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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各類案件中，以獨占行為、結合行為、聯合行為與市場
結構較有關係，這些行為都是利用或設法建構賣方相對於買方的不公平市場地
位。不過，根據公平會的統計，在1992年至2014年間，不論是檢舉案或主動調
1

查案，聯合行為都是三種行為中案件最多者 ，因為廠商間的聯合行為，不僅
僅只能以實體契約或協議甚至是口頭承諾，也有其他方式可以達成。根據公平
交易法第14條對於聯合行為的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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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其他方式之合意行為即是本
研究主要探討的重點。
事實上，本文主要探討的就是「一致性行為」，也就是默契性的聯合行
為，實務上較多的聯合行為也是以一致性行為呈現，畢竟一致性行為較難找到
證據證明。以公平會公處字第093102號處分書為例，中油與台塑數次幾乎同一
時間調價且幅度相同，使社會大眾有兩家公司間有聯合行為之疑慮，而公平會
也做出裁罰，並得到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91、92號判決的確認。但2012年
時，公平會已不再認定中油與台塑間有聯合行為，並認為中油係配合政策調價
並無自主調價空間，另外，中油與台塑的油品可視為完全替代，加上油價調整
機制完全透明，當有一家廠商調價時另一家也同時調價屬於自然的市場機制。
而2011年時連鎖便利商店同時調漲現煮咖啡之價格遭到公平會裁罰是另一
個聯合行為的例子，根據公處字第100220號處分書，公平會認為廠商間有聯合
行為的論證主要為以下幾點：
一、在寡占市場裡調價應該會很小心為之，但部分廠商早早就發布新聞稿宣布
漲價且一次漲5元，表示廠商間有合意行為，否則不會冒著客戶流失的風險
而率先公布要調漲價格，廠商的新聞稿等於也讓其他廠商有足夠的資訊。
二、公平會認為4家超商在同類型的品項調整價格皆為5元，符合一致性。
三、4家受裁罰的廠商成本皆不相同，但只單單因鮮乳調漲2至3元就把咖啡一
致調漲5元，因此符合一致性。
1

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年年報，1992年至2014年間，獨占行為有10件檢舉案，
結合行為有41件，而聯合行為高達119件；在主動調查案方面，獨占行為有4件，
結合行為有19件，而聯合行為高達7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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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4家咖啡廠商的市占率已經有影響消費者行為之能力，因此斷定超商咖
啡非為寡占市場，且超商咖啡自成一個市場與其他咖啡店或飲料店的咖啡
有明顯的區隔，因此超商咖啡可以界定為單一市場。
可惜公平會的論點最終並未獲得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195號判決的支
持，該判決支持廠商反駁的論點，主要論點如下：
一、廠商以Bertrand模型來解釋此調整價格的行為，認為此次成本增加是因為
原物料價格上漲，因此各家廠商成本增加的幅度都差不多，認為調漲的行
為是符合市場機制的，是價格跟隨的結果。
二、廠商以市場彈性做佐證，說明超商咖啡並非與其他咖啡有明顯區隔，因此
超商咖啡並非寡占市場，因此也無法以聯合行為影響市場。
從上述例子可看出一致性行為確實很難找到直接證據，只能以間接證據加
以推敲，不容易獲得證實，也引發了本文作者對一致性行為的研究興趣。本文
擬在經濟理論上的層次探討廠商所宣稱「買貴退差價」的行銷策略對寡占市
場是否可能促進聯合行為。本文作者對「買貴退差價」的行銷策略可能促進聯
合行為的疑慮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部分國外文獻，如：Hass and Gerstner
2

(1991) ，以實證研究證實當廠商宣稱有買貴退差價時，商品的價格確實提高，
即使對手廠商並沒有宣稱買貴退差價亦然，而對手廠商也會因此而提高價格，
直到雙方價格越來越接近。第二，在國內，只有大型連鎖商家比較願意推出
「買貴退差價」的行銷策略，一般的個別小型商家並不採用，而這些大型連鎖
商家所建構的市場結構較接近寡占市場。
本文作者認為公開宣示的「買貴退差價」行銷策略也可作為寡占廠商間意
思聯絡的工具，也可以藉此達成共同決定價格的目的，從而可促進寡占廠商間
的聯合行為，且縱然廠商之聯合行為對於消費者有不利的影響，但消費者因利
所趨的行為反而會促進廠商間的聯合行為。本文以下主要分為四節，第二節為
文獻回顧；第三節討論在同質產品之假設下，買貴退差價對於默契性聯合行為
維持的難易度之影響；第四節則討論異質產品的情形，並比較買貴退差價在同
質產品與異質產品不同情形下，促進廠商間的聯合行為的程度；最後第五節為
結論。

2

參見Hass, J.D. and E.Gerstner (1991), “Price-Matching Policy: An Empirical Case,”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Vol. 12, No. 4, pp.3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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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在產業經濟學的文獻中，由於廠商存續期間不確定，一般仍利用無限期模
型來討論寡占廠商間的聯合行為。在無限期模型的假設下，運用無名氏定理
3

(Folk Theorem)的概念可推知 ，如果折現率足夠小，則廠商間可以達成合作均
衡，而此合作均衡即為聯合行為。也因此，廠商間達成默契性的聯合行為的難
易度可使用折現值的大小作為參考依據，本文與大部分文獻也採用此一指標作
為判斷標準。雖然這個折現值並無法直接在現實生活中實際觀察或是透過數據
上的統計得來，但折現值的意義可看成廠商對於未來的重視程度（或可視為耐
心），因為大部分文獻皆假設廠商在第一期時彼此間已有默契性聯合行為，當
廠商偏離時雖然當期利潤會增加，但之後無限期的利潤都會是競爭狀態時的利
潤水準，因此如果廠商認為未來期數的利潤加總不若當期重要，則亦會偏離合
作均衡，而廠商考量的點就為當期偏離合作均衡所增加的利潤(gain)減掉未來
無限期因處罰而來的損失(loss)，在與無限期都一直保持者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利
潤兩相比較，折現值用來衡量未來利潤的重要性也可以推斷維持默契性聯合行
為的難易程度。
準此，大部分相關的文獻都是先計算出一個基準模型的折現值，並以此做
為比較的基準，再將意欲分析的因子加入模型裡並推算出新的足以維持聯合行
為的折現值，兩相比較則可得知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難易度的改變。但影響折
現值或是影響廠商做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動機的變數有很多，文獻中的討論大致
可分為廠商間差異與廠商間互動等兩類。

一、廠商間的差異
4

例如在Gross and Holahan(2003)裡 ，兩家廠商分別位在不同的兩個城市，
在自己所屬於的城市屬於獨占廠商，因此聯合行為為分別以獨占的價格在各自
的城市販賣商品。當某家廠商意圖去侵入另一家廠商的城市時，需要另外付出
運輸的成本，Gross and Holahan(2003)發現，當運輸成本升高或是距離變長時
皆會使得維持默契性聯合行為所需的最低折現值上升。此結論成立的主要原因
為當廠商打破聯合行為，也就是要進入對手廠商的城市銷售時，需要自行吸收
3

4

無名氏定理非成於一家之手，有眾多相關文獻，可參見Fudenberg, Drew and Jean
Tirole (1991) Game Theory, MIT Press, pp. 151-160的介紹。
參見Gross, J. and W. L. Holahan (2003), “Credible Collusion in Spatially Separated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44, Issue 1, pp. 2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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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費 ，因此在有運輸成本時偏離合作均衡的利潤會比沒有運輸成本時偏離的利
潤減少運輸成本，因此利潤變低也會使廠商偏離聯合行為的意願降低。不過，
廠商成本的高低也不一定受限於地理上的距離，也可肇因於消費者對於廠商的
偏好。如果偏離的廠商要侵入競爭對手廠商的市場時，為了改變消費者的偏好
可能需要廣告或行銷等等的成本，此時，理論模型推導出的結果其實與運輸成
本的假設會相去不遠。但改變消費者的偏好之成本難以明確計算，因此，也可
以距離的運輸成本替代消費者差異進行模型推導。消費者對不同廠商的偏好也
可視為一種廠商間的差異，因此，可歸類在第一類的影響。
另外Matsumura and Matsushima(2012)嘗試結合廠商間競爭的激烈程度與聯
5

合行為 ，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歸因於廠商間的差異。他們指出，當競爭程度越
激烈時，維持默契性聯合行為所需的折現值越高，即維持默契性的聯合行為更
為困難，造成此種結果的原因不是取決於偏離時的當期利潤而是之後處罰期間
的利潤，因為當競爭程度越激烈時在競爭狀態時的利潤越低因此也降低了廠商
偏離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動機，因此競爭激烈的程度與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之難
度兩者呈正向關係。
6

Savorelli(2012)則假設兩家寡占廠商生產異質但彼此有替代性的商品 ，而
他發現產品替代性越大時，支撐合作均衡所需的折現值越小，因替代性越大時
利潤會因對方增產而使自己產品的價格下降導致利潤降低，表示在競爭狀態也
就是處罰時高替代性比低替代性的利潤來的低，因此懲罰力量較大，表示兩家
替代性越大廠商越容易進行聯合行為。因為Savorelli的例子涉及兩家廠商產品
的替代性，因此，此一例子其實也在探討廠商間的差異程度對聯合行為難易度
的影響。

二、廠商間的互動
不同於第一類的文獻，這一系列的文獻較著重在寡占廠商間的互動，並與
消費者連結，例如Cooper(1986)將廠商對消費者的承諾與默契性聯合行為做連
7

結 。Cooper(1986)討論保證最低價(Most-Favored-Customer pricing)，這個機制
5

6

7

參見Matsumura, T. and N. Matsushima (2012), “Competi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Collusive Behavior,”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64, Issue Supplement s1, pp.
22–31。
參見Savorelli, L. (2012), “Asymmetric Cross-Price Effects and Collusion,” Research
in Economics, Vol. 66, Issue 4, pp. 375–382。
參見 Cooper, T.E. (1986), “Most-Favored-Customer Pricing and Tacit Collusion,”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7, No. 3, pp. 37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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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消費者會永遠付出最低價格購買商品，如果某廠商降價或其他廠商價格比
某廠商低，則某廠商會馬上將價格降至與其他廠商一樣的水準。此一機制可
促進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原因在於，當一家廠商知道自己降價後對手會自動跟進
時，降價本身並無利可圖。畢竟其他廠商也會降價，甚至自己的銷售額也不一
定會增加，使得降價所可能帶來的損失會大於潛在多得的利潤。
保證最低價的機制也可看為一家廠商給其他廠商的“訊號＂，因此廠商可
在銷售行為尚未開始前先將價格定在高於Nash均衡的價格，之後便不會降價以
此得知此機制有促進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功能，而因為有廠商間會互相知道彼此
的保證最低價之承諾，因此可歸類為廠商間的互動，而此一系列之後的文獻也
都證明有類似機制時的均衡價格，皆會大於Nash均衡時的價格，如Neilson and
Winter(1992)。
他們證明當市場上只有兩家廠商且為Bertrand 競爭時，當只有一家廠商採
用保證最低價時，有採用的廠商角色會類似於價格領導模型裡的價格領導者，
沒採用此一策略的廠商只能站在較為被動的一方，因為在同質產品且雙占的假
設下，當沒採用保證最低價的那一間廠商一旦降價，有採用的對手廠商因為承
諾的關係所以馬上會跟進，因此降價並不會使市占增加，導致沒有採用保證最
低價的廠商並無主動降價的動機，而有採用的廠商也不會主動降價因為對手為
了保持市占率也會跟進降價，且對手還不需退費給消費者，因此降價也不會帶
來更多利潤，在此狀況下均衡價格會介於Bertrand均衡與Stackelberg均衡之間。
此外，在Belton(1986)裡，他們分析了一個雙占廠商生產同質產品的設
定，當兩家廠商都保證價格不會大於競爭對手時，兩家廠商會以高於Bertrand
均衡的價格平分市場，當只有一家廠商採用時效果也類似價格領導模型，均衡
價格會接近價格領導模型的價格，但仍然比Bertrand均衡還高，理由也是不管
有沒有採用的廠商主動去降價，都不會使自己變得更好因此也沒有降價的動
機，可推知保證最低價是確實有助於廠商間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
Ohnishi(2004)更指出保證最低價的結果不但高於Bertrand均衡且與Stackelberg
8

均衡吻合 ，因此依照上述文獻都可知保證最低價在多種市場狀態下都確實有使
廠商皆以高於競爭狀態均衡存在於市場。
在上述關於保證最低價的文章中，都可得知出現這種類似的訂價策略皆會
使價格高於競爭狀態下的價格，所以保證最低價看似對消費者有利（消費者可
8

參見Ohnishi, K (2004), “A Unilateral Pricing Policy and the Stackelberg
Equilibrium,” International Game Theory Review, Vol. 12, Issue 03, pp.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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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受最低的價格），但實際上是傷害消費者也使廠商有合法的辦法達成聯合
行為。
Liu(2011)則整合了保證最低價的策略與前面所述以折現值衡量默契性聯合
9

行為難易度的分析技巧 ，先就沒有任何機制的狀態下，計算兩家寡占廠商可
達成合作均衡所需的最小折現值當作基準，接著加入各種訂價機制並分別分析
折現值出現何種變化。值得一提的是，在單期模型中，保證最低價的策略並無
任何效果，因為在單期模型的假設下，對手廠商降價時，由於產品還沒開始銷
售，廠商並不需要退給任何消費者費用。在資訊完全透明的假設下，廠商間都
會知道對方會降價因此本身也會降價，所以價格還是會維持在競爭狀態下的價
格。因此，在多期模型之下，特別是無限期模型，保證最低價的退費可發生在
下一期時，此一策略才有意義。
Liu(2011)發現，不論哪種類型的保證最低價策略都會侵蝕偏離合作均衡所
增加的當期利潤，因此，廠商偏離合作均衡的動機就會下降，即保證最低價策
略使合作均衡所需的折現值最小值下降，可藉此推論保證最低價的策略確實有
促進廠商間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功能。本文繼續延伸Liu(2011)的分析，仍以廠商
間的互動與消費者特性兩類變數對於維持聯合行為之最小折現值的影響，但本
文所分析的買貴退差價策略與Liu(2011, 2013)的保證最低價並不相同。
本文所分析的買貴退差價策略指的是自己現在的價格與自己過去的價格相
互比較，若降價則退費。與過去文獻中的保證最低價策略不同，因保證最低價
要求廠商所設定的價格需與對手廠商一樣，但買貴退差價不但要一樣還需退費
給上一期的消費者，因此廠商一但有偏離行為的產生，損失的利潤會比保證最
低價還來的多。直覺上，如果廠商採用買貴退差價的策略會比保證最低價的策
略更不容易有偏離合作均衡的行為。
附帶說明的是，本文也探討了消費者特性對買貴退差價策略效果的影響。
本文所指涉的消費者特性，即為當消費者買貴時，消費者選擇退費的傾向。雖
然Liu(2011, 2013)也討論了退費機制，但本文將以明確的需求函數去比較採用
買貴退差價策略與否對於維持聯合行為之折現值下限的影響，得出的結果也與
Liu(2011, 2013)的結論稍有差異。
9

參見Liu, Q. (2011), “The Effect of Most-Favored Customer Clauses on Prices,”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59, Issue 3, pp. 343–371與Liu, Q. (2013), “Tacit
Collusion with Low-Price Guarantee,”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 81, Issue 5, pp.82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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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同質產品的假設
假設市場只存在兩間雙占廠商分別為廠商i與廠商j，且生產同質產品，而
面對的反需求函數為Pi=a-(qi+qj)。兩家廠商進行Cournot競爭，且假設兩家廠商
的邊際成本、固定成本皆為零。

一、基準模型
首先討論只存在兩家廠商的寡占市場，且廠商未採用買貴退差價策略，假
10

定廠商採用扣扳機策略(trigger price strategy)懲罰偏離合作均衡的廠商 ，這是
文獻最常採用的假設之一，例如Cheng(2001)與Matsumura and Matsushima(2012)
11

也都是假設扣板機策略作為廠商偏離合作均衡時的懲罰策略。此時兩家廠商

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條件為：
其中，

為廠商偏離聯合行為時的當期利潤

行為時的當期利潤 ，

，

為廠商採取聯合

為廠商於競爭狀態時的當期利潤 ，δ為折現值。

經整理後可得：

………………………………………………… (1)
式(1)即是基準模型下兩家廠商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所需最小的折現值。

二、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現在加上廠商於銷售前會承諾一個機制給消費者，假設市場為資訊完全流
通的市場，因此廠商任何的策略都會被所有消費者與廠商得知，而廠商在銷售
時承諾消費者，如果下一期的價格比本期低，則退回差價，但僅限退給本期的
消費者並不溯及既往。所以市場的背景為：當有此承諾時，如果有廠商在本期
偏離勾結時的數量進而影響價格使價格下降時，則須在本期退費給上一期（上
10

11

扣板機策略即當有某家廠商發現當期有其他廠商背離聯合行為時，之後的無限多
期都會一直維持競爭狀態不會再回復到聯合行為的狀態。
參見2. Cheng, H .(2001), “Cournot outcome and optimal collusion: an example,”
Economics Letters, vol. 74, Issue 1, pp,1-8與Matsumura, T. and N. Matsushima (2012),
“Competi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Collusive Behavior,”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64, Issue Supplement s1, pp.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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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為聯合行為時的價格）購買的消費者，而在下一期因為對手廠商採扣板機
策略的關係，價格將降到競爭狀態下的價格水準，因此廠商又須退費給在本期
消費的消費者。
假設只有α比例的消費者會選擇退費，且令

為勾結狀態下個別廠商i的

產量，
為廠商i在偏離時所面對的產量，因此如果廠商i偏離，則偏離當期
與之後無限期的利潤將變為：

由此可推知，加上買貴退差價機制之後廠商要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條件
為：
即無限期在聯合行為下利潤之加總要大於單期偏離聯合行為之利潤加上無
限期在競爭狀態下之利潤，再減去退費金額。整理後可得：

………… (2)
式(2)即是在同質產品下且有買貴退差價政策下，要維持聯合行為所需之最
小折現值，不過由於式(2)中的
與

與

不同於未採買貴退差價政策下的

，並無法將式(1)式(2)直接比較用以判斷維持聯合行為所需之最小折現

值的變化，我們仍須先求出

與

。

因當廠商決定偏離聯合行為時，偏離當期的利潤要減去因價格下跌而需退
費給前一期消費者的數量，而此退費不朔及既往，因此廠商極大化的目標為

其中下標bp表示廠商採用買貴退差價政策的情形，因此，

、

、

分別為在廠商採用買貴退差價政策時，廠商i所面對的價格、數量與利潤。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6

因為廠商進行Cournot競爭，一階條件為對

之偏微分，

整理後可得
將

帶回反需求函數可得

而
令在同質產品且有買貴退差價時滿足維持聯合行為之最小折現值為
，此
時用式(2)可得在有「買貴退差價」承諾時要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為：

(3)
很明顯地，式(1)與式(3)很難直接進行比較，必須透過數值模擬的方式推敲。

圖1

同質產品下有無買貴退差價之折現值之差異

圖1為當a=1時，不同α所對應之式(1)與式(3)的值，其中，實線為式(3)而虛
線為式(1)在圖上之軌跡。有「買貴退差價」時滿足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
並無恆小於沒有買貴退差價之折現值，而由實線的軌跡可看出當α越大時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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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小表示越容易維持聯合行為，產生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當廠商知道偏離
後會有越大比例的人退貨時，廠商會了解一但偏離會因為需要退費的數量越多
而導致利潤降低，因此退貨比例越大廠商越沒有偏離聯合行為的動機。以上觀
察可整理成以下兩個命題：
命題1：在同質產品下且有買貴退差價時，當越多消費者選擇退費則越容易促
進聯合行為的發生。
命題2：在同質產品下且有買貴退差價時，超過一定比例的消費者選擇退費
時，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折現值才會比沒有買貴退差價時低。
此外，雖然先前的討論均假設兩家廠商同時採用「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使得兩家廠商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可同步下降，但理論上來說，當
一家採用此一策略後，另一家未必要跟進。不過，由於「買貴退差價」的策
略表面看來對消費者有利，因此，消費者會傾向購買有買貴退差價廠商的商
12

品 ，所以，在實務上，販賣相似商品的廠商，幾乎都有志一同打出買貴退差
價的口號。

肆、異質產品的假設
本節假設市場上存在兩家異質廠商且為寡占市場，而兩家廠商產品對彼此
的替代程度假設相同，替代程度皆為b，此時兩家廠商所面對的反需求函數分
,

別為

，其中a為市場規模，下標h

表示目前兩家廠商生產異質產品，與前一節一樣假設兩家廠商之邊際成本、固
定成本皆為0，且兩家廠商之間為Cournot競爭。

一、基準模型
我們可以仿造求得式(1)的方法，先計算廠商偏離聯合行為時的當期利潤
(
潤(

)，廠商採取聯合行為時的當期利潤(

)，及廠商於競爭狀態時的當期利

)，再代入式(1)中的公式即可獲得在異質產品假設下，基準模型的中支

撐合作均衡所需的最小折現值。
先考慮廠商i，

12

可由以下聯合利潤極大化的問題解得

本文未將此一消費者行為納入模型中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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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一階條件即為廠商i之反應函數

由於兩家廠商條件相同，均衡解必為對稱。令

可得

將產量帶回反需求函數可得在聯合行為下之市場價格為

，此時我

。

們可以得知在聯合行為下各廠商之利潤為
則可由以下利潤極大化的問題解得

13

仿造以上程序，我們可解得
則可由以下利潤極大化的問題解得

依據一階條件，我們可解得

接著，我們將以上所解得的

，再加上

，

，及

的資訊後，我們可知

代入式(1)中的公式後可得

維持聯合行為之條件

……………………………………………………………… (4)
式(4)右半部即為在異質產品且無買貴退差價的情形下維持聯合行為所需之
最小折現值。
13

廠商i與廠商j的解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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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此時加上兩家廠商均提出「買貴退差價」的承諾，但以下分析一樣先以廠
商i作為分析標的，且與一樣假設只有α比例的人會退費。此時，廠商i所要極大
化的利潤為

一階條件為

可由此解出

，此即為廠商i偏離聯合

行為時之產量，再將此產量代入反需求函數可得在一家廠商偏離聯合行為時之
市場價格水準

而一家廠商偏離聯合行為時，偏離聯合行為廠商當期的利潤水準為

將以上所得之
，
及
代入式(2)後可得在異質產品、買貴退
差價之假設下，要維持聯合行為所需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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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不論是式(4)或式(5)均相當複雜，我們只能透過數值模擬來猜測「買貴退
差價」之策略在異質產品下可能之影響。我們在a=1，b分別是0.4, 0.6, 0.7的情
形下進行模擬分析。

圖2

異質產品下有無買貴退差價之折現值之差異

圖2中的虛線為式(4)之軌跡，實線為式(5)之軌跡，理論上，在3個b值下，
應有3條虛線，不過，根據計算結果，b分別是0.4、0.6、0.7的情形下，式(4)
右半部的值分別是0.5070、0.5137、0.5173，為避免混淆，圖2僅以一條虛線代
替。從圖2可知，在一定替代程度以上，而α足夠大時，「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才會比沒有任何廠商的承諾時更容易維持聯合行為。綜合以上，我們可得到以
下兩個命題。
命題3：在異質產品且採用「買貴退差價」的政策時，當越多消費者選擇退費
時則越容易促進聯合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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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4：在異質產品且採用「買貴退差價」的政策時，兩家廠商產品的替代性
愈低時，「買貴退差價」的政策愈有機會發揮促進聯合行為的作用。
命題3的經濟直覺與同質產品的假設下相同，這裡不再贅述。關於命題4，
我們首先可從圖2發現的是，兩家廠商產品的替代性愈低時，原則上，由於偏
14

離時所能獲得的利益愈小，兩家廠商愈是容易進行合作 。相對地，一旦兩家
廠商產品的替代性高到一定程度時，除非願意退貨的顧客高於一定比例，否則
15

「買貴退差價」的政策仍無法使得兩家廠商有更高的意願合作 。

伍、結論
本文嘗試以廠商承諾買貴退差價與消費者對於退費的意願，分析對於默契
性聯合行為難易度之影響，本文先以臺灣實際兩個例子說明默契性聯合行為因
為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因此難以界定，接著回顧過去的研究，得知大部分研究
都是以可以影響折現值的變數去做分析，因此本文也以利潤對於折現值之影響
作為分析的變數，得出的結果也與以前的文獻有相同之處，即當有「買貴退差
價」時廠商確實較易有聯合行為之產生，在這當中消費者因利所趨的行為，也
是助長廠商間聯合行為的一項要素。
綜合以上的分析，本文得到了一些有趣的觀察與結論。首先，雖然聯合行
為會侵害到消費者，但消費者因利所趨還是會選擇退費，這種消費者個人理性
的行為反而有促進默契性聯合行為之功能，且實務上很多店家打出「主動」退
差價，則買貴的消費者不必付出任何或是很小的成本即可退費，因此這個看似
對消費者有利的策略，實際上卻傷害了所有消費者的整體福利。
而本文結論與Liu(2011, 2013)略有不同的地方是，Liu認為，只要有價格保
證的策略，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一定下降，但我們認為選擇退費
的消費者比例夠大時，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才會比沒有任何策略時
低，這可能是Liu是將退費比例用於單期的研究，與本文假設略有不同。
本文尚有可精進之處，例如本文對於消費者退費的比例為一外生變數，或
許此退費的比例會受到上一期的價格與本期降價後的價格之差額影響，當差額
越大時退費意願越高因此α會越大。不過，作者猜測，此時應該會得出與本文
類似之結論，因為當價格差越多則退費的比例越大，會使廠商一旦偏離聯合行
14
15

當b值在中間值域時，且α值夠大時，此一結論未必正確。
參見圖2中b值為0.7時，實線在虛線之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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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受到的損失更大，因此廠商更無動機去偏離聯合行為。另外，本文是假設
廠商使用扣扳機策略作為部分廠商偏離合作均衡之懲罰，但如果假定未來在某
些條件下有可能會回復到聯合行為狀態，或許會有不同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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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莊春發（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主席、兩位論文報告人、王教授及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受
邀針對這篇「買貴退差價對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影響之探討」進行評論。本篇論
文內容有相當多的數學式，本人剛看到這篇文章題目時很為公平會感到高興，
因為終於找到一個經濟模型來判斷或證明聯合行為的存在，可以從經濟學角度
找到對查察聯合行為的貢獻。
我想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是命題1、命題2，及命題3、命題4。其中，命
題1和命題3是一樣的，都是買的人越多、退費的人越多，也越可能促成聯合行
為。大家不要殺的血流成河，越多人退費，業者就死得越慘，就像現在新北
市某地區有線電視業者的割喉戰爭，新進業者以原有業者一般價格一半之優惠
殺價競爭，本人預估到年底，會造成相關業者營收各損失約1億元。報告人用
這樣的命題1去找到一個common sense，我也覺得可以同意接受。那命題2的部
分，在Cournot模式之下，超過一定比率的消費者選擇退費時，也就是要超過
圖1 虛線的部分，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折現值才會比沒有買貴退差價時低，也
就是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才會提高
本論文結論是，「買貴退差價」表面上是有利於消費者，但是很可能促進
聯合行為的產生，導致最後的結果卻傷害了所有消費者的整體福利，也就是最
後消費者接受的價格是比較高的，所以以一般常理看來有一點點奇怪，本論文
卻未能去解釋，而只是在數學模型上出現這樣的現象，很多數學上可以導出的
模型，可能在實務上卻是空集合。我建議王教授可以將得到的公式(1)、公式
(2)、公式(3)、公式(4)，把其中計算過程寫清楚，有幾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
由別人幫你檢驗是否有誤算，另外就是說不定在檢驗過程中會得到不同的見
解、不同的感想，這是我的經驗。
建議報告人看一下最新公平法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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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的合意最基本就是契約、協議，但是現在廠
商已經有經驗了，不太會有白紙黑字的契約，所謂的合意大概多是協議。而合
意的範圍很廣，依公平法的第14條第3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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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推定之，所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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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可以用經濟學的專業模型分析，去得到一個經濟學上的結果，而這結果跟
聯合行為，是一個 one response to one stimulus，即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但是要達
到這樣的成果是很不容易的。即使能得到這樣的結果，但是在法院的攻防上，
我想實務上法官還是會回到原始的判斷方式，也就是廠商間是否有意思聯絡、
意思聯絡如何呈現、有沒有哪些證據導致這樣的行為。另外建議王教授可以考
慮跟公平會的業務處合作一下，看看是否有其他具體案例可以套用上去。
最後還是要再強調一次，王教授非常辛苦的找出了數學式，以明確的需求
函數去比較採用買貴退差價策略與否對於維持聯合行為之折現值下限的影響，
雖然在座聽眾有許多並非經濟學背景或非數學背景的法律人，但縱使各位對數
學式不甚瞭解，但本文之切入的角度及結論部分，仍值得大家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