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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結合模擬提供判斷結合案反競爭效果的一項分析方法，文獻實證各有支持
及否定其準確度者，歐美法院接受與不採信此法論證者亦各有之，但此一方法
於歐美競爭法案分析之採用，仍然日漸增多，惟臺灣則尚未有爭案運用此法
者。本文以臺灣電信市場為實驗案例，進行模擬結合之分析操作，首先以取得
之數據及logit模型估計各廠產品之需求彈性，然後依結合前Bertrand競爭均衡
訂價策略式，估計各廠商產品之邊際成本。假設此邊際成本不變，並以結合後
Bertrand均衡訂價策略式估計給合後均衡價格。所估計得到的電信市場各產品
需求彈性與利潤率，與美國電信市場近似，且頗符合市場預期，故本文提供的
方法與推估過程，具有其應用價值，結果亦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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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競爭政策與反托拉斯議題中，判斷因廠商結合而產生的反競爭效應(anticompetitive effects)，結合模擬(merger simulation)方法在歐美的實際案例運用，
正持續的增加之中(Werden and Froeb, 1993; Nevo, 2000; Epstein and Rubinfeld,
1

2001; Budzinski and Ruhmer, 2010) 。根據Neven (2006)粗估，歐盟過去十年於
競爭法規案件上的經濟顧問公司收益，每年成長約25-30%，而2004年總金額
達到2.4千萬英磅以上，約佔整體反托拉斯法務顧問年度收益的15%，與美國相
2

當 。在紐西蘭，結合模擬在結合控制(merger control)案件上，已是商業委員會
(Commerce Commission)判斷反競爭效應的一個明顯依賴方法。然而在臺灣，
實際爭訟案例運用此方法者，仍然付諸闕如。本文之目的，即在於採取臺灣電
信市場為實驗案例，在公開網站可收集的有限資料下，以計量途徑進行該市場
3

之結合模擬的實際操作 。
4

文獻上，對於結合模擬方法的準確性，仍多有不同看法 。Nevo (2000)研
究美國即食穀片(ready-to-eat cereals)產業及Pinkse and Slade (2004)估計英國釀酒
產業，都驗證出結合模擬方法確實具有其可信準確性，而Peters (2006)研究五
件航空公司結合案，對結合模擬準確性的驗證，則呈現紛歧不一，而其中竟以
價格對集中度迴歸(且無視內生性問題)的傳統舊方法，得到最為準確的預測漲
幅。相反的，Weinberg and Hosken (2008)研究機油產業與早餐用糖漿產業，驗
證得到結合模擬之準確度甚低。事實上，歐美競爭法機關對於結合案以結合模
擬方法加強爭訟論點者雖然愈來愈多，但法官不採用其為證據者亦不少。
結合模擬第一次運用於反托斯案，當屬Interstate Bakeries/Continental
5

Baking (1995)一案 ，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FTC為了阻擋其結合，以Bertrand
1

2
3

4
5

Budzinski, O. and I. Ruhmer (2010)是一篇關於結合模擬的相關文獻與方法之整理與
檢討。
See Neven, Damien J. (2006).
結合所產生的反競爭效果疑慮有兩個，一為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一為協同
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前者是結合者因市場力變大後，即可單方作為的提漲價
格並增生利潤；後者則是結合使產業集中度變高後，業者各廠即可更容易的進行
協同合謀行動。結合模擬所欲解析的是單方效果，並可加計結合效率下的成本節
省，而估計出淨「反競爭效應」。
See Budzinski, Oliver and Isabel Ruhmer (2010) and Carlton, Dennis W. (2011).
United States v. Interstate Bakeries Corp. and Continental Baking Co., Docket No. 95 C
4194 (N.D. Ill., ﬁled July 20, 1995). 該案兩家各為美國前三大白吐司(white pan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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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及logit需求函數進行結合模擬，但未及應用，便於庭外合解。接著，
6

Kimberly-Clark/Scott (1995)案中 ，競爭主管認為其結合將會降低生產與配銷競
爭程度、並提高產品價格，而企圖予以阻擋，乃利用結合模擬強化論證，惟其
推估結果於法院判決中並未起決定性力量。真正第一個利用結合模擬而成功阻
7

擋反托拉斯結合案者，當屬Staples/Office Depot (1997) ，該案兩家公司是國內
供應辦公用品大型超市的前三大之二， FTC認為其結合將顯著的降低辦公用品
大型超商間的競爭，故提出訴訟以防止其結合。由於該案具有可取得的大量數
據，FTC乃進行結合模擬，推估結合後將會有平均10%提價；雖然辯方提出不
同計量模型得出不同結果，但最後FTC仍然贏得法院判決而成功阻擋了該結合
案。
在歐洲Volvo/Scania (1999-2000)結合一案中

8、9

，歐委會建立Bertrand競爭

及群式logit需求模型進行結合模擬，其結果顯示，結合後將使其產品於歐體
各成員國市場價格提高7%~23%，但成本卻只會降低5%，因而阻止了該結合
案。但該案歐委會的結合模擬計算，也招致了許多認為太過簡化假設的嚴厲批
10

評 ，終至使執委會放棄結合模擬的使用。另外，荷蘭能源市場Nuon/Reliant
11

(2003)結合一案 ，荷蘭競爭法主管機關(Nederlands Mededingingsautoriteit)提

6

7

8

9

10
11

製造商欲進行結合，結合後Interstate Bakeries將控制所有南加州主要的高檔品牌白
吐司。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Texas v. Kimberly-Clark Corp. and Scott Paper Co, Civil
No. 3:95 CV 3055-P (D.C. Texas)(1995). 該案兩家廠商各分別是全國第一及第三大面
紙巾(facial tissue)領導商家，也是嬰兒溼紙巾(baby wipes)的領頭商家。
FTC v. Staples, Inc., 970 F. Supp. 1066 (D.D.C. 1997). 據FTC指出，不同於其他辦公
用品零售商店形式，辦公用品大型超商其實提供了消費者一次購足的便利性，其
產品極為廣泛，包括電腦與其周邊產品以及沙發桌椅等等，同時還提供了深度折
扣價格。
Case No COMP/M.1672 Volvo/Scania [2001] OJ L143/74. Volvo註冊於瑞典，其主要
產品項為：重型與中型卡車(trucks)製造服務與融資、巴士與巴士車身底盤、海事
與產業用引擎、施工作業機具儀器、與軍用航空器之研發製造與維修；而Scania則
是瑞士事業，主要生產製造與銷售重型卡車、巴士、與海事與產業用引擎。兩家
事業之業務極為相同。
Volvo認為其併購Scania後，將可在亞洲、中歐、前蘇聯、及南非等新興大型卡
車與巴士市場中具有擴張能力，方足以與全球領先的卡車與巴士製造商(例如
DaimlerChrysler與一些北美事業) 在此一地區競爭。
尤其是對折扣貼現的視而不見，受到最大的批評。
Court of Rotterdam, Nuon v NMa, LJN: AT6440, 31 May 2005. Also see NERA, The
role of NERA Economists in Nuon/Reliant and Nuon v. NMa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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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對

12

，其所用之結合模擬方法，利用賽局理論先行建構出「供給函數均衡

(supply function equilibrium, SFE)」，再於寡占市場中進行策略行為分析，藉
此推導出結合前後市場價格漲幅。但法院認為結合模擬方法不可靠且太武斷
(unreliable and arbitrary)，認為競爭主管機關並未提供充分證據，而宣告撤消該
案。
13

近代的Oracle/PeopleSoft (2004)結合案 ，可算是美國第一個利用結合模擬
於法院攻防的案子，具有歷史意義。Oracle欲於市場併購PeopleSoft，遭到DOJ
反對。DOJ基於英式「拍賣理論(auction theory)」建構消費者需求行為而進行結
合模擬，發現結合後，在大於50萬元的交易案中，FMS軟體將漲價5%~11%、
14

而HRM軟體則漲3%~28% 。Oracle認為「議價理論(bargaining theory)」才是本
結合案競爭效果較適架構，而非拍賣理論，因為實質運作上的大多數案例，本
產品買家都會篩選至剩下1至2個賣家後，進入最後一輪的交易議價，此時買家
擁有充分的議價力量以進行最終契約談判，藉此獲得最低價格；若於此時增加
15

更多其他賣家進入談判，則對買家已不具提供更多獲利可能的意義 。最終，
區域法院宣告DOJ未提出充分證據以證明該結合案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兩公
司終於2004年底結合。更近的案例，如H&R Block/2SS Holdings (2011)一案
12

13

14

15

16

16

Nuon是荷蘭最大的能源公司，在電力供應與天然氣市場上占有極大比例，為了更
進一步供需平衡，Nuon決定收購其主要競爭對手Reliant Energy Europe (亦為荷蘭
主要能源公司之一)，並於2003年向主管機關提出結合案。但主管機關認為該參與
結合事業勢將成為電力市場上的支配地位(dominant position)而予以反對。
United States v. Oracle Corp., 331 F. Supp. 2d 1098 (N.D. Cal. 2004); Also see R. Preston
McAfee, R. Preston, David S. Sibley and Michael A. Williams (2007). “Oracle’s
Acquisition of PeopleSoft: U.S. vs. Oracle,” http://vita.mcafee.cc/PDF/Oracle.pdf。
DOJ依結合指南於本案中先界定出兩個相關產品市場：高功能人力資源管理
軟體(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HRM)及高功能財務管理系統軟體(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s, FMS)。2003年的FMS軟體市場，PeopleSoft占32%、Oracle
占17%、主要對手SAP AG則占39%，其他的AMS、Microsoft、SCT則各占10%、
2%、及1%，結合後HHI為3994、HHI增量則為1064。在HRM軟體市場上，
PeopleSoft占51%、Oracle占18%，主要對手SAP AG則占29%，其他的SSA、
Lawson、SCT則各占2%、1%、及0.4%，結合後HHI為5497、HHI增量則為1802。
就結構而言，該兩市場都是高度集中，是三家大廠與一群無訂價能力的小廠
(competitive fringe)。
拍賣理論的基本思維是，事業競相提出價格公告以爭取供給(銷售)該產品的機會，
而由供給價格最低者得標。因此，結合事業若非買家屬意的前一二名，則得標價
格並不會受到影響，但競標人數的減少則可能推升競標價格。
United States v. H&R Block, Inc., Civil Action No. 11-00948 (D.D.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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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J亦輔以結合模擬結果以說服法院阻止結合。HRB、TaxACT (2SS旗下品
牌)、及Intuit (TurboTax的創立者)為當時數位DIY報稅軟體(digital do-it-yourself,
17

DDIY, tax preparation)市場之前三大事業 ，合占DDIY報稅服務90%。DOJ認為
該案結合後將大幅削弱市場競爭程度，於是架構於Bertrand競爭模型進行結合
模擬以加強論證力，結果發現，在不考慮結合效率之下，若前三大DDIY事業
結合，將使TaxACT價格提漲83%、HRB價格提漲37%、而TurboTax價格提漲
11%，地區法院接受此一看法而決議禁止該二公司結合。
一般而言，結合模擬的操作，通常包含三個步驟，第一，對廠商競爭均衡
行為模式進行假設，通常是利用異質產品的Bertrand模型，藉以計算競爭廠商
或結合廠商的最適訂價策略與其意所意涵的利潤率與邊際成本模式。第二，設
定消費者需求系統，並進行估計價格彈性。第三，以估計所得之價格彈性與第
一步驟中的最適訂價策略式，求解出結合前的意涵邊際成本(implied marginal
cost)並假設不變，再以結合廠商之最適訂價策略式，推估出結合後的最適訂
價。
Werden (2005)指出「使用結合模擬，透明的形式經濟模型替代了直覺，
因此，結合模擬以客觀且可驗證之計算替代了主觀而不可驗證的臆測。」但事
實並非如此樂觀。結合模擬的使用，建立在供需雙方的市場行為上，因此必
須同時估計許多參數方足以完成。例如，選擇最貼切於消費行為的市場函數形
式(如線性、對數線性、logit、AIDS)、推估自身與交叉價格需求彈性、決定包
含於模型中的競爭者、刻劃市場需求系統、選擇廠商競爭模型(同質或異質、
Cournot或Bertrand)、刻劃供給系統並導出邊際成本、估計結合後成本改變以便
18

掌握結合效率性、以結合前估計所得參數計算結合後均衡結果 。這些過程包
含了許多假設與選定，結果不見得真能適配於實務案例。因此，實務上採行結
合模擬必須特別小心謹慎。
本文章節安排亦如前述步驟。除了本節「緒論」外，包括第二節「廠商均
衡行為模型」，第三節「計量途徑估計價格彈性」，第四節「實證結果與推
導」，最後一節則為「結論」。在我國，實務上仍無結合模擬的案例，因此本
文所採取的電信市場，僅是一個為了實務操作結合模擬的實驗案例。
17

18

數位DIY報稅軟體(digital do-it-yourself, DDIY, tax preparation)開始極為流行，在美
國2011年約1.4億份報稅單中，約0.35~0.4億份是來自於報稅軟體之協助
亦可參見Carlton Dennis W. (2011). “Use and Misuse of Empirical Methods in the
Economics of Antitrust,”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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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廠商均衡行為模型

貳、廠商均衡行為模型

由於市場上多數競爭是屬於異質產品競爭，其異質性於競爭中將反應於價格
由於市場上多數競爭是屬於異質產品競爭，其異質性於競爭中將反應於價格
而形成價格競爭，因此在結合模擬上，採取
Bertrand 競爭模型較為適合。反之，
由於市場上多數競爭是屬於異質產品競爭，其異質性於競爭中將反應於價
而形成價格競爭，因此在結合模擬上，採取
Bertrand 競爭模型較為適合。反之，
Cournot 格而形成價格競爭，因此在結合模擬上，採取Bertrand競爭模型較為適合。反
競爭模型以數量為策略，少了訂價的直接競爭，隱涵著適用於產品較為
Cournot 競爭模型以數量為策略，少了訂價的直接競爭，隱涵著適用於產品較為
接近的市場競爭，故相對的多被利用於資源能源產品之市場模型中。本文以
之，Cournot競爭模型以數量為策略，少了訂價的直接競爭，隱涵著適用於產
接近的市場競爭，故相對的多被利用於資源能源產品之市場模型中。本文以
Bertrand 品較為接近的市場競爭，故相對的多被利用於資源能源產品之市場模型中。本
模型為市場廠商競爭之基調19，假若市場中某廠商擁有單一產品(i)、而
19
，假若市場中某廠商擁有單一產品(i)、而
Bertrand 模型為市場廠商競爭之基調
19
另一廠商擁有兩個產品(i
及
j)，則其利潤方程式各可以表達成如下：
文以Bertrand模型為市場廠商競爭之基調 ，假若市場中某廠商擁有單一產品
另一廠商擁有兩個產品(i 及 j)，則其利潤方程式各可以表達成如下：
(i)、而另一廠商擁有兩個產品( i 及 j )，則其利潤方程式各可以表達成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pi, ci, qi 分別為產品 i 之訂價、邊際成本、與產量。依此利潤方程式，對其
i, ci, qi分別為產品 i 之訂價、邊際成本、與產量。依此利潤方程式，
其中，pi, ci, q其中，p
i 分別為產品 i 之訂價、邊際成本、與產量。依此利潤方程式，對其
內各產品採一階微分，所得之一階條件式(First
Order Condition, FOC)即為各廠為
對其內各產品採一階微分，所得之一階條件式(First
Order
Condition, FOC)即為
內各產品採一階微分，所得之一階條件式(First
Order Condition,
FOC)即為各廠為
達最大利潤時，對各產品所採取的最適訂價策略，以某廠某一產品(i)之最適訂價
各廠為達最大利潤時，對各產品所採取的最適訂價策略，以某廠某一產品(i)之
p達最大利潤時，對各產品所採取的最適訂價策略，以某廠某一產品(i)之最適訂價
i 而言，其方程式即為：
最適訂價 pi 而言，其方程式即為：
pi 而言，其方程式即為：
1 � �� ��� = 0
1 ����� ��
0
�� =
1��
�� �
� ��� ��� = 0
1 � ��� �� � �� ��� ��� = 0

(1)
(1)
(2)
(2)

其中，m
(� � � )k= (pk-ck) ⁄ pk 為廠商 k 之利潤率，ε
�� i = ((dq�i ) ⁄ (dp i ) (p i ⁄q i )為其(自
其中，�� = (�� � �� )��� 為廠商 k 之利潤率，��� = ( ������ )( ����� )為其(自身)
�
j ) ⁄ (dp i ) (p i ⁄q j ) 則為廠商 j 於
�
� � j i =(dq
� i 提價時之交叉需求彈性；而
�
其中，�身)需求彈性，ε
� =
�� 為廠商 k 之利潤率，��� = ( ���� )( ��� )為其(自身)
rj i =r j ⁄ri 代表廠商
j 收益比上廠商
i 收益。
��
�
需求彈性，��� = ( ������ )( ����� ) 則為廠商 j 於 i 提價時之交叉需求彈性；而
�
j )的兩廠商進行結合，則其最適訂
���� )( ���� ) 則為廠商 j 於i 與
需求彈性，�市場上若原為各生產單一產品(設為
i 提價時之交叉需求彈性；而
�� = (
�
� 價策略，就由(1)式變為(2)式。結合前的競爭模式下，若產品 i 提價，則部分購
��� = ����� 代表廠商 j 收益比上廠商 i 收益。
j 作為替代，這是該廠提價後為他廠替代的流失(對產品
i
代表廠商 j 收益比上廠商
i 收益。
��� = ���買者將轉而購買產品
�
而言)，相對的，即是 j 產品替代i i與
產品之所得，簡稱之為
j 廠因 i 廠提價之「替
市場上若原為各生產單一產品(設為
j)的兩廠商進行結合，則其最適訂價
市場上若原為各生產單一產品(設為
i 與 j)的兩廠商進行結合，則其最適訂價
代所得」。在 i 廠併購 j 廠後，則此一「替代所得」將又回復為
i 廠所得，這一
策略，就由(1)式變為(2)式。結合前的競爭模式下，若產品
i 提價，則部分購買
策略，就由(1)式變為(2)式。結合前的競爭模式下，若產品
i
提價，則部分購買
項正表現於式(2)的第三項。當被併廠商產品規模愈大、替代性愈強、或者目前
者將轉而購買產品
j 作為替代，這是該廠提價後為他廠替代的流失(對產品 i 而言)，
者將轉而購買產品
j 作為替代
，這是該廠提價後為他廠替代的流失(對產品
i 而言)，
相對的，即是
j 產品替代
i 產品之所得，簡稱之為
j 廠因 i 廠提價之「替代所得」
。
19
早期研究結合多以數量策略的庫諾(Cournot)競爭為主，該模型基調是假設結合
相對的，即是
j
產品替代
i
產品之所得，簡稱之為
j
廠因
i
廠提價之
「替代所得」
。
在 i 廠併購 後，生產相對不效率的廠商退出市場，故適於同質產品競爭的市場。晚近的結合
j 廠後，則此一「替代所得」將又回復為 i 廠所得，這一項正表現於
在 i 廠併購研究，則幾乎都是採用價格策略的柏傳南(Bertrand)競爭模型，其基調是，結合後
j 廠後，則此一「替代所得」將又回復為 i 廠所得，這一項正表現於
式(2)的第三項。當被併廠商產品規模愈大、替代性愈強、或者目前價格水平愈
由一組決策者統一考慮訂價之決策，但基本上各廠仍舊銷售其原先生產的品牌產
式(2)的第三項。當被併廠商產品規模愈大、替代性愈強、或者目前價格水平愈
19

品，這是因為品質差異構成不同忠誠客戶群、形成各自產品特有的壟斷力，因此

早期研究結合多以數量策略的庫諾(Cournot)競爭為主，該模型基調是假設結合後，生產相對
各產品仍舊可以獲利，無需退出市場。
19
早期研究結合多以數量策略的庫諾(Cournot)競爭為主，該模型基調是假設結合後，生產相對
不效率的廠商退出市場，故適於同質產品競爭的市場。晚近的結合研究，則幾乎都是採用價格策
不效率的廠商退出市場，故適於同質產品競爭的市場。晚近的結合研究，則幾乎都是採用價格策
略的柏傳南(Bertrand)競爭模型，其基調是，結合後由一組決策者統一考慮訂價之決策，但基本
略的柏傳南(Bertrand)競爭模型，其基調是，結合後由一組決策者統一考慮訂價之決策，但基本
上各廠仍舊銷售其原先生產的品牌產品，這是因為品質差異構成不同忠誠客戶群、形成各自產品
上各廠仍舊銷售其原先生產的品牌產品，這是因為品質差異構成不同忠誠客戶群、形成各自產品
特有的壟斷力，因此各產品仍舊可以獲利，無需退出市場。
特有的壟斷力，因此各產品仍舊可以獲利，無需退出市場。
5
5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139

高，則產品
i 的提價將促成流動至產品
j 之替代所得愈大，也因此讓廠商
i 愈無
價格水平愈高，則產品
i 的提價將促成流動至產品
j 之替代所得愈大，也因此讓
高，則產品
i 的提價將促成流動至產品
j 之替代所得愈大，也因此讓廠商
i 愈無
力於提價策略，這也意涵著
i
廠併購產品
j
之誘因將愈大。再就產品
i
而言，結
廠商 i 愈無力於提價策略，這也意涵著
i 廠併購產品
j 之誘因將愈大。再就產品
力於提價策略，這也意涵著
i 廠併購產品
j 之誘因將愈大。再就產品 i 而言，結
合前最適訂價式為(1)式、結合產品
j
後則為(2)式，由於(2)式第三項必然為正(替
i 而言，結合前最適訂價式為(1)式、結合產品
j 後則為(2)式，由於(2)式第三項
合前最適訂價式為(1)式、結合產品
j 後則為(2)式，由於(2)式第三項必然為正(替
代所得為正)，意味著(2)式中的1
�
�
�
<
0，與結合前的(1)式相較，代表著(2)
� ��
代所得為正)，意味著(2)式中的1
� �� ��� < 0，與結合前的(1)式相較，代表著(2)
必然為正(替代所得為正)，意味著(2)式中的
，與結合前的(1)式
20
20
式下的產品
i
價格必然高於(1)式下的產品
i
價格
，此為結合後的價格效應，亦
，此為結合後
相較，代表著(2)式下的產品
價格20，此為結合後的價格效應，亦
式下的產品 i 價格必然高於(1)式下的產品
i 價格必然高於(1)式下的產品i i價格
是結合模擬所欲解析出來的「單方效應」
。結合前與結合後的市場均衡價格波動
是結合模擬所欲解析出來的「單方效應」。結合前與結合後的市場均衡價格波動
的價格效應，亦是結合模擬所欲解析出來的「單方效應」。結合前與結合後的
情形，為結合模擬之主要估計目標，惟一切估計仰賴於需求函數的設定。不論是
情形，為結合模擬之主要估計目標，惟一切估計仰賴於需求函數的設定。不論是
市場均衡價格波動情形，為結合模擬之主要估計目標，惟一切估計仰賴於需求
(1)式抑或(2)式，最適訂價式中都涉及了邊際成本(c
i)、(自身)需求彈性(ii)、與交
(1)式抑或(2)式，最適訂價式中都涉及了邊際成本(c
ii)、與交
函數的設定。不論是(1)式抑或(2)式，最適訂價式中都涉及了邊際成本(c
i)、(自身)需求彈性(
i )、(自
叉需求彈性(ji)等數值的掌握與估計。
ji)等數值的掌握與估計。
身)需求彈性(ε i叉需求彈性(
ε j i )等數值的掌握與估計。
i )、與交叉需求彈性(
結合模擬的工作，結合模擬的工作
首先即設定需求模型
，然後透過收集的價格與數量等數據
，
，首先即設定需求模型
，然後透過收集的價格與數量等數據
，
結合模擬的工作，首先即設定需求模型，然後透過收集的價格與數量等數
藉由計量方法估計各產品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若廠商生產單一產品(i)，則
藉由計量方法估計各產品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若廠商生產單一產品(i)，則
據，藉由計量方法估計各產品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若廠商生產單一產品
將結合前市場競爭下的該產品平均價格與估得的需求彈性，代入(1)式或(3)式，
將結合前市場競爭下的該產品平均價格與估得的需求彈性，代入(1)式或(3)式，
( i )，則將結合前市場競爭下的該產品平均價格與估得的需求彈性，代入(1)式
則可計算出該產品之邊際成本。若廠商生產兩個產品(i
與 j)，則該兩產品訂價依
則可計算出該產品之邊際成本。若廠商生產兩個產品(i
與 j)，則該兩產品訂價依
或(3)式，則可計算出該產品之邊際成本。若廠商生產兩個產品(
i 與 j )，則該兩
(2)式求解聯立方程式，將得到(4)式；以該兩產品結合前市場價格與推估所得之
(2)式求解聯立方程式，將得到(4)式；以該兩產品結合前市場價格與推估所得之
產品訂價依(2)式求解聯立方程式，將得到(4)式；以該兩產品結合前市場價格
各產品需求彈性，代入(4)式，即可計算出各產品的邊際成本。
各產品需求彈性，代入(4)式，即可計算出各產品的邊際成本。
與推估所得之各產品需求彈性，代入(4)式，即可計算出各產品的邊際成本。
�� � ��
1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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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這一推估過程包含了幾個重要假設。第一，採用了Bertrand競爭模型以解
這一推估過程包含了幾個重要假設。第一，採用了
Bertrand 競爭模型以解釋
這一推估過程包含了幾個重要假設。第一，採用了
Bertrand 競爭模型以解釋
釋異質產品競爭行為，其主要決策變數為價格選定，故廠商i利潤最大化之一
異質產品競爭行為，其主要決策變數為價格選定，故廠商
i
利潤最大化之一階條
異質產品競爭行為，其主要決策變數為價格選定，故廠商 i 利潤最大化之一階條
階條件式，即意涵著「假設其它廠商價格不變之下，廠商i的最適訂價」，這
件式，即意涵著「假設其它廠商價格不變之下，廠商
i 的最適訂價」
，這正契合
件式，即意涵著「假設其它廠商價格不變之下，廠商
i 的最適訂價」
，這正契合
正契合反托拉斯經濟學所欲計算的單方效果定義。第二，假設結合前後的邊際
反托拉斯經濟學所欲計算的單方效果定義
。
第二
，
假設結合前後的邊際成本不變
，
反托拉斯經濟學所欲計算的單方效果定義。第二，假設結合前後的邊際成本不變，
成本不變，因此，若要含涵括結合後綜效產生的成本節省，則必須另外加計。
因此，若要含涵括結合後綜效產生的成本結省，則必須另外加計。第三，原先品
因此，若要含涵括結合後綜效產生的成本結省，則必須另外加計。第三，原先品
牌於結合後仍然同時發行，這一假設反應於我們的利潤方程式設計上，則是結合
第三，原先品牌於結合後仍然同時發行，這一假設反應於我們的利潤方程式設
牌於結合後仍然同時發行，這一假設反應於我們的利潤方程式設計上，則是結合
者同時對結合品牌採一階條件式的最適決策法。實務上，基於品牌價值建立並非
計上，則是結合者同時對結合品牌採一階條件式的最適決策法。實務上，基於
者同時對結合品牌採一階條件式的最適決策法。實務上，基於品牌價值建立並非
易事，因此，一品牌雖被併購，但仍以其品牌行銷者，不在少數。第四，沒有廠
品牌價值建立並非易事，因此，一品牌雖被併購，但仍以其品牌行銷者，不在
易事，因此，一品牌雖被併購，但仍以其品牌行銷者，不在少數。第四，沒有廠
商或產品的新進或退出。第五，結合前後相關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保持不變。
少數。第四，沒有廠商或產品的新進或退出。第五，結合前後相關產品的價格
商或產品的新進或退出。第五，結合前後相關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保持不變。
假若推估出來的邊際成本，於結合前後並不產生變化，則兩家單一產品的廠
需求彈性保持不變。
假若推估出來的邊際成本，於結合前後並不產生變化，則兩家單一產品的廠
商結合，其最適訂價策略式將一如(4)式，惟此時是在成本已知之下欲行價格的
商結合，其最適訂價策略式將一如(4)式，惟此時是在成本已知之下欲行價格的
20
推估。
推估。
因為需求彈性為負值。

參、 計量模型估計價格彈性
參、 計量模型估計價格彈性

20

因為需求彈性為負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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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推估出來的邊際成本，於結合前後並不產生變化，則兩家單一產品的
廠商結合，其最適訂價策略式將一如(4)式，惟此時是在成本已知之下欲行價格
的推估。

參、計量模型估計價格彈性
一如前述廠商最適訂價策略模型所示，價格彈性是尋求最適解所必須掌握
與推估者。文獻上常用於估計價格彈性的需求模型，不外乎是線性需求曲線模
型、對數線性需求模型、半對數線性需求模型、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Almost
21

22

Ideal Demand System, AIDS) 、與羅吉特(Logit)需求模型 。線性需求模型有
23

可能得到替代品交叉需求彈性為負，而預測消費數量亦有可能出現負值 ；對
數線性需求模型，價格參數估計值即為價格彈性，但此一估計模型依舊無法確
保替代品交叉需求彈性為正，且固定的價格彈性亦不甚合乎彈性隨數量或價格
24

變動的特性 。半對數需求模型所估得的價格彈性將會隨著價格變動而變動，
解決了前述固定彈性的不合理性。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所估計出的價格彈性，雖
25

然可以隨著價格與數量變化而變化，但也不能確保具有正確方向 ；而Crooke
et al. (1999)研究也顯示出，此法估得的價格彈性與固定彈性廻歸式所估出者，
差異並不是很大。這些模型都面臨著相同的一個問題，所欲估計之參數相當龐
大，對於一些數據筆數不夠豐富的案例而言，將不易操作。
羅吉特模型建構於消費者隨機效用選擇，相對使用到較少的解釋變數，有
效的減少了參數估計個數(Werden and Froeb, 1994; Werden et al. 1996)。本文受
限於數據收集的困難，因此採用此一模型推估價格彈性。該模型是依消費者效
用計算，而於n+1個產品中選擇一個消費，這n+1個產品中，包含具有替代性
的一群(假設n個)、以及不具替代性的一群(假設為第0個)，前者稱為內部產品
(inside goods)、後者則為外部產品(outside goods)。當某一內部產品提價時，部
分消費者可能轉購，而少數部分消費者則可能棄購；轉購者，即是為內部其它
產品所替代，而棄購者即是「改消費外部產品」，操作上可以將外部產品價格
21
22
23
24
25

See Deaton, Angus and John Muellbauer (1980) and Hausman, Jerry et al. (1994).
See Rubinfeld, D.L. (2010).
See Werden, Gregory et al. (1996) and Crooke, Phillip et al. (1999).
同前註之Crooke, Phillip et al. (1999)。
亦即(自身)價格需求彈性必需為負、而替代品的交叉價格需求彈性為需為正。

數據收集的困難，因此採用此一模型推估價格彈性。該模型是依消費者效用計算，
而於 n+1 個產品中選擇一個消費，這 n+1 個產品中，包含具有替代性的一群(假
設 n 個)、以及不具替代性的一群(假設為第 0 個)，前者稱為內部產品(inside goods)、
後者則為外部產品(outside goods)。當某一內部產品提價時，部分消費者可能轉
購，而少數部分消費者則可能棄購；轉購者，即是為內部其它產品所替代，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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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者即是「改消費外部產品」
，操作上可以將外部產品價格設定為零。就某一代
表性個別消費者 l 而言，消費 i 產品之效用(Uli)，受到產品 i 價格(pi)、產品 i 所
設定為零。就某一代表性個別消費者l而言，消費i產品之效用(Ul i )，受到產品 i
有特徵(Xi)、其它無從觀察的產品(品質面)因素(i)、以及消費者個人之偏好(li)
價格(p i )、產品 i 所有特徵(X i )、其它無從觀察的產品(品質面)因素(ξ i )、以及消
所影響，可以記作：Uli = (Xi - pi +i)+li  i + li，其中，i 可以代表消費者對
費者個人之偏好( li)所影響，可以記作：U l i = (X i β - αpi +ξ i )+ l i ≣δ i + l i ，
於不可觀測之品質特徵面向的平均價值，因此i 即代表消費產品 i 的平均效用。
其中，ξ i 可以代表消費者對於不可觀測之品質特徵面向的平均價值，因此δ i 即
如果li 服從 i.i.d 極值(extreme value)分佈，則個別消費者購買產品 i 與完全不購
代表消費產品 i 的平均效用。如果 l i 服從 i.i.d 極值(extreme value)分佈，則個別
買內部產品的 logit 機率公式，分別如下：
消費者購買產品 i 與完全不購買內部產品的logit機率公式，分別如下：

��� � � ���� � ����� � �

exp��� �
1
� �� ； �
� ��
�
∑��� exp��� �
∑��� exp��� �

上式之ss與
i 與 s o 分別為內部產品 i 與外部產品(o)於內外部產品總量中的市占
so 分別為內部產品 i 與外部產品(o)於內外部產品總量中的市占率。
i
歸式26上式之
：
率。由於假設每一消費者至多只消費一單位，購買產品
i 機率值即可代表產品
由於假設每一消費者至多只消費一單位，購買產品
i 機率值即可代表產品
i 之需
26
歸式
：
i 之需求量，亦可由該市場之市占率(
s i )來表達。上式相除後對數值，則得到底
求量，亦可由該市場之市占率(s
i)來表達。上式相除後對數值，則得到底下的廻
ln(�� ) − ln(�
26
� ) � �� � �� � − ��� � ��
下的廻歸式 ：
ln(�� ) − ln(�� ) � �� � �� � − ��� � ��
21
 Muellbauer
See Deaton, Angus and John
(1980) and Hausman,
Jerry et al. (1994). i 提價時，其
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整個市場之價格需求彈性(
)，以及當某一產品
22
See 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整個市場之價格需求彈性(
Rubinfeld, D.L. (2010).
ε)，以及當某一產品i提價
23
自身需求彈性(
ii)與對他產品
之價格交叉需求彈性(
ji)，如下式所表示，其中�̅
為
See
Werden, Gregory
et al. (1996)jand
Crooke, Phillip et al. (1999).
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整個市場之價格需求彈性(

)，以及當某一產品
i 提價時，其
24
時，其自身需求彈性(
ε
ε
ii)與對他產品j之價格交叉需求彈性(
ji)，如下式所表示，
同前註之
Crooke,
Phillip
et
al.
(1999)。
所有產品之市占率加權平均價格：
25 自身需求彈性(ii)與對他產品 j 之價格交叉需求彈性(ji)，如下式所表示，其中�̅ 為
亦即(自身)價格需求彈性必需為負、而替代品的交叉價格需求彈性為需為正。
其中
p 為所有產品之市占率加權平均價格：
7
所有產品之市占率加權平均價格：
��� � −��� (� − �� )； ��� � ��� �� ； � � ��̅��
(5)

(5)
��� � −��� (� − �� )； ��� � ��� �� ； � � ��̅ ��
由於
i 提價對他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僅與產品
i 之市占率與價格相關，意味
由於
i 提價對他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僅與產品
i 之市占率與價格相關
，意味著，
著，某產品對其它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皆相同，例如，電信市場中某3G產品提
某產品對其它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皆相同，例如，電信市場中某
3G 產品提價，
由於 i 提價對他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僅與產品 i 之市占率與價格相關
，意味著，
價，其對另外廠商產品的之交叉需求彈性將為一致，這是logit模型中存在的最
其對另外廠商產品的之交叉需求彈性將為一致，這是
logit
模型中存在的最大問
某產品對其它產品之交叉需求彈性皆相同，例如，電信市場中某 3G 產品提價，
大問題，即所謂「不相關選項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eives,
題，即所謂
「不相關選項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eives,
IIA)27。
其對另外廠商產品的之交叉需求彈性將為一致，這是
logit
模型中存在的最大問
27
IIA) 。為了降低這一問題帶來的干擾，我們可以把研究的市場產品依替代性
為了降低這一問題帶來的干擾
，我們可以把研究的市場產品依替代性大小分成數
題，即所謂「不相關選項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eives, IIA)27。
大小分成數群，例如，在電信市場中，3G產品間的替代性顯然的大於3G產品
群，例如，在電信市場中，3G
產品間的替代性顯然的大於 3G 產品與 2G 產品間
為了降低這一問題帶來的干擾，我們可以把研究的市場產品依替代性大小分成數
與2G產品間的替代性，因此，我們把電信市場劃分成兩群，研究標的為3G市
的替代性，因此，我們把電信市場劃分成兩群，研究標的為
3G3G
市場，故以其為
群，例如，在電信市場中，3G 產品間的替代性顯然的大於
產品與 2G 產品間
場，故以其為「內部產品」，而以2G市場產品為「外部產品」。我們把所有
「內部產品」
，而以 2G 市場產品為「外部產品」。我們把所有 2G3G產品一律歸納
的替代性，因此，我們把電信市場劃分成兩群，研究標的為
市場，故以其為
2G產品一律歸納於外部產品，而讓研究主角的3G產品作為內部產品市場，這
於外部產品，而讓研究主角的
3G
產品作為內部產品市場，這即是群狀羅吉特
「內部產品」，而以 2G 市場產品為「外部產品」。我們把所有 2G 產品一律歸納
(nested
logit)模型的最簡易方法。
即是群狀羅吉特(nested
logit)模型的最簡易方法。
於外部產品，而讓研究主角的
3G 產品作為內部產品市場，這即是群狀羅吉特
26
27

(nested logit)模型的最簡易方法。

See Berry, S.T. (1994) and Nevo, Aviv (2000).
IIA特性指的是，任何兩個選項，其被選中機率的比值，完全不受任何其它選項作
肆、 實證結果與推導
用所影響。

肆、 實證結果與推導
在臺灣的電信市場中，五家廠商分別以 C、T、Y、A、及 W 代表之，其中
C、T、Y在臺灣的電信市場中，五家廠商分別以
皆同時經營 2G 與 3G 產品市場，但 A 與
W 只經營 3G 市場，因此產品
C、T、Y、A、及
W 代表之，其中
共有八個，即
C2G、C3G、T2G、T3G、Y2G、Y3G、A3G、及
W3G。3G
產品
C、T、Y 皆同時經營 2G 與 3G 產品市場，但 A 與 W 只經營 3G 市場，因此產品
同時提供通話、手機上網、與網卡上網三種服務，而
2G 產品僅能做為通話使用，
共有八個，即 C2G、C3G、T2G、T3G、Y2G、Y3G、A3G、及
W3G。3G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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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推導
在臺灣的電信市場中，五家廠商分別以C、T、Y、A、及W代表之，其中
C、T、Y皆同時經營2G與3G產品市場，但A與W只經營3G市場，因此產品共
有八個，即C2G、C3G、T2G、T3G、Y2G、Y3G、A3G、及W3G。3G產品同
時提供通話、手機上網、與網卡上網三種服務，而2G產品僅能做為通話使用，
因此其與3G產品替代性不大，而可以把它切為外部市場。內部與外部產品之
各項數據統計，請參見表1，其中，外部產品是C、T、Y三家公司的2G產品總
和，內部產品(3G)共有五個，每個產品的使用戶數，皆同時包含通話與上網三
類用戶的總和。
本文的價格計算，是以收益除以戶數表示，而平均價格則再以戶數占率加
權計算。由於2011年10月起，國內始有3G市場，而同時也才有A與W的加入營
運，因此，本文之數據收集起自2012年10月至2014年8月之月頻率資料，累計
各公司23筆，資料蒐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開網站之統計資料專區。各家
公司之樣本內期間統計數據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最大廠C戶數占率30.31%，而前三大合占74.62%，集中
度相當高；而最小的W廠占率僅6.04%、次小者A亦僅7.89%；其中，外部產品
(2G)總和戶數占率亦達11.46%，分別來自於C、T、與Y。每月平均價格最高
者，分別為第一大的C廠與第二大廠Y及第三大廠T的3~4倍，卻是最小廠W與
次小廠A的廠，各為553.1元與554.51元；而最小的W廠則僅為322.55元，距離
市場平均價格519.16元甚大。平均員工數則以C廠的2萬4千人最多，為第二大
廠及第三大廠的15~19倍。未來在迴歸式中，我們將以員工人數做為廠商客服
的代理指標，而客服則做為該廠商的品質代表變數。
表1 各公司產品數量統計
平均員工數
O
C
T
Y
A
W
M

24008
5104
6695
1576
1300

總戶數

戶數占比

總收益(千)

平均價格 內部占率

107217150

0.1146

29939180

279.24

283479514
204057344
210310414
73793334
56460358

0.3031
0.2182
0.2249
0.0789
0.0604

156792394
103163023
116619494
35128355
18211496

553.10
505.56
554.51
476.04
322.55
519.16

0.3423
0.2464
0.2540
0.0891
0.0682

O
C
T
Y
A
W
M

24008
5104
6695
1576
1300

107217150
0.1146
29939180
283479514
0.3031 156792394
204057344
0.2182 103163023
210310414
0.2249 116619494
73793334
0.0789
35128355
56460358
0.0604
1821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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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4
553.10
505.56
554.51
476.04
322.55
519.16

0.3423
0.2464
0.2540
0.0891
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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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O 代表外部市場，是 C、T、Y 三家廠商之 2G 之總和；其平均價格依戶數市占加權計
註：O代表外部市場，是C、T、Y三家廠商之2G之總和；其平均價格依戶數市占加權
算。M 為市場，指整個 3G 市場的平均價格，依各公司戶數市占率比例加權計算。
計算。M為市場，指整個3G市場的平均價格，依各公司戶數市占率比例加權計
算。

本文採用簡易兩群的群狀羅吉持模型如式(6)，其中，受限於品質特徵變數
本文採用簡易兩群的群狀羅吉持模型如式(6)，其中，受限於品質特徵變數
收集不易，我們採用各公司員工人數占整個產業比率(EMP)，表彰其所提供的客
收集不易，我們採用各公司員工人數占整個產業比率(EMP)，表彰其所提供的
戶服務品質(Xi)，同時以 SIi 表達各產品於市場內部之占率，迴歸式如下：
客戶服務品質(X i )，同時以SI i 表達各產品於市場內部之占率，迴歸式如下：
ln(�� ) − ln(�� ) � �� � �� ���� − ��� � �� ln(��� ) � ��

(6)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 估計五個廠商同步
σ i 為截距項。以SUR
其中其中
。以 SUR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估計五個廠商同步廻歸式
，
i 為截距項
0.005742=(p-value
= 0)，完整廻歸結果則請參閱附錄1。以
廻歸式，得到
α = (p-value
α值
得到
 = 0.005742
0)，完整廻歸結果則請參閱附錄
1。以 值代入(5)
代入(5)式，可分別得到自身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以所得之彈性係數值代
式，可分別得到自身需求彈性與交叉需求彈性。以所得之彈性係數值代入(3)式，
入(3)式，則可估得邊際成本。
則可估得邊際成本。
表2 結合前需求彈性與邊際成本之估計
表 2 結合前需求彈性與邊際成本之估計
需求彈性
交叉需求彈性
O 需求彈性 交叉需求彈性
邊際成本
C
-2.2133
0.9626
O
T
-2.2696
0.6333
Y
-2.4681
0.7159
A
-2.5177
0.2157
W
-1.7403
0.1118
M
-0.3417

邊際成本
利潤率
303.21
282.81
329.84
286.96
137.21

利潤率
0.4518
0.4406
0.4052
0.3972
0.5746

9

註：O為外部產品總和，M為內部產品市場

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W廠規模最小、訂價最低、但利潤率最
高(為57.46%)，利潤率次高者為C廠(達45.18%)，其規模最大、訂價次高。各產
品利潤率介於39.72~57.46%、平均利潤為45.34%；各產品需求彈性介於-1.74~2.52、平均值為-2.242，這些數據皆與美國電信市場的研究結果近似(Beard et al.
28

2006) 。至於整個市場之需求彈性則相對很小(-0.3417)，意味著3G產品與2G產
品或其它產品之替代性非常的小。這些估計值，頗符合實際預期。表中所估計
得出的邊際成本，以Y廠商最高(329.84元)、W廠商最低(137.21元)。邊際成本
28

Beard et al. (2006)以半對數需求模型研究美國通訊業(六家廠商)，其個別廠商價格
需求彈性介於-1.82~-2.71之間、平均值約為 -2.438；各廠利潤率介於37~52%，平
均利潤率為45.33%。

2G 產品或其它產品之替代性非常的小。這些估計值，頗符合實際預期。表中所
估計得出的邊際成本，以 Y 廠商最高(329.84 元)、W 廠商最低(137.21 元)。邊際
成本將被假設於結合後不變，以進行結合後價格的推估。
首先，我們考慮 A 與 W 結合之實驗案例，其市占率和為 13.93%。結合前，
市場 HHI 為 2550，結合後變為 2671；若依美國 2010 水平結合指南，則 2500 屬
於高度集中市場，其結合後
HHI 增量 121，將被界定為「很可能產生顯著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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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範疇，故需進一步詳細分析29。因此，我們以本文方法進行結合模擬。結
將被假設於結合後不變，以進行結合後價格的推估。
合後，廠商內部兩產品之最適訂價策略將遵循(2)式。我們假設結合後邊際成本(ci)
首先，我們考慮A與W結合之實驗案例，其市占率和為13.93%。結合前，
與兩個產品之收益比率不變(r
ji)，則由(4)式可推得，結合後的利潤率與提價率。
市場HHI為2550，結合後變為2671；若依美國2010水平結合指南，則2500屬於
未參與結合者，於結合業者提價後，其客戶數量會變大，依據(5)式之交叉需求
高度集中市場，其結合後HHI增量121，將被界定為「很可能產生顯著的競爭
彈性可知，當廠商 k 提價，則將增加他廠市占率為：
29
影響」範疇，故需進一步詳細分析 。因此，我們以本文方法進行結合模擬。
結合後，廠商內部兩產品之最適訂價策略將遵循(2)式。我們假設結合後邊際成
∆s� = ��� �� ∆��
本(ci)與兩個產品之收益比率不變(rji)，則由(4)式可推得，結合後的利潤率與提
因此，當 A 與 W 結合後提價，廠商 i 將因此而增加的市占率為：
價率。未參與結合者，於結合業者提價後，其客戶數量會變大，依據(5)式之交
叉需求彈性可知，當廠商k提價，則將增加他廠市占率為：
∆�� = ��
∆ s�i��
=αs
sk�∆p��
� ∆�
i�
k ∆�� )

因此，當A與W結合後提價，廠商 i 將因此而增加的市占率為：
假設各廠需求彈性不變，則因應於需求量變大，其價格勢必提增，依(5)式之需
∆s i =αsi (sA ∆pA +sw ∆pw)
求彈性公式，其新均衡價格將為：
假設各廠需求彈性不變，則因應於需求量變大，其價格勢必提增，依(5)式

之需求彈性公式，其新均衡價格將為：
�� =

���
��� � �� � ∆�� )

由此即可計算得到未參與結合三家廠商的價格變動。表3整理結合後價格
Beard
et al. (2006)以半對數需求模型研究美國通訊業(六家廠商)，其個別廠商價格需求彈性介
於-1.82~-2.71
之間、平均值約為 -2.438；各廠利潤率介於 37~52%，平均利潤率為 45.33%。
估計，是建立於假設市占率最小的兩家廠商(A與W)進行結合。顯見的，最小
29
陳和全、周振鋒(2013)。
的W廠因結合而使利潤率提高至62.73%，價格將上漲14.13%；而另一結合廠A 10
28

則小漲4.84%。其它各廠因為市場中此一結合案而增加了客源，因此推高了其
需求與訂價，但漲幅很小，最大的C廠亦僅為1.15%。總體來看，A與W結合將
使整個市場價格上漲的平均幅度為4.19%。基於傳統實務上，SSNIP檢定(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中所謂「小幅但顯著且持續提
價」的要件，多數採用「5%-10%提價而存在1年

30

」為標準，故本實驗結合廠

商W高達14.13%的上漲率，已經顯著的具有市場力量，競爭主管機關應該初步
判定不允許其結合。
29
30

陳和全、周振鋒(2013)。
所謂SSNIP檢定，亦即檢定一個假定獨占者是否具有「小幅但顯著且持續」的提價
誘因。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與公平會(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聯合發布2010年新修正之水平結合指南(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亦明確
採獨占假設檢定，作為產品市場之認定準則之一。參見DOJ/FTC (2010),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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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A與W結合後之各廠價格變動

C
T
Y
A
W
M

參與結合廠商
未參與結合廠商
預期利潤
預期價格 市占率預 預期新價 預期價格
預期價格
率
漲幅
期增加
格
漲幅
0.00796
559.49
0.0115
0.00573
509.29
0.0074
0.00590
558.77
0.0077
0.4250
499.10
0.0484
0.6273
368.13
0.1413
0.0419

註：假設結合前後邊際成本與結合廠商營收比不變。

其次，我們亦對第二大廠Y與第四大廠A結合的實驗案例進行推估，兩廠
市占率和為28.53%，其結合後市場HHI為變3003，增量443，依美國2010結合
指南，則已是「具反競爭效果之危險」的案例，應該予於禁止，除非結合後
成本效率夠大。再依本文計量途徑進行結合模擬分析，提供進一步參考，並
將價格變動的估計結果，整理於表4。可以看出，結合者漲幅分別為8.36%與
27.03%，相當之高，其反競爭效果顯而易見。此一結合實驗案將推動其它未參
與結合者價格上漲，其中的C廠亦因此而提漲了5.42%的水準，屬於偏高。總體
而言，整體市場之漲幅為9%，相當的高，顯然該結合案造成的反競爭效果相
當之大。
表4Y與W結合後之各廠價格變動

C
T
Y
A
W
M

參與結合廠商
未參與結合廠商
預期利潤
預期價格 市占率預 預期新價 預期價格
預期價格
率
漲幅
期增加
格
漲幅
0.0358
583.07
0.0542
0.0258
522.80
0.0341
0.4511
600.89
0.0836
0.5255
604.71
0.2703
0.0071
325.02
0.0077
0.0900

註：假設結合前後邊際成本與結合廠商營收比不變。M代表市場。

結合若能產生成本節省的效率，自能提供促進競爭效應。若以價格漲幅
10%做為產生顯著市場力而足以造成顯著反競爭效應之檢視標準，我們即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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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計算，結合廠商需達多大的結合效率，方能讓結合各廠漲幅均小於10%，此
結果表達於表5中。
由表5可以看出，就A與W結合實驗案而言，只要結合效率足以讓W廠之邊
際成本下降3.62%，則其高達14.13%的反競爭效應就會被壓低至小於10%；假
若A廠的邊際成本也跟著下降相同幅度，則其實際漲幅只剩1.05%，而整體市
場平均漲幅亦下降至2.48%。就Y與A的結合實驗案而言，其結合效率則要足以
讓A廠邊際成本下降13.41%，方能促成其價格淨漲幅低於10%；此時若W廠成
本效率亦相同，則其價格漲幅會低到成為-0.15%，而整體市場平均漲幅亦只剩
0.42%。當然，前案成本效率比較容易達成、而後案則相對很難。
表5 考慮結合效率
AW結合各廠邊際成本下降3.62% YA結合各廠邊際成本下降13.41%
C
T
Y
A
W
M

預期價格
556.35
507.46
556.68
481.03
354.81

預期上漲率
0.0059
0.0038
0.0039
0.0105
0.1000
0.0248

預期價格
547.72
502.39
520.31
523.62
322.09

預期上漲率
-0.0010
-0.0063
-0.0617
0.1000
-0.0015
0.0042

註：假設結合廠商營收比不變。M代表市場。

此處分析提供一個信息，結合所產生的成本效率，可以很有效的沖銷結合
後價格上漲力道，而使最終之反競爭效應壓低。以A與W的結合實驗案為例，
只要結合效率能讓W廠下降3.62%，則W廠的結合漲價就會被拉低至10%以
下，而3.62%的效率幅度，就一個結合案而言，已是一個相當基本的幅度要求
了。然而，成本效率並無法由本文提供的方法中估得，而需另闢它途。無論如
何，結合效率於結合反競爭效應估計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在結合模擬運用
中，可以先行估計不考慮效率的結合後漲價，再進一步另尋它途估計成本效率
後，重新計算最終的淨「反競爭效應」大小。

伍、結論
Neven (2006)粗估歐盟過去十年中，因競爭法案之經濟顧問收益，每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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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約25-30%，大約占整體反托拉斯法務顧問年度收益15%，與美國相當。雖然
結合模擬於歐美爭訟法案運用日漸見多，但於臺灣則仍未見一例。礙於過去臺
灣的結合申請案例，都無法於公開網站上蒐集到相關需求數據，本文乃舉可取
得稍具充分數據的電信市場為實驗案例，而進行結合模擬之設計、推論、與分
析。結果，該市場各產品之利潤率與需求彈性，與美國電信市場非常相近，間
接印證本文方法之正確性，從而加強本文於提供實際案例運用的可信性，誠為
本文之貢獻。
根據公平法第12條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利
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因此分析結合所致之限制競爭應用，誠為分析結
合案例之首要任務。依市場集中度大小與變化，可以提供初步認識，但若再輔
以其它經濟方法分析並提出數據說明，則更能強化訟案論述舉證力量，其中，
結合模擬是一個被認為最可全面性分析數據的方法之一。
惟其運用並非易事，運用者必須先行選取適當的消費行為模式與廠商競爭
模式，並於推導中拿捏出適當的假設，這些過程充滿了經濟與數學的堅強基礎
素養，必須依賴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進行，方能圖得可信的結果。歐美訟案上
日漸增多的結合模擬運用，亦正顯示出其做為輔佐論證的顯然功能，臺灣在結
合案例中，亦可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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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表A1 logit 迴歸結果
σ
α
γC
βC
σT
γT
βT
σY
γY
βY
σA
γA
βA
σW
γW
βW

參數值
6.4300
0.005742
2.4118
0.0326
5.4186
1.2724
-1.9802
1.4684
0.4535
16.780
4.6279
1.3947
27.431
6.1812
2.7757
72.1715

標準誤
0.4207
0.0004
0.1885
0.4569
0.2379
0.0580
0.2682
0.5831
0.2694
2.6556
0.4996
0.1594
8.6876
1.0990
0.3053
19.5450

t-統計量
15.2852
16.3331
12.7966
0.0712
22.7731
21.9431
-7.3832
2.5181
1.6833
6.3189
9.2640
8.7484
3.1575
5.6242
9.0921
3.6926

p-機率值
0.0000
0.0000
0.0000
0.9433
0.0000
0.0000
0.0000
0.0134
0.0955
0.0000
0.0000
0.0000
0.0021
0.0000
0.0000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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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議一個應用於臺灣電信市場進行結合模擬的計量模式。研究方法是
本文建議一個應用於臺灣電信市場進行結合模擬的計量模式。研究方法是
新近最受矚目的結合模擬，基於廠商競爭理論之經濟分析，提供競爭法執行機關
新近最受矚目的結合模擬，基於廠商競爭理論之經濟分析，提供競爭法執行機
及法院對於結合(合併)案例的重要論證資訊。臺灣電信市場為寡占結構，其資費
關及法院對於結合(合併)案例的重要論證資訊。臺灣電信市場為寡占結構，其
率之決定向由 NCC 核可，然似有偏高之疑慮。無論如何，以其為研究對象，探討
資費率之決定向由NCC核可，然似有偏高之疑慮。無論如何，以其為研究對
該 5 家電信事業若有結合(合併)之意圖，對於電信費率是否可能更高，是一個引
象，探討該5家電信事業若有結合(合併)之意圖，對於電信費率是否可能更高，
人興趣且具有攸關民生的重要議題。以下幾個有關模型架構及公式、文獻探討及
是一個引人興趣且具有攸關民生的重要議題。以下幾個有關模型架構及公式、
模擬結果之隱含等問題請教。
文獻探討及模擬結果之隱含等問題請教。

. Bertrand 價格競爭模型之均衡條件，(1)式及(2)式，為本文據以推估結合後
1. Bertrand價格競爭模型之均衡條件，(1)式及(2)式，為本文據以推估結合
價格是否上漲的單方效應，文獻中已通用
UPP(upward pricing pressure)用
後價格是否上漲的單方效應，文獻中已通用UPP(upward pricing pressure)
語。請加強論述，且檢查公式的正確性，並補充相關文獻。
用語。請加強論述，且檢查公式的正確性，並補充相關文獻。
.本文所進行的(A 與 W)及(Y 與 W)兩個模擬實驗，結果「參與結合」與「未參與
2.本文所進行的(A與W)及(Y與W)兩個模擬實驗，結果「參與結合」與
結合」廠商之預期價格均一致上漲，論述中認為，結合會「增加客源」而推
「未參與結合」廠商之預期價格均一致上漲，論述中認為，結合會「增
高需求與訂價，這在臺灣電信市場實務上可能嗎？
加客源」而推高需求與訂價，這在臺灣電信市場實務上可能嗎？

.依(5)式推估之新均衡價格之公式，
3.依(5)式推估之新均衡價格之公式，

請說明其推導過程。

�� =

���
���� � � � �� )
�
�

請說明其推導過程。

4.對於考慮結合效率之模擬結果，請加強說明其估計方式及限制，並提供
.對於考慮結合效率之模擬結果，請加強說明其估計方式及限制，並提供相關文
相關文獻。
獻。
5. 臺灣電信市場結構及競爭狀態，與美國電信市場是否相近而可與之比
. 臺灣電信市場結構及競爭狀態，與美國電信市場是否相近而可與之比較，應
較，應先提供論據。否則，在結論中，以本文推估之各電信產品利潤率
先提供論據。否則，在結論中，以本文推估之各電信產品利潤率與需求彈性，
與需求彈性，與美國電信市場相近，即可印證本文方法之正確性及結果
與美國電信市場相近，即可印證本文方法之正確性及結果之可信性，容有待
之可信性，容有待補強之處。
補強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