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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動訂價機依供需狀況隨時改變價格並快速高頻互動，致彼此透明度高而

價格隨時被監看，溝通合意變得容易而背離變難，不理性元素或不確定因素導

致誤讀都可降低，於是解決了合謀的兩個天敵，內建背離誘惑與外部不確定性

衝擊，促使合謀更容易也更隱匿。執法者面臨訂價演算法運用，必須建立測試

與檢驗編程的技術能力，或靜態的就編程尋蹤覓跡、或動態的以輸入輸出做模

擬，本文建議增用更強力的工具，「結果導向」與「就源法遵」。前者只要市

場出現超競爭水平價格，執法者即可介入干涉演算法運作，而後者則令使用演

算法廠商清楚，從啟動購買或設計階段開始，就負起了該演算法未來所有競爭

法問題的責任。於檢驗工程上，獎懲機制是欲證合謀的必要條件。唯雖透過經

濟分析已足證當前高價是緣於一套獎懲機制，或已足證無此獎懲機制則將無以

獲致目前超競爭價格，法院仍偏向不接受單以經濟分析證明的呈堂證供，仍需

尋找此套機制曾被形諸文字、面談、溝通或各形式洩露的額外因素證明。迄今

因運用演算法訂價而違反競爭法者，美歐法院唯三判例，且都是充做「信使」

執行人類協議。本文也整理7類可能違法樣態，提供執法者快速初級檢視：仰
賴人為合謀並以監控型演算法執行、使用相同資料數據、使用相同訂價演算

法、委託第三方之訂價演算法代為決行、可預期的訂價演算機制、信號式的訂

價演算機制、自學型訂價演算法。

關鍵詞： 訂價演算法、一致性行為、監控演算法、平行演算法、信號演算法、
合謀、寡占問題、獎懲機制、信使、軸輻安排、就源法遵、智能體、

機器學習

一、前言

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數據驅動創新(data-driven innovation)促成現代商業經營
模式，誘發出演算法(algorithms)進步發展，成為最具衝擊性的革新。演算法可
以對交易者進行追踪、資料收集與預測，亦可提供交易者相關訊息甚而協助決

行策略，其特色就在於快速偵收資料數據並高頻互動調價。因此，演算法除可

在商業經營中促進效率配置，還可在市場競爭中，襄助廠商隨時監控與回報競

爭者資料，並藉以即時因應競爭者策略變動。廠商的經營將更具效率，競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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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大幅降低，而市場則呈現高度透明化，傳統市場競爭結構為之改變。

機器演算法接收輸入項(input)並衡諸當前狀態(state)，瞬息間決定回應行動
(output)。於是，市場競爭中，人類的角色開始弱化。

2018年2月5日美股突然暴炸性下跌，咸認是因多數金融公司使用機器演算
法執行複雜交易指令所致

1
，估計S&P500指數交易中，已大約有50%以上是由

它來完成決行。暴跌之前的美國就業市場呈現薪資強勁成長，帶動經濟強勁預

期、促成國債價值下跌而殖利率上升、價格下降；一般而言，當殖利率上升至

某關鍵點(多數是在3%)時，將觸發投資者反轉而賣出股票、轉進債市。此一人
類決策法則被如實編製進機器演算法，於是當市場逼近觸發點時，所有機器訂

價演算法快速且同時偵測得知、快速且同時拋售股票與買進債券
2
，終至股票

如自由落體下墜
3
。2017年德國的柏林航空破產，德航在某些航線上出現了暴

漲(25-30%)，亦是因其訂價演算法依實時需求作出的變動，德國聯邦卡特爾局
(Bundeskartellamt)後未起訴4

。而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Uber計程費的實時訂價
(real-time pricing)，若當時區內叫車需求高、或須行經擁塞路段、或個別客戶
特趕時間，則其動態訂價(surge pricing)就會給出甚至高達平常兩倍的價格；遠
在2011年的新年前夕夜，紐約Uber叫車價格從平常每英哩37美元漲到了135美
元

5
。再如，擁有英國航空、達美航空、荷蘭航空等430家航空公司票價數據的

航空運價發佈公司(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ompany, ATPCO)，於2018年首度推
出動態定價引擎，將「允許航空公司在評估乘客與當前市場資訊後，根據行程

站點與更廣泛細分計算，進一步調整票價」，如此即可不斷創造出不同折扣與

不同附加的旅行產品
6
。

1 BBC NEWS (2018), Did robot algorithms trigger market plunge? February 6. 
2 同上註BBC NEWS (2018)。此次暴跌的機器演算法觸發點，據觀察是在債券殖利率
漲幅2.9%。

3 CCN BUSINESS/Business (2018), Dow plunges 666 points -- worst day since Brexit, 
February 2.當天道瓊指數收盤跌666點(2.5%)，是2016年六月英國脫離歐盟公投
(Brexit turmoil)以來，美股最大單日百分點跌幅，也是自2008金融危機以來，最大
單日指數跌幅。

4 Bundeskartellamt (2018), Press Release of 29 May. Lufthansa tickets 25-30 per cent more 
expensive after Air Berlin insolvency–"Price increase does not justify initiation of abuse 
proceeding". 

5  Jacob, S. How Uber uses data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 and create the new wave of 
mobility, NeilPatel Blog.

6 Morris, H. (2018), Airlines are starting to price their seats based on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 but is it legal? The Telegraph, February 27.本文亦提及，依據英國公平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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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訂價演算法作為廠商競爭策略的，亦是常見。2009年，Amazon為了併
購Quidsi，採用了訂價機器人時緊盯Quidsi線上產品價格變動，然後時以自家
相同品項跟著因應削價，削幅高達30%7

，終迫使Quidsi答應被併。歐盟華碩則
利用先進複雜的監控演算法，有效追蹤配銷網絡上零售價格，若有零售商降價

即予以干預，藉以維持較高的轉售價格，限制了零售商間的有效價格競爭，被

歐盟執委會於2018年判決罰以重款8
。

這些例子只是一端，說明訂價演算法的開始普及應用，不論其帶給廠商是

營運效率抑或決策有效性，都正走向 Ezrachi and Stucke (2016)所謂的「演算法
商業(algorithmic business)」9

。這商業中基於演算法優勢，將促使愈來愈多廠商

不斷增進對演算法的依賴，利用其協助進行預測分析並優化其經營過程。演算

法的運作，總是依據過去數據為經驗，於當前情況(狀態state)下，面對外部事
項輸入(input)、做出回應(output)，從而改變成另一個狀態，再開始另一回合的
輸入輸出反應模式。例如廠商價格競爭模型中，我方依據當前狀態，面臨競爭

對手價格選定(此即輸入項)時，我方予以因應而選定價格(即為輸出項)，此時
狀態可包含當前需求、當前價格、消費者行為與偏好等等，而經驗累積就是過

去不斷「輸入-狀態-輸出」的學習，藉此更優化反應策略與營運效能，例如減
低廠商生產與交易成本、區段化不同偏好消費者、或訂定最佳化價格等等。

然而，這些過程與項目正是人類於商業營運中所思所為者，而今卻竟將為

訂價演算法所取代？若果真演算法發展到精微而可以宛如人類大腦般進行上述

運作，則人類角色(人主體 human agent)與電腦演算法角色(智能體 automation 
agent)該如何分界？至少在市場廠商競爭中，競爭法該如何適用？這都成為目
前所需釐清與解答的問題。歐盟競爭事務執委 Margrethe Vestager (2017)10

曾說

易辦公室(OFT)在2014年的研究統計，隨客戶訊息訂價的公司，其收益不一定最大
化，因為技術成本太高。

7 參見Stone, B. (2013), The everything store: Jeff Bezos and the age of amazon, 239-297. 
Amazon.com.亦參見FTC (2011), Letters and Statements: Amazon.com, Inc. / Quidsi, Inc., 
March 23.

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Statement by Commissioner Vestager on Commission 
decision to impose fines on four consumer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for fixing online resale 
prices, July 24.

9 Ezrachi, A. and Stucke, M.E. (2016), Virtual competition: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driven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  Vestager, M. (2017),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speech at the Bundeskartellamt 18th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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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動機所創造的挑戰是真實存在的。如果他們幫助廠商固定價格，他們

就真實的使我們整個經濟體運作得更差…至於競爭執法者，我們必須很清楚的

表達，廠商們不能隱藏在電腦編程後面而規避了所有勾結的責任。」、「沒有

人可以認為使用軟體為他們達成協議，就可免於固定價格的責任。」

於是，我們不免要思考，人主體與智能體之間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關係。

是人主體賦予智能體固定決行法則嗎？若是，則人主體賦予智能體決行法則之

深度與廣度如何？而智能體所為決行是誰當負責？智能體是一個法律課責對象

嗎？若智能體之間作出了相同決行，是否必然有人主體的干涉呢？還是智能體

之間足以互相會意？人主體可以因智能體決行而免於法律責任嗎？許多許多的

問題，環繞著訂價演算法新崛起角色所帶來的新思考。

訂價演算法(pricing algorithms)帶來的，不僅是適用主體上的改變與解釋，
且在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上產生改變與衝擊。傳統上，廠商數目愈多則往往合

謀將愈難達成、也愈難持續，然而演算法即時監視市場與廠商行動、快速進行

調價因應、快速偵測背離與即時處罰，使得僅管廠商數目很多的低度集中產

業，依舊可以透過演算法而可能有效合謀與維持。演算法當然也可以被用來快

速識別市場威脅，令既存廠商足以先發制人採用針對性訂價，打擊參進者或併

購潛在競爭者，於是增加了市場參進難度。快速偵測與回應，也促成市場透明

度變高，於是廠商愈容易形成共識聚焦與持續維穩合謀；而高頻率互動則解決

傳統實體商店競爭架構下，費時燒錢的價格調整動作，使得競爭互動雖瞬息多

變、卻成本低廉。

訂價演算法對於競爭法而言，是近期新崛起衝擊，沒有先例，故於適用競

爭法上，各國仍透過摸索而正在逐漸形成定則的過程中，臺灣不能豁免於外，

亦須面對訂價演算法的適用問題。因此熟悉訂價演算法本質、詳研其於競爭法

上的角色扮演、再進一步建構執法者因應方法，是當前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
公平會)迫不及待的任務。其中，尤其訂價演算法所致合謀，更是當前全球競
爭機構所聚焦且不斷推敲欲解的議題。法國與德國競爭機關的聯合報告指出，

「(演算法)透過處理所有可得訊息並進行監視與分析，預測競爭對手對於當前
與未來價格的可能反應行動，於是，競爭廠商們可能很容易的找到一個大家都

會同意的長期超競爭價格水平。
11
」合謀或一致行為，這議題亦正是本文研究

主題。

11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and Bundeskartellamt (2016),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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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結構如下。第二節將對演算法訂價邏輯、類型與案例做一分析，

然後於第三節針對訂價演算法之促進廠商間平行行為的功能與類型，進行探

討。由於寡占競爭的有意識平行行為乃結構必然，其與刻意合謀行為的根本差

異，正足以提供執法者偵測檢驗著手之點，故本文於第四節以經濟模型分析比

較這兩類行為；然後再於第五節進一步詳論訂價演算法如何促增合謀行為的可

能性。假若訂價演算法果真促成合謀，則法律課責對象該是智能體抑或人主

體？本文第六節對此做了適法性分析。為了提供廠商及執法者快速簡易的初級

檢視功能，於是本文第七節特別整理分析7個因運用訂價演算法而致合謀的可
能樣態；再於第八節進一步提供執法者於面對訂價演算法商業時的因應措施，

藉以確保執法能力。最後則為本文結論。

二、演算法訂價

大數據具量大廣深、即時處理(now-casting process)與微細分類。各式各樣
的演算法，把人類所思所欲化為自動化操作，於是廠商們於實務上想要的精簡

成本、物流效率、原物料與成品控管、運籌管理、部門交換、市場交易、財務

規劃、經營策略等等，都可以依據即時產生的數據、即時的規劃計算，並即時

的動作因應，從而達到最佳的配置效率。某些演算法還可以提供廣泛的品質與

服務改善效應，例如搜尋引擎透過用戶詢問與點擊資料，快速確認某用戶最想

要的相關結果並予以提列、或提供個人化建議，而一些線上媒體亦常透過用戶

瀏覽歷史及個人資料的分析，推播給用戶可能興趣的品項。

數據的便利與即時，提供訂價演算法發展的溫床。透過訂價演算機，廠

商足以在一小時、數分鐘、或幾秒鐘內快速完成學習其自身銷售、對手價格

或其他變數，不斷且快速的試誤而建構出「型態(patterns)」12
；並在接收到

新資訊後，依據識別得出的型態，立即因應的調整訂價。更進一步的，亦可

依不同住區、瀏覽紀錄、是否無線使用者…等等特徵，而給予個別(群)不同
特性的客戶不同的個人化訂價(personalized prices)，實行更有效的價格差異
(price discrimination)。快速而有效的訂價演算法，在許多行業，例如飛航、
旅宿、運輸、水電、或零售產業等，都已開始廣泛運用。以線上零售業的

12 Pattern是「一再重複出現的事項」。在軟體工程中，「每一個pattern是一個包含三
部分的法則，用以表示一特定情境、一個問題、一個解答之間的關係(Each pattern 
is a three-part rule, which expresses a relation between a certain context, a problem, and a 
solution.)」可參見Alexander, C. (1984)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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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為例，其Marketplace在全球於2016年約有200萬第三方商家，販賣該
平臺暢銷品項(約一千多項)的第三方商家中，約有20%採用演算法訂價；採用
演算法訂價的產品，價格波動性約大10倍13

，平均而言，這些產品更具策略

多樣性與成功性，有更多訊息回饋，有更高機率被Amazon收錄於每日必買推
薦盒(Buy Box)14

。許多訂價系統研究廠商開始兜售訂價軟體，例如Xsellco、
RepricerExpress、RepriceIt、Appeagle都是專門用來主動偵測競爭對手調價並跟
進削價的軟體，甚至Amazon本身也提供自家訂價演算法給其平臺零售商。據
估計，Amazon對其平臺品項每天共約重新訂價250萬次，亦即每一品項平均約
每十分鐘就變動一次價格

15
。訂價演算法實實在在的改變了廠商競爭與營運模

式。

演算法的定義，其實就是一套系列規則或指令，然後被遵循的去執行，

以完成某些工作項目，也可稱其為一套「計算程式」。所有的演算法必然是

自動的(automatic)，但並非所有的自動裝置(automation)都具演算過程，也不是
具有演算法的自動裝置都具有學習能力。具有學習能力的自動機器(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其學習一如人類，是透過供給其大量資訊數據，令其以設定
好的演算法從這些數據中，進行或是統計迴歸或是分類分群而推理與識別，這

就是學習過程；然後依據這些學習於面對新項目輸入時，做出更精準的輸出選

擇。當供給數據愈多，則演算法透過不斷嘗試與修正失誤的學習經驗將可愈為

豐富，其輸出決策即可愈為精準。實務上，機器學習演算法需要經過訓練階段

才能實際應用，一般訓練模式可能是有督導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無督導
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半督導學習(semi-supervised learning)、或強化式學
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訓練模式16

。在廠商競爭的訂價演算法面向上，其

13 Leber, J. (2016), Algorithmic pricing is creating an arms race on Amazon’s marketplace, 
June 14.

14 Chen, L., Mislove, A. and Wilson, C. (201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lgorithmic pricing 
on Amazon marketplace.

15 Mehta, N., Detroja, P. and Agashe, A. (2018), Amazon changes prices on its products about 
every 10 minutes—here's  how and why they do it, August 10.

16 一部分資料特別標籤上標準答案以訓練演算法機器的識別與分類，此為有督導學
習；若資料都無標籤而是令演算法自行以集群分析模式進行分類者，為無督導學
習；許多機器的訓練過程則兼具兩者，則為半督導學習。
強化式學習則是以效用數值(或謂獎勵)表述學習過中決策的對與錯，可視為一種效
用型的有督導學習；其中，具有愈大累積效用的行動策略將愈大可能再被選為當期
決行策略，故曰「強化」。類神經網路亦是機器學習的一種方法，一般而言，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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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階段與不斷學習所需的資訊數據，可包含自己(或對手)的過去價格資料、
自己的過去收益資料(對手收益會是秘密)、影響需求的其它變數(例如星期幾與
季節性)以及影響利潤最大化的其它變數(例如生產成本、存貨成本、及存貨水
位等等)；而「更精準的輸出選擇」則指「更佳決策」，即是達成利潤、收益
或其它目標的更高績效。

持續學習而使自動演算機愈來愈精準，這必須給予恰當方法才可。畢竟環

境狀態隨時改變，若固守於某一個偏好程式或行動、或一直選取當前「最佳行

動」，將會喪失其它策略可能帶來的新視野、新洞見，亦即將喪失透過不同行

動(或策略)所可能挖掘出關於環境情況的更多訊息(尤其是產品需求)。因此，
學習型自動演算機的策略選用，通常一方面關注並緊抓當前可及的最佳報酬

(即當前最佳行動)，另方面也必須開拓、發展與洞見新變動，以期創造更好的
未來績效。執行上，於是安排絕大機率擇取「當前最佳行動」以確保短期最佳

報酬(此稱為earning phase; exploitation)，保留一個小機率以分佈於「非當下最
佳行動」被選中的可能性，藉此發掘與開拓因應新狀況的最佳行動，提供未來

更好的決行品質與報酬(此稱為learning phase; exploration)17
。這即是資訊工程 

中所謂的「ε-貪婪模型(ε-greedy model)」，ε值通常很大，例如95%、98%
或99%等，是用來分配給當前最佳行動的機率值。目前機器學習方法於實務上
以Q-learning最為普遍，是以各個行動(或策略)在過去歷史被選中執行而達成目
標的評比，進行該行動的績效累積；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則是目前較先進的
方法，透過多層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進行學習，目前仍處 
商用的研發階段，最有名者即為 AlphaGo Zero。
訂價演算法的運用，增添了廠商競爭一大利器，其對廠商決策所帶來的好

處，可分兩類。一者，協助廠商識別出最佳化價格，二者，因應市場情況改變

而快速調整價格。前者，訂價演算法透過取得更多的數據資料，建構「價格與

利潤」關聯訊息，更精良的協助廠商識別並預測出最大化利潤的價格水平。後

者，以取得的更多數據資料，因應所面臨的當前市場情況，針對消費者特徵面

向裁製個人化訂價，亦即建構一個「價格與市場情況」比配的關聯訊息。

在價格與利潤關聯的建構上，一般都是透過訂價演算機中的「最佳策略分

多層級神經網路者(例如達三層以上)，即被慣稱為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17 這也是一般行銷開發的兩手策略：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簡單說，就是以絕大
比例掌握住當前確實可得的利得(即手中一鳥)，而以小機率試著開創未來可能更大
的利潤潛勢(即林中兩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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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組」來完成，常見於「估計-優化」型的演算程式上(estimation-optimization 
algorithms)」；這個程式通常包含一個「推估模組(estimation module)」與一個
「優化模組(optimization module)」。前者依據歷史資料經驗對廠商所面臨的當
前環境進行推估，而後者則是基於所推估出來的當前環境，擬定一個達到最大

績效的策略
18
。推估模組基本工作主要是推估廠商所面對的市場需求函數，這

也是許多計量經濟學模型的任務，常見的需求推估方法例如迴歸(如最小平法
或最大概似法)、或自動計算機領域發展出來的類神經網絡等。推估出需求函
數後即可建構「價格與銷售」關聯，形成預期利潤函數(或績效函數)，即可快
速預測不同價格的不同利潤，並擇取最佳利潤的價格水平。在動態市場中，

則須進一步依市場情況改變而隨時建構出其相對的價格-利潤關聯，形成市場
情況-價格的關聯，於是電腦即可隨時因應市場狀態變化而擇取最適價格。類
似的學術研究模擬不少，例如Shakya et al (2012)利用類神經網路結合進化演
算法

19
、Nambiar et al (2018)提出隨機價格衝擊演算法20

、den Boer and Zward 
(2014)則於優化模組上設計了價格偏離值21

等。

隨著新資料數據的不斷產生，演算程式將透過不斷進行估計與優化選擇

過程，不斷的學習改良。簡單的作法，即是對每一行動或策略在每次被採用

時，評比其結果好壞，並進行歷次評比累積，形成該行動的目前績效(經驗
值)；再以其高低做為下一期選擇策略的加權值，績效愈高者即有愈高的被選
中機率，是強化式學習模式的訂價演算法。這是個不斷累積經驗以評比各個

不同策略的過程，並不顯然去推估該廠所面對環境(或需求函數)，故被視為無
模型(modelfree)演算法；例如Hanaki et al (2005)的強化式模型不斷從行動的經
驗值中分出優劣

22
、Calvano et al (2019a, 2019b)則設計了Q-learning模擬重複型

18 Calvano, E.,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b), Algorithmic pricing: 
what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55 (1), 155-
171.

19 Shakya, S., Kern, M., Owusu, G. and Chin, C.M. (2012), Neural network demand models 
and evolutionary optimisers for dynamic pricing.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9, 44-53.  

20 在經濟計量理論中，內生性問題是導致估計偏誤的原因之一，此處所採用的這一
個隨機干擾項，可以緩和這個問題。參見Nambiar, M., Simchi-Levi, D. and Wang, H. 
(2018), Dynamic learning and pricing with model misspecification.

21 Den Boer, A.V. and Zwart, B. (2015), Dynamic pricing and learning with finite inventories. 
Operations Research 63(4), 965-978.  

22 參見Hanaki, N., Sethi, R., Erev, I. and Peterhansl, A. (2005), Learn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6 (4), 52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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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rand寡占模型23
。

三、促進平行行為

由於訂價演算法的基本能力即在於快速偵測與回應，因此將使得廠商訂價

策略與互動更為即時透明與穩定；同時，新競爭者的參進，很容易被快速鎖

定而被施以針對性措施(exclusionary practices)，更容易受阻；三者，可以極低
成本不斷且快速的調動價格，令競爭者容易藉此不斷互通款曲；最後，訂價

演算法偵測與收集價格變動精準，相對更能消除非理性因素干擾以及市場噪

音，足以大大降低人為觀察上的誤解。因此，其在促進廠商平行行為(parallel 
conducts)的工程上，具有重要的功能提供；同時若以其執行隱性合謀亦將遠比
人主體更為勝任

24
。而這也是我們或執法者需要快速跟進的主因。

平行行為的出現往往引發是否合謀的騷動，而訂價演算法則促成了廠

商間平行行為更易出現，OECD(2017a)為此而予以分為4類，即監控演算法
(monitoring algorithms)、平行演算法(parallel algorithms)、信號演算法(signaling 
algorithms)及自學演算法(self-learning algorithms)25

。顧名思義，監控者在於充

分的收集、偵測、篩檢與分析市場各廠資料數據，即時掌握他廠價格變動並即

時反應，於是對背離協議者可即時發動報復；此類型足令廠商充分的掌握市場

狀態及他廠決行訊息。例如U.S. v. Topkins (2016)，被告Topkins暨合謀人與其
他的海報經銷商代表人，共同參與對話、溝通、討論特定海報價格，形成提高

價格、維持價格、穩定價格後予以僵固的協議
26
。為確實執行協議，對特定海

報訂價採用同一訂價演算方法，以進行彼此協調訂價變化，為此Topkins親自著
手修訂電腦編程以令演算法軟體依循協議訂價；而且還透過演算法彼此不斷收

集、互換、監視與討論關於產品的價格與銷售訊息，起訴後被告認罪。與此相

似者，CMA v. GB eye (2016)案，被告彼此協議對各自於網路上販賣的海報與
框架不互相削價，並利用自動重訂價軟體進行自動監視及快速調整海報與框架

價格，以確定彼此沒有互相削價，明顯違法
27
。這兩個案例都是人為方法安排

23 同前文Calvano, E.,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b).
24 Mehra, S.K. (2016), Antitrust and the robo-seller: competition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 

Minnesota Law Review 100,  1323-1375.
25 OECD (2017a),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
26 U.S. v. David Topkins, 2015 U.S. Dist. No. Case3:15-cr-00201-WHO (April 6, 2015).
27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2016). Online seller admits breaking competition law. 

Press release of GOV.UK (21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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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後再以演算法確保穩定持續，也是目前訂價演算法法例的常見樣態。U.S. 
v. Aston (2015)一案情節一如前兩例，亦是針對某些在美國Amazon Marketplace
上銷售的海報，與他家廠商共謀協議，採特殊訂價演算法監視與訂價，確保

線上同一產品具相同價格(即是固定價格)，並且隨時同步協商價格改變28
。另

外，EC v. Asus and other three (2018)案中，華碩、Denon & Marantz、Philips及
Piorneer等4家電器製品商與零售商簽定最小轉售價格，並利用監控演算法追蹤
與監視，一旦有降低價格者，將隨即予以干預、甚至施以斷絕供貨威脅，產生

了限制競爭情事
29
；2015 前後年間，Booking.com及Expedia 等旅遊平臺業與旅

宿供應者普遍性簽定費率等同條款(rate parity provisions)30
，規定凡產品於他處

渠道銷售者，其價格不得低於我處價格，促成一道偏高的無形價格地板(price 
floors)，此條款的有效執行亦有賴於監控演算法的運用；相同的作法，在2012
前後年間，亦曾發生於Amazon歐洲Marketplace平臺對第三方商家的要求。
平行演算法，則意味著一套訂價演算法足令競爭廠商達到平行行為。

例如，編設一個純依對方價格作特定反應的程式，最常見者，如比照訂價

(matching)、以牙還牙(tit-for-tat strategy)、嚴格策略(grim strategy)、或處罰n 期
(punish until n)等。因反應模式固定，容易為對方演算法識別，從而時刻預期與
相隨，導致雙方行為策略上儼然協調，自然的趨向一致而穩定。Salcedo(2016)
曾證明，在一些條件符合下，若一方廠商採用固定策略訂價演算法，則另一

方廠商演算法會不斷的解讀這一方廠商演算法，且不斷的調整自己，終使合

謀無可避免的出現
31
。模擬亦證實，如果一演算法可以知道另一演算法的策

略(比如透過機器學習)，且如果一演算法能夠進行跨時最佳化運算，則合謀
終會出現

32
。訂價演算法具這類型可預期策略模式的程式設計，實務上應當不

少，唯圖謀達致合謀者，迄今仍無被明白揭露的案例。2011年在美國Amazon.
com上，The Making of a Fly這本書於4月8-18日期間竟然由23美元飆升至
23698655.93美元(含運費)，這是網路機器人動態的比照訂價結果；一演算法

28 U.S. v. Daniel William Aston et al, 2015 U.S. Dist. No. Case3:15-cr-00419-WHO (Aug 27, 
2015).

29 同前文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30 May, K. (2015), Booking.com makes changes to rate parity clauses in Europe, Phocus 

Wire, news of April 21. See also: OTAINSIGHT (2019), The decline of rate parity clauses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hotels, Blog of April 11.

31 Salcedo, B. (2016), Pricing algorithms and tacit collusion.
32 同前文Salcedo, B.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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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PA=1.27059PB為訂價法則，而B則以PB=0.9983PA為訂價法則，比照訂價的

結果就是形成一個上升螺旋
33
。這類型比照訂價法是一個普遍的策略做法。另

外，2015年英國網站，各廠商基於以訂價演算法緊盯對手價格，並隨時令其主
動比照跟進對手調價以保持競爭力，竟然導致價值數千英磅的大尺寸螢幕電視

只要價數分錢
34
；這個比照訂價的結果則形成了一個下降螺旋。這都是比照訂

價的動態演算法所形成的平行行為結果。已足見合謀企圖或可藉此實現。

第三類的信號演算法，是令廠商以單方面訂價變動或事先價格預告作為

信號，藉此宣告透露自己協同合謀的企圖，等待競爭者知悉後跟進。EC v.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2009)案中，15家貨櫃班輪運輸公司，經常
性利用網站事先公開公告公司未來的價格增漲，歐盟執委會認為未來「增漲

幅度」的公告，並不足以提供客戶對於新形成價格之充分訊息，卻只會讓航

商們完全洞悉彼此的訂價意圖、然後協同彼此行為，傷害競爭
35
。遠在1990年

代初期，類似的事先公告也在美國航空業中運用過，並涉及了固定價格；本

案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1994)，美國DOJ調查認為，卡特爾
成員們透過第三方為中心，以精良信號系統隱性的協同彼此價格

36
。航空公司

每天把機票訂價訊息傳到航價公告公司(ATPCO)，這公司集合所有業者送來訊
息後，即時開放給各旅遊業者、電腦訂票系統業者、消費者及航空業者自己；

訊息內容包含價格、旅遊日期、起飛與目的地機場、機票限制、機票起迄日、

特殊價格時段等等。透過這個系統，航空公司得以事先公告數周後某天(first 
ticket date)的價格調漲，如果其它業者也配合此一宣告，則到了這一天，大家
就會同時調高價格。有時也會利用票價種類代碼與機票日期註腳做為信號，藉

以議談多重市場的協同行為。這些協同行為的成功，主要得力於公司間快速數

據交換系統，且可隨時監視與快速反應於各種票價變動，從而無需任何顯然通

訊而達成隱性合謀。法理上，隱性合謀並未被競爭法明白禁止，對於此等訂價

系統的明白合作，DOJ卻苦於無法取得任何價格明示合謀的證據，最終只能與

33 Sutter, J. D. (2011), Amazon seller lists book at $23,698,655.93 – plus shipping, CNN, 
April 25.

34 Love, J. (2015), Technology is out of your control and why you should celebrate, IT world 
Canada. 

35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Press release of 16 February, Antitrust: Commission seeks 
feedback on commitments offered by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36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o., 1994-2 Trade Cas. (CCH)  70,687 (D.D.C. 
Aug. 10,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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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達成協議，令其停止事先公告提價
37
。

至於最後的自學型演算法則是一款宛若黑箱的機器深度學習，僅給予一

個目標設定，再由演算法因應市場各競爭者的動作，不斷學習與調整策略，

最終達成該目標(例如最大利潤)。這款具深度學習的訂價演算法仍未實際商
業運轉，故許多應用多停留於學術模擬；例如Shakya, Kern, Owusu and Chin 
(2012)38

、Waltman and Kaymak (2009)39
、Calvano et al (2019a)40

、Agrawal and 
Jaiswal (2012)41

等。唯學術模擬上言之鑿鑿的合謀結果，都是在一個特定無塵

的實驗室中；實務上此類智能體(automation agent)如何能在龐大串流數據中區
別並隔離不確定性的雜訊？如何能順利解譯(decode)對方訂價演算法？都是出
了實驗室後難以解決的困難。

Ezrachi and Stucke (2016)另依演算法精密水平而提出4分類，分別是信
使(messenger)、軸輻 (hub-and-spoke)、預期代理(predictable agents)及數位眼
(digital eyes)。由人類擇定行動策略、再由電腦演算法協助執行、監控、警示，
此為信使，亦類似於監控演算法。前述Topkins (2016)、GB eye (2016)及 Aston 
(2015)3案，是電子商務訂價演算法首先被起訴的案例，都是利用訂價演算法來
執行與確保人為協議，此處訂價演算法就是信使的功能。

若以一套訂價演算法代一群競爭廠商們決行訂價，則容易構成以演算法供

應商為軸心去帶動下游參與者一致行動的現象，此為軸輻關係(hub-and-spoke)
的建立；比較接近於前述的平行演算法。沒有訂價演算法參與其中，而單由人

為溝通形成軸輻安排的往例，例如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S. (1939)案中獨占
德州5大城市的首輪戲院商與8家製片經銷商協議42

，Toys “R＂ Us, Inc. v. FTC 
(2000)案中最大玩具零售連鎖店與製造商之間的協議43

，及U.S v. Apple (2015)
案中欲參進電子書市的Apple與6大出版書商間的代理商訂價(agencypricing)模

37 在競爭法的原則上，若該事先公告提價足以促進消費者福利，是可以例外許可的。
38 Shakya, S., Kern, M., Owusu, G. and Chin, C.M. (2012), Neural network demand models 

and evolutionary optimisers  for dynamic pricing.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9, 44-53. 
39 Waltman, L. and Kaymak, U. (2009), Q-learning agents in a Cournot oligopoly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32, 3275-3293. 
40 Calvano, E.,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ic pricing and collusion. SSRN working paper. 
41 Agrawal, A. and Jaiswal, D. (2012), When machine learning meets AI and game theory.  
42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810 (1939).  
43 Toys “R” Us, Inc. v. FTC, 221 F.3d 928 (7th Ci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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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協議
44
，都因軸輻安排而被認定合謀。Meyer v. Kalanick (2016)一案，則有訂

價演算法牽涉其中。案中Uber CEO被訴其與下游每個個別駕駛人具一系列以
Uber訂價演算法進行訂價的協議，致生超競爭價格(supra- competitive prices)，
法官肯認原告宣稱被告已構成軸輻安排的論述，唯此案最後交付仲裁而未對這

一部份進行裁決
45
。

Ezrachi and Stucke (2016)第三類的預期代理演算法，則是一個人類單方設
計的機制，用以產出可預測型的結果，並既定的反應市場動態改變；因其可預

測，易被競爭廠商演算法偵察、進而附和與協同；此亦相似於平行演算法。至

於最後一項的數位眼，則與自學型演算法無異。

四、結構必然性嗎

有意識平行為(conscious parallelism)並未必是合謀平行行為，合謀(tacit 
collusion)者必須廠商間至少存有「心意互通與理解於一個特定目標」，若無此
等「心意互通與理解」，則只能算是個別廠商於獨立決行後的平行行為。美國

麻州離島 Martha's Vineyard 上的 9 座加油站被訴固定價格一案，法官說明的很
清楚，「具有合謀環境的百般理由，並不因此提供是否存在合謀的判定理由

(“a plausible reason to conspire＂ does not create a triable issue as to whether there 
was a conspire.)46

」，僅管汽油本身具不彈性需求、產品也同質、該島汽油市場

也存在高度參進障礙，都充分給予了廠商合謀的合理環境與動機，但不能因此

判定這些廠商進行合謀而僵固價格；因為寡占廠商同具高價格高利潤乃是競爭

結果。本案也因無額外附加因素(plus factors)證明寡占市場特色之外的勾結證
據，故判原告敗訴。

寡占廠商之間，往往被認為合謀相對容易，因為廠商數目少，就算不透

過顯然溝通或協議，也相對較可能透過「心領神會」的合意形成聚焦點(focal 
point)。寡占廠商的競爭，最大特色在於，存在著決策互依(interdependent)的本
質。在需求狀態不變之下，一廠商訂價選擇將永遠受到另一廠價格的影響，

因為少量廠商將競逐著固定的需求。於是，當我廠調降價格，將使對方需求減

少、邊際利益下降，故而不得不跟進降價；若我廠調升價格，則將驅使對方需

求增加、邊際利益增加，故而有利於跟進調漲。因此，價格作為競爭策略時，

44 United States v. Apple Inc., 791 F.3d 290 (2d Cir. 2015).  
45 Meyer v. Uber, No. 1:2015-cv-09796-JSR, Doc. 37 at 22-23 (S.D.N.Y. Mar. 31, 2016).
46 Whitev. R.M. Packer Co., 635 F.3d 57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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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變動具有同向的趨勢，此為寡占廠商競爭結構之必然，稱其為價格競爭的策

略性互補(strategic complements)47
。此一「易於跟隨且同向變動價格」的寡占

結構必然現象，十足呈現出有意識平行行為表徵，卻提供廠商憑藉為掩飾合謀

平行行為的煙幕。導致實務上，對於寡占廠商偏高價格現象，是單純寡占結構

必然的有意識平行行為？抑或是刻意而為的合謀所致？甚難識別。此亦正是

Posner法官(1969)所指的「寡占問題(oligopoly problem)」。
寡占廠商競爭的決策互依性，各個廠商都知道，且都知道彼此都知道這一

本質；雖說如此，但廠商所為之競爭決策仍是獨立決行行為。然而，「寡占市

場中的互依及共同自覺(interdependence and mutual self-awareness)，卻可能導致
隱性勾結，這非是社會所欲、但卻非競爭法所及的結果(Posner,1969)」。
也就是說，利用寡占結構所必然的有意識平行行為之特徵，廠商可借此混

淆執法者之識別，而有效的偷渡真正合謀意圖。由經濟分析更可洞見此間緣由

關鍵。

在廠商價格競爭過程中，我廠估計需求狀態並預期對方可能價格後，擬定

最佳價格；這樣的模式等同於說：給定對方某價格或市場某狀態後，我的最佳

反應價格該是為何？經濟學中此一反應模式即為最佳反應函式(the best reaction 
function)，唯這函式中的對方價格，是來自於前期資料觀察或市場分析後的預
期值，並非真實的對方當期訂價，因此並未與對方進行當期(或未來)價格訂定
的互動，據此而做的策略選擇當是「獨立決行」無疑。每一方的決策模式大抵

如是，因此各有一條反應函式；於是，我方依據預期對方價格而形成訂價、

此訂價又為對方取用而選訂其最佳反應價格、此對方最佳價格又再為我方取用

藉以形成我方新的最佳價格…，如此持續不斷，最終將收歛於奈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在這均衡上，競爭者策略必然「互為最佳反應」的價格組合；也
就是，給定任一方的均衡下策略，另一方策略將因已達利潤最大化而無再改變

策略的誘因。上述訂價過程，雖時時寓合著依對手價格而訂價的味道，但因對

手資料都是預期或歷史資料，並未對當前或未來產生彼此的互動溝通，有的僅

只是雙方都「自我知覺」對手的可能影響，當然都仍屬於「獨立決行」。

奈許均衡價格是穩定的，給定對方策略於均衡價格，則任一廠單方的策略

偏離，都必定導致自己利潤變差；尤其若是一廠單方調漲價格，還會帶給對方

莫大利潤。顯然，假設其它狀態未變，則一廠單方偏離市場競爭均衡而提價，

47 Bulow, J, Geanakoplos, J. and Klemperer, K. (1985), Multimarket oligopoly: strategic 
substitutes and strategic compl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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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理性決策者所為；在寡占廠商競爭理論中，這樣的思維是普遍雙方自覺

的。於是，若我方突然觀察到對方竟然偏離均衡而提價，我當作如何想像？在

決策者都是理性的前提之下，我知道，對方採用此一理性者不為的行動，必然

另有理性化盤算；而依經濟思維推論，理性化盤算只能是依賴於預期未來長時

期的較大利潤回補，而這回補則有賴於我方跟進提價後所產生的合作利潤。於

是，寡占架構中競爭者共同具有的自我知覺，令對方偏離均衡而提價的不理性

行為，足以被我方正確解讀為是一個對方意欲邀請我方共同提價的訊息，正等

著我的回應；若我方計算並確認有利可圖，就會跟進，終而達成一個高價格的

合作狀態，各享合作利潤。

我們可將對方這個提價的偏離行為名為「信號期(signaling period)」，正
等著我方的回應；當然發信號是有代價的，這代價就是對方利潤將會變差，其

利潤將由原先競爭均衡利潤走向更低利潤，此一利潤跌幅即為對方「信號期代

價」或「偏離競爭的提價減利」。而此時，我方因保持於競爭均衡價格(低於
此時對方價格)，利潤將由原先競爭利潤開始上升，此利潤增幅可稱為我方接
受信號期間的「信號期增利」。在我方接收到信號後、且決定跟進提價後，合

作默契達成，然後每一參與者將由原本競爭利潤提升至合作利潤，此利潤增幅

將發生於合作成功之後，稱其為「合作增利」或「競合利差」；當然若我方決

定不跟進，則此一「合作增利」將不可得，故可視為不合作策略的機會成本、

亦可稱為我方的「不合作減利」。

問題在於，我方該接受對方的邀請而配合提價嗎？這涉及了誘因機制的設

計。

一個成功的誘因機制，一者須令所有份子皆因參與合作而獲得比不合作還

高的利益，二須令所有份子都因參與合作而獲得最大效用(亦即無法再由它法
獲得更好)，這樣一來，合作方能成功。文獻上，前者稱為個別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後者則為誘因共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對方釋放信息誘引我
方以致合作，對方要能有利，必須其短期的「信號期代價」小於隨後產生的

未來長時期「合作增利」折現
48
；而我方接受此信號企圖並配合提價，要能有

利，則必須我方所享受的短期「信號期增利」小於未來合作不成的機會成本、

亦即小於我方未來長時期「不合作減利」折現。這樣一來，彼我雙方各達個人

理性要件。由此判斷，具備充分夠小的「信號期代價」與「信號期增利」、或

48 由於賽局持續進行，因此未來價值必須折換成現在價值，方能與現在短期價值做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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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夠大的「競合利差」折現，是「一方釋出提價邀約、而另方接受」的必要

條件。

個人理性達成後，合作即可形成，唯仍須確保參與者不具有其他獲取更佳

利益的選項，才不致於瓦解當前合作，亦即，必須確保目前合作狀態已是各參

與者的最大可能獲利(此為誘因共容要件)。所謂其他選項，就策略面而言，也
就只有偏離合謀狀態一途，而若偏離也就只有降價一法了。於是，假若任一方

降價，他隨即產生短期「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此時另一方仍是老實遵守著

合作的高價格，於是降價方所獲得此一增利，會是某種程度的暴利現象；唯待

老實方發現而必跟進降價之後，原先合作隨之瓦解而跌回競爭均衡，此一利

潤跌幅(等於競合利差)亦即為降價方攫取暴利時的機會成本，亦即為「不合作
減利」。一旦短期「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小於未來長時期「不合作減利」折

現，則將無一方可以在合作狀態下還擁有更高長期利潤的選項，也就是，完成

了誘因共容要件。同時，也完成了整個誘因機制設計，令合作得以形成並持

續。如上分析，讀者或可參閱附圖1及附圖2的圖解說明。
於是，一個成功誘導合謀的誘因機制，必須具備充分夠小的「信號期代

價」與「信號期增利」、「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或充分夠大的「競合利

差」折現。如果我們設定僅有合作價格與競爭價格兩種策略選項的簡單經濟模

型，則前述的「信號期增利」會等於「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或從另一角度

看，對方若配合我方提價意圖，則將長時期各享合作利潤(獲得長期競合利差
折現)，若不配合，則將令他長時期只得低利潤的競爭均衡(失去長期競合利差
折現)，前者是對於配合提價的獎勵、後者則為不配合提價的懲罰，只要兩者
差異(即競合利差)夠大，獎懲愈強烈，就愈能幫助達成前述誘因機制。因此，
此一誘因機制也常被視為一套「獎懲機制(reward-punishment scheme)」。

這一工程完成的過程，其實已經充滿了企圖與意願的溝通，遠離原始寡占

廠商競爭僅在預測與歷史資料中設定對手訂價，已是典型的「非獨立決行」，

符合了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 (1984)案中法官認為49
，合意勾結的要件

必須證明「該行為可能會排除了廠商的獨立決行」。

然而這一邀約工程所憑藉的素材卻僅有競爭策略變數本身，別無它物；從

發訊到獎懲，其實都是價格策略的調整；藉此完成了合謀，卻無策略變數本身

以外的任何訊息通聯。若其真的實現，則實務中將很難去觀察、追蹤或解析這

49 Monsanto Co. v. Spray- Rite Serv. Corp., 465 U.S. 752, 768 (1984); In re Flat Glass, 385 
F.3d at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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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運作模式，因為市場的實際狀態本就多變不定，價格隨之變易亦屬常理，很

難追踨解析出其中暗藏的可能企圖性價格對話。

事實上，廠商們欲單靠價格策略本身不斷發訊互動而達成合謀，困難度也

相當高
50
，因為市場存在的波動性與雜訊，容易導致價格訊息傳遞上許多不確

定因素，諸如被獲悉與否的不確定性、已回覆與否的不確定性、訊息解讀中的

雜訊干擾、合作狀態中的行為變化解讀等等，都充滿了難以清楚解晰的困擾。

雖然訂價演算法已經比人類更能處理與篩檢雜訊，但仍未能達到完全。於是，

對於涉及隱性合謀案例，經濟分析本身也很容易因外部不確性因素而影響其準

確性，分析時當須特別留意這類外部因素。而當前法院的做法，除了要求必須

證明「該等行為可能會排除廠商的獨立決行」外，實際上仍多要求必須有足以

「顯示競爭者並不獨立決行的證據」，這往往也是指經濟分析之外的其它額外

因素證據(plusfactors)，例如公司內部或公司間的人為文書資料、紀錄、通訊、
會議、指示、或會談等等實質證據。單單經濟邏輯分析，不足以定案。

五、合謀的可能性

寡占市場掩護隱性合謀生成的過程與結果，在演算法訂價(algorithmic 
pricing)出現與普及之後，發生了實質上的劇變。
首先，合謀誘因機制更容易完成。訂價演算法快速的偵測市場上各廠商價

格與變動，並可快速的調動自己價格以為因應，因此，對方以提價作為合謀企

圖的訊息釋放時，我方演算法可以馬上獲悉對方價格之提高與幅度，減少了訊

息傳遞與觀察的遲滯、等待及其它不確定性，對方因此面對著極小(甚至零)的
信息期代價、我方也面對著極小(甚至零)的信息期增利，而合謀狀態下任一方
「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也將因偏離行為快速被發現與回應，而變得極小。

於是，誘因機制的成立變得更為容易，亦即，合謀的成立與維續變得更為容

易。當然，信號期變得很短意味著合作期出現很快，因此「合作增利(競合利
差)」折現價值變大，也增加了誘因機制的成功。歐盟競爭事務執委Margrethe 
Vestager (2017)說51

「卡特爾都面臨著成員開始欺騙的風險。若每一廠都訂高

50 Suslow(2001)針對1920-39年間、47個產業中的72個國際卡特爾協議進行研究，就發
現時常經歷起起伏伏景氣波動者，其瓦解機率較高，而經歷景氣低迷時又比經歷繁
榮時的瓦解機率還高。Suslow, V.Y. (2001), Cartel contract du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cartels. Working Paper.

51 Vestager, M. (2017),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speech at the Bundeskartellamt 18th 
Conference on Competition, Berlin, March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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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則你就可透過減價來攫取大量客戶，因此卡特爾的續存，依賴於他廠能夠

多快觀察到這一削價，並以自己也低價來進行報復。能快速做到如此，就可確

保他廠沒有太大誘因削價。麻煩的是，自動化訂價系統剛好可以很快的做好這

事。」

自動化訂價演算法加強了誘因機制、促成了合謀，已毫無疑義，唯一一個

目前仍不確定的爭論點，在於演算法是否具有思考長期的能力？亦即，是否知

道放棄短期利得、誘引對方演算法跟進提價、然後共享長期合作利潤等這些思

維？是否知道對方偏離當前低價而改為高價，是一種對我提出合謀的邀約？

這個問題仍在學術中多方的辯證。許多的學術模型設計，確實完成訂價演

算法透過互動而達成合謀的模擬。例如Hanaki, Sethi, Erev and Peterhansl (2005)
模擬兩個智能體各以4個訂價演算法做為策略進行競爭，結果最終都會出現隱
性合謀

52
。Klein (2018)建構動態競價寡占，令競爭廠商不斷先後訂價，模擬

1000次、每次競價5000期，Q學習演算法最終都達致穩定價格53
。Calvano et al 

(2019a, 2019b)54
則使用Q學習設定重複Bertrand寡占模型，模擬1000次、每次

25000至10億期，發現達成合謀狀態的機率很高，而且於合謀狀態下刻意人為
操作一方背離(降價)，結果另一方還會隨即下殺價格一段時期(作為懲罰)、再
慢慢回升至原先合謀水平，似乎說明演算法間確實彼此互動達成並維持合謀。

然而無論如何，這些模擬結果都仍不足以說明訂價演算法確實在「合意思維」

下進行演繹，仍都只能說明這是設計者所給定的精微複雜「If…then」指令所
致；而且都是在特定環境下的特定作為，遠非動態市場全貌甚或一隅。英國

CMA於2018年經濟理論探討中，做了實務調查後的歸納整理55
，認為，雖然演

算法訂價已經很普遍(尤其線上平臺)，但無明顯證據顯示個人化訂價確實已被
實施，而且指出企業單方獨立決定卻仍因演算法而致合謀的現象，都仍是一些

學界使用或參考用的模擬模型，其中的訂價演算法也都是局限於一個給定的外

生假設。

而且，此類學術模擬也都把人主體置之事外了。在合作之下的人類，永遠

52 Hanaki, N., Sethi, R., Erev, I. and Peterhansl, A. (2005). Learn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6 (4), 523-542.  

53 Klein, T. (2018), Assessing autonomous algorithmic collusion: Q-learning under short-run 
price commitments.

54 同前文Calvano, E., Calzolari, G., Denicolò, V. and Pastorello, S. (2019b). 
55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2018), Pricing algorithms: Economic working paper 

on the use of algorithms to  facilitate collusion and personalized 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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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個最核心問題，就是，欺騙可以獲得暴利(短期)！因此人主體內心是否
真的會安穩於讓訂價演算法帶往一個不攫取短期暴利的途徑上去？他會否基於

人性短利的本質，思考選擇一個能滿足這本質的訂價演算法？又或者更簡單的

說，有否可能人主體會在某些狀況下(例如抵擋不住短期暴利的誘惑)而改變訂
價演算法指令或修改其參數？作為最後決策者的人主體，面對正運行中訂價演

算法忽視了當前暴利機會，其介入干涉的可能性，或許很大；這涉及個別特

徵，無一致性與邏輯性、也無相對可靠的分析方法，但卻是訂價演算法基底商

業中，合謀成形或永續的一個重要衝擊因子。

既然單由智能體「互相理解」而致合謀的可能性，目前只存在於學術模

擬，而人主體自我短期利多判斷又可能隨時橫空而出，則想當然耳，在演算法

訂價商業中，人主體仍然具有了最後決策的本質。因此，智能體若共同達成合

謀，其背後必仍多賴人類給予的指令與編程，只是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或可

說，訂價演算法只是人類促成隱性合謀的一項新利器。

既是一項工具，則使用過必留痕跡。在無訂價演算法參與的傳統合謀上，

藉助經濟分析證明其成立的可能性，然後尋找人類間可資佐證的溝通資料；但

在訂價演算法參與的案例上，執法者除了尋找可能的人主體間溝通證據，還可

進一步的從電腦中尋踨覓跡出誘因機制(或獎懲機制)設計的編程。若尋得出，
將會是合謀鐵證。只是，從複雜萬端的編碼程式中尋出某一兩條涉及獎懲設

計，談何容易？仍須要與時俱進的資訊能力。於是在目前的演算法訂價合謀案

例中，依賴於掌握人類間溝通或謀劃資料，仍是主要的證據來源。

六、課責智能體否

隱性合謀不具任何顯然協議(agreement)，而是競爭者間意識到彼此利
潤與決策互依，然後相互以策略為手段達成價格協調的一種行為。關於 
agreement，美國Sherman Act 中常替用contract、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conspiracy等；最高法院也說，一個協議非要明示或正式，只要它是涉
及「一致目標、共同企圖與理解、或心意互通(a unity of purpose or a common 
design and  understanding or a meeting of minds56

」以及「有意識的附和一個共同

企圖(a conscious commitment  to a common scheme)57
」即屬之；從而包含了平行

56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810 (1939); Am.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s, 328 U.S. 781, 809–10 (1946), at 810.

57 Monsanto Co. v. Spray- Rite Serv. Corp., 465 U.S. 752, 768 (1984); In re Flat Glass,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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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樣態。

唯於實際執行中，法院認為證明合謀的平行行為，必須證明其確為

廠商間協同(coordination) 結果，而不單只基於寡占互依性(oligopolistic 
interdependence)的經濟推論。於是，掌握參與者間某 些特定方式行動所為之溝
通，往往成為必要的額外附加證明(plus factors)。
歐盟法院於判例中則明白指出

58
「一個協議反應出經營運者間對於在市

場上執行某一政策、追求某一目標、或採用某一特定行為的一致意願，無論

成員是以何種模式來配合此一協議內容(an agreement reflects“a concurrence of 
wills between economic operato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olicy, the pursuit of 
an objective, or the adoption of a given line of conduct on the market, irrespective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arties´ intention to behave on the mark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at agreement is expressed.＂)」因此協議的精神乃在於存在共
識(common will)與某形式的表明或配合，於是，具心意共識意涵的「一致行為
(concerted practices)」可作為無顯然正式協議證明時的判斷； 亦即，一致行為
就是隱性合謀(tacit collusion)了。
然而，機器演算法所為決定，適用這些定義嗎？

在訂價演算法基底商業中，訂價智能體依據過去價格、銷售與其它市場數

據而訂定價格，快速的察知競爭者訂價變動，並快速的調整自我價格以為因

應；價格是其主要行動方式，並不會也無法發佈策略面以外的額外訊息作為信

號傳遞。於是，顯然通聯證據不易掌握，而必須直接或間接證明智能體間具有

「共同企圖與相互理解」。若果真智能體具有如此能力，則超競爭價格(supra- 
competitive price)結果的可課責對象，該是人主體？抑或智能體呢？
人主體與智能體之間該屬於雇傭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電腦編程

用以幫助完成任務，但電腦並不懂人類語言。僅管訂價演算自動機可以傳輸數

據，並據以決行甚而產生協同訂價，但並不意味著，他們理解彼此「正在協同

以限制競爭」。既不「理解」，則就不會「相互理解」，於是訂價演算法本身

難以適用競爭法合謀要件的「合意」。然智能體所為皆是依據電腦程式執行，

若有協同行為出現，亦是依據其被編寫設定的程式，進行互動的結果；就算是

具自我學習的演算法機器，仍得由人類設計程式訓練其自我學習。於是，人類

程式設計才是決定演算法結果走向的根源，該是法律課責的主體。廠商經理人

F.3d at 357.
58 Case T-41/96, Bayer AG v Commission, [2000] ECR II-3383, para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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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各自獨立選擇訂價演算自動機為其服務，或許他並不知道該智能體間會否

自我導向合謀狀態，甚至程式設計者本身也可能無意識其程式編碼可能導出一

致行為，但這些相關人員都必須心中明白知道「某些程式設計導致一致行為

趨勢」是確實可能存在。因此廠商僱用或設計訂價演算法機器為其服務時，必

須負責任的進行了解並確保這一問題不致產生。歐盟競爭事務執委Margrethe 
Vestager 強烈主張「就源法遵(compliance by design)」途徑59

，認為「企業能做

的且必須做的，就是確保由設計端遵守反托拉斯法，亦即，從設計端上，演算

法就必須建立於不允許合謀；而且企業必須清楚，一旦決定使用自動系統，

他們就必須為演算法所為結果負責任，所以他們最好必須了解該系統如何運

作。」

歐盟這一強烈態度給了幾個基本引導
60
：第一，廠商若利用訂價演算法執

行人為溝通所形成的合謀，這是顯性合謀，毋庸置疑。第二，任何非法的線下

行為策略若在線上施作，依舊違法，廠商必須確保其演算法不從事非法行為。

第三，廠商若涉及非法競爭措施即受法律課責，不因是演算法自動行為所致而

可免責；不論是僱員、代理、或第三方，都是受一廠商指示或控制(direction  or 
control)的雇傭模式，演算法亦同，故廠商必須為其僱用資產(訂價演算法)的行
動負法律責任。美國的態度相似

61
，認為「凡涉及演算法的合謀案，都應依傳

統法律標準進行分析；當分析某行為是否構成合謀時，分析者必須拿掉演算法

牽涉其中的這一事實。」亦即，廠商有否合謀與其有否運用訂價演算法無關，

而在人主體行為本身，演算法只是執行人主體行為的手段。基本上，英國亦持

與美國相類似的看法
62
。

「分析者必須拿掉演算法牽涉其中的這一事實」卻也未必盡然。前一節我

們分析指出，當前涉及訂價演算法的合謀案例，其背後必仍多賴人類給定的指

令或編程，只是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因此在分析此類合謀時，傳統上，一者

59 同前文.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and Bundeskartellamt (2016).
60 OECD (2017b),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not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June 21-23. See also, Gosselin, 
S.S., Jones, A. and Martin, A. (2017), Are antitrust laws up to the task? A US/EU 
perspective on anti-competitive algorithm behavior, LEXOLOGY, August 10.  

61 DOJ (2019), Statement of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Makan Delrahim before the U.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nsumer Rights, "Oversight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ntitrust Laws", September 17.

62 OECD (2017c),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not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Ma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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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經濟分析、二者尋找人類溝通的直接間接證據；而在訂價演算法牽涉其中

時，我們則另可於程式編碼上尋蹤覓跡。

然而，該如何從程式中尋蹤覓跡？這已是訂價演算法商業中，執法者所必

須及時培養的文化素養。

電腦編程是人類設計者的產物，假若設計者一開始即建構出例如跟進對方

價格的指令，則人類設計者即已涉及企圖利用訂價演算機以協同行為甚或互通

信息。這類型指令可以非常細微、不動聲色的被植建於整體編程設計中，執

法者欲循傳統模式，從公司文件資料或人員作證中去掌握此等設計，或許徒勞

無功；又或者，欲從整體編程設計中去檢驗尋找出此一指令、或偵測內建函數

與邏輯是否包含終至達成合謀的指令，亦是一個高度挑戰的任務。隨著技術進

步，後者的檢驗模式或許會愈來愈被開發與倚重。目前一般性的這類型檢驗，

途徑有二，其一靜態檢定(static testing)，其二動態檢定(dynamic testing)63
。

靜態檢定方法，是直接檢閱程式而不去執行。促成隱性合謀運作，不外乎

兩個關鍵，一是策略外，即借助不屬於競爭策略變數的額外訊息進行溝通；二

是策略內，即以策略完成一套兼含棍棒與蘿蔔的獎懲機制。訂價演算法自動機

只運用第二者的策略面，而靜態檢定法所著墨的，即在於找出策略面上這套獎

懲機制的有無。一般而言，若存在這套機制，則它通常會是放在訂價演算法的

優化模組中，因此直接針對該演算法的優化模組編程進行檢閱。首先，確認是

否包含競爭者訂價的訊息？若無，則一定不會有合謀的疑慮；若有，則再進一

步審閱是否具有構成獎懲機制的編碼。

靜態檢驗方法面對動態訂價的深度學習型演算法而言，將是無能為力。深

度學習演算法透過大量數據的試誤與實驗方式，於不同時點上挖掘出更確實的

評鑑績效值，致不同動態時點上常有不同最佳策略出現，檢驗者欲自編程上尋

蹤覓跡其獎懲機制是否存在，難如登天。其編碼與抉擇之間的對應太過複雜，

以致於無法理解、無法解釋、無法窺探，就像黑盒子一般。而且深度學習領域

中，甚至獎懲機制本身可能不是構成合謀的必要條件，例如Cooper et al (2015)
發現，僅管其估計模組中未含對手價格資料，深度學習智能體也可產生超競爭

價格，這大大增添了檢驗上的困惑
64
。幸運的是，因為實務上，在每一時點對

63 Harrington, Jr., J.E. (2018), Developing competition law for collusion by uutonomous 
artificial agent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14 (3), 331–363.

64 Cooper, W.L., Homen-de-Mello, T. and Kleywegt, A.J. (2015), Learning and pricing with 
models that do not explicitly incorporate competition. Operations Research 63, 8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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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價法則進行評價的工作量非常龐大，深度學習型演算機於目前階段仍未能真

正商業運作
65
。

當靜態檢驗可能無法有效進行時，可以考慮改採動態檢驗。這個方法比較

像是模擬途徑，也就是，以大量的市場條件餵予該智能體，然後紀錄相對於各

市場條件輸入項的產出項(價格)，從中觀察是否終於構成超競爭價格。然而，
模擬仍有缺點，第一，總是真相的一小部分；若要擬真，則必須餵予非常大量

的輸入項(即市場條件)，燒錢、無力、費時。第二，智能體透過學習可隨時改
變每一時點的訂價演算法，今天測試檢驗所得可能異於明天，今年所用資料則

已不復相同於去年。第三，檢驗出存在超競爭價格，亦未能確認是否存在獎懲

機制(尤其是學習型演算機)。容或模擬做為執法者的檢驗工具仍不盡良善，唯
面對可能幾分鐘就調整一次價格的動態市場，迄今依舊別無良法。

七、導致合謀樣態

對疑似涉案的廠商演算法訂價，執法者除了於事後檢驗與偵測之外，亦可

於事前進行監視、督導、或警示，或許這更是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歸納整理

一些可能合謀樣態，作為隨時比對參照、並提供檢視篩選的初級步驟，將是

一個可行的有效方法。本文依不同功能與形式畫分，提出幾個可能違法樣態如

後。

(一)仰賴人為合謀並以監控型演算法執行
在合謀議題上，監控演算法被用於隨時監看所有廠商行動決策，確認所有

廠商是否都訂價於合意水平，並隨時回報以隨時採取相對因應措施。若並非所

有廠商持續維持於合意價格，則將改訂競爭價格予以報復。監控演算法的重

點在於監看與回報價格，創造出競爭環境中的高度價格透明化，提供合謀的良

好生態，亦令合謀廠商快速偵知同伙是否遵守合意；至於合謀生成則仍須仰賴

其它機制或人為介入。此類樣態是以人主體協議為核心，而演算法為執行工

具，是最容易出現、也是目前所有相關法例的類型，例如前述的U.S. v. Topkins 
(2016), CMA v. GB eye (2016), U.S. v. Aston (2015)等。
(二)使用相同資料數據
廠商使用相同來源資料數據，據此因應外部事件(例如成本或需求改變)或

65 2015年Google提出開放源演算法TensorFlow在全球獲得相當成功的商業價值，開源
演算法市場於是成形，在這個開源體系中，企業可以從其資料庫中尋找合乎其數據
與目的演算法模板，然後著手設計適合自我營業模式的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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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廠商行動，其所為之決策必然相似度愈高，而提高平行行為出現的機率。

共同資料數據若都收集自公開可觀測訊息，則平行行為的出現就可認定不具私

謀意涵；反之，若資料數據中包含競爭者非公開可觀測訊息，則據此決策的廠

商將涉及互通訊息合謀的疑慮。

為了掌握市場動態以及廠商策略互動，以做出更好的決策品質，訂價演算

法從訓練階段就盡可能的包含相關資料，於是同一市場中的競爭者購買使用的

訂價演算法，就很可能具有共同的資料數據。假若廠商購買此類訂價演算法

時，已明知與其它訂價演算法使用相同資料來源，則廠商將涉及人為端的合

謀，唯此「已明知」的證據，仍須由公司人員或書面資料中去尋求。假若廠商

購買此一訂價演算法時，並無「已明知」與其它訂價演算法使用相同資料來

源，則待一致行為出現時，執法者必須檢視其數據匯整模式中，各競爭廠商

提供的非公開資訊資料之成分大小，夠大的成分則等同於各廠相互溝通後再

由訂價演算法執行，自然涉及共享營業秘密藉以聯合訂價之疑慮。這類型非

公開資訊的各廠自有資料，若是各競爭廠商主動提供，此行為本身涉及聯合並

無疑義，若是由某第三方廠商收集匯聚而成，然後再提供給廠商訂價演算法運

用，則第三方廠商所收集資料數據來源，仍需如前述以是否包含收集自各競爭

者未公開訊息者成分判斷。第二節中所提到的案例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o(1994)及 EC v. Container liner  shipping  companies (2009)皆屬此
類。

(三)使用相同訂價演算法
許多競爭廠商購買運用某一(類)訂價演算法，例如Amazon提供其商場商家

的訂價演算法，將使使用者的決策建基於相同演算邏輯與相同資料數據環境，

各廠的訂價法則與趨勢必然一致，導致平行行為。提供者並非市場競爭者一

員，但因其提供的演算法包含了各廠資料，等於溝通了各廠非公開訊息，加上

相同因應法則，將使競爭者訂價更易趨向一致，此時形成的協同行為，為第三

方演算法供應商以訂價演算法串聯市場上各競爭者所致，儼如軸輻模式。在適

用競爭法上仍需依個案分析，重點仍然在於該第三方提供之演算法，其動機是

在於協助串聯各競爭廠商使之和同？抑或在於協助使用者更有效率的訂價？然

若涉及前者疑慮，仍需有明顯證據證明確實存在此一動機。

軸輻安排是一廠商針對其上游(或下游)廠商，逐一進行聯絡互動以安排合
作，前者為軸心廠、後者為輻條廠，從而構成軸心與輻條的緊密一致行動；其

目的在於保護或提增發動者(軸心廠)市場份額、或者維護其利潤。其中牽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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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軸與輻)垂直安排，而且涉及輻條廠之間的水平合意。於是，傳統軸輻
安排的違法性在於三者：其一，一廠為其利益而奔走協調上游(或下游)廠商以
採一致行為；其二，此廠之奔走協議具有阻抑競爭的邪惡動機；其三，唯有

上游(或下游)競爭商之間都同意這安排，方能產生每一廠經濟效益。以Uber為
例，雖其遭受許多訴訟，但仍未曾被判決以Uber app「協助競爭者和同行為」
者。由於Uber主張其新型營運模式中的駕駛人並非公司員工，而是獨立選擇使
用其app的契約人，於是Meyer v. Kalanick (2016)案中原告，即控訴其利用Uber 
app與下游獨立商駕駛人以一系列訂價演算法進行訂價協議，致生超競爭價格
(supra- competitive prices)。法官雖肯認原告宣稱被告已構成軸輻安排的論述，
唯此案最後交付仲裁而未對這一部份進行裁決

66
。法院對軸輻安排適用Uber商

業模式的看法，學界與業界出現了不贊同的聲音。Passaro (2018)就認為67
，首

先，Uber欲協調和同數千駕駛人以致一致行為，顯然不可行；而Uber並未如傳
統案例中具阻抑競爭的動機；另外，駕駛人成為Uber駕駛人之利益，並不依賴
於其他所有駕駛人之一致成為Uber駕駛人。
(四)委託第三方之訂價演算法代為決行
與前一類型相似的是，當多家競爭廠商共同委託某第三方以其訂價演算法

代為決行，則軸輻合作的問題就會浮現。在分析上，我們必須先確定：中介機

構(軸廠)研發該訂價演算法是否使用各客戶(輻廠)的過去資料數據？其訂價是
否是最大化所有客戶總和利潤？前述中若有一者是肯定，則就可能涉及違反競

爭法疑慮，然後進一步評量：受委任訂價演算法公司代客戶決行的相關市場比

例有多大？

前述的檢視與判斷過程，由演算法的訓練階段就開始適用。若訓練階段就

涉及使用來自多個客戶(競爭者)的彙整數據，因其屬於各公司過去歷史資料、
具競爭敏感性資料、或非公開資訊，則第三方廠商以此一訂價演算法代客戶決

行，即涉及違反競爭法；僅管該訂價演算法於後來應用階段的推薦或訂價，可

能已不再使用來自客戶的彙整數據。受委任第三方訂價演算法公司，若其演算

法的目標函數是在於最大化其客戶總和利潤，則更是明顯違反競爭法，因為最

大化客戶總和利潤即等同於獨占者最大化市場利潤；此類型目標函數對中介機

關而言，可行、易行、且利潤最大。

66 Meyer v. Uber, No. 1:2015-cv-09796-JSR, Doc. 37 at 22-23 (S.D.N.Y. Mar. 31, 2016).
67 Passaro, N (2018), Uber has an antitrust litigation problem, not an antitrust problem.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May: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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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如果一個產業中有大部分廠商使用同一款訂價演算法，其有意無意

所形成的軸輻結構，將明顯的增進了提增價格的誘因與能力，與傳統案例相

仿，其涉犯競爭法疑義已足以促成展開調查。

(五)可預期的訂價演算機制
比較進階的訂價演算法，例如，競爭演算法知悉或推論出彼此使用相同或

相似的訂價演算程式，則一方更能夠預測另一方的可能反應，一方更能夠解釋

另一方訂價行為的邏輯或意圖，於是，更方便於達成訊息交換、減低策略互

動的不確定性、且易於促成與維持隱性共謀。事實上，只要於訂價演算法中編

製一個簡易的跟進法則，即可透過訂價演算法促成彼此同往高價水平這類演算

法，等同於以一個固定行為模式公諸於世、或令他人容易偵知，則彼此容易預

期、容易跟隨、也就容易一致行為。

智能體依據設計者編程運作，其互動結果所構成的高價和同行為，仍然得

由使用廠商承擔其法律責任，一如前述。若可預期訂價演算法的目的「在於

可被預期」，即企圖令競爭對手容易順利解譯(decode)而後隨同並趨向一致，
故其程式設計相對會簡單一些，例如一個比照訂價(matching)程式、或以牙還
牙、嚴格策略、處罰n期等簡單固定反應模式。這類型演算規則於檢驗與偵測
上，執法人員可相對容易執行。

(六)信號式的訂價演算機制
類似於可預期訂價演算法者，是信號訂價演算法。一廠訂價演算法刻意脫

離競爭均衡而提出高價，藉以釋放其意欲邀約他廠共同提價的企圖，他廠演算

法於邏輯運算中解析出對方此一看似不理性行為之企圖，且計算出若應其邀約

提價則可以獲取更大利益，於是跟進。雖演算法「解讀對方意欲邀約企圖」此

等智慧運算，目前仍未商用，但以程式編寫、設定狀態、令其反應，其實仍可

簡易達到非動態市場的和同情狀。廠商依據市場供需反應，估計出自己的合理

價格、預期出對方的大概合理價格，於是於程式設計上，編寫我方智能體於覺

察對方訂價超越出此一合理價格一段時期後，即視其為一個詢問我方同行的訊

號釋放，而予以配合。執法人員執行檢驗時，該偵測是否存有此類程式指令設

計。這類型設計並不很容易成功達到目的，因為市場雜訊、意外、或實時動態

波動，都很容易導致對方訂價超越設定合理範圍，而被我方演算法誤讀為一

種詢問同行的訊號釋放。在動態環境中，「解讀(decode)」是一項很艱巨的工
作。

然而，簡易的可預期程式，本身是一種很容易被掌握到的訂價反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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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對方人主體知悉後予以配合；於是，若考慮人主體角色會介入判斷與決

策，則某一方的一個可預期程式，就可能變成一個簡易有用的信號，等待著對

方人主體解讀後配合。這一可預期程式若為事先正式或非正式透露，即可視為

是釋放訊息的行為；若無，則亦可能是作為暗地釋放訊息的工具。毫無疑問

的，這類模式中，人主體介入相對較深，且利用訂價演算法作為釋放合作訊息

的工具。

(七)自學型訂價演算法
至於學習型訂價演算法，人類單方設計其訂價程式，且只給予目標(例如

達成利潤最大化)，其自身就能協助廠商往高利潤的合謀狀態形成。其合謀成
形宛若黑盒子作業，人主體自身也已完全無法尋跡追蹤。該如何發覺與舉證此

等合謀，更形艱難。慶幸的是，這類複雜且具智慧的演算法，仍未商轉。

八、執法者的因應

凡涉及演算法的合謀案，美國執法機關所秉持的態度，基本上認為，以當

前競爭法架構已足以應付，故都應依傳統法律標準進行分析。美國司法部反托

拉斯署副助理檢察總長(Barry Nigro)指出：「當分析行為是否構成合謀時，分
析者必須拿掉演算法牽涉其中的這一事實。唯不可忽視的，演算法的運用確實

使得欲確認合謀行為，變得更為艱難，因此執法人員需要具有更新的調查技

術；由於偵測演算法合謀很難，因此可以搭配寬恕政策及犯罪罰款，提供企業

自我檢測與合作的誘因
68
。」歐盟態度相對最為積極，認為凡訂價演算法涉及

的競爭法議題，一律是運用者(廠商)的責任；德國聯邦卡特爾局亦強調，演算
法的運用並不使得企業免除競爭法責任，企業不能躲在其所運用的演算法背

後。

因應訂價演算法於廠商競爭中角色的崛起，各國對於其在競爭法定位，雖

細節容有差異，但仍多認為目前競爭法標準架構即已充分，唯必須體認檢查偵

測將相對變得更難。執法人員必須及時裝備以為因應。

(一)區別人主體與智能體的角色
當然，許多案例仍得從釐清人主體與智能體間強弱關係著手。雖然充滿智

慧的自學型演算法仍未完全運用於實務，但其它類型演算法的程式設計上，已

足以令演算法彼此間進行互動跟隨而致一致趨勢。執法者所需思考與調查的，

68 Banicevic, A., Kohlmeier, G.Z.A., Pechersky, D. and Howlett, A. (2018), Algorithm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ntitrus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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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乎是：第一，是否具有人主體間的顯性通聯證據？第二，訂價演算機之編

程是否可以找出「獎懲機制」或「可預期反應模式」的設計？第三，若有，則

在此編程設計上，人主體的知悉程度如何？人主體的涉入程度與類型為何？這

些調查都是必須的，然不論人主體是否事先知悉存在獎懲機制或可能導致合

謀，使用訂價演算法的廠商都該負起最終若出現合謀的法律責任。

執法者若可以掌握廠商人主體通聯的證據，且證實最終價格為超競爭水

平，則毫無疑問的，利用當前競爭法架構即可解決此一問題。但若無法掌握人

主體顯然溝通證據，或者人主體於最終超競爭價格結果上僅扮演著小角色，則

執法者必須仰賴於對訂價演算的偵測與試驗。

(二)發展引用資訊技術與人力資源
偵測智能體之編程設計，仍是一大挑戰。因此發展測試與檢驗編程的執法

能力，對執法機關而言是迫不及待。不論是靜態檢定或動態檢定，都是一門

專業的資訊工程能力，於是引進充分資訊人才並建構更多技術資訊資源、甚

或有外部技術專家合作，是刻不容緩之事。英國CMA於2014年12月聘任首位
「數位取證與情報(digital forensics and intelligence)」主任，負責發展CMA的數
位取證與情報分析能力，並支援專案或計畫團隊，也徵募了許多相關的技術專

家
69
；於隨後的CMA v. GB eye (2016)一案中，數位取證人員對Trod伺服器與安

全數據輕易取像，由此而確認GB eye所提呈的自首資料，終至於不到8個月即
偵破本案，相較往例大約的一年光陰，速度相當快。事實上，該案被告完全

委諸於演算法訂價自動機，從2011年3月至2015年7月，相關產品價格即已漲了
20%，但當時如此合謀利潤卻一直沒能被識別出來。
美國FTC因應行動裝置興起，於2010年首設技術長(chief technologist)以協

助擴展對此新趨勢的偵查能力；2015年於其消費者保護局內設立技術研究與調
查辦公室

70
，聘任一位技術政策研究主任(coordinator)、許多具有IT背景的技術

專家與電腦科學家、擴充其組織的內部專家與研究員，藉以發展全新的調查方

法與偵測資訊技術
71
。「這是FTC的自然演化。當技術更為複雜，而使所有事

物與技術間起了正當或不正當使用的直接關聯，FTC必須有能力針對組織行為
69 Aston, S. (2014), First director of digital forensics and intelligence appointed to CCG. Civil 

Service World, December 8.  
70 Peterson, A. (2015), The FTC beefs up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s with new offic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7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5), Press release of 23 March, BCP's Office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The next generation in consume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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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錯做出更佳判斷。」「若無清楚了解數據運用的基礎技術，FTC將無能為力
有效實現其目標；擁有更多技術專家人員，將使FTC能更佳評估是否廠商合理
運用技術。

72
」

然而，在組織擴編短期不易實現、或任務相對艱難與繁複時，委託組織

外的技術專業，或許是可行且易行的辦法；例如，Google一般性搜索引擎，於
2017年被歐盟執委會判決濫用市場支配力，違法給予自家比較購物服務競爭優
勢

73
，為確定該判決如實的被遵守與執行，歐盟執委會找了民間技術專家協助

進行監控
74
。這途徑對公平會或許更為適合。

當執法機關自我具備了資訊取證能力時，即可進一步建構與研發有效的犯

罪偵測套件，並作為呈堂證供。英國CMA一個技術團隊宣稱，可以運用演算
法來偵測卡特爾，並已經建立了一個卡特爾篩檢工具(cartelscreeningtool)，以
幫助採購單位透過標單數據與內容篩檢出可能的卡特爾行為信號

75
。然而，比

較標單具體內容以防止圍標而所萃取出的勾結特徵，只適合於競標場合，難以

移作線上零售市場默契勾結的識別之用。當然，欲以演算法結果作為證據，最

大的困難仍在於建立競爭機關資訊團隊的公信力，才能取得法院信任。

(三)結果導向與就源法遵
類似歐盟更積極的作法，則是「結果導向(results-based approach)」與

「就源法遵(compliance by design)」。數位經濟的市場狀態使得合作變得更
加容易、同時使得證明協議變得更難，合謀危害變得更可能出現，於是，只

要偵測到訂價演算法商業中出現反競爭結果，僅管無法證明是因訂價演算法

設計所致、或證明為其所具有的企圖，執法當局都可以介入干預
76
。German  

Bundeskartellamt v. Lufthansa (2018)一案中，德航因柏林航空破產(2017年)，其
訂價演算法面臨實時供需變動而致某些航線上出現價格暴漲(25-30%)，德國聯
邦卡特爾局展開調查後，確認是由於供給大幅不足所致，故未起訴德航

77
。然

72 Higgins, J.K. (2015), FTC upgrades IT to protect consumer privacy data security. 
Ecommerce Times, April 8.

7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June 2017 in Case 38606 - 
AT.39740 Google Search (Shopping).  

74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Tender specifications: Accelerated restricted procedure in 
two steps. Call for tenders COMP/2017/012.  

75 Picht, P.G. and Loderer, G.T. (2018), Framing algorithms-competition law and (other) regulatory 
tool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Research Paper No. 18-24.  

76 同前文Picht, P.G. and Loderer, G.T. (2018).
77 Bundeskartellamt (2018). Press Release of 29 May. Lufthansa tickets 25-30 per cen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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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供人省思者，在於當市場結構改變致供需配合大幅波動，若供給大幅小於

需求，訂價演算法自然實時反應而大漲價格；但我們合理懷疑，當供給大幅過

剩時，訂價演算法會實時反應而大降價格？亦即，我們懷疑僅管訂價演算法

決行，但在明顯不利於己時，會理性驅動廠商進行人為干涉。亦即，基於理性

或利益思維，訂價演算法被人為介入干涉，甚至可能是一種理性的必然反應。

因此，當執法機關發現，實時價格已被確認高漲至不利於消費者時，則也理所

當然的有介入干預的空間；僅管仍未能偵測出訂價演算法上的編程邏輯證據。

問題是，介入的時機與程度該如何拿捏？亦即，該在狀態波動至何程度方可介

入？介入訂價參數修正將以至於何種程度？在採用「結果導向」途徑時，執法

單位必須於此進一步探討、釐清與訂定
78
。

結果導向搭配著「就源法遵」，更加強了執法單位的應付力量。歐盟競爭

事務執委Margrethe Vestager主張，企業必須確保由設計端就遵守反托拉斯法，
且必須清楚知道，一旦啟動使用自動系統，就必須為演算法所為結果負責任，

所以必須了解該系統如何運作。這即是本文「就源法遵」的來源。訂價演算法

所產生的限制競爭結果，其法律課責性，一律由運用該演算法的廠商概括承

受。因此，廠商中的員工、經理人、董事成員、或第三方，凡對該廠商所運

用的訂價演算法，具有任何一點控制或影響力者，都必須令其知悉這一法律責

任，並施以競爭法規教育訓練；同時也須令其知悉，凡購買或評估使用第三方

提供的軟體時，應明確禁止供應商透露相關銷售訊息給自己或任何其它競爭廠

商。執法機關亦必須積極對廠商明確宣導與督辦相關訓練課程與概念，以令廠

商們從內部形成就源法遵的文化素養。

(四)產業結果調查與市場研究
面對訂價演算法的不可觀測性，一些傳統衡量方法或工具，對執法人員仍

可持續有用。首先，市場調查與研究仍是不可免的基本手段，如果有跡象顯示

市場運作不良，則執法者或許可以決定進行市場研究或產業調查，了解原因並

尋找可能解法。在產業調查研究或產業詢查中，應嘗試確定這個產業的一些有

用特徵：第一，是否已具有訂價演算法合謀相對容易發生的結構？第二，是否

具有高度價格(或訂價)透明？第三，是否具有高度訂價可預測性？第四，是否
是高頻交易的市場？第五，是否具有其它未被確認的結構特徵？透過這些特徵

expensive after Air Berlin  insolvency–"Price increase does not justify initiation of abuse 
proceeding". 

78 同前文Picht, P.G. and Loderer, G.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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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與歸納，可以分析出哪些市場具有較高比率的訂價演算法運用、具有較

高可能合謀的環境、具有較高可能性的利用訂價演算法合謀。隨後甚至還可以

進一步的實施市場偵查，藉以發佈不具約束力的建議書或導正宣告，或者甚至

提出結構或行為的導正補救措施；目前英國、冰島及墨西哥等國家的執法機

關，有這樣的做法，臺灣亦可積極由此著手。

(五)或用顯失公平途徑
不公平措施(unfair practice)，亦是一個可以思考採用的途徑。Ezrachi and 

Stucke (2016)主張，「解決智能體合謀問題，可以轉向於市場操作或不公平手
段議題面向上。由原先聚焦廠商間的協議存在，轉而檢視因運用先進演算法所

改造出而有利隱性合謀的既存市場條件。互相監看是在競爭法架構下合謀的必

要條件，而我要檢視的則是，人為決定運用演算法所創造出的市場動態性，是

否具有反競爭的干預效果？」且更進一步建議：「當執法機關可以提出證明，

證明被告運用演算法，其動機在於獲得反競爭結果，或者已經意識到其行為會

自然可能的產生反競爭後果，則聯邦貿易法第5條即可被適用於訂價演算法所
產生的可能違法。」聯邦貿易法第5條規定「於商業營運中或企圖影響商業營
運時，使用不公平方法競爭(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MC)、不公平或欺
騙的行動安排，都是違法的。」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直到2015年才對第5條不公平措施，做出了一個
指導原則：(1)委員會將遵行反托拉斯法的公共政策，亦即提升消費者福利；
(2)委員會將依類似「合理原則」評估行動與措施，亦即，在考慮相關效率識
別及商業理由後，會被委員會所挑戰的那些行動與措施，將必須是會或可能會

導致傷害競爭或競爭過程者；(3)若Sherman Act或Clayton Act的執法已足以充
分處理競爭傷害，則委員會不會對此行動或措施單獨以不公平方法競爭進行審

視
79
。在此原則之下，依據現行的採用標準，則不合理的消費者傷害(unjustified 

consumer injury)是FTC Act最主要的關注點；而且FTC也認為，單由這點即足可
判斷一措施是否具有不公平性。基本上，為FTC判斷為不公平措施者，其所致
之消費者傷害必須符合3個要件：(1)是重大的(2)是無法為該措施，另於消費者
或競爭方面產生的利益所抵消的(3)是消費者本身無法合理避開的80

。於是，凡

79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5), Statement of enforcement principles regarding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August 13.

80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80),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unfairness. Appended to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104 F.T.C. 949, 1070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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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措施或行為導致消費者重大傷害，則可進入第5條不公平措施的檢視範圍
圈了。

基於原則性(principle-based)建構的第5條，具有的彈性空間，剛好充分提
供FTC因應科技發展所衍生的問題。例如，FTC近十來年即利用第5條進行持續
性的企業網路安全監管，針對企業不當的資料與隱私保護，以危及消費者個資

為訴求，依據第5條而起訴者超過60個案件，且都快速的於庭外和解81
。唯一例

外者是FTC v. Wyndham (2015)82
，被告堅持訴請法院撤銷該案；遭一審法院駁

回，但針對被告質疑FTC採用第5條於本案的適當性，准其上訴，而於上訴法
院被確認適用無疑，隨後立即進行協調和解。本案中FTC列舉了該公司不當的
網路安全對消費者產生的重大傷害，包含前後發生了3次駭客成功攻擊，導致
60萬客戶資料曝露風險及1千零60萬美元的消費者費用錯誤。顯見對於當代科
技帶來的新型問題，第5條的彈性空間提供了解決方法。
在美國的系列Uber案件中，例如Malden et al. v. Uber (2016), Desoto Cab v. 

Uber (2017)及 Philadelphia Taxi Association v. Uber (2016,2017,2018)等，原告提
訴通常包含獨占化、掠奪訂價、不公平方法競爭以及違反相關管制法規等等

多項理由，後都因舉證不足而敗訴。在「不公平方法競爭」這一項上，或指

稱Uber因規避管制而致優勢、或謂其低於成本經銷的不當、或稱獨占危險性加
上募資能力將令競爭者大受其害，不一而足，但其實都是指涉Uber商業模式導
致了消費者重大傷害；唯所有這些案件，原告卻都未能對此一重大傷害確實

舉證，故不為法院所採信。南非計程車業者於2015年控訴Uber，與美國案例類
似，宣稱Uber以掠奪訂價企圖驅退競爭者、規避管制而氾濫入場、誤導大眾認
為它創造工作機會，以致不公平競爭，亦為南非競爭機關駁回此案

83
。不過歐

盟的結果，比較不同。西班牙巴塞隆納計程車組織APET，於2014年控訴Uber
未先通過政府管制條件即提供交通運輸服務，違反競爭法

84
，認為這使得Uber

相對於其它計程車業者及駕駛人，具有了反競爭優勢，構成不公平行為；為此

歐盟法院於2017年確認Uber乃交通運輸服務業者，當適用一般計程車管制法，

81 Denny, W.R. (2016), Cybersecurity as an unfair practice: FTC enforcement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Business Law Today.

82 FTC v. Wyndham Worldwide Corp., 799 F. 3d 236 (3d Cir. 2015). 
83 SA Breaking News (2016), Uber beats anti-competitive claims, October 21.
84 Case C-434/15, Asociación Professional Élite Taxi v. Uber Systems Spain SL ("Uber 

Spain").亦請參閱The Guardian/World/Europe (20 De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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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不公平行為成立。另外，盧森堡競爭機構於Webtaxi(2018)一案85
，雖認為

原告叫車app固定訂價模式違反競爭法，唯衡諸其所帶來的便利與空污減少，
確實產生夠大的效率好處，而特別予以個別豁免。這些案例都清楚的顯示，消

費者福利是競爭法判斷中的一個核心。不論是採用怎樣的策略或措施，只要對

消費者福利構成了重大傷害，則適用第5條「不公平方法競爭」的討論就可展
開。

「不公平方法競爭」或「顯失公平」行為，亦規範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5
條，謂「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行為」，亦或可提供一個參酌運用的方向。對於科技破壞式創新產

業的崛起，自學訂價演算法所致合謀，不易識別與釐清，偵辦上費時且困難，

於是轉而分析「運用此一新科技的營利模式」，其所創造出來的市場動態性是

否具有反競爭效果。首先，該營利模式是否導致消費者重大傷害；然後，確認

該傷害是否無可合理避免；最後，分析該傷害是否無法為其它消費者利益或競

爭利益所抵消。整個分析架構，不再針對個別行為策略，而是針對整個營利模

式所進行的市場競爭衝擊分析；這或許是一個可用的途徑，尤其新科技的出世

往往帶著一個不同的營利模式。

我國對於Uber的商業經營，公平會於避免介入經濟部相關職權之後，則以
第21條「不實廣告」予以課罰100萬元86

。公平會於該案指出，「本身即為未申

請核準之行業，卻又公開推播徵募個人司機廣告，致使閱者誤認開自己的車、

符合條件加入就可以合法提供服務，然卻與實際法令並不相符。宇博公司之於

「Uber司機資訊網」刊載此等內容廣告，無疑已涉及廣告不實之疑。」故裁決
宇博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Uber不服，再提行政訴訟抗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則於105年11月判決，
認定公平會裁罰有理。其判決書同時指出，該公司持續招募司機，除讓人誤認

為合法之外，也由於增加司機加入的交易機會，將排擠其他計程客運業者的交

易機會，致競爭同業蒙受損害，足以產生不公平競爭的效果。

85 Ciannino, M. (2018), Webtaxi: the Luxembourg competition authority exempts an 
algorithmic price-fixing arrangement on efficiency grounds. CORE Blog, July 10.  

8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 年度訴字第 11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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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

歐盟執委會不斷的說明，自動訂價機所創造的挑戰是真實存在的，他們幫

助廠商固定價格。至於競爭執法者必須清楚表達，廠商們不能隱藏在電腦編程

後面而規避所有合謀的責任；沒有人可以認為使用軟體為他們達成協議，就可

免於固定價格的責任。德國聯邦卡特爾局強調，演算法的運用並不使得企業免

除競爭法責任，企業不能躲在其所運用的演算法背後。在歐盟此等積極態度之

下，人主體與智能體代理關係，人主體永遠必須承擔最後課責；這也是本文的

主張。雖說於課責對象上可以如斯簡化，但執法機關對於訂價演算法合謀證據

取得，仍需盡速建構跟上時代的資訊人才與技術資源。

自動訂價機器的特色，在於具有能力依供需狀況去隨時改變價格，且可快

速高頻的互動，致彼此透明度高而價格無所遁形，於是溝通合意容易而背離變

難，也消除了不理性元素、減低了易被誤解的不確定因素干擾。傳統上被認為

較易偵測出合謀的市場結構(低廠數、高透明、高參障)，不但因此更提增了合
謀可能性，而原不具寡占問題的非寡占市場結構，也因此可能生出合謀。訂價

演算法很大程度的解除了合謀的兩個天敵，內建背離誘惑與外部不確定性衝

擊，促使合謀更容易也更隱匿，當然執法者就面臨更困難的調查任務。這是一

個全新挑戰，而若不即時裝備相關知識與技術，落後於廠商只會快速加劇。

建立測試與檢驗編程的技術能力，刻不容緩。不論是靜態的就編程尋蹤覓

跡、抑或動態的以輸入輸出做模擬，都該具備；而更銳利的工具當是「結果導

向」與「就源法遵」，前者只要看到訂價演算法商業市場出現超競爭水平價

格，則執法者即可介入干涉演算法運作；後者則令使用演算法的廠商清楚，從

一啟動購買或設計階段時，就負起了該演算法未來可能衍生的所有競爭法問

題。本文極力主張這兩個執法途徑。

寡占廠商因競爭而形成的有意識平行行為，乃結構之必然，其與刻意合謀

行為之差異，唯「獎懲機制」之有無；於是毫無疑問的，檢驗工程上，獎懲機

制是欲證合謀的必要條件。唯雖已透過經濟分析足證當前高價是緣於一套獎懲

機制，或已足證無此獎懲機制策略則無以獲致目前超競爭價格局面，法院仍偏

向不接受單以經濟分析證明的呈堂證供。由於獎懲機制本身是透過競爭過程中

不斷的系列策略行動，其本身就是策略變數的一環，故無策略本身以外的任何

訊息通聯，因此並非法院所欲之額外因素證明，而仍需尋找此套機制曾被形諸

文字、面談、溝通或各形式洩露的實質因素，才能將其認證。目前為止，美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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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因演算法訂價而致違反競爭法者，唯有三例，而且都只是充做人類溝

通協議後的執行工具。

無論如何，面對訂價演算法的愈為普遍，執法者的執法將是愈為困難，然

一些違法樣態亦足可提供快速的初級檢視。本文共提供了7類，包含：仰賴人
為合謀並以監控型演算法執行、使用相同資料數據、使用相同訂價演算法、委

託第三方之訂價演算法代為決行、可預期的訂價演算機制、信號式的訂價演算

機制、自學型訂價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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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 

附錄 

 
說明：對方釋放信號的「信號期代價」小於未來「合作增利折現」，我方於信號期間的「信號期增利」小於未來

「合作增利折現」，則彼我雙方各達個人理性要件，形成合作。 

附圖 1 形成合作的誘因機制 

 

 

 
說明：任一方「偏離合作的降價增利」小於未來「不合作減利折現」，則彼我雙方各達誘因共容要件，持續合作 

附圖 2 維持合作的誘因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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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bility of pricing algorithms to set price quickly, based on the dynamic 
change of demand-supply, and to interact frequently between each other leads to 
high transparency and easy monitoring of firms´ prices. This leads to the easier 
coordination between firms, the more difficult deviation from the collusion, and the 
higher reduction of irrational or uncertain factors. Therefore, the two key factors 
to breakdown a collusion -- the built-in incentive of deviation and the impact of 
external uncertainty – are resolved. With pricing algorithms, the formation of a tacit 
collusion becomes easier and more concealed. Accordingly, the law enforcers have 
to catch up the capability for testing, screening and detecting a programming, either 
by static way to trace out the illegal part or by dynamic way using input-output 
simula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e results-based approach and compliance-by-
design in detecting. The former gives the authorities the right to intervene in firms´ 
algorithmic programming whenever they see in the market a supra-competitive price. 
The latter clearly announce to all firms tha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legalities 
once they adopt or design a pricing algorithm. A reward-and-punishment scheme in 
the programming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formatting a collusion. However, the 
court prefers not to accept only economic analysis as an evidence, though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supra-competitive price is due to the reward-and-punishment scheme 
or that it actually won´t happen without the scheme. In court, some plus factors are 
required, such as the evidence form documents, interviews, communications, or any 
form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ly three cases up-to-date involving algorithmic 
pricing convicted, in all which pricing algorithms are acting as messengers to 
implement the agreement set beforehand by human agents. To help law enforcers to 
perform a quick primary review on cases,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seven categories 
of possible violations. They are: collusions made by human agents and then 
implemented by monitoring algorithms, collusions by using same data source or same 
algorithms, collusions by entrusting a pricing algorithm provided by a third party to 
make price decisions, collusions by some predictable pricing algorithms, collusions 
by signaling, and collusions by self-learning pricing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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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郭迺鋒（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大概分4個部分來分享心得，一個是有關和全目前的發現，另外是生活體
驗裡面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描述，另一個就是說如果是一個演算法社會的時候，

公平會過去的STP架構（市場結構、行為、績效）碰到演算法世界時，是否需
要更改，最後則是如果演算法定價廠商間有合謀可能性時，專利跟專利法之間

可能產生的問題。

這篇文章在學術界是很前瞻的，而臺灣的電商發展在定價演算法上有很多

企業應用，如：蝦皮、臺灣大車隊，公平會如果遇到類似的問題的話，和全所

提到的就源頭法遵從公司治理開始，演算法必須經過委員會跟董事會通過，目

前美國的演算法在財經是比較完整的，在一開始審查的時候就看用途，以歷史

資料去看演算法是否可達成目標，而在市場改變後就定期審查，臺灣的金管會

也是滿早就對理財機器人介入監理，而在公平會的角度是在有人破壞市場秩序

或反托拉斯法或者是有合謀狀況時介入，和全這篇論點對公平會很有幫助的。

生活中演算法是大家經常碰到的，例如說手機打開就有55688或叫外送，
因此演算法商業社會趨勢是跟會員經濟有關的、跟APP是有關的，這個演算法
其實他不是只是價格而已，以臺灣大車隊在Uber進入時，股價非常糟，而今天
再回到高點，因為他們找了一個懂價格彈性化的伙伴進入，從過去招手叫車到

Call-center，到Uber進入臺灣則為演算法運用，在用APP的時候是輸入你在哪
裡要到哪去，價格馬上算出來而且車子馬上就到，他要的是你的空間位置，所

以他是資訊業，他說我不是運輸業，而他們得到資料之後就開始用演算法學

習，學熱點分析，到底人在哪邊會出現，我車就開過去，所以他有預測，我們

雖然看到價格出來可以浮動可以彈性，其實他背後就是大數據以及機器學習。

彈性定價在目前商業社會，其實演算法世界來臨建立在IoT或是大數據的
情況下，會不會產生一些和全或是公平會想知道的後果，如果我們舉這樣的架

構的話，我覺得還是可以回到STP，一個是人的，一個是智能體的，那STP需
要有一個新的嗎？還是說在STP底下公平會依然可以執法？和全有用寡占市場
下的神經網絡去模擬，機器本身學習對方的時候，會產生可能沒有合謀，卻產

生合謀的結果，也可能是合謀，產生合謀的結果，那我們是結果導向？還是要

看他的犯意如何？如果說從演算法世界來看，目前我覺得公平會過去的判斷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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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依然可以使用。

上個月亞馬遜合謀案例判決出爐，被告的話很多，可是起訴的少了，起訴

被定罪的更少，案例是Ａ廠商寫了演算法在亞馬遜當賣家，Ｂ廠商市場範圍類

似，看了Ａ廠商的程式寫了一個code進去，變成自己的，回到和全剛剛講的，
是人的犯意，不是演算法的問題，所以到底演算法是要鼓勵他申請專利嗎，因

為申請專利就會公布整個演算法內容，所以說如果不把技術秘密說出來，反而

對方不清楚演算法是怎麼寫，反而有助於不合謀，所以整個商業世界到這裡

來，我們要想的可能更寬廣一點，價格定價不是像過去我們講的合謀，熱點分

析、需求預測而調整出價，而別家會不會因為你調整而調整，還是他也把相

同資料輸入，反映在價格上方，因此是一個需求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合謀的問

題，是我們在執法時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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