than 2.5 mill ion daily 

price changes. 
48

 BBC article from 2017: Why your bananas could soon cost more in the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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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人類的智慧。而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則為 AI 的分支領域，

藉由數據資料及各種經驗中不斷反覆學習的演算法，研發設計具有智能的

自動裝置。機器學習源自於型態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及學習理論

（learning theory）之研究發展，演算法從數據資料中自動歸納規律性，並

藉此對數據資料進行類型分類，此即為型態識別。當類型愈多，則所需的

識別次數就愈多，也就愈為耗費時間及成本。  

學習型演算法（ learning algorithm）即是仿效人類學習過程的一種演

算法，其方法種類甚多，例如線性迴歸、羅吉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決策樹、隨機森林（ random forest）、最近鄰居法（nearest neighbors）及神

經網絡（neural network）等模型，若依據機器學習的態樣，則可分為以下

類型：  

一、  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  

監督式學習係指演算法利用一組特別標籤上標準答案的數據樣本，以

範例學習訓練演算法機器建立一套識別及分類的通用法則。一般而言，文

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各類型之原始資料，並未對其特別註解或標示，

屬於未標籤化資料。當人們取用未標籤化資料，給予能代表其內容訊息之

標示或劃分，例如圖形辨識、人臉辨識、標示音頻對應文字等，將其製成

標籤化資料並用來訓練演算法機器，使自動演算機在不斷反覆學習後，歸

納數據資料與其標籤意義的關聯性，以建立一套映射函數，此函數可為迴

歸函數、分類方法或結構化輸出等形式，作為往後資料識別之法則，此過

程即為監督式學習的訓練階段。形成識別函數後，可再透過未曾標籤的資

料，交叉驗證演算法識別的準確度。  

二、  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非監督式學習係指演算法自行從未經標籤的資料中學習找出分類的架

構，與監督式學習最大的差異，即在於並無利用標籤化資料作為訓練的過

程，自動演算機必須不斷從輸入的數據資料特徵，尋求數據資料間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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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然後自行識別分類。機器從大數據學習的過程中，常利用集群

（clustering）分析模式，對於數學性質的極大化或極小化過程區分成集

群，藉以識別分類。  

三、  半監督式學習（semi-supervised learning）  

監督式學習與非監督式學習各有其優缺點，監督式學習仰賴標籤化資

料訓練，雖識別的準確度較高，但所需的人力成本也相對較高；相反的，

非監督式學習則由自動演算機自行從大量數據資料訓練識別分類，雖節省

人力成本，但識別的誤差也相對較大。半監督式學習即是兼具兩者訓練過

程的形式，僅以少部分標籤化資料訓練自動演算機建立識別函數，後續再

自行從大數據學習識別分類。  

四、  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強化學習係指演算法自所處的環境狀態（state）接收某一輸入（ input），

而採取某一動作（action），該動作會帶給自動演算機某一效用數值（或稱

獎勵，reward），使其在此程序中學習如何基於環境而採取行動，以獲得最

大化的預期利益。有別於監督式學習透過標籤化資料訓練的模式，強化學

習是以獎勵的累積績效值作為機器判斷決策行動正確與否之依據，其學習

過程如同行為主義理論的獎懲機制，由於長期的正確決策行動將累積愈大

的獎勵績效值，從而有愈大的機率再被選為當期的行動策略，故稱之為強

化。  

強化學習的目的在於依據當期既有的狀態，綜合歷史經驗推估未來的

狀態，尋求最佳行動策略，使長期總報酬極大化，是一種回饋循環（ feedback 

loop），而預期的長期報酬現值及短期獎勵為其重要元素。每一狀態下的行

動選擇，皆將獲得一個立即報酬，並邁入新狀態，此狀態可視為影響「長

期邁往目標途徑」走勢的起點。若以長期報酬極大化為目標，則在「高的

立即報酬」與「良好的新狀態起點」間，可能存在抵換（ trade off）關係。

亦即，一個獲取長期最大預期報酬的策略，其每一單期行動未必為最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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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報酬。自動演算機透過不斷地試驗與訓練，找尋出預期長期價值極大化

的行動策略，此即為最佳策略。  

目前實務上強化學習演算法以 Q-learning 最為普遍，透過不斷實驗探

索環境與互動，累積經驗而成長進化，屬於主動式學習（active learning）。

49對於每一狀態上各行動所能邁向目標的價值，基於歷史經驗給予評分，

稱為 Q 價值。若以狀態為列、行動為欄，則構成一個「狀態－行動」Q 值

矩陣，一旦對方選擇行動後，於此既定狀態下，即可評估每一行動的相對

應價值，因此又被稱作「行動－效用」函數（action-utility function）。當整

個 Q 價值矩陣數據趨於收斂時，自動演算機即學習完成。Q-learning 以「試

錯」（ trial- and-error）來極大化期間折現利潤總額，此方式十分適用於訂

價，因為它無須使用環境模型（例如需求及競爭者成本函數等），僅利用現

有累積經驗選擇最高已知報酬之行動，或選擇其他行動來「探索」拓展瞭

解環境二者間進行權衡。50然而，Q-learning 亦存在缺點，它將環境視為靜

止不變，但事實上，因為市場上同時也存在其他正在學習的競爭者，會使

環境處於非靜止的變動狀態。其次，其僅能處理離散型狀態與行動集，且

離散度愈大，則學習速度越慢。  

而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方法，目前處於商用研發階段，已用於

AlphaGo 和 AlphaZero 等應用程式，主要透過多層類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簡稱為 ANN）學習。類神經網絡是以相互聯結的單位（神

經元）組成，神經元可接收、處理及傳遞信號給其他相聯結的神經元，每

一神經元聯結皆賦予一個加權參數，決定聯結中的信號強度，類神經網絡

依據表現調整加權數值進行學習，由接收端神經元開始（輸入層， input 

layer），當中經過許多層次神經元（隱藏層，hidden layer）的轉化與分析，

                                                 
49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ic 

pricing and collusion. SSRN. 
50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 CMA (2018), A Pricing algorithms-Economic working 

paper on the use of algorithms to facilitate collusion and personalised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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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產出端的神經元（輸出層，output layer）。多層類神經網絡學習的過程，

即是找出最適權重設定，使產出最佳化。 51
 

 

圖  4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OECD（2017）。  

 

 

圖  5 深度學習類神經網絡52
 

資料來源：Nielsen（2017）。  

只要具備足夠精細的多層設計，深度學習演算法在其應用上富有相當

大的彈性，並可在複雜環境（例如真實世界中的市場）中做出細微差異的

                                                 
51

 Nielsen (2017), Neural Networks and Deep Learning.  
52

 在許多神經網絡圖表中，輸入及輸出經標記為節點且稱為「層」，但它們並非神經元，

且未牽涉輸入及輸出層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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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事業可使用神經網絡估計市場需求，相對於計量經濟需求模型需要

一些需求函數相關假設條件，神經網絡預估方式則無需在事前對於需求設

定任何假設。但深度學習神經網絡通常也較難理解，不易覺察多層結構中

實際發生的情況，亦即會有「黑盒子」現象產生，使得採用此類網絡的事

業（及監管人員）可能無法判斷該神經網絡輸出值的根本原因。  

第三節 大數據與演算法之關係 

有關大數據並無統一之定義，通常以 Laney（2001）53首先提出的三項

具體特徵加以說明：  

一、  資料數量（Volume）：大數據主要的特徵在於資料數量龐大，可得資

料涵蓋範圍廣泛且具深度。  

二、  資料速度（Velocity）：大數據的資料輸入快速，在資料蒐集、處理

及分析速度技術大幅提升下，不僅可以即時提供，並允許「臨近預測」

（now-casting，預測現在及極為近期的過去和未來）。  

三、  資料多樣性（Variety）：大數據的資料涵蓋多樣的資訊內容，例如消

費者偏好及購買習慣等各種資料，因此，事業擁有大數據將有助於執

行差別訂價、直效行銷（ directed marketing）及行為化差別待遇

（behavioural discrimination）。54
 

對於大多數演算法而言，資料為其必要的輸入項，Gal（2017）主張並

非演算法運用方式有所進展，而是資料品質及可得性的急遽提升。儘管演

算法效能已有顯著發展，但創造突破的主因在於資訊爆炸（ information 

explosion），包括資料累積、管理及分析。55任何與價格相關的資訊均可能

作為訂價演算法的輸入項，例如：  

                                                 
53

 Laney (2001), 3D Data Management: Controlling Data 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 
54

 隨後有學者及企業另提出 Veracity（真實性）及 Value（價值）亦為大數據應具備的

重要特質。  
55

 Gal, Avigdor (2017), it’s a Feature, not a Bug: On Learning Algorithms and what they 

teach us, OECD Roundtable on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http://blogs.gartner.com/doug-laney/files/2012/01/ad949-3D-Data-Management-Controlling-Data-Volume-Velocity-and-Varie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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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價格資訊：競爭事業之價格及歷史訂價資料。  

二、  利潤資訊：事業收益資料。  

三、  消費者資訊：消費者購買或瀏覽紀錄或其他指標。  

四、  市場資訊：以競爭者存貨量為例，事業是否存有現貨或競爭對手是否

公開向消費者傳達缺貨等詳細資訊。  

五、  外部資訊：以天氣模型為例，氣溫對交易之影響資料。  

六、  事業成本資訊：事業生產、儲存及配送等成本。  

基礎的演算法可使用簡單的規則處理資訊，例如與競爭對手相較之保

證最低價格，此類型演算法不會得益於過去數據資料，因其僅是基於預先

設定的規則選定價格。更複雜的演算法可仰賴預先定義的預測模型，演算

法利用過去觀察結果調整模型，以達到收益極大化之目的。在此情形，演

算法受益於歷史資料集的建置，使其得以測試模型參數來極大化收益。更

精細的演算法可透過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程序（強化學習），利用大數據持

續評估各種策略後，微調修正訂價模型。此類演算法更進一步地從歷史資

料集及豐富的即時資料中獲益，用以測試並更新其訂價模型。  

第四節 訂價演算法對市場結構環境之影響 

在自由競爭市場中，基於自利理性的事業，如欲組成卡特爾組織，存

有內在不穩定因子，往往於自我利益與卡特爾利益間游移。聯合行為能否

遂行，除了有賴維繫機制，亦與市場環境之結構因素息息相關。然而，隨

著數位經濟的發展，帶來新興商業經營型態，在訂價演算法被應用於市場

競爭後，其自動偵測市場及競爭者行為，迅速掌握市場瞬息萬變資訊，並

做出最佳化反應的能力，而對易於形成聯合行為的市場環境等結構因素產

生了重大變化，改變相關因素對卡特爾之影響效果。  

依據經濟理論與實務經驗而言，在市場內競爭事業數量少、參進障礙

高、事業間互動頻率高、事業市場透明度高、消費者市場透明度低、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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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對稱性低、創新程度低等市場結構特徵下，聯合行為一旦形成，即相

對其他市場更容易長期維持。演算法的開發運用，影響此些市場結構因素

的作用效果，進而使得聯合行為的穩定性產生變化。在法國競爭委員會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與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於

2019 年 11 月共同發布之「演算法與競爭」（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報告56中，曾歸納分析演算法對易於聯合行為形成與維持的市場結構因素

產生何種影響。該報告指出演算法減弱事業家數此一市場結構特徵影響聯

合行為穩定性之效果，有助於聯合行為的維持；而在事業的市場透明度及

互動頻率方面，演算法則提升其對於聯合行為穩定性之效果，亦有助於聯

合行為的維持。然而，演算法對於參進障礙、消費者市場透明度、事業成

本結構的不對稱性、產品異質化及創新程度等市場結構因素的整體影響取

決於市場，進而對聯合行為穩定性的衝擊效果並不確定。演算法一方面可

能提高聯合行為的穩定性，一方面卻可能存在一些抵消性效果

（countervailing effects），因而對聯合行為穩定性的實際影響是先驗上不確

定的（a priori uncertain），需取決於市場特徵。  

以下針對結構因素分類探討演算法可能之影響，如下：  

一、  事業家數  

一般而言，當市場存在的事業家數越多，事業間欲達成、維持聯合行

為的困難性越高，而不利於卡特爾的運作。其可能的原因在於，隨者事業

家數的增加，產品差異化可能越大，且需要更多數的事業達成合謀方足以

影響市場，故更不易協議成功。除了協調成本變高之外，事業悖離聯合行

為的利潤也因事業家數增加而變得較大，使得聯合行為較不易維持。  

對傳統市場而言，偵測悖離為一艱難之任務，隨著演算法的運用與發

展，增進事業協議所需的資訊處理過程，降低彼此間協調的成本，亦可快

速監視市場競爭與掌握其他事業訂價行為，並即時最適化反應，使得事業

                                                 
56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and Bundeskartellamt (2019),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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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低度集中產業，仍舊可有效偵測發現悖離，遂行勾結協議。在採行

訂價演算法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事業家數少為易於共謀之重要條件，但已

非必要條件。57
 

二、  參進障礙  

參進障礙常被視為促進聯合行為穩定之因素，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愈

高的市場利潤將吸引愈多的新事業加入競爭，然而市場若存在較高的參進

障礙，則參與聯合行為事業可以提高價格卻不致於引發其他新事業進入市

場，故提升共謀或維持共謀之誘因。  

在演算法的發展與運用之後，事業可利用演算法快速掌握市場競爭威

脅，以即時預報（nowcasting）系統為例，既存事業得以識別競爭者，針

對市場參進事業採行反制策略，甚至併購潛在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市場

潛在參進事業可運用演算法蒐集市場競爭價格及既存事業訂價行為等數據

資料，事前分析預擬相關策略，發掘可行的切入利基及可能的阻礙因素，

降低參進成本。由於演算法對於市場參進障礙之影響存在正反兩股力量，

因而難以明確判定其淨效果。 58
 

三、  互動頻率  

當事業彼此互動頻率提高時，則較能獲知市場競爭訊息及其他事業之

訂價行為，以利於偵測其他事業的悖離，並即時對悖離者施予報復與懲罰，

有助於聯合行為的維持。訂價演算法的運用進一步增加互動頻率，如同創

造事業高頻率互動環境，促進聯合行為的穩定性。  

四、  市場透明度  

市場透明度是否促進聯合行為可從兩個面向分析，其一為事業之市場

透明度，另一個則是消費者之市場透明度。事業的市場透明度有助於偵測

悖離，因而增加聯合行為的穩定性。隨著事業運用演算法於商業經營，大

                                                 
57

 同註 46。 
58

 OECD (2016),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 



50 

 

幅提升事業掌握市場競爭訊息與偵測悖離者的能力，故更促進聯合行為之

維持。在消費者的市場透明度方面，消費者若具備比較市場報價的能力，

將有助於市場競爭。然而此一需求面市場透明度促進競爭的效用對於聯合

行為穩定性之整體影響卻是模糊不確定的。一方面，消費者市場透明度將

增加事業削價的誘因，致使聯合行為較為不穩定。另一方面，事業也將用

更多的懲罰機制，強化聯合行為之維持。因此，消費者使用演算法所提升

之市場透明度，是否促進聯合行為之穩定性，將取決於市場的特定情況。59
 

五、  事業成本結構的不對稱性及產品差異化  

當事業的成本結構不一致且產品存在差異時，不僅合謀價格難以達成

協議，若最終合謀價格也隨之差異化，亦將使得懲罰悖離者之機制更難以

有效執行，而不利於聯合行為的形成與維持。然而就整體影響而言，演算

法對聯合行為穩定性之效應卻也是模糊不確定的。一方面，演算法可促使

產品及流程愈益差異化，而增加事業的不對稱性，將進一步提高聯合行為

維持之難度。另一方面，演算法或許可以協助非對稱事業識別出該價格調

整是否屬於悖離，將有助於聯合行為之維持。 60
 

第五節 訂價演算法可能之經濟效率及反競爭效果 

訂價演算法使得事業及消費者可即時獲得更多相關資訊，以更快速地

選擇更佳的策略，透過提高供給面及需求面效率，對市場產生正面效果。61

另一方面，訂價演算法使得事業更容易偵測及回應價格偏離，可能有助於

強化或促進聯合行為的穩定，對市場造成反競爭效果。  

一、  依據 CMA 研究報告62分別從供給面及需求面探討可能的促進競爭效

                                                 
59

 同註 56。 
60

 同註 56。 
61

 除了對於市場的直接效益外，演算法也可協助競爭法主管機關及管制機關，例如  

CMA 開發的卡特爾篩選工具，協助採購人員篩檢投標者資料，發掘卡特爾行為的跡

象。  
62

 同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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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一) 供給面效率  

隨著人工智慧與演算法的結合運用，將可降低生產的勞動成本，  

Grace 等學者（2017）指出，預測 AI 未來在許多事務的表現上將超越人

類，例如：2024 年語言翻譯、2027 年貨運駕駛以及 2053 年外科手術將

被 AI 取代。63大數據的蒐集與演算法處理，可協助事業更快速做出最佳

化決策，進一步提升營運效率及節省成本。此外，訂價演算法可使價格

更即時回應市場供需變動，有助於市場結清，提升運作效率。特別在具

時效性產品（如旅宿客房或機票等），訂價演算法亦可促進改善存貨管

理。  

(二) 需求面效率  

多樣化的訂價演算法提供消費者選擇之相關資訊，有助於消費者達

到市場交易決策的效用極大化目標，例如 Amazon 數位平臺利用第三方

軟體（Camel Camel Camel）的產品降價通知服務，在特定產品價格降至

某一程度時通知消費者。而細緻化的訂價演算法可運用價格預測模型，

作為消費者是否應立即購買產品或等待至預期價格再行購入之決策建

議，例如機票訂購平臺利用機票價格歷史資料預測未來價格趨勢，提供

消費者訂購決策參考。再者，更複雜的訂價演算法可提供消費者將購買

決策委外之服務，例如數位代理商可藉由蒐集使用者資料預測消費者偏

好，選擇最適化商品或服務，以及磋商交易條件，並可能為買方團體

（buyer groups）取得最佳的交易條件，除了降低搜尋及交易成本，更可

強化買方力量。64
 

二、  訂價演算法可能強化或促進勾結的反競爭效果  

                                                 
63

 Grace et al. (2017), When Will AI Exceed Huma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I 

Experts. 
64

 Gal, M, and Elkin-Koren, N (2017), Algorithmic Consumers,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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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能強化聯合行為穩定之機制  

1. 偵測及回應價格偏離  

事業是否具備偵測聯合行為參與者悖離及懲罰悖離行為之能

力，是維持聯合行為穩定的關鍵因素，一旦無法偵測與回應價格偏

離，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即有誘因降價提升自身利潤，將導致卡特

爾瓦解。  

偵測偏離的速度並且回應懲罰，將會影響事業悖離之動機。由

於資料傳輸速度及數據可得性之提升，運用訂價演算法自動化處理

大量數據資料，得以縮短偵測及回應價格偏離的時間，降低事業違

背協議獲得之預期利潤，減少卡特爾個別成員悖離之誘因，而使聯

合行為更趨穩定。65
 

2. 降低誤判悖離的可能性  

事業也可能因為價格雜訊（noisy price information）導致誤判卡

特爾成員悖離協議，並展開報復懲罰而使卡特爾組織瓦解。所謂價

格雜訊係指市場需求變動或其他外生因子亦為價格變動之因素，當

參與聯合行為事業未能充分掌握共謀者訂價相關資訊，將使得事業

無法分辨市場價格降低的原因，究竟為其他成員悖離協議或市場需

求變動等因素所致，而產生誤判的可能性。 66訂價演算法提高大規

模資料蒐集的便利性及可得性，有助於事業了解彼此訂價，降低成

員間誤判悖離之可能，而使聯合行為更為穩固。  

3. 降低代理人道德風險  

另一種削減卡特爾穩定的可能，為代理人的道德風險。縱使聯

合行為參與事業的高階管理階層已達成價格協議，但銷售業務人員

                                                 
65

 依據 CMA 研究報告指出，對於中間產品，因其價格可能並未對外公開，訂價演算法

對於偵測價格偏離可能僅有些微助益或甚至毫無效果。  
66

 Green and Porter (1984), Noncooperative Collusion under Imperfect Price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Vol.52, pp. 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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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非管理階層的員工仍可能因為短期的預期收益或內部銷售競

爭晉升機會與銷售量連結的薪資報酬等因素，存在違反共謀協議的

誘因，而選擇低於協議價格出售產品，導致聯合行為不穩定。 67此

時，訂價演算法可使組織內部人員自行決定價格的空間變小，減少

其違反共謀協議的可能性，進而維持聯合行為之穩定。  

(二) 可能促進勾結之態樣  

1. 學者 Ezrachi and Stucke（2016）68提出以下 4 種理論解釋訂價演

算法可能促進勾結之形成：  

（1）  信使（messenger）  

當事業間達成合謀協議後，訂價演算法扮演訊息傳遞的角

色，利用演算法通風報信協助執行該訂價策略，並進行監控及

警示。此類聯合行為的形成與傳統聯合行為雷同，相關訂價策

略乃由人為主導，事業仍須相互協調達成協議，惟在執行層面

運用訂價演算法協助遂行聯合行為。  

（2）  軸輻（hub and spoke）  

當數個事業使用相同的訂價演算法或數據資料庫（ data 

pool），可能導致其以相似方式回應外部事件（例如投入成本或

需求變動），若事業間意識彼此使用相同或類似的訂價演算法，

則得以更準確預測競爭者如何回應價格變動，提升掌握競爭對

手訂價行為背後的邏輯或意圖，降低不確定性，因此可能有助

於暗默勾結。  

進一步而言，若彼此具有競爭關係的事業並非使用自身數

據及演算法，而將其訂價決策委由外部提供訂價演算法服務的

                                                 
67

 Mehra, S (2015), Antritrust and the Robo-Seller: Competition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Antritrust and the Robo-Seller: Competition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100. 
68

 同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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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中介商（common intermediary），即使事業間並未明示協議

訂價，仍可能產生類似軸幅式架構（hub-and-spoke framework）

的共同行為，當此方式可使軸心（hub）取得將價格提高至競爭

水準之上，極大化集體利潤（collective profits）的能力及動機

時，即有引發反競爭之疑慮，相關考量因素如下：  

i. 相關市場事業訂價決策委託給同一訂價演算法服務共

同中介商的比例。  

ii. 該服務中介商決定個別事業價格時，其訂價演算法是否

使用數個具有競爭關係事業的非公開資訊或數據。前述

資料不限於演算法用以設定或建議價格的輸入值，若在

演算法開發時（即訓練階段）曾交換歷史性、競爭敏感

性及非公開資料，縱使演算法執行階段未使用此類資料

建議或決定價格，仍可能產生反競爭疑慮。  

iii. 訂價演算法是否因該服務共同中介商的報酬與使用服

務之事業總銷售比例連動，而使其極大化使用該服務之

所有事業的共同利益為目標。  

值得一提的，事業使用相同訂價演算法本身並不足以構成

暗默勾結，必須在事業決定維持此策略，具有不受短期更高利

潤的引誘，而未修改其演算法或改變策略以低於勾結價格出售

產品之意圖。  

（3）  可預測代理（predictable agent）  

當訂價演算法可預測回應外部因素時，具有降低價格反應

策略不確定性的效果，在事業運用訂價演算法採行簡單、透明

及可預測訂價行為（例如保證價格或價格週期），而使其他競爭

事業可辨識此訂價行為下，則有暗默勾結之疑慮。此種可預測

回應發生事件的方式，演算法得以傳遞事業訂價之意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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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間達成暗默勾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事業彼此間具有各

自獨立的訂價演算法，得以監控市場價格，理性跟隨價格領導

者，亦有助於從事暗默勾結。再者，若該產業廣為使用此類價

格演算機制時，即使事業間並未明示協議訂價，仍可能產生競

爭事業普遍高額訂價的狀態。  

（4）  數位之眼（digital eye）  

當技術進步到演算法能快速處理大量且複雜的資料，事業

即可利用演算法結合人工智慧，如同神之視角（god view）鳥瞰

市場競爭狀態，掌握市場現況與預測未來動態，快速且正確反

應市場變化。高階演算法運用資料蒐集分析能力，建立更為廣

泛細緻的市場評估，並透過自我學習使決策動態化，形成數位

之眼。數位之眼的發展使暗默勾結可能超越價格機制、寡占市

場以及監測難易度的範圍，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而言，事業反

競爭決策之法律責任認定將更為棘手。  

2. OECD（2017）69研究報告則將可能促進勾結之訂價演算法分成

以下 4 個類別：  

（1）  監控演算法（monitoring algorithms）  

事業間有效勾結的先決條件在於是否具有監控與懲罰悖離

者的能力，監控演算法顧名思義主要用於監測競爭事業之訂價

行為，透過數據的蒐集、篩選，掌握競爭對手商業決策，有助

於發覺價格偏離，立即對其懲罰，進而促進聯合行為的穩定。

數據蒐集為此過程中極為重要卻可能最易面臨困難的步驟，即

使價格資料是公開可取得的，並不一定意味市場具透明度，必

須事業亦有能力持續蒐集更新競爭對手數據，彙整成易於瞭解

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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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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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發展出自動蒐集數據的技術，透過網站的集成器

（aggregators）70事業可直接取得競爭事業線上更新的資訊，例

如比價網站。另一種形式是利用網路機器人（web robot）進行

網路爬蟲（web crawler 或 web spider），於網路伺服器中自動依

任務擷取、分析及歸檔訊息，不斷地自各個網站獲取相關資料。

數據蒐集技術的進步促成市場透明化，增進訂價演算法的準確

與即時性，而使事業更易於監測彼此的訂價行為，維持聯合行

為之穩定。隨著自動蒐集數據的發展，相關技術亦可能從電子

商務擴展至傳統產業。  

監控演算法雖具有促進維繫合謀協議的功能，降低因誤判

發動價格戰的可能性，然而合謀協議的建立與執行，仍須仰賴

事業彼此的溝通。  

（2）  平行演算法（parallel algorithms）  

平行演算法係指事業運用演算法致使對事件反應具同向之

行動，形成平行行為。當產業內多數事業使用相同或匯集自所

有競爭者的數據資料，訂價演算法依據相同數據分析回應市場

變動，則易形成平行行為。類似的情形，若競爭事業普遍使用

同一家第三方供應商所提供之訂價演算法或數據資料，則如同

以第三方供應商為軸心，引發原彼此競爭之輻員事業（使用訂

價演算法或數據資料服務之事業）形成平行行為。  

在高度動態的市場中實施卡特爾的困難之處，在於事業須

因應供需不斷地變化，時常調整價格、產量與其他交易條件。

事業為降低協商頻率提升導致合謀協議被競爭法主管機關發現

之風險，可能透過共享相同的訂價演算法，編程為不與其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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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器為應用軟體服務，用於閱讀 RSS 與 Atom 訊息來源規範格式之資訊內容，集成

網站發布的資料，由網站更新訊息至個人載具之上。  



57 

 

特爾成員競爭之反競爭訂價設定，不僅價格可自動反應市場變

化，且事業彼此無需進一步交流，然而此方式人為涉及反競爭

行為仍相當明確。另一種可能的型態，則為市場領導事業將動

態訂價演算法固定於超競爭價格，其他卡特爾成員透過演算法

直接鎖定領導事業訂價，採取跟進訂價作為長期反應策略。  

（3）  信號演算法（signalling algorithms）  

在事業規模各異的高度動態市場中，競爭事業難以未經溝

通而自然相互意會（mutual understanding）彼此差異化之銷售

訂價策略，為避免明示溝通而受競爭法主管機關裁處之風險，

可能透過單方價格宣告作為信號（signalling and unilateral price 

announcement），等待競爭者知悉與跟進。  

當事業提高價格以表明合謀意圖時，若多數競爭者未察覺

信號或不接受邀約，則發送信號之事業將蒙受銷售及利潤損

失。此種風險可能促使發送信號之事業等待其他競爭對手回

應，最終導致延遲甚至無法達成協議，造成更巨大的虧損。71然

而，隨者演算法運用於商業競爭，事業得以自動化訂價演算機

快速的迭代發送信號，在消費者發覺之前達成合謀，減少或消

除這樣的代價。例如：事業利用演算法於夜深人靜的時段調價

作為信號，並即時被其他競爭者之自動化訂價演算機辨識；或

者，運用演算法公開揭露相關詳細數據，藉由其中編碼（訂價

或提價建議之代碼）暗度陳倉。  

（4）  自學演算法（self-learning algorithms）  

自學演算法意指訂價演算法基於利潤極大化或最適化績效

目標，不斷地透過自我學習與調整使其更為成熟細緻化，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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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ington, J.E., Jr. and W. Zhao (2012), Signaling and Tacit Collusion in an Infinitely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 ,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Vol. 64, pp. 27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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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市場競爭變化。其中，深度學習的過程宛若黑盒子不透露任

何決策背後相關處置特徵，難以理解達致合謀的真實原因，即

使採用演算法之事業主觀上並不具有勾結意圖，亦可能產生默

示性共同結果。  

演算法在試驗最適訂價策略時，可能自我學習認定擴大市

場透明度以進行默示勾結為達成目標之最適策略，進而形成協

調行為之樣態。目前此類具深度學習之訂價演算法許多應用仍

停留於學術模擬，然而學術研究模擬上的促進事業合謀結果，

均於特定的實驗假設狀態下，實務上智能體如何自大數據區別

並且不受價格雜訊影響，以及如何正確解讀其他競爭事業之訂

價演算法，仍具相當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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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聯合行為的結構性因素與經濟證據之實務案例

分析 

本節分析本會歷年聯合行為處分書件數、處分書處分事業家數、罰鍰

金額及被處分人所屬行業，並依據上開所列結構性因素與經濟證據，予以

分類歸納整理。另彙整在無直接證據之情況下，事業因一致性行為等間接

證據之違法案例。以及彙整在一致性行為外觀等情況下，推定事業有聯合

行為合意事實之經濟證據，以及附加因素的情況證據為何。  

第一節 聯合行為處分案件統計 

一、  處分書件數與罰鍰金額  

本會自 81 年 2 月成立以來，截至 108 年 12 月底計發出 212 件違法聯

合行為之處分書（平均每年約 7.6 件），72占全部處分書件數比例 4.45%，73

其中以  89 年 21 件最多，101 年 18 件次之。鑒於聯合行為直接證據取得不

易，公平交易法於 104 年修正，增列推定聯合行為合意之規定，惟 105 年

至 108 年聯合行為處分書件數均在 5 件以下，尚無增加之情形（表 4）。  

表  4 聯合行為處分件數、家數及罰鍰金額統計表  

單位：件、新臺幣萬元、家  

年度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件數  4 0 2 5 5 10 8 11 21 14 

金額  0 0 0 0 0 0 0 2080 8765 15530 

家數  14 0 59 80 18 31 31 64 212 110 

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件數  9 10 5 10 9 7 9 8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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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引用的數據統計資料，皆依據本會 108 年公平交易統計年報彙整而成；又所引

用之數據皆為原處分案處分書件數，不論原處分之行政救濟結果為何。  
73

 本會 81 年 2 月至 108 年 12 月之處分書件數為 4765 件，總罰鍰金額為 517 億 3874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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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1040 35260 1950 24702 7470 3064 1440 10610 1868 7350 

家數  29 50 21 57 44 40 17 113 41 43 

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合計  

件數  18 7 6 12 4 1 1 2 212 

金額  29346 1243271 606800 582125 7705 20 60 6040 2596496 

家數  132 57 38 32 48 1 2 6 1390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就罰鍰金額而言，本會處分聯合行為罰鍰金額累計達新臺幣（下同）

259 億 6496 萬元，其中 102 年 124 億 3271 萬元最多，其次為 103 年之 60

億 6800 萬元（表 4），74再者本會歷年來作成聯合行為處分書件數是各違法

行為別最少，但其罰鍰占總罰鍰金額比例高達 50.2%，居各違法行為別罰

鍰金額之冠。75
 

二、  個別案件處分家數  

截至 108 年違法聯合行為案件之處分家數達 1,390 家，其中以 89 年

212 家最多，其次為 101 年之 132 家（表 4）。又單一案件僅處分 1 家之件

數有 82 件最多（通常為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如同業公會），占全部聯合

行為處分件數比例為 37.74%（表 5）。而單一案件之處分家數小於或等於 5

家之件數累計有 145 件，占聯合行為處分書件數之比例為 68.40%，顯示多

數違法聯合行為之參與家數均不多，或者透過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如同

業公會等方式進行。  

                                                 
74

 按前揭罰鍰金額統計並未扣除本會原處分遭行政院訴願會或行政法院撤銷後重為處

分之原罰鍰金額，由於本會於 102 年 3 月及 11 月處分 9 家民營電廠聯合行為案之罰

鍰金額分別為 63.2 億元及 60.5 億元均遭行政院訴願會撤銷，本會復於 103 年 7 月再

行重為處分 60.07 億元罰鍰，是以倘將前揭 2 次遭撤銷之鉅額處分罰鍰金額扣除，本

會歷年處分聯合行為之罰鍰仍約近 136 億元。  
75

 截至 108 年底，本會歷年處分案件罰鍰金額達 517.3874 億元（未扣除遭撤銷之處分

罰鍰），倘扣除 9 家民營電廠 2 次遭撤銷之罰鍰（63.2 億元及 60.5 億元）及高通案和

解之罰鍰金額（234 億元 -已繳罰鍰 27.3 億元），本會歷年處分案件罰鍰金額約為

186.9874 億元。  



61 

 

表  5 聯合行為個別案件處分家數統計表  

單位：件、% 

處分家數  件數  比例  累計比例  

1家  80 37.74% 37.74% 

2家  19 8.96% 46.70% 

3家  20 9.43% 56.13% 

4家  13 6.13% 62.26% 

5家  13 6.13% 68.40% 

6~10家  27 12.74% 81.13% 

11~20家  24 11.32% 92.45% 

21~30家  9 4.25% 96.70% 

31~40家  2 0.94% 97.64% 

    註：處分家數 1 家之 80 件處分書中，有 58 件之被處分人身分為工商及自由職業團

體，公司行號者有 11 件，外國事業單位有 11 件。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三、  被處分人身分別  

依被處分人身分觀察，主要以「公司行號」與「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

為主（表 6），屬公司行號者 124 件，占聯合行為處分書件數 58.49%；其

次為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 68 件，占 32.08%，屬外國事業單位有 13 件，

屬一般民眾有 6 件，屬合作社者僅有 1 件。  

表  6 聯合行為被處分人身分別統計表  

單位：件、% 

被處分人身分別 件數 比例（%） 

公司行號  124 58.49% 

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  68 32.08% 

外國事業單位  13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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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6 2.83% 

合作社  1 0.47% 

合計  212 100.00%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四、  被處分人主要行業別統計  

至於聯合行為被處分人所屬之主要行業別（表 7），以宗教、職業及類

似組織之 49 件最多，占聯合行為總處分件數比例為 23.11%；其次依序為

零售業 17 件，所占比例為 8.02%；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15 件，所占比例為

7.08%；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4 件，所占比例為 6.60%；食品及飼品製

造業 10 件，所占比例為 4.72%；專門營造業與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皆有 8 件，

所占比例為 3.77%；法律及會計服務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

業、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皆有 7 件，所占比例為 3.3%；批發業有

6 件，所占比例為 2.83%；水上運輸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業

皆有 5 件，所占比例為 2.36%。  

表  7 聯合行為被處分人所屬主要行業別統計表  

單位：件、% 

被處分人主要行業別（5件以上）  件數  占處分件數比例（%） 

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主要為同業公會）  49 23.11% 

零售業  17 8.02%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5 7.08%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4 6.60%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10 4.72% 

專門營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8 3.77% 

法律及會計服務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製造業、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7 3.30% 

批發業  6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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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運輸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業  5 2.36% 

合計  212 100.00%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五、  小結  

從以上統計數據可印證聯合行為之相關理論如下：  

(一) 個案之處分家數小於 5家之累計案件數占全部聯合行為處分件數比

例為 68.40%，且隨著家數愈多處分件數愈少，此可證明聯合行為

固然要在複數事業條件下才可形成，但成員愈多時，聯合行為則愈

不易鞏固之理論。  

(二) 被處分人所屬主要行業例如：零售業、電力燃氣供應業、非金屬礦

物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業等產業，觀察該等產業所涉及的產品或

服務，可知涉及聯合行為的產品差異化的程度是有限的。這也確認

產品同質性愈高，事業之間就愈容易達成合意共識的理論觀點。  

(三) 聯合行為被處分人之身分屬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有 68 件，其中有

58 件為同業公會或職業工會，說明產業公會或協會成立的目的固然

是維持成員的共同利益，但如果限制會員間的競爭，反而成為促進

成聯合行為的推手，因此亦可印證產業協會或團體是聯合行為促進

行為理論的重要考量因素之一。  

第二節 違法案例之結構性因素分析 

一、  前言  

聯合行為是事業透過合意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行為，其目的在降低競

爭並提高利潤，  至於合意可藉由明顯合意（explicit collusion）或暗默勾

結（tacit collusion）之方式進行。明顯合意是指事業之間共同達成可實施

之協議，證據包括：書面協議、電話錄音、電子證據、寬恕政策下主動告

發事業所提供之證據等，至於暗默勾結是指事業間透過觀察及預測競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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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定價行為以協調彼此的行為。從競爭法執法角度而言，判斷事業間是

否存在聯合行為合意及合意的方式，係非常重要之課題。明顯合意在實務

上較易發掘與證明，而暗默勾結相對較不易察覺與發掘直接證據，但是暗

默勾結的理論基礎係基於寡占市場的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特性，

事業有意識的採取協調一致性的行為（concerted action），而且聯合行為的

形成亦與市場結構有密切關係。  

二、  聯合行為偵測的結構因素  

反托拉斯經濟學理論顯示，事業間價格聯合行為要達成協議並確保協

議執行，需要具備一定的市場結構條件，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透過市場

結構方法，重點關注易於形成聯合行為之產業，可以提高競爭法執法效率。

依據現有的反托拉斯經濟學理論及主要國家反托拉斯法案例實務經驗，謹

將有利於聯合行為的結構性因素整理如下：  

(一) 市場結構性因素  

1. 事業數量：事業數量越多，維持聯合行為的門檻越高，達成協

議的困難度越大，亦即市場集中度的提高有利於事業間聯合行

為的維持。  

2. 進入障礙：當市場進入障礙較低時，事業間聯合制定高價格並

獲取高利潤將會導致新事業的進入，使得聯合行為無利可圖，

且由於事業預期未來新事業進入後，將降低其悖離協議後被他

事業發現懲罰的可能性，故會增強事業背叛誘因，因而使得聯

合行為不易維持。  

3. 買方力量：如果存在許多規模較大的買方，事業的背叛降價行

為將增加較多之銷售量，由於存在較大的利潤空間，故會增強

事業背叛誘因，而使得聯合行為不易維持。  

4. 市場交易透明度：價格及產量的透明度會有助於事業迅速發現

悖離行為並縮短採取報復行為的期間，因而有助於聯合行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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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5. 事業頻繁的相互作用：事業間之頻繁接觸，一方面會加深彼此

的瞭解有利於達成聯合行為的協議，另一方面會使事業更迅速

地發現背叛行為並採取懲罰措施。  

(二) 需求性因素  

需求變化：需求變化主要係指需求成長、需求的周期變化及需求波

動情形。在產品處於需求成長期時，聯合行為較易維持，因為執行聯合

行為協議將有利擴大市場，但當產品處於需求成熟期時，聯合行為則較

難維持，因為背叛協議會更有利。此外，如果需求的波動過於頻繁，將

增加參與聯合行為事業識別價格變化原因的難度，不利於發現被背叛行

為，增加了聯合行為的不穩定性。  

(三) 供給性因素  

1. 成本差異：在成本不對稱的情況下，事業間難以達成一致的定

價協議。通常低成本事業會堅持訂定低價格，而高成本事業會

堅持訂定高價格，將增加事業間價格協調的難度。  

2. 產品差異化：在產品差異化的情況下，聯合行為不僅要協議確

定價格或產量，還要就各種非價格因素進行談判，故產品差異

化程度越大，談判的難度越大，聯合行為將較難維持。  

3. 生產能力：當事業生產能力過剩或存在大量存貨時，為增加產

能利用率或消化存貨，事業間將有達成聯合行為協議的誘因。  

4. 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會對市場帶來多變性，因而降低事業聯合

行為的可能性。在技術創新比較活躍的市場中，新產品、新技

術不斷出現，使得產品需求及供給變化較快並難以預測，降低

事業聯合行為的誘因。   

三、  資料來源及整理  

(一) 涉及聯合行為之產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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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謹依據本會歷年聯合行為處分書件數、處分書處分事業

家數、罰鍰金額及被處分人所屬行業歸納整理出主要涉有聯合

行為之產業類別如表 8 及圖 6：  

表  8 本會 81 年至 109 年涉及聯合行為產業類別次數表  

聯合行

為次數  
所占比例  產業類別  

49 23.11% 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  

17 8.02% 零售業  

15 7.08%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4 6.60%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0 4.72%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8 3.77% 專門營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7 3.30% 
法律及會計服務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廣播、

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6 2.83% 批發業  

5 2.36% 水上運輸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業  

4 1.89% 教育業、陸上運輸業  

3 1.42% 土木工程業、航空運輸業、運輸輔助業  

2 0.94% 

未分類其他服務業、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砂、石採

取及其他礦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農、牧、業、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影片及電視節目業；

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業、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業  

1 0.47% 

人力仲介及供應業、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出版

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其他運輸工

具及其零件製造業、其他製造業、金融服務業、保全及偵探業、

保險業、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倉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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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業、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產業用

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菸草製造業、醫療保健業、藥品及醫

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212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圖  6 本會 81 年至 109 年涉及聯合行為產業類別次數圖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由上表 8 及上圖 6 可知 81 年至 109 年間本會共處分有 212 件聯

合行為案件，其中涉及聯合行為之前 5 大行業類別依序分別為

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零售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非金屬

礦物製品製造業、食品及飼品製造業等類別，被處分聯合行為

次數分別為 49 次、17 次、15 次、14 次、10 次。被處分聯合行

為次數占總次數比例分別為 23.11%、8.02%、7.08%、6.60%、

4.72%。  

3. 謹再整理上述前 5 大行業類別於各時間區段中之發生次數及比

例，並分別整理如下表 9 及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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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涉及聯合行為前 5 大行業別於各時間區段聯合行為次數及比例表  

時間區段  

81-85年  86-90年  91-95年  96-100年  101-105年  106-110年  

各行業別

總次數  

次數  

比例

（%） 

次數  

比例

（%） 

次數  

比例

（%） 

次數  

比例

（%） 

次數  

比例

（%）  

次數  

比例

（%）  

次數  

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  6 5.71 18 17.14 19 18.10 2 1.90 3 2.86 1 0.95 49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 0.95 5 4.76 5 4.76 0 0.00 2 1.90 1 0.95 14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1 0.95 1 0.95 0 0.00 5 4.76 3 2.86 0 0.00 10 

零售業  0 0.00 6 5.71 2 1.90 6 5.71 3 2.86 0 0.00 1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 0.00 7 6.67 3 2.86 1 0.95 4 3.81 0 0.00 15 

各區間總次數及比例  8 7.62 37 35.24 29 27.62 14 13.33 15 14.29 2 1.90 105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圖  7 涉及聯合行為前 5 大行業別於各時間區段聯合行為次數及比例圖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4. 由上表 9 及上圖 7 可知，前 5 大行業別於 81-85 年、86-90 年、

91-95 年、96-100 年、101-105 年、106-109 年涉及聯合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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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分別為 8 次、37 次、29 次、14 次、15 次、2 次，涉及聯合

行為的比例分別為 7.62%、35.24%、27.62%、13.33%、14.29%、

1.9%。前 5 大行業別於 86-90 年、91-95 年涉及聯合行為的次數

及比例最高。  

(二) 違反案例之結構因素分析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本會處分聯合行為案件主要集中在宗教、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食品及飼品製造業等 5 個行業，因此就該 5 個

行業之結構指標加以觀察，以瞭解其與聯合行為形成的關係。  

1. 產業結構說明  

觀察產業結構指標包括產業規模、集中度、參進障礙、經營效

率、創新及產業成長趨勢，該等指標之資料來源以行政院主計總處

85 年、90 年、95 年、100 年、10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由於

宗教、職業及類似組織等產業公會或團體並無營業額等資料，且行

政院主計總處之最新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僅至 105 年，故謹就非

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食品及飼品製造業、零售業、電力及燃氣供

應業等 4 個行業別 81-85 年、86-90 年、91-95 年、96-100 年、101-105

年之時間區段之產業結構性因素分析。至於各觀察指標的衡量依據

說明如下：  

（1）  規模：以年底該業別全年各項收入總額衡量。  

（2）  集中度：以 HHI 指標衡量。  

（3）  參進障礙：以事業進入率衡量（本研究參進障礙之計算方

式係將當年底現存事業數扣除前一普查年度現存事業數

後，再除以當年底現存事業數）。  

（4）  經營效率：以利潤率衡量。  

（5）  創新：以研究發展支出占生產總額比率衡量。  

（6）  產業成長趨勢：以收入總額成長率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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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因素數據  

（1）  謹將行政院主計總處 85 年、90 年、95 年、100 年、10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資料整理如結構因素數據表：  

表  10 結構因素數據表  

時間區段  產業類別  
產業規模                    

（萬元新台幣） 

集中度  

（HHI）  

參進  

障礙  

經營  

效率  
創新  

產業

成長

趨勢  

涉及聯

合行為

次數  

81-85年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58209000 1825.298 -0.0134 0.0876 0.004302 0.42 1 

食品及飼品

製造業  
79030000 1759.64 -0.1554 0.0537 0.003729 0.66 1 

零售業  62031900 1336.053 0.0251 0.277 0.002756 1.11 0 

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  
31887900 1427.678 0.3295 0.3792 0.003986 0.41 0 

86-90年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24619943 4190.79 -0.2277 0.0214 0.0056 -0.58 5 

食品及飼品

製造業  
45180128 4150.94 -0.1136 0.0048 0.0103 -0.43 1 

零售業  255754137 4636.84 -0.0536 0.0486 0.00164 3.12 6 

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  
37107120 4833.75 0.1368 0.0846 0.0046 0.16 7 

91-95年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33137040 2073.99 -0.0709 0.1068 0.003 0.35 5 

食品及飼品

製造業  
48039559 2102.59 -0.0413 0.0635 0.005 -0.39 0 

零售業  308155253 3095.18 0.0351 0.0565 0.0025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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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  
52630615 3193.95 0.2331 0.0274 0.0058 0.42 3 

96-100年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49663314 1448.41 0.0032 0.1735 0.0028 0.5 0 

食品及飼品

製造業  
61595263 1186.83 0.2057 0.1735 0.0052 0.18 5 

零售業  319516205 1858.6 -0.0208 0.0547 0.0017 0.04 6 

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  
73386770 1600.17 0.0427 -0.0317 0.0051 0.39 1 

100-105

年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38608737 1655.43 0.009 0.892 0.0031 -0.22 2 

食品及飼品

製造業  
67540317 1151.58 0.1235 0.0962 0.0063 0.1 3 

零售業  337797744 200.98 0.009 0.0699 0.0011 0.06 3 

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  
74525712 2398.99 3.0181 0.0865 0.0068 0.02 4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本報告共整理 81 年至 105 年之 20 年間共 180 筆相關數據

資料（20 列*9 欄），其中由於 81 至 85 年之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報告尚無相關調查資料可計算集中度及創新，且

86 至 90 年之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亦無相關調查資料可

計算零售業之創新，是以謹以插補法之方式填補上述缺失

值。  

四、  分析方法  

(一) 敘述統計方法  

敘述統計方法係將蒐集之資料加以組織整理，並解釋資料及數據所



72 

 

隱含的意義，及呈現之方法，常使用的敘述統計指標有平均數（mean）、

四分位數（quartile）、標準差（standard error）、相關係數（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等指標。  

(二) Tobit 迴歸模型  

1. 考量本報告所使用之資料具有受限資料（consored）之特性，亦

即被解釋變數中有部分的被解釋變數觀察值如 81 年至 85 年之

零售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91 年至 95 年之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96 年至 100 年之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等業別，渠等聯合行為

發生之次數皆為零，若直接以普通最小平方估計（Ordinary Least 

Squares），將會造成參數之偏誤且不一致之問題，爰此，本報

告謹以 Tobit 模型（Tobit model）估計之。  

2. Tobit 模型係由 James Tobin（1958）76以最大概似法為基礎所建

立之計量模型，當被解釋變數為具有上限或下限之受限資料

時，以傳統迴歸分析方法估計可能產生參數估計偏誤且不一致

之問題，藉由 Tobit 模型可修正此問題。Tobit 模型將觀察值分

為受限觀察值及未受限之觀察值，其概似函數可以表示如下：  

L(𝛽1, 𝛽2, σ) = 

∏ {1 − ∅ (
𝛽1+𝛽2𝑋𝑖

σ
)}𝑦0 *∏ {(2𝜋σ2)

−1

2 exp (
−1

2σ2
(𝑦𝑖 − 𝛽1 − 𝛽2𝑋𝑖)

2)}𝑦>0  

其中  

𝛽1：為常數項  

𝛽2：為解釋變數之係數  

∅（）：代表標準常態累積分配函數（Normal distribution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𝑋𝑖：為解係變數  

                                                 
76

 Tobin, J., 1958,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Econometrica 

26,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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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為標準差  

需注意的是由於該模型係屬非線性模型，解釋變數之係數將隨

解釋變數之值的變化而改變，故計算真實斜率時係將以最大概似法

求得之解釋變數係數乘上比例因子（scale factor），該計算式可表達

如下：  

𝜕𝐸(𝑦|𝑥)

𝜕𝑥
= 𝛽2∅(

𝛽1 + 𝛽2X

σ
) 

其中∅(
𝛽1+𝛽2X

σ
)即為上述之比例因子。  

五、  結果說明  

(一) 敘述統計結果  

1. 規模  

（1）  謹將產業規模之敘述統計之計算結果整理如表 11。  

表  11 規模因素之敘述統計結果表  

平均數（萬

元新台幣）  

四分位數（萬元新台幣）  
標準差  相關係數  

0% 25% 50% 75% 100% 

102920833 24619943 43537281 59902132 75651784 337797744 105796539 0.2755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由上表可知，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中 81 年至 105 年間，

產業規模之平均數為 1 兆 292 億 833 萬元，但觀察產業規

模之範圍及離散程度發現，產業規模之範圍為 3 兆 1317

億 7801 萬元（最大值 3 兆 3779 億 7744 萬《101 年至 105

年零售業產業規模》減最小值 2461 億 9943 萬《86 年至

90 年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產業規模》），而標準差為 1

兆 579 億 6539 萬元，顯示產業規模具有明顯的離散程度。 

（3）  為去除極端值對於統計量之影響，將產業規模 75%四分

位數減去 25%四分位數之四分位差為 3211 億 450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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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產業規模之範圍小，而未受極端值影響之中位數值

（50%四分位數）為 5990 億 2132 萬。  

（4）  為初步瞭解產業規模與發生聯合次數的關係，謹先將產業

規模與各時間區段發生聯合的行為次數以相關係數分

析；分析結果顯示顯示產業規模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之

相關係數值為正值 0.2754，顯示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之

產業規模越大，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可能增加。  

2. 集中度（HHI）  

（1）  謹將集中度（HHI）敘述統計之計算結果整理如表 12。  

表  12 集中度（HHI）因素之敘述統計結果表  

平均數  
四分位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0% 25% 50% 75% 100% 

2306.384 200.98 1443.227 1841.949 3119.872 4833.75 1285.73 0.4518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由上表可知，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中 81 年至 105 年間，

集中度（HHI）之平均數為 2306.3840，屬於中度集中之

市場77，但觀察集中度（HHI）之範圍及標準差發現，集

中度（HHI）之規模範圍為 4632.77（最大值 4833.75《86

年至 90 年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集中度（HHI）》減最小值

200.98《101 年至 105 年零售業集中度（HHI）》），而

標準差為 1285.73，顯示集中度（HHI）具有明顯的離散

程度。  

（3）  為去除極端值對於統計量之影響，將集中度（HHI）75%

四分位數減去 25%四分位數之四分位差為 1676.645，相

                                                 
77

 依據美國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之水平結合處理原則所述， HHI 指數低於 1500 屬

於低度集中市場，介於 1500 到 2500 之間屬於中度集中市場，高於 2500 屬於高度集

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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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集中度（HHI）之規模範圍小，此顯示集中度（HHI）

因素受極端值之影響，而未受極端值影響之中位數（50%

四分位數）為 1841.949，亦屬於中度集中市場。  

（4）  最後為初步瞭解集中度（HHI）與發生聯合次數的關係，

謹先將集中度（HHI）與各時間區段發生聯合的行為次數

以相關係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顯示集中度（HHI）與發

生聯合行為之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 0.4518 之正值，顯示

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集中度（HHI）越大，則發生聯合

行為之次數可能增加。  

3. 參進障礙  

（1）  謹將參進障礙因素之敘述統計計算結果整理如表 13。  

表  13 參進障礙因素之敘述統計結果表  

平均數  
四分位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0% 25% 50% 75% 100% 

0.1737 -0.2277 -0.0444 0.009 0.1268 3.0181 0.6824 0.1182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由上表可知，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中 81 年至 105 年間，

參進障礙之平均數為 0.1737，代表新進事業呈現增加的趨

勢，此代表由平均數觀之，並無明顯的參進障礙。  

（3）  以參進障礙範圍及標準差觀察散程度發現，參進障礙之範

圍達 3.3087（最大值 3.0181《101 年至 105 年電力及燃氣

供應業參進障礙》減最小值-0.2277《86 年至 90 年零售業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參進障礙》），而標準差為 0.6824，

顯示參進障礙因素具有明顯的離散程度。  

（4）  為去除極端值對於統計量之影響，將參進障礙 75%四分

位數減去參進障礙 25%四分位數之四分位差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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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12，相較參進障礙因素之規模範圍小，另其中位數

（50%四分位數）為 0.009，顯示在去除極端值及影響後

參進障礙因素之值接近 0，代表事業各產業類別多維持穩

定的數量。  

（5）  最後為初步瞭解參進障礙與發生聯合次數的關係，謹先將

參進障礙因素與各時間區段發生聯合的行為次數以相關

係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參進障礙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

之相關係數值為 0.1182 之正值，顯示被處分人所屬產業

類別參進障礙越低，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可能增加，但

似乎與一般理論預期參進障礙越低則聯合行為發生可能

越低的結論相悖，此結果應與相關係數尚無法同時分析其

他變數對發生聯合行為次數影響所致。  

4. 經營效率  

（1）  謹將經營效率因素敘述統計之計算結果整理如表 14。  

表  14 經營效率因素之敘述統計結果表  

平均數  
四分位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0% 25% 50% 75% 100% 

0.1363 -0.0317 0.0524 0.07725 0.1235 0.892 0.2014 -0.2096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由上表可知，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中 81 年至 105 年間，

經營效率之平均數為 0.1363，代表所屬產業具有相當之經

營效率。而以經營效率之範圍及標準差觀察發現，經營效

率因素之範圍達 0.9237（最大值 3.0181《101 年至 105 年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參進障礙》減最小值-0.2277《86 年至

90 年零售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參進障礙》），且標

準差為 0.6824，顯示參進障礙具有明顯的離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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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去除極端值對於統計量之影響，將經營效率 75%四分

位數減去 25%四分位數之四分位差為 0.0711，相較經營

效率之規模範圍小，此顯示經營效率受極端值之影響，而

未受極端值影響之中位數（50%四分位數）為 0.07725，

顯示在去除極端值及影響後經營效率仍為正值。  

（4）  最後為初步瞭解經營效率與發生聯合次數的關係，謹先將

經營效率與各時間區段發生聯合的行為次數以相關係數

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經營效率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之相

關係數值為-0.2096 之負值，顯示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

經營效率越低，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可能增加。  

5. 創新  

（1）  謹將創新之敘述統計計算結果整理如表 15。  

表  15 創新因素之敘述統計結果表  

平均數  
四分位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0% 25% 50% 75% 100% 

0.0042 0 0.0028 0.0041 0.0053 0.0103 0.0023 -0.1739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由上表可知，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中 81 年至 105 年間，

創新之平均數為 0.0042，代表所屬產業具投入創新的預算

比例並不高。而以創新因素之範圍及標準差觀察發現，創

新因素之範圍為 0.0103（最大值 0.0103《86 年至 90 年食

品及飼品製造業創新因素》減最小值 0《86 年至 90 年零

售業》），且標準差為 0.0023，顯示參進障礙因素尚無明

顯的離散程度，因此可以平均數代表創新因素之程度。  

（3）  最後為初步瞭解創新與發生聯合次數的關係，謹先將創新

與各時間區段發生聯合的行為次數以相關係數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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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創新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

-0.1739 之負值，顯示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創新越高，

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越低。  

6. 產業成長趨勢  

（1）  謹將產業成長趨勢之敘述統計計算結果整理如表 16。  

表  16 產業成長趨勢因素之敘述統計結果表  

平均數  
四分位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0% 25% 50% 75% 100% 

0.326 -0.58 0.035 0.19 0.42 3.12 0.7663 0.1415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由上表可知，被處分人所屬產業類別中 81 年至 105 年間，

產業成長趨勢之平均數為 0.326，代表所屬產業具有相當

之產業成長趨勢。而以產業成長趨勢之範圍及標準差觀察

發現，產業成長趨勢之範圍達 3.7（最大值 3.12《86 年至

90 年零售業產業成長趨勢》減最小值-0.58《86 年至 90

年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成長趨勢》），且標準差為

0.7663，顯示產業成長趨勢具有明顯的離散程度。  

（3）  為去除極端值對於統計量之影響，將產業成長趨勢 75%

四分位數減去 25%四分位數之四分位差為 0.385，相較產

業成長趨勢因素之規模範圍小，此顯示產業成長趨勢受極

端值之影響，而未受極端值影響之中位數（50%四分位數）

為 0.19，顯示在去除極端值及影響後整體產業成長趨勢仍

為正值。  

（4）  最後為初步瞭解產業成長趨勢與發生聯合次數的關係，謹

先將產業成長趨勢與各時間區段發生聯合的行為次數以

相關係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產業成長趨勢與發生聯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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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正值 0.1415，顯示被處分人所屬產

業類別產業成長趨勢越高，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可能增

加。  

(二) Tobit 迴歸模型結果  

1. 謹以被處分事業所屬產業類別之聯合行為次數為被解釋變數，

產業規模、集中度（HHI）、參進障礙、創新、產業成長趨勢為

解釋變數78，運用 Tobit 迴歸模型計算，並得結果如下表：  

表  17 Tobit 模型結果表  

參數  估計值  標準差  t值  p-value 

截距項  -19.132827 21.40005 -0.894 0.3713 

規模  0.624863 0.978982 0.638 0.5233 

集中度（HHI）  1.668088 0.905273 1.843 0.0654 

參進障礙  0.006956 0.008364 0.832 0.4056 

經營效率  -0.025244 0.032306 -0.781 0.4346 

創新因素  -4.333729 4.030034 -1.075 0.2822 

成長趨勢  -0.008082 0.009532 -0.848 0.3965 

標準差  0.83546 0.186388 4.482 7.38e-06 *** 

Log-likelihood: -40.01614 on 8 Df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謹依上表內容分析各解釋變數之計算結果如下：  

（1）  規模：產業規模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為正值 0.624863，

此與前述相關係數分析之結果相符（產業規模與發生聯合

行為之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正值 0.2754），另由於 Tobit

模型屬非線性模型，是以謹以最大概似法求得之解釋變數

                                                 
78

 其中規模、集中度（HHI）係取自然對數、其餘解釋變數則以百分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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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乘上比例因子求算產業規模 79，經調整後之係數值為

0.5345，亦即當產業規模平均增加 1%時，聯合行為之次

數將增加 0.5345 次，具有影響聯合行為發生次數之可能，

惟需注意的是產業規模之 p-value 值為 0.5233，尚未達到

10%之顯著水準。  

（2）  集中度（HHI）：集中度（HHI）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為

正值之 1.4268，此與前述相關係數分析之結果相符（集中

度（HHI）與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正值

0.4518），另由於 Tobit 模型屬非線性模型，是以本報告謹

以最大概似法求得之解釋變數係數乘上比例因子求算集

中度因素之真實斜率，經調整後之係數值為 1.4268，亦即

當集中度（HHI）平均增加 1%時，聯合行為之次數將增

加 1.4268 次，而集中度因素之 p-value 值為 0.0654，亦達

到 10%之顯著水準。  

（3）  參進障礙：參進障礙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為正值之

0.0070，此與前述相關係數分析之結果相符（參進障礙與

發生聯合行為之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正值 0.1182），另由

於 Tobit 模型屬非線性模型，是以謹以最大概似法求得之

解釋變數係數乘上比例因子求算參進障礙之真實斜率，經

調整後之係數值為 0.0059，亦即當參進障礙平均增加 1%

時，聯合行為之次數將增加 0.0059 次，其值甚小，故參

進障礙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尚不明顯，且參進障礙因素

之 p-value 值為 0.4056，亦未達到 10%之顯著水準。  

（4）  經營效率：經營效率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為負值

                                                 
79

 考量規模、集中度（HHI）、參進障礙、經營效率、成長趨勢等因素之數值具有一定

之離散程度，因此於比例因子中，將上述因素以中位數代入，另創新因素尚無明顯離

散程度，因此將該值以平均數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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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2，此與相關係數分析之結果相符（經營效率與發

生聯合行為之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負值-0.2096），另由於

Tobit 模型屬非線性模型，是以本報告謹以最大概似法求

得之解釋變數係數乘上比例因子求算經營效率之真實斜

率，經調整後之係數值為 -0.0216，亦即當經營效率平均

增加 1%時，聯合行為之次數將減少 0.0216 次，其值甚小，

故該因素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尚不明顯，且經營效率因

素之 p-value 值為 0.4346，亦未達到 10%之顯著水準。  

（5）  創新：創新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為負值 -4.3337，此與

前述相關係數分析之結果相符（創新因素與發生聯合行為

之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負值-0.1739），另由於 Tobit 模型

屬非線性模型，是以本報告謹以最大概似法求得之解釋變

數係數乘上比例因子求算創新之真實斜率，經調整後之係

數值為-3.7068，亦即當創新平均增加 1%時，聯合行為之

次數將減少 3.7068 次，創新對聯合行為次數可能具有影

響，惟創新之 p-value 值為 0.2822，尚未達到 10%之顯著

水準。  

（6）  成長趨勢：成長趨勢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為負值之

-0.0081，此與相關係數分析之結果相悖（成長趨勢與發

生聯合行為之次數之相關係數值為正值 0.1415），另由於

Tobit 模型屬非線性模型，是以本報告謹以最大概似法求

得之解釋變數係數乘上比例因子求算成長趨勢之真實斜

率，經調整後之係數值為 -0.0069，亦即當成長趨勢平均

增加 1%時，聯合行為之次數將減少 0.0069 次，其值甚小，

故該因素對聯合行為次數未具有明顯之影響，且成長趨勢

因素之 p-value 值為 0.3965，亦未達到 10%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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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1. 謹將上開相關係數與修正之 Tobit 模型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18。  

表  18 Tobit 模型與相關係數分析結果比較表  

 

Tobit模型係數  相關係數  對聯合行為次數之影響  

集中度（HHI）  1.4268 0.4518 正向且具有明顯影響  

規模  0.5345 0.2754855 正向  

參進障礙  0.0059 0.1182 正向  

經營效率  -0.0216 -0.2096 負向  

創新  -3.7068 -0.1739073 負向且可能具有影響  

成長趨勢  -0.0069 0.1414824 正、負向不定  

資料來源：研究自行整理。  

2. 由上表可知，經比較相關係數及修正之 Tobit 模型解釋變數係數

之正負值符號，除成長趨勢正負值符號不同外，其餘解釋變數

正負符號皆相同。對發生聯合行為次數為正向影響之解釋變數

分別為集中度、規模、參進障礙；對發生聯合行為次數為負向

影響之解釋變數分別為經營效率、創新因素，另成長趨勢則為

正、負向不定。  

3. 另以 Tobit 模型係數探討對聯合行為發生次數較具有影響的解

釋變數分別為集中度、創新因素等二因素，集中度平均每增加

1%時將導致聯合行為發生次數增加 1.4268 次，創新因素平均每

增加 1%時將使得聯合行為發生之次數下降 3.7068 次。  

第三節 經濟證據之認定－一致性行為案例分析 

構成聯合行為的核心要件是要有「合意」的事實，至於聯合行為合意

之事實證明，除可由參與聯合行為事業間之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之

直接證據（例如：記載聯合協議之內容的書面文件、會議紀錄或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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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透過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證明意思聯絡之存在。  

鑑於聯合行為直接證據甚難取得，因此，近年來我國乃參採各國競爭

法主管機關之作法，先後透過修正公平交易法，引入聯合行為寬恕政策，80

並提供聯合行為檢舉獎金等制度， 81試圖破壞聯合行為內部人相互勾結之

誘因結構，以取得聯合行為之直接證據，另將查處聯合行為之重點放在如

何運用相關間接證據，據以論證聯合行為之合意。  

此外，由於證據能力及舉證責任均為聯合行為行政訴訟勝敗之關鍵，

實務上主管機關欲取得成立聯合行為之直接證據，非常困難，為有效規範

聯合行為，我國於 104 年 2 月修正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相關規定，賦予公

平交易委員會得以相當依據推定聯合行為之合意要件，增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

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以查處聯合行為之間接證據而言，除廠商間在外觀上具有一致性行為

外（如聯合同步、同幅調漲產品價格等行為），可從易於形成聯合行為之市

場結構著手，其次可從事業之間的行為是否在促進卡特爾組織的穩定加以

判斷，另外並可舉出「附加因素」（plus factors），證明前述一致性行為其

實不符合個別廠商自身利益，若非廠商間存有聯合協議，否則無其他合理

之解釋。  

本節針對本會查處事業從事聯合行為之違法案例，歸納整理在僅有一

致性行為外觀等間接證據之情況下，公平會如何論證事業有合意事實之經

濟證據，以及如何利用其他附加因素證明合意的存在。  

一、  案例整理  

本會查處事業因一致性行為等間接證據，而經本會認定之違法聯合行

                                                 
80

 100 年 11 月 23 日丁守中等立法委員，參考美國 1986 年「公民詐欺索賠法」之賞金

制度，以及 1993 年美國司法部修正其「公司寬恕政策」（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提案修正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35 條之 1，創建我國聯合行為寬恕政策規範。  
81

 104 年 10 月公平會訂定「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檢舉人倘提供主管機關

尚未獲悉之聯合行為事證，經查證屬實且予以裁罰者，依法發放檢舉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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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分案件如下，其中第 10 案「有關南部地區砂石短缺造成砂石及預拌混

凝土價格上漲案」係於 104 年 2 月公平交易法增訂聯合行為合意推定之條

文，首度適用該項規定之案例：  

(一) 信義歡樂有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事業，於  88 年  1 月起

為互不為價格競爭之意思聯絡，將收視費一致性調漲。案經本會依

據檢舉調查結果以信義歡樂公司與龍馳、富視公司聯合調漲有線電

視節目收視費，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前段規定。  

(二) 高雄縣鳳山市  23 家桶裝瓦斯分銷商檢舉，北誼興業公司聯合所有

南部鋼瓶檢驗場哄抬桶裝瓦斯鋼瓶檢驗費，從  85 年至  86 年間，

短短數月即調漲   50%。經本會認定，涉案廠商就家用液化石油氣

鋼瓶檢驗費用互為意思聯絡，客觀上導致一致性價格調漲之聯合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  

(三)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大供油事業

以事先、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資訊之意思聯絡，形成同步、同幅調價

之行為，足以影響國內油品市場之價格及供需機能，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14 條本文規定。  

(四) 嘉義地區預拌混凝土業者在成本無明顯上揚情況下，合意調漲預拌

混凝土價格，由 93 年 11 月前之每立方公尺 1,700 元於 1 個月內上

漲至每立方公尺 2,200 元，漲幅近 30%，期間各預拌混凝土業者不

願報價且以成本價格或相互間約定統一價格互相調料，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14 條規定。  

(五) 正隆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及榮成紙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事業於 98 年 11 月至 99 年 3 月期間聯合調漲工業用紙

價格之行為，足以影響國內工業用紙市場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  

(六)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乳品產製業者，於  100 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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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藉生乳收購價格調漲之際聯合調漲鮮乳價格，足以影響國內鮮

乳市場供需之市場功能，核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  

(七)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萊爾富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及來來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於  100 年  10 月間，同一

週內調漲現煮咖啡，無論冰熱、容量大小，每杯均調漲  5 元，足

以影響連鎖便利商店現煮咖啡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  

(八) 嘉義市 51 家桶裝瓦斯分銷業者因意思聯絡確認市場一致漲價而達

成合意，甚至利用互不搶客戶之方式減少競爭、以電話詢價方式偵

測有無背叛者，核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聯合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14 條規定。  

(九) 石庫公司、山慶公司、光利公司、廷隆公司、宏基公司、益興公司、

勇宗公司等 7 家瀝青混凝土業者，於 99 年 2 月至 100 年 5 月間，

藉不定期聚會，對於瀝青混凝土之售價進行合意，且足以影響嘉義

地區瀝青混凝土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  

(十) 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事業聯合於 107 年 12 月中旬以

通知書通知下游客戶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之行

為，足以影響臺南市及高雄市預拌混凝土供需之市場功能，核屬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行政法院見解  

由於本會處分違法聯合行為案件之被處分人多有提起相關行政訴訟，

因此歷年來我國行政法院針對如何以間接證據推論聯合行為之合意，亦逐

漸累積出相當判決案例與見解。茲針對行政法院於 104 年 2 月增訂公平交

易法第 14 條第 3 項聯合行為合意推定之規定前後之相關判決彙整如下。  

(一) 104 年 2 月修法前之代表性判決：  

1. 聯合行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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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438 號  （嘉義液化石油氣案）  之判

決要旨略謂：「按認定聯合行為之違規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蓋事業為避免留下聯

合行為合意之直接證據，而遭主管機關之舉發，遂漸發展出不

具法律上與事實上拘束力之一致性行為，以遂行聯合之目的。

因而，各國實務上為徹底執行限制競爭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

範，不僅將一致性行為納入聯合行為之規範範疇，且於蒐證、

舉證上，亦不限於直接證據，間接證據亦可作為證明合意存在

之證據。採用間接證據時，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

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作用，為

合乎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推論判斷，自得作為認定違法事實

之基礎。」  

2. 倘以間接證據即足以判斷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一致

性行為的合理解釋，即可認為事業間有聯合行為，如最高行政

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438 號  （嘉義液化石油氣案）  之判決要

旨略謂：「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係採實質之認定方式，亦即兩

個或兩個以上之事業，明知且有意識透過彼此間意思聯絡，就

其未來的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共識或瞭解，形成具

有外在市場上一致性行為，倘經調查確實有意思聯絡之事實，

或得以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利益、類似之漲價時間或

數量、發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斷

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

即可認定該等事業間有聯合行為。至所謂意思聯絡，在客觀上

未必先存有預定的計畫方案，其藉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如利用

市場資訊之公開，間接交換與競爭有關之敏感市場訊息，或相

互傳達營業策略，或直接進行商業情報之交換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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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致性行為倘有時間落差或微幅價格之不同，並不必然影響其

證據力，如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294 號  （鮮乳案） 之

判決要旨略謂：「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包括主體、合意方式、內

容及對特定市場之影響，而對聯合行為之規範，係採實質認定

方式，即事業間明知且有意識透過意思聯絡，就市場行為達成

共識或瞭解，形成一致性行為，如經調查確有意思聯絡，或有

其他誘因、經濟利益、漲價時間、數量、次數、行為集中度及

一致性等因素而判斷事業間有意思聯絡，且為其行為一致性之

解釋，即可認有聯合行為。至意思聯絡，未必存有計畫或方案，

透過市場資訊之公開，間接交換市場訊息，或相互傳達或交換

營業訊息或商業情報，亦屬之。換言之，如市場上多業者同時

調整相同幅度之價格，但無供需變化可合理解釋此種情形，應

可合理推定其存有聯合行為之合意。至構成聯合行為係以業者

間有無合意，故一致性行為亦非以同時、同價格調幅為限，倘

有事證足證有其合意，縱時間、價格調幅有所不同，亦無礙其

認定，仍構成聯合行為。」  

4. 同時同幅漲價之一致性行為，倘被處分人無法提出客觀合理解

釋，即可能被推定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如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294 號  （鮮乳案） 之判決要旨略謂：「蓋聯合行為

之合意存於當事人之內心，若未顯示於外並留下契約、協議之

書面紀錄等直接證據，主管機關於執法上就事實之認定與證據

資料的掌握並不容易，因此在聯合行為的認定上，縱無直接證

據可資證明事業間存有聯合行為之合意，然若透過間接證據之

採證與分析，可合理推論若非事業間採取聯合行為，否則無法

合理解釋市場上一致行為現象時，即可推論有聯合行為合意之

存在，亦即在聯合行為乃事業間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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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之情形下，可認定該等事業間有聯合行為。易言之，如市場

上多數業者同時且以相同幅度調整價格，但市場上並無客觀之

供需變化等因素可資合理說明，應可合理推定業者就該次價格

調整存有聯合行為之合意。」  

(二) 104 年 2 月修法後之代表性判決：  

104 年 2 月公平交易法增訂聯合行為合意推定之條文後，目前本會

適用該項規定作成之聯合行為處分案例為「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等 5 家事業聯合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案」，該案被處分人等不服本會前

揭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9 年 6 月 30 日作成 108

年度訴字第 801、1007、1062、1098、1123 號等相關判決，撤銷本會原

處分，其判決要旨略謂：「本件原告與其他預拌混凝土業者預告調漲價

格，固然具有一致性外觀，然其等之價格調漲行為既然可認具有經濟合

理性，且其平行行為結果的發生，復可認係原告與其他預拌混凝土業者

各自根據市場狀態及競爭對手行銷策略，基於其經濟合理性及利益最大

化之追求，在獨立的意思決定下所為的經濟行為。被告以原告及其他業

者之調漲有異於過往模式、調漲數額復超過成本增加之數額、於上游砂

石原料是否漲價及其漲幅猶未確定之際，即發布預告調漲預拌混凝土價

格等情，認不合經濟理性而可推定具聯合行為之合意，乃為本院所不

採。」  

此外，該判決針對外觀相同之一致性行為，又細分為「聯合行為」

與「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其判決略為：「事業間有意識地採取外觀相同

之行為，可能有兩種情形，其一為公平交易法上之「聯合行為（有合

意）」；另一情形，倘事業間並無聯合行為之合意存在，而僅係單純為自

身利益以因應對手策略所不得不為者，稱為「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或「價

格跟隨行為」。所謂有意識之平行行為，係指事業彼此間並沒有主觀意

思聯絡，而源於客觀之市場結構，於市場上因一事業採取行動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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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亦隨之跟進，造成外觀上同一形式之行為，而此等行為多存於寡占

市場間。因寡占市場上之競爭非常激烈，事業在他事業採取某種行為後

即須為相應之調整或變動，若經評估結果，認為如不採取同一形式之行

為，將導致同業競爭者或市場交易相對人實施對抗措施，經濟上係屬不

理智，基此認識，遂跟著看齊而為「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又或者因為

寡占市場上之廠商家數少且力量相當，彼此透明度高，因此如果其中一

家廠商調高價格，其他廠商通常亦會跟進，以獲取利益（價格領導）；

又如果意圖以降低售價來提高市場占有率，其他廠商亦會很快跟進降

價，以免喪失其佔有率，從而，可能引發價格大戰，而領導降價者因為

利潤降低，實際上亦無利可圖，是以其亦無片面調漲或調降之動機。準

此，寡占市場上之廠商行為有相當程度之一致性，實屬正常，故尚不能

以事業有外觀一致行為，逕認渠等就此已有某程度之合意或意思聯絡。

職故，有意識之平行行為，乃係市場結構中有意識之模仿，並非由於意

思合致，因此，有別於意思合致而成立之一致性行為，由於有意識之平

行行為欠缺聯合行為之合意，因此，並不構成聯合行為。」  

綜上，鑑於聯合行為直接證據不易取得，我國最高行政法院素來肯

認得以間接證據證明事業間具有聯合行為合意或意思聯絡存在，此與各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法院之見解大致相符。104 年 2 月修法新增聯合行

為合意推定之規範後，將一致性行為正式納入聯合行為之規範範疇，且

於蒐證、舉證上，亦不限於直接證據，間接證據亦可作為證明合意存在

之證據。惟行政法院亦針對外觀相同之一致性行為究竟是否屬於違法之

聯合行為，或者僅係事業間「有意識之平行行為」或「價格跟隨行為」

再作明確區分，倘被處分人能針對其外觀上相同之一致性行為提出據經

濟合理性之解釋，即可推翻本會對其聯合行為合意之推定。 82
 

                                                 
82

 關於「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事業聯合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案」，該案雖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9 年 6 月判決，撤銷本會原處分，惟本會委員會議亦經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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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違法事證  

上述違法個案皆為事業具有一致調漲價格之外觀，於個案中則更進

一步瞭解系爭產品或服務之價格變化幅度、調整價格的時間與週期、價

格調整之運作方式，至於認定其為聯合行為之證據整理如附錄。以下則

就市場結構、促進行為及其他附加因素或情況證據等方面歸納如下：  

1. 市場結構證據  

承如本文第二節所述，聯合行為形成與市場結構有密切關係，

而市場結構性因素主要包括：產品異質化程度、事業間規模成本、

市場集中度、進入障礙、市場需求變化…等。因此市場結構證據可

分述如下：  

（1）  產品特性：系爭產品差異化；系爭產品價格變化對需求與

供給的影響；系爭產品或服務之價格變化。  

（2）  聯合行為成員間的經營差異：事業間經營規模、成本結構

與產能之差異；調整價格前、後之客戶變化。  

（3）  市場與產業結構：市場占有率、市場集中度、參進障礙；

產業上、中、下游的關係。  

（4）  整體經濟環境：系爭產品供需受經濟景氣變化影響程度。 

2. 促進行為  

促進行為是指寡占市場中，事業採取各種有助於消除事業間策

略不穩定性，促使渠等更有效進行協調之行為，有別於形成明顯合

意協議或惡性卡特爾協議之行為。於個案中較為常見者為訊息交流

促進行為與價格促進行為，謹就本會處理案例之事證歸納說明如下： 

（1）  訊息交流促進行為：股東及經理人互有重疊或員工來自競

爭對手、利用公開或私人場合相互透露價格訊息，或呼籲

不應再低價競爭。  

                                                                                                                                            
委員同意，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中，未來行政法院之相關判決值得持續追蹤觀察。 



91 

 

（2）  價格促進行為：利用調價預告以利彼此交換價格資訊、透

過最優惠條款使同業間藉此建立不為價格競爭模式、透過

事先或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訊息、事業間瞭解彼此之調價週

期。  

3. 其他附加因素或情況證據  

（1）  與自由競爭市場機能正常運作下之情況不同：在客戶大量

流失情事下長期處於價格無競爭狀態、客戶議價能力降

低、事業間有客源分配與互不搶客戶之默契、調漲時機非

市場旺季、供需雙方之心理因素、需求下滑產能閒置價格

卻能持續上揚、財務狀況與成本結構各異及原料成本無大

幅上揚，卻同時間大幅度漲價。  

（2）  競爭行為模式與強度之變化：價格調漲後因競爭所呈現之

價格及促銷措施等競爭狀態不復見，且無新的競爭型態、

競爭激烈轉趨被動；事業間不積極爭取客戶。  

（3）  現行制度是否提供有利於業者進行聯合行為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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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現有的反托拉斯經濟學理論及主要國家反托拉斯法案例實務經

驗，經彙整分析事業易於從事聯合行為的市場結構性因素，及運用經濟證

據認定暗默勾結的聯合行為等，同時，探討數位化與資訊化的時代，新興

商業模式及交易型態轉變所衍生之反托拉斯議題後，有鑒於市場結構性因

素為聯合行為是否易於形成之重要條件，而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就結構方法

（structure approach）偵測市場聯合行為，故本報告以結構方法為主，分

析本會自 81 年 2 月成立以來至 108 年 12 月底止，處分 212 件違法聯合行

為之案件性質，並依據本會案件統計及行政院主計總處之工商及服務業普

查報告等資料，分析處分聯合行為案件主要所屬行業之市場結構，另亦整

理聯合行為違法案例之市場經濟證據與促進機制、其他附加因素或情況證

據等證據認定，獲致結論與建議如下：  

一、本會個案處分家數小於或等於 5 家之件數占聯合行為處分書件數之比

例為 68.40%，且隨著家數愈多處分件數愈少，顯示多數違法聯合行為

之參與家數均不多，或者透過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如同業公會等方

式進行。此可證明聯合行為固然要在複數事業條件下才可形成，但成

員愈多時，聯合行為則愈不易鞏固之理論。  

二、聯合行為被處分人所屬主要行業除同業公會外，依次為零售業、電力

燃氣供應業、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食品及飼品製造業等產業，觀

察該等產業所涉及的產品或服務，可知涉及聯合行為的產品差異化的

程度是有限的。這也確認產品同質性愈高，事業之間就愈容易達成合

意共識的理論觀點。  

三、聯合行為被處分人之身分屬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有 68 件，其中有 58

件為同業公會或職業工會，說明產業公會或協會成立的目的固然是維

持成員的共同利益，但如果限制會員間的競爭，反而成為促進成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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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的推手，因此亦可印證產業協會或團體是聯合行為促進行為理論

的重要考量因素之一。  

四、從本會過去處分事業一致性行為之  10 件違法案例，歸納市場結構證

據包括：產品特性、聯合行為成員間的經營規模與成本差異、市場與

產業結構特性、整體經濟環境因素等，另亦包括促進行為之事證以及

其他附加因素或情況證據。  

五、經濟學理上有利於聯合行為形成之主要市場結構性因素包括：行業規

模小、集中度高、參進障礙高、經營效率高、創新程度低及產業成長

趨勢高。經整理本會處分聯合行為案件及行政院主計總處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報告數據資料，運用以 Tobit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對聯合行為

發生次數較具有明顯影響因素分別為集中度、創新；其中，集中度因

素平均每增加 1%時，將導致聯合行為發生次數增加 1.4268 次，創新

因素平均每增加 1%時將使得聯合行為發生之次數下降 3.7068 次。因

此，實證分析亦支持事業所屬市場結構市場集中度高，則較易於發生

聯合行為，而事業所屬市場結構若創新程度較高，則較不易發生聯合

行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可就此二項重要因素特別予以留意。  

六、鑒於聯合行為的形成與市場結構有密切關聯，因此在個案處理時，如

涉案之事業所屬市場結構具有市場集中度高、參進障礙高、產品異質

化程度低、事業間規模成本接近、市場需求變化緩慢等特性，則應予

特別留意並深入調查。  

七、對於以暗默勾結方式所進行的聯合行為，要證明事業間有意思聯絡的

存在，可先考量市場結構性因素，再發掘於該市場結構下是否有價格

促進行為、訊息交流促進行為及產業協會或團體促進行為之事證，並

經由「附加因素」及情況證據所認定之間接事實， 同時配合商品之特

性與市場結構等因素，綜合予以判斷。  

八、另隨著數位經濟的發展，帶來新興商業經營型態，在訂價演算法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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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市場競爭後，其自動偵測市場及競爭者行為，迅速掌握市場瞬息

萬變資訊，並做出最佳化反應的能力，而對形成聯合行為的市場結構

因素產生相當之影響，例如傳統對於事業家數、參進障礙等二項最重

要的市場結構因素，在採行訂價演算法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事業家數

少則易形成聯合勾結雖仍為重要條件，但已非必要條件，而訂價演算

法對於參進障礙結構的衝擊，市場既存廠商與潛在競爭廠商各有其積

極反制與快速參進之盤算，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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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致性行為違法案例之證據認定 

委員會議 

次別及日期 
案由 市場經濟證據與促進機制 其他附加因素或情況證據 

88 年 6 月 16 

日第 397 次

委員會議 

有 線 電 視

播 送 系統業

者調漲有線電

視節目收視費

涉有違反公平

交易法案 

一、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因：

台北市內湖區 （含信義及南港

區） 參與競爭之有線電視播送

系統為信義歡樂、富視及龍馳等

三家有線電視播送系統，市場占

有率分別約為46%、30%及23%

。又台北市中山區 （含大同及

松山區） 現有參與競爭之有線

電視播送系統為金頻道、長德及

大城等三家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市場占有率分別約為48%、

28%及24%。 

 二、促進機制 

密切之市場訊息交換及互不為價格

競爭之意思聯絡： 

    公司部分大股東及經理人互有

重疊，公司經理人多為資深同

業，或有三分之二員工原任職

競爭對手公司，因此彼此均極

熟稔，於代表各公司出席各種

會議場合私下寒喧時，相互透

露收視費用欲調漲訊息，並建

議不要再流血低價競爭，改為

視訊及服務品質之競爭；或呼

籲不應再低價競爭，該等訊息

並獲競爭對手公司經理人或員

工之善意回應，彼此均有停止

削價競爭之共識。至於屬獨立

播送系統業者，其競爭策略係

隨市場同業而作調整。 

一、市場行為具外觀一致性： 

    自88年1月起，在國內整體

經濟並未具有大幅漲價之

合理環境下，逕不顧流失收

視戶之風險，巨幅調漲收視

費，且調漲後價格一致，調

漲時間相近 

二、與自由競爭市場機能正常運

作下之情況不同： 

1.渠等87年間與88年1月之後，對

於大樓集體收視戶所簽訂之契

約，非僅平均每戶收視費調漲

，且平均每戶收視費亦較具一

致性，顯見大樓集體戶自88年1

月起有議價能力降低情事。 

2.又業者於87年間均有客戶大量

流失情事，倘依一般經驗法則

，當競爭對手調漲收視費後，

應得以較有利之價格或其他方

式爭取收視戶，惟自88年1月起

卻長期處於價格無競爭狀態。 

3.有線電視節目具有月繳、半年

繳、年繳等多種收費方式，惟

渠等對於前述各項收費方式，

自88年1月起則多呈現月繳600

元，半年繳3300元，年繳6500

元，大樓平均每戶每月收費為

450至500元等一致性現象，此

現象則非新聞局公告收費標準

得為每戶每月600元而得以合

理解釋。 

三、競爭行為模式、強度變化： 

    調漲後，渠等於87年間因競

爭所呈現之價格及促銷措

施等競爭狀態不復見，且無

新的競爭型態。 

88 年 9 月 1

日第 408 次 

委員會議 

合興實業、榮

順興、北誼興

業高雄廠及

一、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因

： 

1.依「經營公共危險物品及高壓氣

一、市場行為具外觀一致性： 

    4家業者於半年期間，先後

於一個月內將價格調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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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安等 4 家

桶裝瓦斯鋼瓶

檢驗場被檢舉

聯合調漲鋼瓶

檢驗費案 

體各類事業之分類及安全管理辦

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家用液化

石油氣之驗瓶機構 （場） 須經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授權後始得執

行驗瓶業務。系爭4家事業之檢驗

量占全國總檢驗量的34%。在考量

檢驗時程、運距及運輸成本等因

素，鋼瓶檢驗市場有其區域性，

台南、高雄及屏東地區為一區域

市場，本件被檢舉人合興實業、

榮順興、群安及北誼興業高雄廠

等4家，分據台南、屏東及高雄縣

、市，為嘉義以南取得驗瓶資格

之所有事業。 

2.事業間規模成本相近：驗瓶成本

主要包括檢驗設備之更新、維護

費用、物料及人事費用，因業者

須按照商品檢驗局訂定之使用中

家用液化石油氣鋼瓶定期檢驗程

序予以檢驗，檢驗程序或服務項

目差異不大，故各業者間成本結

構與成本費用相近。 

3.過剩產能：4家業者成本未完全反

映，仍屬虧本經營，卻不擬自行

再調高售價。87年10月已預測驗

瓶數量將繼續下滑，需求將減少

，至88年5月各家驗瓶量僅占其產

能之三至五成，卻始終未調降價

格爭取客源，可謂悖離市場競爭

原則。 

二、促進機制 

密切之市場訊息交換及互不為價格

競爭之意思聯絡： 

率先調漲之業者於86年11月調整

後之收費標準為每只176.4元，雖

異於其他3家業者調整後之收費

標準為每只180元，惟其調漲前知

悉其他3家業者均擬調漲為每只

180元，且瞭解該3家業者為要方

便收費，而取整數為180元，可推

認系爭4家業者對價格調漲事先

次調漲價格均極為相近一

、與自由競爭市場機能正常

運作下之情況不同： 

1.客源分配與互不搶客戶之默契

：合興、群安及北誼興業經營

上以穩定既有之分裝場客源為

主，不會或不敢向南部同業互

挖或爭取客戶，否則勢必影響

市場均衡。 

2.調漲時機非市場旺季：4家鋼瓶

檢驗業者86年11月左右之鋼瓶

檢驗市場之供需狀況尚稱穩定

，價格調漲當時並非市場旺季

，亦非榮順興及群安驗瓶數量

較多之月份。 

3.供需雙方之心理因素：依現行

法令消費者具有購瓶或備瓶之

義務，分裝場為主要之送驗者

，為驗瓶事業之主要客戶，然

檢驗費用係由分銷商支應，故

分裝場對於檢驗費用調漲多無

異議，個別分銷商議價力量微

薄，僅能以拒不驗瓶因應，亦

即現行制度提供有利於供給方

－檢驗業者進行聯合行為之環

境。4家檢驗業者為排除業者間

競爭所會遭遇到的不確定性與

風險，應可推認其以人為方式

確保其在市場上的利潤與優勢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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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意思聯絡。 

93 年 8 月 5

日第 665 次 

委員會議 

本會主動調查

中國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及台

塑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等事業

不當決定油品

價格及聯合行

為，涉有違反

公平交易法規

定案 

一、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因： 

1.市場集中度高：上游部分屬於寡

占之結構，供油商家數有限，且

市場集中度高。 

2.產品同質化：92、95 車用汽油及

高級柴油屬於標準性之產品，雖

提煉製程有些不同，惟各廠商所

供應之油品同質性高。 

3.需求、供給均缺乏彈性：油品屬

民生必需品，需求與供給變化對

應價格情形並不敏感。 

4. 供 油 商 為 多 市 場 接 觸

（multi-market-contact）的競爭：

油品產業為聯產品性質，供油商

除在車用汽油、柴油市場競爭，

尚在燃料油、潤滑油、甚而各種

衍生性化學品等市場進行競爭；

此外，二家供油商經營加油站也

在各個不同地理市場中競爭。 

5.供油商之競爭是屬於無限期、重

複性競爭：尤以供油商之調價行

為最為明顯，供油商在作價格決

策時需要考慮對手反應與對方所

可能之牽制性手段。 

二、促進機制 

1.密切之市場訊息交換： 

中油公司與台塑公司自 91 起至 93

年 7 月底止，計有 19 次同步調價

資料，其調價運作方式如下： 

（1）由一家先發動、另一家跟進：

非固定由那一家供油商先發動，

惟發動調漲者多為中油、調降者

多為台塑。 

（2）「預告」調價訊息、「偵測」競

爭對手反應：即透過媒體傳播預

先披露調價訊息，發動調價的業

者預先將調價的時點、調價幅度

對外宣布，以偵測競爭對手反應。 

一、市場行為具外觀一致性： 

    雙方操作方式致使 19 次調

價時點、或調價幅度上呈現

一致性之客觀結果，此現象

固顯示雙方於市場上競爭

之考量，惟亦顯示一家調

價，另家即跟進係雙方調整

油價之慣行，而「調價預告」

對於偵測競爭對手反應或

交換價格資訊相當具有影

響性。歷次調價均透過調價

預告以利彼此交換價格資

訊，藉以降低資訊不完整

性，而交換價格資訊之行為

均致雙方形成同時間、同幅

度之一致性調價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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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競爭對手快速反應「跟進」：

競爭對手通常在第一時間亦會透

過訊息發布因應對手之調整，且

大多數調整之時點、調幅均相同。 

（4）競爭對手快速反應「不跟進」，

價格發動者即「修正」或「撤回」。  

2.最優惠待遇條款：供油商間在油

價競爭上，透過供油條款所揭示之

保證最低價政策，使同業間藉此建

立起不為價格競爭之互信機制，由

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後計有 19 次

調價情形，而中油公司與台塑公司

之公告批售價格均無差異。 

95 年 5 月 11 

日第 757 次

委員會議 

關於本會主動

調查嘉義地區

預拌混凝土業

者聯合漲價，

涉有違反公平

交易法規定案 

一、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

因： 

1.預拌混凝土具技術單純、產品同

質性高、無法庫存等特性，各

廠間之產品有完全替代之特

性，且預拌混凝土銷售市場範

圍以運距約 1 小時為限，爰本

案以嘉義地區為一預拌混凝土

市場。嘉義地區每月平均供貨

量約 20 萬立方公尺計，以本案

11 家預拌混凝土業者概估其預

拌產量合計約 17萬立方公尺計

算，本案所涉預拌混凝土業者

之市場占有率已逾 85%。 

2.需求下滑，產能閒置，價格卻持

續上揚。 

二、促進機制 

1.嘉義地區下游營造業者、土木包

工業者等皆表示預拌混凝土業

者間有聯合調漲行為，下游業

者在同一時期向各預拌混凝土

業者詢價之結果均相同。 

2.各業者長期以來藉口成本上

揚，調漲預拌混凝土售價，預

拌混凝土業者間卻以較低價格

相互調料，預拌混凝土業者對

一、市場行為具外觀一致性： 

    嘉義地區各預拌混凝土業

者之 3000磅混凝土平均售

價，自 93 年初以來皆呈現

上揚情形，且自 93 年 10

月至 94年 1月間在成本無

明顯上揚情形下，預拌混

凝土售價每立方公尺調漲

約 150 至 200 元間，其價

格之調漲在外觀上具一致

性。 

二、與自由競爭市場機能正常運

作下之情況不同： 

1.客源分配與相互調料：業者長

期以來藉口成本上揚，調漲預

拌混凝土售價，預拌混凝土業

者間卻以較低價格相互調料。 

2.競爭激烈轉趨被動、不積極爭

取客戶：預拌混凝土業者於

93 年 10、11 月起不主動報價

或僅有 1 家主動前往報價，與

以往多家主動前往報價之情

形不同，預拌混凝土業者寧可

讓產能閒置。 

3.各預拌混凝土業者財務狀況

與成本結構各異，在原物料成

本並無大幅上揚的情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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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聯合調漲價格之行為應無正

當理由。 

93 年 10 月至 94 年 1 月間，

同時間大幅度的漲價，與成本

脫節。 

4.由於經濟景氣不明朗及嘉義

地區重大公共工程案量減

少，嘉義地區預拌混凝土市場

日漸萎縮。另交通部於 93 年

6 月施行車輛新重量管制，業

者間為避免影響所得利潤，因

此預拌混凝土業者進行勾結

的意願越強。業者間為避免惡

性競爭，導致主觀上有互不為

價格競爭之誘因與動機，從而

有意識地共同維持調漲價

格，並具有期待競爭者亦採行

相同行為之共識。 

99 年 4 月 14 

日第 962 次

委員會議 

有關正隆股份

有限公司、永

豐餘工業用紙

股 份 有 限公

司、榮成紙業

股份有限公司

等三大業者聯

合調漲工業用

紙價格，涉有

違反公平交易

法案 

一、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

因： 

1.高度集中市場：國內工業用紙三

大業者依序為正隆公司、永豐

餘公司及榮成公司，一級工業

用紙三家之市占率高達 9 成，

除兼營一級紙廠外，尚兼營二

級、三級廠，為垂直整合之一

貫作業廠。 

2.參進障礙高：工業用紙業者為高

度集中市場，導致互不為價格

競爭之誘因與動機，受限於新

工紙業者參進不易，進口業者

有到岸之時間差，而欲期待新

進業者產量或進口工紙量從事

價格競爭之即時性與可能性極

低。 

二、促進機制 

1.密切之市場訊息交換：業者彼此

多有頻繁聚會吃飯、輪流請客

進行討論或聯誼為不爭之實，

水平競爭之同業彼此熟悉與交

流實悖於競爭之理，亦非其他

競爭產業所常見。 

一、市場行為具外觀一致性： 

    3 家業者計價基礎之發票

價格漲勢具有一致性，係

為 98 年 11 月每噸 11,000

元、12 月每噸 11,000 元、

99 年 1 月 12,000 元、2 月

每噸 14,000 元、3 月每噸

16,000 元。 

二、與自由競爭市場機能正常

運作下之情況不同： 

1.三家業者一致性調價未具合

理說明之證明：此次國內工

業用紙漲幅對照過往業界之

交易態樣與現階段國際漲幅

趨勢實有悖離之況。 

2.由工業用紙業者之市場結構

及行為論證，若無進行調價

意思聯絡之事實，即無法合

理解釋其一致性調價行為：

在三家業者鉅幅調漲工紙價

格期間，未見任一家業者以

合理競爭行為搶占市場，爰

見業者已有維持工紙牌價之

漲幅而避免競價之勾結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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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定價系統：業者當月先以牌

價進行報價並開出發票結帳，

月底再作實收，價差予以折

讓，是故牌價之作用即讓三家

業者明知其競爭同業之調價上

限與訊息，實收價格再往其上

限趨近，由各月實收價格得

証，同謀其不當利潤潤。  

契。 

3.成本結構不同，調整價格幅度

相同：業者不同成本結構於

同一時間以近似相同幅度調

整價格，顯非自由競爭市場

下各事業獨立決定營業競爭

行為結果；三家業者同選擇

芯紙 100 品項微幅調漲,並均

於 2、3 月急速調漲等一致性

情況，與各自成本對應顯無

相稱，尤其各家業者所承受

之廢紙成本壓力顯有不同，

卻於工業用紙作一致性調

價，爰相同時間、相同漲勢

非屬自主性調價。 

4.二家業者利用垂直整合之優

勢，聯合抬高內銷之二級紙

板價格：垂直整合業者在內

部控制上，即具有高度控制

從屬關係，又正隆公司與榮

成公司之工業用紙內撥予所

屬二級廠之價格均低於內銷

予國內獨立二級廠之價格。

復綜合正隆公司與榮成公司

一級紙廠所屬之二級廠，以

及對照市場上獨立二級廠等

競爭同業之報價，正隆公司

與榮成公司之價格均高於獨

立二級紙廠，顯見渠等不僅

未因整合效益規模經濟而提

供更具競爭性之價格，反高

於其他二級廠之報價。 

100年10月 19 

日1041 次委員

會議 

本會主動調查

味全食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等 3 家乳品

業者聯合調漲

鮮乳價格案 

一、 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

因： 

1.寡占市場結構：國內 3 家鮮乳產

製業者，係以味全、統一、光

泉為首，旗下各有領導品牌及

容量，99 年鮮乳市場占有率，

味全公司、統一公司與光泉公

司之市占率分別為 37.03%、

一、 市場行為具外觀一致性： 

包括一致性超額調整參

考建議售價、品牌競爭

性產品維持一致性價格

區間、一致性超幅調漲

設定率、議價及調漲時

點之一致性。 

二、與自由競爭市場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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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6%、17.55%，誠屬寡占市

場。 

2.產品替代彈性低：上下游業者證

稱，鮮乳替代彈性甚低，縱鮮

乳調價亦不足以影響銷量，替

代情形相當有限。 

二、促進機制 

    密切之市場訊息交換：查諸

各媒體報導自 8 月 15 日至

10 月 9 日所披露之資訊，該

等訊息對於業者之調價難

謂全無穩定聯合之作用，其

中 9 月 6 日先行披露「鮮奶

將於下月漲價」、續而 9 月

23 日「鮮乳漲 12%」、甚而

9 月 26 日「鮮乳下月起每公

升漲價超過 6 元」對照其後

調價結果足資對應。 

運作下之情況不同 

1.三家業者調價因素互異，及

未提出一致性調漲行為之合

理說明及佐證：三家業者營

運成本殊異，考量調價之因

素各有不同、加諸各業者經

營通路比重不同，對於渠等

相關營業成本等之攤銷理應

呈現不同之影響，進而各家

業者因應生乳成本所致之價

格調漲緩衝能力及競爭誘因

應屬不同，然則竟呈現前揭

一致性行為，又業者俱稱係

依各自成本而決定，對於同

業調價情形全無所悉，無法

提出合理說明一致性行為之

證明，爰難以排除業者間並

無意思聯絡之事實。 

2.建議售價表之價格吻合度極

高，若非合意無以致之：成

本互異竟有一致性調價行

為，且建議售價的吻合程度

極高，誠無偏離價格，業者

無法合理舉證、亦未跟隨，

窮究其因僅係默契性合意足

以致之。 

3.超額之調漲決策印證具有聯

合合意：三家業者此次對應

收購成本呈數倍之漲勢，對

照過去調價經驗，倘無事先

意思聯絡為之單獨行為，實

悖於經濟理性，爰見業者已

有維持超額調漲而避免競價

之勾結默契。 

100 年11 月2

日第 1043 次

委員會議 

有關主動調查

連鎖便利商店

同步調漲現煮

咖啡價格，是

否涉有聯合行

為違反公平交

一、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

因： 

1.同質產品：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

啡在地理區位及時間上具有高

度便利性，並具有平價、快速服

務等商品特質，商品同質性極

高。消費者對同質性高之商品具

一、市場行為具外觀一致性 

1.四家連鎖便利商店含乳現煮

咖啡均完全一致調漲售價 5

元。 

2.四家連鎖便利商店為因應現

煮咖啡調漲及其後促銷活動

所需工作時間並不一致，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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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法相關規定

案。 

有較高之價格敏感度，而廠商則

會儘量避免價格競爭以穩定客

源。 

2. 受調查事業市占率合計為

71.4%，已屬高度集中；倘再就

「連鎖便利商店」而言，則其合

計市占率將提高，誠屬寡占市

場。 

二、促進機制 

1.密切之市場訊息交換：本案全家

於 10 月 4 日發布新聞稿調漲

各品項含乳現煮咖啡價格 5

元，依本案事證可以合理懷疑

其於事前有相當之把握競爭

對手統一超商、萊爾富和來來

亦會藉由商品調整週期同步

調漲，否則將不會冒著客戶流

失之風險而率先公布調漲訊

息。 

2.競爭對手彼此瞭解對方之商品調

整週期：4 家連鎖便利商店銷售

品項繁多，為便於供應鏈管理，

相關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變動、展

示、促銷等相關活動訂有調整週

期；統一超商為 2 週一次之星期

三、全家為 2 週一次之星期二、

萊爾富為 4 週為一次之星期三、

來來為 28 天一次之星期四，因

行之有年，而為業者所週知。 

於同一週內同步調漲，具有

可被合理懷疑之一致性外

觀。 

3.雖有其他可能性，惟 4 家業

者一致性調漲含乳現煮咖

啡，並且一致性不調漲不含

乳之美式咖啡。 

二、與自由競爭市場機能正常

運作下之情況不同 

1.四家連鎖便利商店考量調漲

因素互異，卻未能提出解釋

其可疑之一致性調漲行為之

合理舉證。 

2.四家連鎖便利商店調漲現煮

咖啡之相關內部作業流程互

異，並未提出時間上一致性

調漲現煮啡價格之合理舉

證。 

三、競爭者間競爭行為模式、

強度之變化 

1.本案四家連鎖便利商店於調

漲後均舉辦不同程度之促銷

活動，以強化消費者品牌忠

誠度，加以同店不含乳之美

式咖啡均未調漲、需求增

加，4 家事業現煮咖啡價格

調漲後之總銷售量持平，與

未調漲前相當。 

2.本案四家連鎖便利商店一致

調漲現煮咖啡價格後，透過

促銷活動之安排，得以持續

維持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

市場無價格競爭、銷售量持

平之供需狀態。 

101 年 2 月 8

日第 1057 次

委員會議 

關於嘉義市瓦

斯行被檢舉聯

合調漲桶裝瓦

斯零售價格，

涉及違反公平

交 易 法規定

一、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因 

1.嘉義市分銷市場因家數高達 50 家

以上，除龍宏市占率約 15%至 20%

外，每家分銷業者之市占率均未逾

5%。 

2.同質產品：桶裝瓦斯成分為丙丁

烷，燃點為零下 41 度至零下 1 度

一、市場行為具外觀一致性： 

    龍宏 100年 1月 2日刊登每

桶家用桶裝瓦斯價格自 750

元上漲至 840元之公開聲明

啟事後，51 家分銷業者漲價

情形為：41 家漲至 840 元，

2 家漲至 830 元，5 家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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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及日期 
案由 市場經濟證據與促進機制 其他附加因素或情況證據 

案。 間，交易習慣上係經過分裝場在瓦

斯鋼瓶灌裝，再由直接人工運送，

產品同質性高。 

二、訊息交流機制 

    密切之市場訊息交換及互不為

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絡：透過事

先、公開方式傳遞調價訊息之

意思聯絡（預告平台），藉由價

格資訊之傳遞，俾減少偵測可

能發生的時間遲延或資訊不正

確的風險，以使競爭對手在「

知悉」的情況下，「有能力」且

「有誘因」的選擇跟進或不跟

進。43 家分銷業者與同業有交

換價格或市場訊息之合意事證

。 

三、價格領導機制 

業者達成漲價合意之方式如下： 

（1）由龍宏率先披露漲價訊息； 

（2）龍宏對於舊客戶給予 3 日緩漲

期間，俾利競爭對手規劃跟進； 

（3）其他分銷業者以互相交換訊息

方式，確認龍宏漲價後，其他競

爭者亦將跟進，以降低仍未跟進

者競爭之風險； 

（4）龍宏電詢其他分銷業者售價，

以鞏固聯合行為。 

820 元，1 家漲至 810 元，1

家漲至 800元，1家漲至 780

元。 

二、偏離個別事業經濟理性考量

下應有之合理行為： 

    100 年 1 月間嘉義市桶裝瓦

斯分銷市場確無客觀成本推

升因素，且各分銷業者之成

本互異，龍宏竟於 100 年 1

月 2 日片面採行登報宣示調

漲己身售價，而此悖於經濟

理性之行為，勢必係建立在

其他分銷業者於看到其行為

後，亦會有善意回應之預期

，而其之如此精確預期，除

非係事前已經過足夠之意思

聯絡，否則不致造成當地逾

八成分銷業者之售價達龍宏

調漲之目標價，其餘近二成

分銷業者亦有調漲價格之普

遍現象。 

103 年 4 月 9

日第 1170 次

委員會議 

有關嘉義地區

瀝青混凝土業

者涉有聯合壟

斷，違反公平交

易法案 

一、市場結構具有利聯合行為誘因 

按瀝青混凝土乃道路鋪設不可或缺

之主要材料，而被處分人等乃嘉義

地區瀝青混凝土主要供應業者，供

應量幾乎為該地區之總量，渠等不

為價格競爭之行為，已足以影響嘉

義地區瀝青混凝土市場之交易秩

序。 

二、促進機制 

業者自承，會不定期於光利公司、

廷隆公司、石庫公司或餐廳聚會，

內容在要求大家不要再削價競爭，

要合理反應成本，為公平起見，同

業間彼此之調料價格也要一致等問

一、市場行為具外觀一致性： 

經下游營造廠證實，被處分人等

至少自 99 年 2 月至 100 年 5 月

止，確實藉不定期聚會，合意調

漲瀝青混凝土價格且漲幅幾相

同，乃為不爭之事實。 

二、偏離個別事業經濟理性考量

下應有之合理行為： 

1. 據被處分人等提報之柏油成

本資料顯示，各家不同時點漲

跌互現、幅度亦不同；又依經

濟部礦務局統計資料顯示，嘉

義地區「砂」、「碎石」價格自

98 年 11 月迄 100 年 5 月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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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及日期 
案由 市場經濟證據與促進機制 其他附加因素或情況證據 

題。 現逐步下跌情形；其中，99

年 3 月至 99 年 10 月「砂」及

「碎石」價格，更是分別大幅

下跌 80 元及 50 元，並無被處

分人等所稱砂石成本增加之

客觀事實；再證諸被處分人等

提報之砂石成本資料顯示，99

年 10月較 99 年 3 月之砂石成

本，均呈現下跌趨勢，且跌幅

均不相同，被處分人等竟稱係

因砂石成本增加，而於 99 年

10 月調漲瀝青混凝土售價，顯

屬辯詞。 

2.經下游營造業者證實，被處分

人等確實會相互調料，亦經被

處分人等所坦承，且承認相互

調料價格一致，並稱調料係屬

業界正常行為。惟被處分人等

之成本既互異，與下游業者之

議價條件及因此所得之利潤

亦互異，卻無視調料價格一致

之結果可能?牲自身利益而配

合支援同業，除難謂其行為符

合經濟理性，益證該聯合行為

主體間之關係緊密。 

3.被處分人等雖自承不定期之聚

會，僅要求彼此莫削價競爭，

縱使該段期間有柏油原料、運

輸成本等客觀成本增加之共

同因素，惟依被處分人等之成

本、營業規模、利潤目標等相

異，卻於 99 年 2、3 月與 99

年 10 月及 100 年 5 月數度同

時調漲售價，且幅度幾乎一

致，倘無合意漲價事實，無以

致之。 

108 年 4 月 24

日第 1433 次

委員會議 

有關南部地區

砂石短缺造成

砂石及預拌混

凝 土 價 格 上

漲，相關業者涉

一、 市場結構具有利於聯合行為之

誘因： 

    被處分人等於臺南市及高雄市

合計市占率均高達 75%以上，

符合經濟學理所稱之寡占市

一、市場行為具外觀一致性： 

    臺泥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

亞東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

國產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

環球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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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違反公平交

易法規定案 

場，且案關產品技術單純、產

品同質性高及價格資訊透明度

高等，每一廠商的行動都會影

響到其他廠商的銷售與收益，

故市場競爭激烈，尚非任一家

競爭廠商得單獨提高價格而不

必擔心客戶流失。但為了避免

彼此間的激烈競爭，寡占廠商

常透過暗中或公開相互勾結，

以達到共同壟斷市場，獲取集

體利益之目的。故此市場結構

下之競爭廠商，在面臨短期成

本壓力下，若不大幅調漲價

格，將可能產生利潤下降或虧

損，惟若單獨大幅調漲價格，

勢必導致客戶流失，從而其等

本具有聯合漲價以確保共同利

益之誘因。而自 107 年 10 月起

因南部地區砂石價格上漲，更

強化被處分人等從事聯合行為

之誘因。 

二、 促進機制 

1.集體預告價格作為一種「促進行

為」或已有合意之證據。查被處

分人等於 107 年 12 月中旬，因面

臨南部地區砂石短期供需失衡之

際，透過大量寄發調價通知書予

其客戶，告知將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不分品項大幅調漲預拌混

凝土每立方公尺 200 元至 280

元，遠超過 107 年間僅微幅價格

波動之市場狀況，且調漲數額及

調漲幅度相當，漲價日期相同，

造成下游客戶無法透過詢價及轉

換交易相對人機制，以維繫預拌

混凝土之市場競爭機能，故該等

集體價格預告行為，或有集體藉

此價格促進行為以達鞏固彼此聯

合漲價合意之效果。 

2.被處分人等於 107 年 12 月中旬大

量寄發調價通知書後，直至 108

天誠於 107 年 12 月 19日至

21 日，發出通知書給下游客

戶自 108年 1 月 1 日起調漲

預拌混凝土每立方公尺 200

元至 280 元不等，即被處分

人等對於銷售之預拌混凝

土價格，不分品項，均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臺泥每立方

公尺調漲 280 元、亞東調漲

270 元、國產調漲 260 元、

環球調漲 200 元至 270 元、

天誠 250 元至 270 元，最高

調漲數額均在 250 元以上，

且呈現均自 108年 1 月 1 日

起漲價之相同調漲日期、調

漲數額及調漲幅度相當、通

知調漲時間相近等一致性

外觀。 

二、偏離個別事業經濟理性考量

下應有之合理行為： 

1.被處分人等損益狀況有別，虧

盈差異甚大，故被處分人等對

於原物料成本增加所造成的

營業成本之攤銷理應呈現不

同影響，從而個別業者應當以

追求最大競爭優勢及報酬率

而採不同價格策略，惟竟然宣

告自 108年 1 月 1 日起大幅調

漲不分品項之預拌混凝土價

格每立方公尺 200 元至 280

元，且其調漲數額均超過所涉

成本增加之數額，顯屬不合

理。 

2.被處分人等 108 年 1 月 1 日起

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之行

為，迥異於過往之價格調漲模

式，107 年 12 月中旬，被處分

人等同時放棄以較有利之價

格爭取市場占有率之機會，向

交易相對人宣告自 108年 1月

1 日起大幅調漲價格，每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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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正式漲價，其間各業

者調價訊息在市場上廣泛流通長

達十數天，更促進漲價資訊之透

明化，引起恐慌，顯有透過預先

告知價格變動資訊，可彼此偵測

價格，亦足認有促進達成共識之

效果，故集體預告價格作為一種

「促進行為」或已有合意之證據。 

公尺調漲 200 元至 280 元，漲

幅約 13.64%至 18.42%，明呈

現大幅調漲情形，與 107 年 8

月及 9月漲價過後僅屬緩步上

揚有別。 

3.經營規模差異大，大廠漲幅卻

高於小廠，行為模式異常：被

處分人等經營規模較大，部分

業者屬上下游垂直整合，應較

其他專營預拌混凝土事業更

能吸收原物料成本增加。惟被

處分人等未利用具有規模生

產利益之優勢，而集體採取漲

價幅度高於其他規模較小廠

商之價格策略（案關 5 家業者

每立方公尺約調漲 261 元，其

他規模較小業者平均調漲約

131 元），且其等漲幅非僅單純

反映成本，與其他規模較小廠

商大多僅單純反映成本之行

為模式有別，實難謂符合經濟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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