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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市場的最佳機制是不去干預，全然的

政府為了使某些不是很正常的現象降低其

由自由市場的供需平衡來運作，然而，消

影響，不得已就必需插手干預，雖然干預

費者是人，人是有自由選擇意識的動物，

的長遠影響一般是負面的，縱然干預的結

人是有好惡的動物，由於成長環境的不同，

果不會即刻生效，但是，採取行動總是在

接觸與受教育的專業也不同，造就每個人

所難免。以下將首先針對價格上限干預與

有不同的價值觀，而此一價值觀就成為個

價格下限干預之現象提出圖示來說明其原

人行為的指導原則，這也就會使市場具有

理，接著，加以闡述干預之影響分析，最

流動性；再加上時尚之風潮與社會文化等

後，將以經濟學之觀點來評論政府干預之

外部因素之驅動，其變化就更是不易捉摸。

態度來作為結論。

二、價格之干預：
(一)價格上限干預之有效情形：如附圖一與附圖二；
(二)價格下限干預之有效情形：如附圖三與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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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政策干預之影響：
經濟學家可以「科學家」的身分來發

少。 如下圖一與二。

展與驗證理論，當然，也可以成為一位「政

價格下限： 這是政府容許某件商品的

策建議者」來一具理論提出建議，以供決

最低價格。價格下限應定高於均衡價格，

策者制定國家政策。在政策效果分析上，

才能有效。 當實施價格下限，市場上出現

可以發現『政府政策常會出現政策制訂者

超額供應。 市場價格增加，但交易數量減

沒有意想到或非他們本意之效果』。

少。如下圖三與四。

當政府政策之制定多以『價格管制政

由上述的圖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干預

策』為手段，而該手段常會製造一些不公

手段是不會即刻湊效，因為：

平的現象。

1.干預的最終價格事變動的，其最終價格

一般而言，若無干預因素之存在，在
自由競爭市場上，最終合理之價格當以達
『供需平衡』之條件時的水準，在這個價
格下之市場供給量就是市場需求量。這時，

必須是在接近供需平衡時的那個價位，
才會有效。
2.供需平衡的價格也是變動的，因為那是
由自由經濟的市場機制來決定的。

這個平衡價格未必是供應商與消費者未

3.外部因素雖然也會是一種趨勢得參考，

必是兩者都可以接受的，因為，市場雖可

但是干預的手何時介入，取決於決策

以有自由化的假定，但是人是有自我意識

者。

之動物，消費者有消費者的購買習慣與消

4.因此，干預的時機點是否恰當，就是一

費心理，相同的，供應商也有其目標：
『成

個重要因素。因為，在那當下的供需平

本越低越好，也就是最大獲利目標之追求』。

衡情況之掌握與趨勢之演變，將決定干

這兩方的遊說都將會影響政府的決策，也

預之成效，干預有效發生的時機與對日

就是會決定價格政策之取向。

後經濟發展之影響。

就消費者而言，他們希望政府訂出一

5.價格下限價格若是低於供需平衡之價格，

個價格上限，這樣消費者才不會多花冤枉

此時供應商的利潤已不復存在，自然就

錢；相對的，供應商會要求政府訂出一個

會減產。若價格上限訂得太低，就會產

價格下限，這樣供應商才會有一可靠的利

生超額需求，此時市場機制便會牽引價

潤來維持。

格的抬昇，使之接近供需平衡之價格。

價格上限： 這是政府容許某件商品的

6.價格上限價格若是高於供需平衡之價格，

最高價格。價格上限應定低於均衡價格，

此時消費者的購買慾望會降低，因為他

才能有效。當實施價格上限，市場上出現

們的支出要增加，自然就會少採購。若

超額需求。 市場價格減少，交易數量亦減

價格下限訂得太高，就會產生超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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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市場機制便會牽引價格的下降，使

因為這些干預都會造成總剩餘的狀況發

之接近供需平衡之價格。

生，這種剩餘要如何有效率又公平的分

7.不管上述干預的狀況為何，其結果都會

配，都將牽扯出社會價值判斷的問題。

影響到分配之機制，其結果都是不好的，

四、經濟學家對政府政策干預態度之轉變：
經濟學家對政府的態度歷經了幾個世

創造就業以謀經濟現象改善的落實。

紀的轉折，從希望政府放任不干預，到期

除了凱恩斯的想法之外，政府干預還

許政府干預市場機能的運作，達到追求公

有其他的理由。例如當「市場失靈」(market

利的目的，最後又懷疑政府干預市場的正

failure)無法妥善運作時，政府需進行干

當性。

預。市場何時失靈呢？

在 Adam Smith 的時代，認為政府只要

1.自然壟斷(natural monopoly)

做到對「司法」的維護即可。至於對「貧

所謂自然壟斷，指的是一種產業，因生

窮」的看法，十八世紀時的經濟學家認為

產的「規模經濟」特別顯著，以致長期

貧窮問題是導因於個人不努力或能力不足，

平均成本線 LAC 隨產量不斷下降；或者

不須由政府來解決，當時「救貧院」的設

雖然此產業的「經濟規模」並不顯著，

立是為強迫貧窮者工作謀生，到了十九世

廠商的 LAC 線呈先下降後上升之 U 形，

紀，救貧院解體，政府只留下無工作能力

但因社會上對此產品需求太小，以致市

者由政府提供最低生活水準的滿足。1929

場需求線 D 與廠商的 LAC 線相交在 LAC

年的經濟大恐慌及二次大戰後社會福利思

線的下降階段，如此所形成的壟斷即是。

潮勃興，貧窮不再被認為是個人不努力或

針對自然壟斷的經營管理問題，有兩種

能力不足的結果，而是社會結構因素導致

解決方法。一種是由政府對自然壟斷的

百姓貧窮。因此，政府被期許建立社會安

企業做某種程度的干預，另一種方式則

全體系，以達風險分擔。

是將有自然壟斷性質的企業由政府自

凱恩斯革命更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了

行經營。後一種方式即是公營事業，例

理論基礎。凱恩斯認為政府應透過財政和

如郵政、電力、自來水、交通等公用事

貨幣政策，匡正「非自願性失業」的情況。

業皆具有此特性。

他的想法為政府採行干預立下基礎。羅斯

2.外部經濟或外部不經濟

福總統於 1933 年至 1939 年所推行的「新

所謂「外部經濟」是是指人們的經濟行

政」
，追求 3R 的目標(Reliel、Recovery、

為有一部份的利益不能歸自己享受，也

Reform)即是政府透過公共政策，提昇投資

就是說個人或廠商行為對其他個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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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可能成為 Free Rider，坐享別人的

護國內幼稚工業可能採取提高關稅、限

成果。反之，「外部不經濟」是指人們

制進口等干預措施，待假以時日擁有相

的經濟行為中有部份成本不必自行負

當的競爭能力後，政府再將保護撤除。

擔者，也就是說個人或廠商的行為對其

以上四點是以往經濟學家認為「市場失

他個人或廠商有壞處。如工業生產對環

靈」時政府干預的理由。其假設前提是

境造成的污染及破壞，這些行為對環境

政府是大公無私的善良管理人，不為私

造成的傷害，都未由污染製造者與環境

利著想，不會濫用公權力追求私利。然

破壞者本身來負擔，這就導致外部不經

而，現實情況，執行政策的官僚卻可能

濟的情形發生。對這些產生外部效果的

徇私追求私利。因此，現代經濟思潮中

經濟行為，政府可採公權力介入干預。

亦出現「政府失靈」的理論，來說明政

干預的原則，就是將外部效應內部化。

府干預的結果未必能符合理想。

如何內部化呢？即對產生「外部不經濟」

所謂「政府失靈」(government failure)

的行為者課稅，並對提供「外部經濟」

乃意旨政府雖可採取各種措施彌補市

的行為者加以補貼，可使外部效果讓產

場機能之不足，但在實際執行上，由於

生者自行負擔或享受，此即將外部效果

公共政策之公共財性質、民主政治運作

內部化(internalization)。

本身之缺陷、官員與民意代表之私心、

3.不確定性（資訊不足）

以及利益團體之影響等因素作祟，政府

廠商做投資時，可能會有需求（如消費

干預未能帶來理想結果的現象即稱之。

者需求）或供給的不確定性（如天氣變

導致政府失靈的因素有以下幾種理

化、技術變動等）之不確定性。需求與

論：

供給之不確定性可能使成本無法回收，

1.官僚被掠奪(bureaucratic capture)

導致投資不足。為彌補私人可能投資不

政府為維護完全競爭防止廠商勾結乃

足的情形，政府可能採行的干預措施如

進行管制的工作，若從事管制的官員大

自行投資或擔任風險較大的投資主

公無私不追求私利，則此種措施可對國

體。

家經濟促成正面影響。然而，根據

4.動態效率考量

Stigler 的研究發現，管制廠商之官僚

某種生產剛開始可能無效率，但後來透

可能被掠奪，原本為追求公益以管制之，

過學習的效果逐漸改善。通常幼稚工業

在現實運作的情形中卻形成官員藉由

(infant industry)極可能發生此種情

對某些運作程序的熟悉，退休後進入原

形，即起初並無法與外國廠商競爭，後

本由其管制的行業，與廠商共盟追求共

來透過學習使生產成本降低。政府為保

同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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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尋租行為(rent seeking)

某些政策可能對少數特定人造成巨大

政府任何的管制措施，例如進口限制、

損失，但對大多數人獲利不大，意即該

貸款限制、消費品配額供給等，可能造

政策形成的好處由多人分享，每人所獲

成私人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來謀取私

有限，因此，大多數人對此政策的影響

人利益。所謂尋租行為就是使用稀少資

並不敏稅，然而其導致的壞處由於是由

源去營造「人為的」稀少性，以圖獲得

少數人平分，每個遭受波及者皆能明顯

人為獨佔利益的行為。它可能以很多種

感受，因此這些特定的少數人便可能組

情形出現，如「排隊等候」、「走私」、

成遊說團體，以期遊說政府制定對其有

廠商為爭取配額而進行「遊說」、賄賂

利的政策方案。由於民主社會中的壓力

政府官員等以達廠商謀利目的。此外，

團體會迫使政府不執行對大多數有小

為政府執行公權力的官僚本身也可能

好處的政策，因此，壓力團體的存在與

貪污，導致社會經濟效率的低落。

運作對整個國家而言，可能導致經濟的

3.壓力團體(pressure group)

無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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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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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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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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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下限干預之有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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