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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 
 

    一般人在觀念上對壟斷可能持負面看法居多，其實壟斷未必都是

低效率及負面效果，它仍有其正面效果，但對於有關壟斷的形成、維

持、行為行使的有效性及政府應干預壟斷的程度，經濟學家則存有不

同意見。學術界有所謂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之爭2，兩個學派的理

論，對於美國的反壟斷政策都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最近幾十年芝加哥

學派則較佔主流地位。二個學派就壟斷問題的觀點，基本上在存在下

列的差異： 

 

一、有關壟斷的形成 

    哈佛學派認為壟斷主要係透過勾結、排他等策略性手段獲取，其

形成將會妨礙競爭，而不是提高效率；芝加哥學派則認為壟斷主要來

自於效率因素，企業是因為在管理、技術、成本等方面具有效率及競

爭優勢而自然擴大市場佔有，壟斷是市場有效運作的一種現象。所以

哈佛學派主張政府應對壟斷嚴加干預，芝加哥學派則主張政府應採取

比較寬鬆的反壟斷政策。 

 

二、有關壟斷的維持 

    壟斷的可維持性(sustainable) ，是指在政府未干預的情形下，壟

斷的企業能夠將價格訂定在競爭性價格之上，仍不會吸引新的競爭者

進入。壟斷是否具有可維持性，將會影響政府的反壟斷政策，如果壟

斷不具有維持性，則政府不必採取過於嚴格的反壟斷政策；反之，如

                                                 
2 洪銀興，《以制度和秩序駕馭市場經濟--經濟轉型階段的市場秩序建設》，（北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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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壟斷具有可維持性，甚至可能不斷強化，則政府應該採取比較強勢

的干預手段。哈佛學派認為由於進入壁壘障礙的存在，所以壟斷具有

可維持性；芝加哥學派則認為長期而言，壟斷的進入壁壘障礙終將缺

乏牢固的經濟基礎而垮掉，企業僅能在短期內維持壟斷價格，所以長

期而言壟斷不具有維持性。 

 

三、有關壟斷勢力行使的有效性 

  哈佛學派認為壟斷的掠奪性定價、合謀、阻止競爭者進入等行為

都是違反市場自由競爭的，透過該等力量的運用，可以用來操縱市場

價格與產量，打擊競爭對手，獲取消費者剩餘，甚至進而強化其壟斷

力量，亦即，壟斷勢力的確能有效的行使。但芝加哥學派則較傾向於

認為，壟斷過程的該等行為實際上仍受到許多外在或內在的約束的，

例如，合作賽局的脆弱關係，打擊競爭對手阻礙市場自由進入，對自

己造成的傷害，所以他們懷疑壟斷行為的有效性。而且有時候壟斷行

為與市場正常的競爭行為是很難分辨的，如果政府強勢干預，可能反

而會妨礙市場機制的運作。 

 

表 2-1 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的爭論 

 哈佛學派 芝加哥學派 

壟斷的形成 壟斷會妨礙競爭，而不是提高

效率。 
壟斷係來自於企業的效率。

壟斷的維持性 壟斷具有維持性。 長期而言壟斷不具有維持性。 

壟斷勢力的有

效性 

壟斷勢力具有有效性。 壟斷勢力不具有效性，它仍會受

許多外在或內在的約束，例如合

作賽局的脆弱性、打擊新競爭對

手價格上對自己的傷害等。 

政府對壟斷的

干預態度 
政府應該對壟斷行為嚴

加干預。 
政府應該對壟斷行為採取較

寬鬆的反壟斷政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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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關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的爭論（如表 2-1），不能簡單的做

成哈佛學派贊成競爭，而芝加哥學派贊成壟斷的結論。基本上他們都

是基於期望使市場更具競爭性的立場，只是芝加哥學派相對而言更崇

尚市場機制，認為市場長期而言是有效的，就市場的壟斷較偏向於是

效率的原因，政府的干預反而可能扭曲市場及破壞市場效率，所以政

府應採取比較寬鬆的規範制度。哈佛學派則認為市場的壟斷行為是不

具效率的，壟斷行為如不予規範是可以持續維持的，所以政府應採取

嚴厲的反壟斷政策，以維護市場自由競爭。 

 

 

第二節  路徑依賴 
 

    路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的探討，可以先由二個有趣的，而且

經常被引用來說明路徑依賴的故事，來做一簡單的理解。第一個，是

有關打字機鍵盤字母排列方式的由來；第二個，是馬的屁股如何影響

現代科技與人們的生活。 

 

現在全世界通用的 QWERTY順序式打字機鍵盤，相信初學英文

打字的人都會感覺很不順手，甚至心裡還會罵是誰故意把鍵盤字母順

序排得那麼亂，那麼難打的。事實上現在打字鍵盤的排列方式真的很

亂、很難打，而且確實是故意這麼做的。用過以前機械式打字機的人

都知道，如果打太快，有時候會使二個字母的桿子夾住，而影響打字

速度，可以想像，如果鍵盤排列更順手，人們打字的動作自然會加快，

如此則字母桿子夾住的機會也就更大，結果打字速度反而會更慢，所

以當初製作打字機時不得不將經常連續出現的字母錯開，並且故意打

亂字母順序，刻意讓人降低打字的速度以避免發生字母桿子擠塞的現

象，後來經過大家普遍採用，一直以來已成為全世界通用的英文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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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照理說現代電子式打字機及電腦鍵盤，已經不會有打太快造成字

母擠塞的問題，應該可以重新排列字母順序，使它更符合人的手指運

作，也可以讓初學者比較好學，打字速度可以比較快。但就是因為路

徑依賴的因素，到目前為止大家仍在使用不好學又會限制打字速度的

鍵盤，而且相信未來也不會放棄現行這種難打的打字鍵盤。因為在任

何時候，初學打字者總是少數，少數者總要遷就現有環境，市場不會

為極少數的初學者去生產新型鍵盤，也不可能為少數人去汰換全部既

有設備，或到處都準備二套不同鍵盤的設備，更不可能要求全世界應

該有數億已經熟悉現有鍵盤的人（可視為既得利益者）重新再學打

字，所以任何時候的初學者都只能學習不好用的鍵盤。這就是一種路

徑依賴現象，即過去的技術、習慣或制度會持續影響現在及未來。而

且經由每一批初學者的加入，由於既得利益者的增加，會更強化現有

鍵盤繼續存在的穩固性，會更難將其淘汰掉。這就是路徑依賴的自我

強化作用。 

 

接下來是馬屁股如何影響現代人生活與科技發展的故事。美國鐵

道的寬度是 4英尺 8.5英寸，這個數字很奇怪，原來它是依照英國鐵

道的標準建造的；但是英國鐵道的標準又是怎麼來的，原來最初鐵路

是由英國建電車的人設計的，它是依照電車軌道的寬度所建；但電車

軌道的寬度又是怎麼來的，原來最早建造電車的人過去是建造馬車

的，他是依馬車的輪寬建造電車，但是又為什麼要將馬車做成那種寬

度，原來他是依英國石塊老路的二條車轍凹陷寬度建造，否則馬車輪

容易撞壞；但二條車轍凹陷寬度又是如何產生的，原來是古羅馬人所

造成的，因為在歐洲，包括英國在內，很多長途老路都是羅馬人為了

軍隊運輸所舖，而 4英尺 8.5英寸就是古羅馬戰車車輪的寬度；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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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馬戰車車輪又為何要做成 4英尺 8.5英寸，原來是依拉戰車兩匹馬

奔馳時所需要的寬度而來的。所以一路延用下來，可以說古羅馬時代

馬屁股決定了現代火車軌道的寬度。如果古代馬屁股只是影響現代火

車的寬度，可以把它當成笑話，似乎也沒什麼大不了的。但因為很多

機器設備、工作母機、飛機及火箭推進器等，都必須靠火車運送，其

實噴射客機的噴射引擎可以做得更大，好讓飛機可以做得更大、飛得

更快，但引擎做好後會運不出去，火車軌道的寬度間接的限制了各項

設備的發展空間，如果當初火車可以再做寬一些，機器設備及現在飛

機就可能會再大一些，功能再好一些，也許人類的文明發展也就不一

樣了。二千年前的馬屁股影響現代人類文明，而且勢必會持續的影響

下去，這就是路徑依賴現象。也許有點誇張，但至少當初設計火車的

人確實影響了人類文明。同樣的，這個故事也存在著路徑依賴的自我

強化作用，就算有更理想的軌道寬度，由於鐵道持續擴建到現今規

模，也更加強化維持現有鐵道的穩固性，已經不可能去更換它了。 

 

另外再舉一個我們生活中路徑依賴的例子。國內目前供給家庭用

電以 110V為標準，但是 110V在電力的輸送過程會消耗掉比較多的

能量，是不具效率的，如果能夠改以 220V供給家庭用電，會比較節

省電力。在早期家庭電器缺乏，家庭電力幾乎只用在電燈泡時期，是

將 110V改為 220V最好的時候，因為路徑依賴的影響最小，但在當

時可能多少已經有一些路徑依賴的包袱，也可能因為整體用電量小，

不必太計較電力輸送效率，當時並未改變用電電壓標準。時到今日，

家家戶戶各式各樣眾多家電產品多以 110V為標準，路徑依賴現象及

自我強化作用，已不可能全面改變供電電壓，所以只能繼續使用效率

較低的 1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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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徑依賴的理論，是在 1975 年由美國史丹佛大學教授、經濟史

學家 Paul A. David 所提出，其路徑依賴的概念就是來自於對打字機

的研究。1936年美國發明家Dvorak博士發明了一種稱為ASK鍵盤(美

式簡化鍵盤 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聲稱比 1870 年打字機發

明者美國的 Sholes所設計的，也就是目前所通用的 QWERTY鍵盤效

率更好。但後來 ASK鍵盤並沒有發展成功，慢慢的就銷聲匿跡了，

目前仍通用 QWERTY鍵盤。David認為，QWERTY鍵盤能夠一直存

在市場，不是因為它好，而是因為它早。這種現象稱為路徑依賴。 

 

之後 North、Stark、David等人將路徑依賴的研究，由技術的變

遷轉到制度的變遷。North（1990 年）的制度變遷理論認為，一種經

濟制度的形成是由於某些歷史性事件的發生，在制度的形成過程中，

往往已經付出鉅額的成本，此時就算有其他制度更具經濟效率，但要

廢棄此一由歷史性事件的先行發生而形成的現有制度，去選擇一種新

的制度是非常困難的，經濟制度的形成與發展往往具有路徑依賴現

象。North認為，四種形式的報酬遞增制約了制度變遷3：1. 重新建立

新制度的建置成本（set-up cost）；2. 與現行制度架構、網路外部性及

制度矩陣有關的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3. 與其他組織或團體在互

補活動中的協調效應(coordination effect)；4.以制度為基礎增加的契約

關係因持久而降低不確定性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

North 試圖解釋世界不同地區或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程度或績效的差

異，他在 1994 年的諾貝爾演說中，提出經濟史中的路徑依賴與經濟

發展的差異有關，由於各國不是平等發展，一般而言，那些不發達國

家一直趕不上先進國家，因為歷史是路徑依賴的。他在 1997 年針對

後社會主義國家，提出路徑依賴即是制度框架，它使各種選擇定型。 

 

                                                 
3 劉漢民，路徑依賴學說與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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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年美國哥倫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 Stark最先將路徑依賴用於

後社會主義經濟，尤其是私有化策略的研究。他認為社會的變遷是社

會集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私有化策略係受制度遺產所約束，他主

張制度變遷的進化本性，不認為後社會主義的轉型，會在制度真空下

發生。 

 

David認為路徑依賴的三個形成因素，技術的相關性、規模經濟、

投資的不可逆性，在技術變遷及制度變遷時是一樣的。他在制度上的

路徑依賴概念，主要在漸進式的變遷，而不太涉及激進式的制度變

遷。也就是漸進式改革較符合路徑依賴。相對的，激進式（休克式）

改革則比較能夠突破路徑依賴的束縛影響，但激進式改革不容易推

動。不過 Campell（1996,1997）則認為激進式的制度變遷也可能會是

路徑依賴的。 

 

90 年代有關賽局理論研究的重點，由完全理性與共同知識轉移

到非合作賽局的進化模型，因而有進化賽局理論。青木昌彥即將進化

賽局應用到制度變遷，他從進化賽局的角度認為，系統內的變遷可能

是由外部大衝擊引發內部變遷所引起的，它不是漸進的、連續的。所

以在制度的關鍵轉折點及其之後，主觀賽局模型的重建，對未來可能

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約束性，這就是路徑依賴。依青木昌彥的理論，轉

型期一個新制度的設計重建極為重要，由於制度變遷存在路徑依賴因

素，所以不要期待可以先任意選擇一個制度方向，以後再來邊做邊改。 

 

除了有學者就路徑依賴不斷模型化的理論研究之外，相對的也有

不少學者就進化賽局的歷史非路徑依賴(independence)進行研究。

Sandholm在 1998 年以簡單的合作賽局為基礎，將產生歷史非路徑依

賴的進化賽局分為三種模型：隨機穩定模型、局部互動的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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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tion) 隨機穩定模型、廉價交談(cheap talk) 模型。他認為這三種

模型都體現了隨意性(randomness) ，但其中只有局部互動模型可以產

生可信的歷史非路徑依賴。因為一個群體的習慣一旦形成，就不可能

藉由其中個人的努力去改善其成本，也不會因為個人的改變而使群體

有策略性的變化。 

 

有關路徑依賴問題，學者的研究，由抽象到具體的模型邏輯，由

技術變遷研究到制度變遷研究，之後又有學者用路徑依賴來進行所有

權制及公司治理方面的研究。 

 

Jones與Mygind在 1999 年，以愛沙尼西私有化過程所有權結構

的變化為對象進行研究，發現儘管存在有大量的路徑依賴，但還是會

有重大的所有制變遷發生。他們的結論是：1. 慣性在所有權的分配

過程具有重要的影響性；2. 大型及資本密集型企業比較有可能由外

部人擁有所有權；3. 企業的經濟績效在所有權變遷中不具決定性作

用；4. 當外部人取得少數所有權時，相較於同樣持有少數所有權的

內部人，外部人比較可能再增加取得所有權。 

 

Bebchuk與 Roe提出公司所有權與公司治理的路徑依賴理論，認

為一個國家的企業所有權結構存在著重要的路徑依賴，一個國家現在

的所有權結構部分依賴於過去的所有權結構，甚至可能過去因為不同

的環境或歷史事件造成的所有權結構差異，後來就算經濟環境變得相

同了，原來所有權結構的差異仍會持續下去。他們將路徑依賴區分為

二種不同形式：結構驅動的(structure-driven) 路徑依賴與規則驅動的

(rule-driven) 路徑依賴。其中所謂規則驅動，是指規範公司、投資人、

公司經理人、利害關係人之間的法規制度，包括公司法、證券法、民

法、金融等相關法規，它們之間本身其實是存在路徑依賴的。他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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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有權結構路徑依賴的原因有二個：效率與尋租。公司可供選擇的

所有權結構，其相對的效率可能依賴於公司剛開始時候的結構；而且

現在公司所有權結構可能不再有效率了，但由於內部既存的尋租生態

結構，仍會讓不具效率的結構繼續存在。只要既得利益者不必負擔公

司無效率的成本，也就是其產生的外部成本無法內部化由他們自己負

擔，則無效率的結構會持續存在。 

 

 

第三節   華盛頓共識 
 

一、華盛頓共識的產生 

    二十世紀 30 年代經濟大蕭條及兩次的世界大戰，動搖了人們對

市場經濟效率的信心，因而各國政府大舉介入市場的經濟運作。但是

二十世紀 80 年代末東西德統一、前蘇聯瓦解，加上 90 年代日本經濟

的泡沫化，促使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再起，主張回到自由放任主義

及市場化政策。 

 

    華盛頓共識(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世界銀行經濟學家約翰．威

廉遜(John Williamson) 在 1990 年概括了世界銀行、國際貨幣基金組

織及美國財政部等國際金融機構的經濟學家，在處理許多發展中國家

及經濟轉型國家的金融危機及經濟改革時，所推薦甚至是強迫推行的

一整套經濟改革政策。它包括三大內容：「財政緊縮、私有化、自由

市場與自由貿易」，包涵了利率、匯率、外貿等一系列價格的全面自

由化，解除外資、產業、金融、工資等政府管制，國有企業和公有土

地資產的私有化，減稅以刺激投資，削減公共支出與財政赤字等。其

基本概念是降低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比重，由市場在經濟發展中

全面發揮主導作用。“華盛頓共識＂在二十世紀 80 年代末 90 年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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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來，成了從穩定走向成長的經濟政策的理論依據，它認為嚴謹的財

政政策及貿易自由與政府管制的放鬆，就可擺脫經濟的停滯，從而增

進經濟的成長。 

 

    “華盛頓共識＂後來引申的內涵與其原義略有差異，約翰．威廉

遜對華盛頓共識的定義是：由華盛頓為基地的機構設計給拉丁美洲國

家的各種政策的最低公分母，也就是在財政方面採取戒律謹慎的公共

開支方向及供給方面的稅收改革。之後，華盛頓共識更為深入人心，

更加入了廣泛意義，一直演變為國際金融機構在處理非發達國家金融

危機與經濟轉型的一種時髦的意識形態，也就是喬治．索羅斯(George 

Soros)所諷刺的市場基本教義派(market fundamentlism)4 。1999 年以

來世界各地爆發的反全球化運動，實際上就是在抵制市場基本教義派

的華盛頓共識。其實這一“共識＂只是一個純理論設想，實際上對它

從來就沒有什麼標準定義，不同的執行者對它總可以斷章取義、任意

發揮，事實上在華盛頓從來就沒有形成什麼一致的理論5。甚至有人

稱，推行華盛頓共識是用來做為對西方主流經濟學的一種社會實驗

（前蘇聯與拉丁美洲國家是實驗品），因為它所主張的，在經濟學的

教科書中都可以找到理論根據。 

 

二、華盛頓共識的失敗 

    拉丁美洲國家是“華盛頓共識＂最早的試驗地區，華盛頓共識是

在 80 年代拉丁美洲經驗的催化下形成的6。早期之所以會有所謂“華

                                                 
4 市場基本教義派（market fundamentlism）在中國大陸普遍翻譯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索羅斯認為市場基本教義派對市場機制過於信任是有危機的，他不認同對金融市場放任不管就能

達到資源最佳配置的看法，他雖然堅信市場經濟的優點，但不認為市場或有任何一種制度會是完

美的，並認為開放社會應有下列基本特徵：第一，需要法治；第二，需要獨立和稱職的司法部門

來維護法治；第三，需要一種能對規則進行更改的機制，以保障民意得以體現；第四，需要市場

經濟，以便允許人們能做選擇並糾正其錯誤。 
5 前世界銀行首席經濟學家、發展部高級副總裁約瑟夫．斯蒂格利茨(Joseph Stiglitz) 所稱。 
6 約瑟夫．斯蒂格利茨(Joseph Stiglitz)1998 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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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頓共識＂，其實主要是為了處理拉丁美洲國家的債務問題7，美國

政府及國際金融組織，不是出於對拉丁美洲人民的同情而想要改善他

們的經濟，而是希望收回自己的債權。也由於這個原因，它在面對不

同處境的其他國家的金融或經濟轉型問題時，這些國家從來就沒有自

“華盛頓共識＂中找到令人滿意的答案。華盛頓在面對 80 年代拉丁

美洲的結構性危機，90 年代東歐及前蘇聯解體後的經濟轉型，1997

東南亞金融風暴，及 90 年代後期到 2000 年之後面對如何削減貧窮國

家的債務問題等各項挑戰上，除了發達國家之外，世界上大概只有中

國較少受華盛頓共識或華盛頓之意向的影響，而結果卻是中國經濟的

大幅成長，其他經濟轉型國家則無法如中國一樣。 

 

    “華盛頓共識＂運用在經濟轉型國家之所以失敗，依據前波蘭第

一副總理、財政部長、世界銀行高級訪問學者，科勒德克的分析8，

首先是，忽視經濟起飛時制度建設的重要性，信奉華盛頓共識者認為

只要私有化到位了，就會出現經濟成長，這種對經濟成長的預期，是

基於一種假設，認為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有關制度，可以在完成自由化

與穩定化後自然形成。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經濟處在既無計劃也

無市場的真空狀態下的過度時期，只強調私有化的產權問題及自由

化，結果將連轉型前的生產力都達不到，也就是在關鍵的制度建設不

健全的前提下，依華盛頓共識而推行的轉型政策將失去根基，當市場

結構組織混亂，自由化及私有化所帶來的不會是經濟的持續成長，而

是深度的經濟衰退，這不是轉型前所遺留下來的問題，而是新政策執

行不當的結果。其次是，轉型過程缺乏市場基礎設施，即金融中介機

構的缺乏，大部分計劃經濟國家在轉型前基本上不存在資本市場，原

                                                 
7 前波蘭第一副總理、財政部長、世界銀行高級訪問學者，科勒德克在《從休克到治療》中稱，

引發對拉丁美洲國家經濟爭論及政策調整的原因，不是由於這裡不公平加劇、貧困程度增加等，

而是由於債務危機。促使美國政府、國際組織、金融機構不斷遊說採取行動，也不是出於對拉丁

美洲人民的同情，而是期望能收回他們的債權。10 年後非洲經濟並未被比照檢討採用華盛頓共

識，因為該地區不似拉丁美洲債務問題嚴重。 
8 科勒德克，《從休克到治療》，上海遠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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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資本市場相關的資源配置問題，多透過國家預算來執行，或屬於政

府的管制與配置範圍，因此並不存在健全的商業銀行、投資銀行及證

券交易所等資本市場金融中介機構，在中介機構尚未建立前，甚至連

市場管理機構都還不存在下，管理者及遊戲者都沒經驗也沒遊戲規

則，僅一味的要求公有產權私有化及市場自由化，這種所謂“創造性

的毀滅＂將注定其失敗的命運。 

 

三、北京共識9 

    2004 年 5月 7日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 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國金融時報提出“北京共識＂(Beijing Consensus)  

，5月 11日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發表其

全文報告，在大陸引起了很大的迴響。他稱兩個最無視“華盛頓共

識＂的國家—印度和中國—取得了令人矚目的經濟成就。華盛頓共識

的追求者的國家卻付出了社會和經濟代價。 

 

    Ramo引用一些物理原理，來說明中國特色的創新引發的新動

力，用來取代廣受質疑的華盛頓共識。北京共識的核心是按照中國的

國情走自己的路，也因此幫助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過去致力建設具有

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現在則致力於發展中國特色的全球化。 

 

 

 

 

 

 

 

                                                 
9 黃平、崔之元《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識還是北京共識》（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