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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摘要

擁有市場獨佔地位的廠商，經常被描述成為了累積巨大財富，剝削消費者的大壞

蛋，這主要是由於其出售的產品，讓人具有「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印象，所以它

可以單方決定產品的價格，而且通常價格會比較高 （相對於完全競爭市場）。然而，

獨佔廠商仍然面對負斜率的市場需求曲線，在商業運作的經濟學原理中，它的決策原

則和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商，其實並無二致。亦即它仍是利潤極大化的追求者，在決

定產量 （或價格）時，它仍是遵循邊際法則，即 MR＝MC。和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

商，其決策不同之處，是在進行產量（或價格）決策時，獨佔廠商通常不需要考慮競

爭對手的策略（按照獨佔市場的定義，它沒有對手）。

本教案中的實驗，是在市場需求線未知、無法進行差別定價的情境下，讓學生扮

演「價格蒐尋獨佔廠商」(in the role of a price-searching monopolist, Nelson et al. (1994))，

以嘗試錯誤的方式，在重覆回合的定價決策實驗中，找到獨佔的最適定價。並於實驗

後驗證該最適定價，符合 MR＝MC 的定價法則。

本教案後續各節將說明教學上所需之教案實施背景、簡介獨佔廠商定價理論、實

驗設計、實驗步驟、實驗後之討論 (含實驗結果呈現、實驗報告之撰寫範例)，最後說

明實驗設計之可能變形與延伸。

1. 教案說明

1.1 教案實施背景

本教案之設計，依一般低年級經濟學原理之教學順序，適用於「完全競爭市場」

介紹之後進行。亦即在實施本教案之前，學生應具有以下觀念者為佳：

1. 廠商之收入、成本、和利潤之計算

2. 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社會福利、經濟效率、無謂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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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案主要目標

本教案之實驗，係使學生以嘗試錯誤的實驗過程中，蒐尋使利潤極大化之定價，

並藉由實驗後之討論引導，加強理解獨佔廠商利潤極大化原則，並強化學生對邊際收

入、邊際成本之理解，以能熟悉運用「邊際法則」於廠商之決策。

1.3 獨佔廠商定價理論

傳統上獨佔廠商定價理論之介紹，一開始係假設廠商面對負斜率的市場（線性）

需求曲線

(1) Q ＝ a –b P.

其中 Q 為市場需求量，P 為價格，a、b 為市場需求函數之參數（a＞0、b＞0）。其反

需求曲線則是

(2) P ＝ a/b –1/b Q.

另，廠商之總收入為

TR ＝ PQ ＝a/bQ –1/bQ2.

而廠商之利潤函數則寫成

Profit ＝ TR –TC.

若廠商的目標是追求利潤極大，根據邊際定價法則，其產量之決策，必需符合

Profit / Q ＝ 0,

即邊際收入＝邊際成本之必要條件

(3) MR = MC.

而當需求曲線為以上所述之線性形式，則利用微分，邊際收入可推導成

MR ＝ a/b –2/bQ.

在已知邊際成本 MC ＝ c ，並利用式（1）的結果，即可導出獨佔廠商之利潤極大化

之產量

(4) Q* = a/2 –bc/2.

接著將 Q* 代入反需求函數，即可計算出最適定價

(5) P* = (a + bc)/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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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設計與步驟

2.1 實驗設計

在實驗中，每一位學生將扮演獨佔市場之廠商，進行產品定價之決策。實驗總共

將重覆進行 T 回合。1 在每一回合中，廠商皆面對一個未知的需求曲線（即 a、b 參數

值未公佈），已知此市場需求線符合「需求法則」（即你的定價愈高, 則銷售量會愈低）；

另，每個廠商的邊際成本在各回合皆是 c=c0；根據這些資訊，學生對獨佔產品進行定

價。為了不讓定價有太大的歧異，實驗說明中建議定價範圍介於 P1~ P2元。

當學生決定定價之後，電腦會計算需求量、當期收入、總成本、利潤、累計利潤

等營運資訊做為反饋，以供下一回合決策之參考。

本實驗將市場需求線和邊際成本之參數設定為 a= 1000、b=0.5、c=20。因此，根

據前節理論之推導，可得最適定價 P* = 1010。

2.2 實驗步驟

(A) 以電腦進行實驗

以電腦進行實驗的好處是（在事先準備好實驗程式後）實驗流程控制比較簡單，

無需助手，僅需教師一人亦可進行實驗，實驗中的場面不會過於混亂而好掌握。但缺

點是需要在有網路的電腦教室中上課，在課堂安排上較缺乏彈性；而且學生一看電腦

有連網路，就會自動自發地進行各種屬於他們的網路活動，需要加以節制，以免影響

教學效果… (可能要嚴格要求關掉不相關的視窗畫面，否則將予以…)。

以下的圖是我進行電腦實驗的其中幾個畫面。我是使用自行開發的 POWEBE

(Platform of Web-based Economic and Behavioral Experiments) 來撰寫電腦實驗。2 其它

我用過的電腦實驗軟體，各有優缺點，大家也可一試：

‧zTree: http://www.iew.uzh.ch/ztree/index.php

‧ComLabGames: http://comlabgames.com/

‧EconPort: http://www.econport.org/

1 我在課堂實驗中並未事先公佈回合數，以避免學生出現終局效果之預期反應。
2 可參見我的網站 http://beecl.wordpress.com/powebe/，有興趣者了解詳情者可與我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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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可查看
實驗說明、
前期之決策結果的
圖、表

決策變數

(B) 以手動進行實驗

以手動進行實驗的好處是在課堂安排具有彈性，不必事先安排電腦教室；但缺點

是需要準備書面的決策紀錄表，以及助手若干人（視學生總人數而定）來協助計算學

生定價後，所產生的需求量、當期收入、總成本、利潤等數據。

但不論用電腦或手動進行實驗，其實驗步驟皆類似，只是在電腦實驗中，是以電

腦代替人工的紀錄及計算罷了。故以下只述敘手動實驗之步驟：

(1) 發給每一位學生實驗說明書 （參考 Appendix A1，可用投影片播放，以節

省紙張）, 然後進行實驗說明

(2) 發給每一位學生廠商成本資訊、和決策紀錄表（可合為一頁紙，參考 Appendix

A2）

(3) 每回合決策時間為 X 秒，決策倒數計時開始（可播放音效助興）。

(4) 決策計時結束。每位學生將決策紀錄表交至助教處，由助教以試算表軟體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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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後，將結果之當期銷售量、收入、總成本、利潤、累計利潤等資訊，填入

學生繳交之決策紀錄表，並發還給學生。

(5) 重覆以上步驟 (3)、(4)，直到 T 回合結束為止。

3 實驗結果之討論

適切的實驗結果討論，有助於學生對主題經濟理論之理解與啟發。我自己通常可

依下列順序來進行：

(a) 讓學生進行決策經驗分享

提高學生之課堂參與感，並在正式介紹決策理論前，參考同儕思考模式。

(b) 最適獨佔定價之決策原理解說

說明 MR=MC 之決策法則

(c) 實驗結果之呈現

讓學生印證了解獨佔廠商定價理論，可更快速有效率地達到 MR=MC 的條件。

以下分別說明之。

3.1 進行決策經驗分享

在實驗完成後，可先讓學生進行決策經驗分享，若可以依實驗中之報酬來排名，

可大幅增加學生之專注和興趣。且讓獲利較高的前 3 名學生進行決策經驗分享，除了

提升學生的榮譽感和參與感之外，也會有不錯的同儕學習效果。

此外，按照過去讓學生分享的經驗，我們會發現其實學生在歷經實驗過程後，常

常會有許多有趣、甚至已十分貼近理論的觀點，茲舉幾個例子摘要如下。

學生甲：

主要觀察利潤的變化...當本期利潤變低，則下期出價應調降，

以求取更多的利潤；若利潤變高則回到原有出價...

學生乙：

觀察我的當期利潤，慢慢微調我的價格，往下減一些，或再往上

加一些，然後找到可以讓我利潤最大的價格...

學生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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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價都抓個大概從一千開始試水溫，再看他需求的變動量以及

看我的利潤來決定我的出價！...

3.2 最適定價之決策原理解說

在學生分享心得之後，可自行配合上課教材與進度，講解獨佔市場廠商的模型和

定價原則 (於此不再贅述)。我僅利用實驗中用「嘗試錯誤」的歷程可能產生的數據資

料來簡單示範，向學生說明如何判斷獨佔廠商的最適定價位置。

因為通常學生在實驗之後，會有興趣知道這個「game」要怎麼玩才會獲利最高。

以下即是我的解說，提供出來讓大家參考。

以下是在我的電腦實驗中產生的畫面，假設學生先任意定價，例如試著定價為

800、900、1000、1100…。

我們可將畫面中的表格 copy & paste 到 Excel 去做分析會比較方便 (如下圖)。

因為利潤極大的條件是 MR=MC，又因 MC 固定等於 20，所以觀察的重點就只要看價

格改變，對當期收入之影響。從 Excel 表中的數字，可以發現「價格從 8000 調升時，

收入先升後降」，這數據其實已透露出 TR 函數在我們輸入的 800~1200 間有極大值。

正式一點的來向學生說明時，我會複習先前教過的 MR 之計算 (通常學生會有

一部份的人已經有點忘了如何計算)：

MR = TR/Q

然後分別在下圖中 Excel 的 I、J、K 欄計算出 TR、Q、和 MR，例如在第 4 列的 MR

處，其值是 –300，因為 MR = TR/Q = (49500-48000)/(-50) = -300，其餘類推。

已知 MC = 20，故 MR=-300 時，不滿足最適定價條件，當然-100、100、300 也

都不滿足。不過我們應該可以看出一點規則，即是 MR 隨著定價上升而從負轉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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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何種定價會讓 MR 也等於 20? 此時學生們應該都看得出來，是介於 1000~1100 之

間。

最適定價
MR=MC=20
故 P* 必介於
1000~1100 之間

3.3 實驗結果呈現

在實驗過程中，因為我們已經要求每一回合學生都要向助教登記其定價決策，故

最後可以使用試算表軟體，計算所有學生各期之平均定價，並繪圖來說明實驗結果。

以下是我在某一年所進行之 15 回合獨佔定價課堂實驗之結果圖。

從圖中應該可以看出，學生即使在不知道需求曲線的情況下，其平均定價亦能趨

向利潤極大定價的理論值，而未列出的定價標準差，亦有逐漸縮小的傾向 (例如第 1

回合定價之標準差=539.10，第 15 回合定價之標準差=54.83)。

所以從實驗的數據可以看出，即使是還沒有教授獨佔廠商的課程內容，透過嘗試

錯誤的方法，學生的集體智慧，平均而言還是可以找到接近利潤極大的定價位置。

「所以你們不一定要有經驗，每一個人都有資格可以當 CEO…」。我最後會以

此鼓勵同學：「不過…如果你學會 MR = MC，你會更快進入狀況而有更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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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撰寫實驗報告或心得

在實驗和課堂解說後，要求學生撰寫「實驗報告」是個人極力推薦的教學配套措

施。若是在電腦教室中，可以讓學生用 email 撰寫，然後寄到特定專用信箱 (不建議

用教師自己常用的的信箱)。若沒有電腦，則可以用紙本來替代。

目前經濟實驗報告似乎尚無暨定格式，我過去是採用比較鬆散的心得報告形式，

列出一個範本讓大家參考。

經濟實驗報告

系級：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名稱: 假如我是比爾蓋茲 日期:

實驗概述 獨佔廠商定價遊戲

我的實驗成果 在這次實驗當中我的結果
平均獲利: 459990
累計獲利: 14259704
班上最高獲利: 14849750

實驗討論前心得 一開始不知如何出價，就隨便從 300-2000 選一個數字，我是先出
1200，再來加減 100、50…，藉由一次次的出價後的利潤來調整，
試試降低售價或升高售價哪個會得到較高的利潤，若是降低價格
會讓利潤降低就調高出價，一步步微調，會漸漸發現出價範圍，
慢慢修正最適價格。

實驗討論後心得 MC=MR 邊際收入會等於邊際成本，當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利
潤會最大，我們越快找到我們的最適出價也就是越快讓邊際收入
等於邊際成本，獲利就會最大並處於一定範圍的波動，並不是追
著前一期的需求量，若是依前一期的需求量調整價格，只會被牽
著鼻子走，追在市場後面並不會產生最高利潤。

4. 實驗設計之變形與延伸

4.1 與最後通碟賽局相關的實驗設計

除了以上介紹的簡單獨佔廠商實驗之外，文獻上亦有另一種實驗設計，像是 Oxoby

(2001) 的實驗，將學生分為 N 人一組, 其中一個人擔任獨佔廠商，其它人擔任消費者。

廠商先決定定價，消費者再決定是否接受，整個實驗重覆 8 回合。他還加入實驗變因

(treatment) 在前 4 回合使獨佔成本不是公開資訊，後 4 回合才公開成本資訊。他的課

堂實驗結果發現在獨佔成本不公開之情況下，有 92% 的組皆達成獨佔均衡

(MR=MC)；但在獨佔成本公開之後，卻只有 34% 的組達成獨佔均衡。

不過，這個實驗可能比較不適合大一經濟學課程，因為要額外增加與最後通碟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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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ultimatum game) 相關的討論，這通常不會包含在大一的課程內容中。但若只有執

行 Oxoby (2001) 前 4 回合的實驗設計，或許可行。

4.2 差別定價的獨佔廠商實驗

我認為另一個有趣、可在經濟相關課程進行的實驗是獨佔廠商差別定價實驗。由

於差別定價的類型有許多種，例如在數量、時間、消費者身份、地域等，要如何設計

適當的實驗來讓學生體驗差別定價策略，是一個有趣的教學想法。例如 Güth et al. (1995)

的實驗，或可做為課堂實驗之設計參考。

或者前述的 Oxoby (2001) 實驗設計其實可以提供一些想法 (獨佔廠商可以出兩

次價，但在廠商出第 1 次價之後, 消費者決定購買, 但決定購買後, 不可以反悔；然後

廠商可以出第 2 次價)，但他指出他的實驗結果並沒有受試者專注於差別定價之現象。

另外，Reynolds (2000) 以時間長短加上折現因子進行更細緻的實驗設計也可以參考，

雖然該文不是在探討時間上的差別定價。

4.3 交易制度之獨佔廠商實驗

另一種文獻上看到比較多的，是有關交易方式的獨佔定價實驗。其主要的實驗設

計是由一位受試者擔任獨佔廠商、其它受試者擔任消費者，每位消費者可以購買一或

多個單位的產品，然後雙方進行交易。Holt (1995, p378) 的回顧中提及，當交易方式是

由廠商單邊標價 (posted-offer monopoly) 時，實驗顯示成交價會趨向獨佔均衡 (即

MR=MC 的位置)；而若交易方式是雙邊喊價 (double auction monopoly)，則成交價會

介於獨佔均衡和完全競爭均衡之間；而交易方式是由買方出價 (posted-bid monopoly)

時，成交價會傾向完全競爭均衡。

5. 結語

由實驗文獻看來，似乎獨佔廠商的市場力量 (market power)，並不一定如大一經

濟學原理所描述地那麼具有邪惡的力量，畢竟消費者面對某些獨佔產品時，至少也還

有「選擇不要買」這個無上的權力。

最後，若想看較詳細的獨佔理論實驗文獻整理，可以參考 Plott (1982) 和 Holt

(1995) 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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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1. 獨佔廠商定價實驗說明書範例

在這個遊戲之中, 你是 M$ 公司的 CEO, 由於貴公司是全球僅
有「一家」生產電腦所用的「窗戶」軟體, 你可以自由決定「窗戶」
的市場售價，以追求貴公司之利潤最大為你的經濟決策目標。在進
行此遊戲的過程中, 提醒你注意以下幾點:

1. 市場需求函數未知，但符合「需求法則」, 即你的定價愈高, 則
銷售量會愈低。

2. 建議定價範圍:300-2000 元。決定好之定價，請寫在「決策資料
表」之中。

3. 每個廠商成本資訊將記載在稍後發給各位的另外一張「成本資訊
表」。

4. 此實驗將重覆進行 T次。每次決策時間為 X秒。
5. 回合結束後，請將你的「決策資料表」交給指定的助教，助教會

幫你計算你的決策結果，並發還給你，以做為下一回合決策之
參考。

Appendix A2. 廠商成本與決策紀錄表範例

系級：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邊際成本 ＝ ___________; 固定成本 ＝ 0

（下列灰色底之各欄，由助教填寫）
時間 我的定價 邊際成本 需求量 q 當期收入 當期總成

本
利潤 累計利潤

第 1 回 1010 20 495 499950 9900 490050 490050
第 2 回

…

第 T 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