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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論：逐條釋義之體裁 
 

關於成文法典之逐條釋義，德國法學界與出版商合作、針對重要法典

所編纂之法條註釋書（Kommentar）頗具代表性 1。該國最根本之實體法，

如：德國聯邦基本法（Grundgesetz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GG）、

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BGB）、刑法典（Strafgesetzbuch，StGB），

均有多部權威性之法條註釋書；不同審判系統中所適用之基礎程序法，如：

民事訴訟法（Zivilprozeßordnung，ZPO）、刑事訴訟法（Strafprozeßordnung，

StPO）、行政訴訟法（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VwGO）等，亦有著名

學者領銜註釋，均成為法學界及實務界普遍參證之法條解釋資料。實務發

展較為成熟之個別法律領域，由於一方面文獻豐富、案例眾多，編纂法條

註釋書之資料不虞匱乏；另一方面則需求面廣、閱讀者眾，出版商亦樂意

與法學界合作推廣專業資訊，法條註釋書亦不斷推陳出新。德國營業競爭

限 制 防 止 法 （ GWB ） 及 不 正 競 爭 防 止 法 （ UWG ）， 即 分 別 有

Immenga⁄Mestmäcker、Baumbach⁄Hefermehl等權威著作，並依法典重大修

正而更新出版內容。  

另一類德國法律實務界經常使用之法律釋義書籍，則為針對個別法律

領域或重要法典所編纂之實務手冊（Handbuch）。由於此類書籍之內容並

不限於法條解釋，且其中除整理法學理論及實務見解之外，通常亦兼及於

法律所規範事實領域之背景說明（例如：新傳播科技之介紹及其對於通訊

或傳播法制之影響、金融交易機制之說明及其相應之法律規範等），甚至包

括豐富之實證資料與書類格式等，尤其適於介紹新興法律領域或提供新進

                                           
1 與此相對，美國出版業者亦編有內容詳盡之法條註釋書，主要供律師事務所等法律專

業機構使用；另一方面，該國大學法學院於法律專業教育中所使用之案例書（Case 
Book），則為傳承法律知識之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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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學習參考之用。至於國內法學界較為熟悉的教科書（Lehrbuch），則以

引導學習入門、提供法律專業教育所需之教材為主，並非實務工作者通常

參考之資料來源。  

在日本，除一般教科書及學術專門論著外，由多位學者或結合實務界

人士共同合作執筆之工具書，主要有講座與逐條釋義二種類型，由於多係

針對學說及實務見解予以詳細之介紹，有時動輒達二、三十鉅冊，例如註

釋民法或註釋公司法等。講座之撰寫方式乃是設定各種重要議題（topics），

由對該議題有深入研究者負責執筆，在有關公平法方面，最重要者為日本

經濟法學會編合計七冊之「獨占禁止法講座」；逐條釋義則與本書體裁一樣，

針對各條規定由各該執筆人逐一加以註釋，於公平交易法方面，例如正田

彬教授之「全訂獨占禁止法」、田中誠二等合著之「コンメンタール獨占禁

止法」等。  

由於本研究乃是進行本國公平交易法之註釋書撰寫工作，藉以提供政

府、學術專家以及實務工作者處理公平交易案件及後續研究之參考；因此，

本研究報告擬參照德國法條註釋書之體例編寫，期以系統化方式整理、呈

現我國學說及實務之發展情形，並有效扣合法律專業工作者援引、解釋公

平交易法之操作需求。其實，就法學繼受及比較法制之相互參證而言，我

國公法學界先驅林紀東教授，早在 1980 年代初即已編有中華民國憲法逐條

釋義四冊鉅著，為我國憲法研究開啟體系化之比較解釋先河。重要之新興

法律領域方面，賴英照教授亦於 1980 年代末著有證券交易法逐條釋義，成

為我國引進美式法條註釋書之經典著作。此外，民事法、刑事法及商事法

學界亦先後集合國內優秀學者，試圖仿照德國及日本法條註釋書之體裁集

體合作、分條註釋，藉以共同完成民法、刑法及商事法之逐條註釋工作。

上述引介法條註釋體裁之法學成就，亦為本研究報告之編寫工作，奠定相

當實用之經驗基礎。  

本研究小組參考德國法條註釋書編寫方式，參證國內推動重要法典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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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註釋之既有經驗，並以法學界及實務工作者實際使用上之便利性考量，

擬將公平交易法逐條釋義之體裁安排如下：  

 

壹、體例 

法條註釋書係透過高度概念化之體系架構，針對現行法典內各條規定

所編纂之專業資料彙編。法條註釋書既為資料彙編之一種，對於資料完整

性、均衡性及周延程度之要求，即與另一種法律專業資料庫–六法全書或

法律（法令、法規）彙編（Gesetztexte）–近似；以條文所涵蓋之廣度而

言，法條註釋書固然不及六法全書；但其中各條註釋之深度及其所涉實務

見解之周延程度，卻遠非六法全書概略之條列或註記可比。然而，法條註

釋書畢竟非專論（Aufsatz），並不以單一概念、理論或案例之深入探討為

目的，毋寧更重視所註釋之現行有效法律及其規範內容，透過系統化之編

纂方式，使法學者或實務工作者得以迅速查閱。  

由於法條註釋書之編寫方針，係以系統化之方式，揭示現行有效法律

之意義及其規範內容為目的，並非單純之文字意義或語言使用之探索；因

此，除法律條文之文義、條文結構及各條間之相互關係、相關法律概念之

比較參照之外，具體個案中有權機關之解釋及其適用之情形等，尤其為個

別條文之註釋重點所在。  

其次，法條註釋書既以呈現現行有效法律之規範內容及有權解釋為主

要目的，撰述者基本上應抱持「述而不作」之態度儘量客觀加以記述。針

對現行規定之妥適性或實務見解之適法性提出學理批判，尤其，其中涉及

撰述者個人見解或純粹理論性之推衍，撰述者盡量避免以主觀之立場過度

涉入；在引介規範背景或評述實務見解所必要之範圍內，除註明個人見解

出處之外更應審慎為之，以免誤導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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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分工  

本小組由廖義男教授主持，共同主持人包括台北大學法律學系何之邁

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范建得教授、中原大學財經法律學系黃銘

傑教授、東華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石世豪教授、台北大學公共行政學系劉

華美副教授，研究員則有士林地方法院梁哲瑋法官、王以國律師、顏雅倫

律師、湯東穎律師。  

有鑑於公平交易法繼受自外國法制、實務發展過程中亦持續借鏡於各

國執法經驗，本研究小組特別就其成員留學背景，分配撰寫美國（范建得

教授）、日本（黃銘傑教授）、德國（劉華美副教授）、歐洲聯盟（何之邁教

授）等陸續建立之重要競爭法制介紹，並就個別法制內與本次研究計畫範

圍內各條（第一條至第十七條）相當之規定，摘要整理其主要規範內容及

學說實務見解，以供負責各條註釋者參證之用。至於各條註釋及相關部分，

則依編排次序及條次分工如下：  

緒論：石世豪教授。  

導論：由廖義男教授率王以國律師、顏雅倫律師撰寫。  

第 1 章（章名解說）：由廖義男教授率王以國律師撰寫。  

第 2 章（章名解說）：由廖義男教授率梁哲瑋法官撰寫。  

第 1 條、第 4 條、第 9 條、第 14 條後段、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7

條：石世豪教授。  

第 2 條、第 3 條、第 8 條：黃銘傑教授。  

第 5 條、第 5 條之 1、第 10 條：范建得教授。  

第 6 條、第 11 條、第 11 條之 1、第 12 條、第 13 條：何之邁教授。  

第 7 條、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劉華美副教授。  

各條註釋之法制比較部分，撰述者除整理留學國所屬法制之說明外，

其餘比較法制說明則引自其他三者所提供之譯介資料；第 1 條、第 4 條、

第 9 條有關德國法制之比較說明，則逕由負責上述條文撰述者自行摘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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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本研究小組於研究期間密集召開會議，公平交易委員會胡光宇、蔡行

道、呂玉琴三位專門委員，以及李文秀科長、周百威專員、何彥蓉科員不

辭辛勞，參與全程討論並提供詳實之實務資料、及時之行政支援，使本研

究得以順利進行、相關資料亦得隨時補充，居功厥偉。本研究小組梁哲瑋

法官、王以國律師、顏雅倫律師分別協助各條撰述者整理實務資料，並於

研究會議後詳細彙整討論成果、編輯研究報告，功不可沒。  

 

參、寫作說明  

由於本研究報告係由小組成員分條註釋，為求彼此撰述體例一致、風

格相容起見，特別就以下事項相互協調、約定寫作規範：  

一、項目及順序  

個別法條因其所處法典章節不同、規範事項及所應發揮之規範效力各

異，因此，其所應註解之釋義內容原即各自分殊、各異其趣。然而，就實

務操作之角度觀之，個別法條必須扣合其他法條始得具體適用於個案、發

揮其應有之規範效力；再則，個別法條既屬同一法典之中，為立法作用完

整不可分之構成單元，並非零星脫落之單行規範 2，註解其釋義內容時即

有必要相互參照、彼此聯結。就此，本研究小組成員分條註釋公平交易法

相關條文之際，對於註解項目及其順序亦彼此協調、遵循共通之編寫準則。 

項目及順序應「大同而小異」：「小異」部分，以該條情況特殊而另增

項目或減少項目為限；凡該條納入寫作項目，均保持相同次序：  

（一） 第一階層依條文次序排列。  

（二） 第二階層建議依下列項目依序說明及註釋：參考文獻→法制比較

                                           
2 憲法規定應由立法院 審議通過之 「法律案」，理論上應 係完整之法 典及其相關 決

議；縱為單一條文之修正，其實亦為該修正條文與其他未修正條文相互扣合為完整

之法典，修正通過後並以此為新法典之完整規範內容，成為行政機關據以執行及司

法機關援以審查其合法性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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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背景→）體系定位→規範功能→構成要件或法律效果分段

註釋→產業內（如電信、電業、金融等獨占或管制事業）或特殊時

期（如ＳＡＲＳ流行期間）特殊說明。  

二、註釋風格  

註釋文字以完整而不重覆為原則。引註學說及實務見解，儘可能抽繹

其中精義而另以簡要文字重新書寫；同一條註解文字應求一致，在可能範

圍內，儘可能使不同註釋者所用體裁一致。註釋條文應力求體系化，各段

緊密扣合、相互對照：  

（一） 該條規定與本法其他條文規定有關者，指明其他條文；本法相關

概念或字詞註釋，原則上以條序較前者為詳細註釋，條序較後者僅

指明條序較前者即可。  

（二） 該條涉及其他法律規定者，指明其他法律並引註條文內容。  

（三） 命令函釋及實務見解應註明字號。  

（四） 有爭議事項可以短論評析，但應註明各項見解出處，並簡短說明

取捨依據。  

（五） 條號、實務案件、構成要件、重要概念、關鍵字應註記，以供製

作索引之用。  

各條均可於適當項目評析或加註體系（跨越條文或法典，）或背景說

明。體裁維持在「論述」與「辭典」之間。  

 

肆、凡例 

本研究報告主要內容為公平交易法第 1 條至第 17 條之逐條釋義，在緒

論、導論之後，即以各條為獨立章節分別註釋。註釋資料除條次及其條文

要旨、現行規定、歷次修正及施行細則相關規定之外，佐以美國、日本、

德國與歐洲聯盟之法制比較，並將立法背景、國內重要之學說與實務見解

納入各條相關規定之說明。報告編纂格式相關事項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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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次：  

緒論、導論與條次為第一層。以下各層依序標記為：壹、一、（一）、

1.、（1）、A.、a.、（a）… 

二、每重要段落標「邊碼」（即德文 Randnummer；縮寫 Rn.）  

將來文章中引註本註釋書某特定內容，以引「邊碼」為主，不引頁碼。 

三、參考文獻欄  

請依文獻時間排序，較新近著作排序在前。  

引用格式例：  

◆僅參考該作者一篇文獻：（張長樹：）〈公平交易法之基礎〉，頁 3-45 

◆參考到作者兩篇以上文獻，先標記著作年代，以俾內文簡式引註參

考文獻時仍可區別，若參考到同一作者在同一年代內有兩篇以上文章，則

在年代後加上小寫 a,b,c 以資區別：  

◆例一（同一作者有兩篇以上著作，年代不同）：廖義男（1994）；〈公

平交易法之立法目的與保護之法益－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易法之釋論

與實務：第一冊：立法目的、事業、罰則》，頁 1-14；廖義男（1995），〈憲

法與競爭秩序之維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頁 1-11 

◆例二（同一作者有兩篇以上著作，年代又相同）：蘇永欽（2002a），

〈公平會的再造–從國際比較與政府再造的角度觀察〉，《公平交易法施行

十周年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485-500；蘇永欽（2002b），〈公

平交易法第四六條修正後的適用問題〉，《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頁

249-272 

◆附註：文獻格式中〈〉表示此為文章；《》表示此為書籍。  

四、法制比較欄  

本註釋書扉頁需就將各參與計畫教授負責之法制比較部分加以說明，

因此各條文註釋中在法制比較章節裡，有引用各參與計畫教授提出之文稿

內容部分，原則上就不必再引註作者之姓名，除非特定部分內容並不是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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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所提及之研究負責人所著，才需特別引註著作的參與計畫教授姓名。  

五、引註方式  

◆本國作者之文獻：因在參考文獻一欄已將作者姓名、文獻名稱、及

參考部分頁碼記明，在內文中引用，只作簡單格式的引用，例如（廖義男，

1994）、（蘇永欽，2002b）。  

◆外國作者的文獻，應作隨頁腳註，但隨頁腳註格式如同「參考文獻」

欄裡所引的格式，包括作者姓名，著作年代、頁碼或邊碼。  

◆在註釋書中所有地方出現同一份文獻的引註都要統一，例如蘇永欽

教授的〈公平會的再造–從國際比較與政府再造的角度觀察〉，《公平交易法

施行十周年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論文集》一文，若引為（蘇永欽，2002a），

則所有地方提到此篇文章都稱為（蘇永欽，2002a），故各條註釋部分要注

意引用文獻是否前面已經引用過了，其引用的格式為何。  

六、引用參照條文  

◆本法（公平交易法）不再記明法律名稱，直接引條號，例如：「參照：

第 9 條第 2 項」，若引用其他法律條文，則加上法律名稱，例如：「參照：

訴願法第 1 條至第 3 條」  

◆文中首次提及外國法律，譯成中文，如 BGB 譯為「德國民法」以

利讀者閱悉。  

七、年制：  

除案例名稱內的民國年制（如 87 年度判字第 1 號）外，其他個處出現

時間年制，均改為西元制，且不註記年月日，例如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

改為 2001.9.14。  

八、索引：  

目前已有部分條文就重要法律概念註記，未來將擴及全部條文並據此

編輯索引置於全書之末，以便於讀者檢索查閱之用。  

本研究報告全部完稿後、正式出版前，將再比照六法全書體例編寫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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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凡例」，使讀者易於掌握公平交易法逐條釋義之編寫架構，自編碼及

頁碼系統中習得查閱、檢索特定條次、概念之便捷方法，從而精熟於公平

交易法條文套用與解釋等實用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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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論 

壹、公平交易法在經濟法中之定位 

貳、立法背景 

參、法典結構 

肆、修正背景及內容 

伍、公平交易法之解釋方法 

一、文義  

二、歷史沿革分析  

三、立法目的  

四、比較法學  

五、不確定法律概念  

六、經濟分析  

七、體系關連  

（一）本法內部體系關連 

（二）本法與其他法律間的體系關連 

八、政策目標  

 

邊碼 Rn. 

壹、公平交易法在經濟法中之定位  

1.  經濟法係在一定之經濟基本體制下，調和經濟活動，以促進社會整體

經濟之平衡發展，並達成公平合理目的之法規範體系。經濟法之內容，應

在探討形成經濟基本體制之法規範，即所謂「經濟基本體制法」，以及各

種調節經濟活動之法規範（廖義男，1980，頁 30 以下）。  

2.  申言之，經濟基本體制法，乃在討論憲法法典中有關經濟秩序形成之

指導原理或基本原則之規定，以及基於此等原理原則而形成規律經濟進行

之架構、體系或秩序。對於社會中有關經濟資源之生產、分配與消費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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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之協調，在如何方式下進行，一般可分為「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

兩個理想典型。我國憲法一方面本於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及權利，尤其是

憲法第 15 條對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以及憲法第 22 條對其他自由權

利之保障，使人民得享有私有財產、職業、營業自由與契約自由，從而形

成市場經濟之競爭秩序（廖義男，1995a，頁 2-4）。惟另一方面，憲法基

本國策章中關於國民經濟一節，則於第 142 條規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

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揭

示我國之經濟政策之基本原則，乃是「民生主義」之經濟制度；憲法第 144

條規定：「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律許

可者，得由國民經營之」，乃倚重以公營事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之政策工

具；至於憲法第 145 條第 1 項規定：「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人事業，認

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律限制之」，則課以國家有積極

之任務，使私人財產與企業活動與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相配合。  

3.  至於各種調節經濟活動之法規範，依其涉及之事項可分為：一、規範

經濟活動主體組織之企業法，例如規範獨資、合夥之傳統民法及商業登記

法，以及規範公司組織之公司法。二、為防範或糾正經濟主體之經濟活動

危害公共利益或整體經濟利益，或破壞經濟秩序所為之監督、糾正及制裁

措施之規範，即所謂「經濟監督」之規範，例如電業法、自來水法、電信

法、公路法、民用航空法等專業法規中，對於事業之設立、事業內部業務

經營，及事業外部顧客或第三人法律關係等之監督規範。三、為達成特定

經濟政策之目的，對於經濟活動加以管制、變更、調整、獎勵、輔助、形

成或影響等一切措施之規範，即所謂「經濟之指導與管理」之規範，例如

獎勵投資條例即為我國早期引導及影響經濟活動之主要法規，至 1990 年

12 月另制定公布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取代之。四、規範經濟主體在經濟基本

法制所塑造或形成之經濟體系或秩序中之活動方式，在市場經濟法制下，

規範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秩序中活動方式之最主要法規，即是在維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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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公平競爭機能之公平交易法。  

4.  競爭秩序所以應予維護，乃因透過競爭引導、節約、激勵、淘汰與制

衡之作用，可以促進生產效能之提高，牽制經濟霸力之濫用，從而促成國

計民生之平衡發展，是以我國憲法賦予國家有積極規整與維護競爭秩序之

任務。為了維護競爭秩序而制定之公平交易法，一方面具體確認了競爭具

有「法制度」之性質，另一方面亦是對個人自由權利提供具體保護之表現。

惟公平交易法雖為維護交易秩序、確保公平競爭而立法，但其終極目標，

乃在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第 1 條）；換言之，在政策目標與手段之關

係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政策目標，而維護市場之競爭秩序，則為

達成此種目標之一種政策手段，但應非唯一之手段（廖義男，1992，頁

10-12）。  

 

貳、立法背景  

5.  由於經濟法係調節及規整經濟活動之法規範，帶有濃厚的工具性色

彩，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環境之發展，作為實現經濟政策工具及調節經濟

活動為內容的經濟法，內容也常隨之改變。綜觀我國近數十年來經濟法規

內容之變遷，憲法保障人民享有工作權、財產權及其他自由權利，固然為

奠定及形塑經濟秩序為市場經濟之基礎。惟行憲不久，政府即宣告動員戡

亂時期，此一時期係以直接限制及管理人民經濟活動之經濟管制法規為核

心（如國家總動員法、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理條例等），並以公營事業為

發展經濟之動力。嗣後，政府為加速經濟發展，經濟政策目標初期為「進

口替代」，後轉為「出口導向」，積極獎勵人民投資，制定獎勵投資條例、

外國人投資條例、華僑投資條例等大量行政補助法規，從而經濟引導之法

律漸為當時經濟法之重要內容。及至退出聯合國，政府從事十大建設，公

營事業在當時經濟發展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廖義男，2003）。  

6.  至 1980 年代之後，在國內推動政治民主化之際，亦同時孕育了經濟自



註釋公平交易法—導論—廖義男、王以國 

 5

由化的思潮。1984 年美國通過新貿易法，要求台灣對美開放市場，並加強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同年，我國政府亦宣示「自由化、國際化、制度化」

之經濟政策，被認為是台灣經濟自由化的開始。而早在 1981 年 5 月行政

院以院會決議，責成經濟部著手研擬公平交易法，因此，經濟部乃委託國

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廖義男教授負責草擬，在參酌美國、日本、德國

之立法例及實務經驗後，於次年 4 月提出公平交易法草案及總說明。該草

案在實體法部分，關於限制競爭行為之規範甚為複雜，而不正競爭行為之

規範較為簡化，在程序法部分，對當時之行政程序及民事、行政訴訟之變

革衝擊過大，難於順利通過立法。因此，經濟部又另成立立法小組，並派

人分赴日、韓考察，重新研擬。  

7.  至 1985 年，集合產官學三界成立之「經濟革新委員會」，除要求儘量

縮小公營事業範圍，落實自由化政策，加速市場對外開放外，並建議應儘

速制定公平交易法，以取代總動員法制下的「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理條

例」。同時，經濟部則在同年 3 月完成公平交易法草案，並即報行政院，

經行政院研議修正後於 1986 年 5 月函請立法院審議。在行政院審議該草

案期間，部分工商團體及學者或主張以我國當時經濟環境，尚無制定公平

交易法之必要，或主張防制不當競爭方為當務之急，反托拉斯法部分應從

長計議，而行政院亦曾考慮將公平交易法與當時內政部已草擬完成之「消

費者保護法草案」合併立法之可行性，惟上述意見最後行政院均未採納（廖

義男，1995c，頁 259-264）。  

8.  嗣後，立法院就公平交易法草案展開長達四年半的審查過程，其間因

工商利益團體反對公平交易法之立法，朝野政黨著力於政治性法案之審

查，無暇顧及民生法案，以及草案本身之立法政策及立法技術妥適性引起

爭 議 等 因 素 ， 致 使 公 平 交 易 法 草 案 立 法 進 度 遲 緩 （ 廖 義 男 ， 1995c， 頁

272-274）。自草案送達立法院迄三讀通過為止，立法院經濟、司法委員會

聯席會議共計召開十三次會議審議，四次大會討論，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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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全文共四十九條之原草案，在立法院審議時共被修正二十六條，超過半

數以上，而修正之內容並非僅是文字上之修正，而是實質內容之變更，包

括立法目的強調所要保護之法益、規範對象之擴大、主管機關位階之提升

以及原為機關內部幕僚單位修正為獨立之行政官署、主管機關監督與處罰

權限之擴大、罰金與罰鍰金額之提高等，修正幅度甚大。最後，於 1991

年元月 18 日完成三讀程序，同年 2 月 4 日公布，並且於 1 年後（即 1992

年 2 月 4 日起）開始實施。其他關於公平交易法之相關法制，屬法律位階

者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乃於 1992 年元月 13 日由總統公

布，屬法規命令位階者如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會議規則等，亦在同年由公平會發布施行。  

綜言之，我國公平交易法乃是為配合國內社會經濟結構之轉變，經貿

政策逐步走向自由化、國際化，並為因應美國新貿易法 301 條款與加入

WTO 等外在壓力下而立法，以期在解除高度經濟管制後，能重建一公平

合理之經濟秩序與交易環境。上述公平交易法制之建立，除了進一步對台

灣的經濟基本體制建立明確方針外，亦代表政府對於市場進行干預之理念

有所轉變。  

 

參、法典結構  

9.  我國公平交易法共分七章，五十七個條文，包括初次立法通過全文四

十九條及其後增訂之條文八條。第一章為「總則」（計十條），明定立法目

的、相關名詞定義及主管機關；第二章「獨占、結合、聯合」（計九條）

及第三章「不公平競爭」（計十一條）屬實體規定，分別對限制競爭與不

正競爭行為加以規範；第四章「公平交易委員會」（計六條）乃明定公平

交易法主管機關之職掌及相關程序之進行；第五章「損害賠償」（計五條）

及第六章「罰則」（計十一條），係就違反公平交易法行為之民事、刑事及

行政責任為規定，第七章「附則」（計五條）則係規定本法之適用範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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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行日期等事項。其中，本法規範重心在第二章及第三章對限制競爭行為

及不公平競爭行為類型之規範與禁止，以及第五、六章對於違法行為所應

負之民事、刑事及行政責任。詳言之，我國公平交易法規範之行為內容，

包括：（一）限制競爭行為之規範，亦即禁止獨占濫用、監督事業結合、

禁止聯合行為、禁止約定轉售價格及禁止妨礙公平競爭（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4 條、第 18 條、第 19 條）；（二）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規

範，即禁止仿冒、虛偽不實廣告、損害他人營業信譽（公平交易法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三）禁止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行為之概括補遺條款（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以及（四）禁止不正當

多層次傳銷及多層次傳銷之管理（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第 23 條之 1、之

2、之 3、之 4）。  

10.  就立法體例而論，我國將「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規定於同一

部競爭法之中，並同時由公平交易委員會作為兩者之主管機關，與德國、

日本等將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分別立法，且將不公平競爭納入司法體系

交由法院審理之作法，有所不同。此外，立法者將原本公平交易法草案中

設置於經濟部之下的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升至與經濟部相同之位階，隸屬

於行政院，並於公平交易法第 28 條賦予公平會「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

保障，以期攸關經濟基本秩序之公平交易法，能在不受政治及經濟外力干

預下執行，建立一自由而公平的競爭秩序。至於在立法過程中，公營事業

是否適用及如何適用公平交易法，亦甚具爭議，鑑於我國公營事業、公用

事業、交通運輸事業多年來肩負經濟政策之考量，一時之間在營運上恐難

適應公平交易法，立法者乃規定該等事業經行政院許可之行為，於公平交

易法公布五年內不適用之，以作為緩衝，實則亦間接肯定公營事業原則上

應受公平交易法規範。  

11.  按限制競爭法之主要任務，係為修正古典「契約自由原則」所造成之

偏差，國家藉由法律手段，從市場的結構面及行為面去處理經濟力集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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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以防止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人為障礙，確保競爭機制得以發揮

其正面功能。從而在執法時，原則上應考量涉案事業之行為對相關市場所

造成之影響，僅例外於其行為具備高度商業倫理之非難性時，始逕就其手

段之不法性加以論處。公平交易法所以設置公平交易委員會作為主管機

關，亦係鑑於獨占、結合、聯合行為等是否產生實質影響或限制市場競爭

之作用，須就市場競爭結構、商品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或服

務供需狀況等資料加以調查、統計、分析，以作為判斷基礎，因此須設置

結合法律、經濟、財稅、會計或管理人才之常設主管機關以進行該等任務。

至於不公平競爭行為，具有濃厚違反商業倫理及效能競爭之本質，且被害

人亦較為明確，傳統上即屬私法上侵權行為及刑事法上之詐欺、妨害名譽

及信用罪之領域，原本可由法院民事及刑事庭予以裁判，無須行政機關介

入保護（廖義男，2002 年，頁 88、89）。  

12.  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之規範下，公平會對於限制競爭行為及不公平競爭

行為兩部分，均有介入監督之權責，惟公平會實施十餘年來之實務發展，

對於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處分案件，著力甚多，亦導致其分散對限制競爭行

為應有之注意監督及管制。例如截至 2003 年 9 月底之統計，公平會對違

反公平交易法行為作成共 2175 件的處分案中，不公平競爭行為（包括公

平交易法第 20、21、22、24 條）計 246 件，占全部處分案件之 76.77％，

其中，第 21 條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廣告行為案件即占全部案件的 40.97

％，第 24 條欺罔及顯失公平行為占 33.98％。另外，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

案件為 254 件占 11.68％，限制競爭行為案件（包括公平交易法第 7、11、

14、18、19 條）則僅有 246 件，占全部處分案件的 11.31％（以上數據參

見公平交易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2003 年 10 月）。  

 

肆、修正背景及內容  

13.  公平交易法自 1992 年 2 月施行迄今，歷經三次修正。其中，2000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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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第二次修正僅是配合精省作業，將主管機關在「省（市）為建設廳

（局）」，改為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並無重要意義。值得重視者為

1999 年 2 月之第一次修正及 2002 年 2 月之第三次修正，不僅規範原則有

所改變，並且實務之發展亦因而深受影響。  

14.  針對公平交易法於 1999 年 2 月之第一次修正，乃因公平交易法自研擬

草案至完成立法，歷經十二年，其間國內外經濟情事已有變更，故公平會

於 1992 年底即著手檢討修正公平交易法，經衡酌當時經濟環境及未來經

濟發展需要，並廣徵有關部會、工商業團體及專家學者意見，研擬完成「公

平交易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1993 年 12 月 30 日陳報行政院，行政院

則於 1994 年 4 月 28 日函請立法院審議，嗣於 1999 年 1 月 15 日經立法院

三讀通過，並於同年 2 月 3 日公布，2 月 5 日生效。  

15.  此次修正內容計有：  

一、刪除獨占事業及市場占有率五分之一之事業公告規定（第 10 條、

第 11 條）。  

二、刪除日常用品得例外於禁止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第 18 條）。  

三、對於妨礙公平競爭之行為，並加上「限制競爭」之情形（第 19

條）。  

四、將被仿冒之商品或服務表徵之要件「相關大眾所共知」用語，改

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第 20 條）。  

五、將原在於法規命令性質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之重要規定，包括

參加人之契約解除權、終止權、損害賠償或違約金約定之禁止等

規定，提升其法之位階，直接規定於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1

至第 23 條之 3）  

六、授權制定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之內容，予以明確化，包括報備、

業務檢查，及對參加人之告知、參加契約內容及與參加人權益保

障等相關事項，以符合授權明確性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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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將原定性為犯罪行為之獨占濫用行為、聯合行為及仿冒他人商品

或服務表徵之行為，改為「依附行政處分之犯罪行為」，即須經

行政機關限期糾正而逾期仍未停止或改正其違法行為，或停止後

再為相同或類似違反行為者，始構成犯罪（即所謂「先行政後司

法」）（第 35 條）。  

八、將原即屬「依附行政處分之犯罪行為」性質之違反第 19 條之妨

礙公平競爭行為，構成其成為犯罪行為之前提要件之行政糾正內

容，規定更為明確（第 36 條）。  

九、將損害他人營業信譽行為之刑責，改為告訴乃論，並提高徒刑為

二年，以配合刑法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章之規定（第 37 條）。  

十、賦予公平會對於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之事業，除原得限期糾正

外，並得逕處以罰鍰，不再以逾期不停止或改正為處罰條件，且

將罰鍰金額提高至五十倍（第 41 條）。  

十一、對於不正當多層次傳銷，明訂處以刑罰外，並得限期糾正及處

以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令解散、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

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於參加人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後，不返還其

進貨價金及其他約解除或終止所受之損害賠償或違約金者，明定

得限期糾正並處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令解散、停止營業

或勒令歇業。對於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者，與違反公平交易

法母法之行為，同樣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處分（第 42 條）。  

十二、將原豁免規定之內容「事業依照其他法律規定之行為，不適用

本法之規定」，改為「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

者，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

定」，確立公平交易法為經濟基本法之地位，並刪除原有「公營

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行政院許可之行為，於本法

公布  後五年內，不適用本法之規定」之第二項規定（第 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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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至於 2002 年之第三次修法，主要修正重點有二：一是配合行政程序

法之施行，全面檢視原有之相關規定，以使公平會之行政程序符合公開、

公平及透明化原則。另一修法重點則是為配合「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產

業分組會議之結論，要求政府就企業併購應簡化程序、排除障礙並提供適

當獎勵，公平會乃就公平交易法中結合管制之規範擬具修正條文，以因應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並兼顧市場競爭機制之維護。上開修正案於 2002 年 1

月 15 日經立法院完成三讀，並於同年 2 月 6 日公布，2 月 8 日生效。  

17.  其中，配合行政程序法施行所為之修正，計有：  

一、依 1999 年 2 月 3 日公布之行政程序法明定，法規命令之內容應

明列其法律授權之依據，並不得逾越法律授權之範圍與立法精神

（第 150 條第 2 項）。因此，本次修正乃將原公平交易法施行細

則及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中之部分相關規定，提升至公平交易法

之位階加以規範。此部分包括：  

１、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 條原係就獨占事業之認定，從其市場占

有率、年度銷售總金額、及有無受法令、技術之限制或其他足以

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形而為之補充規定。為避免上

述規範內容有實質限縮獨占事業認定之疑義，乃將上述施行細則

之規定提升至母法位階。  

２、原公平交易法第 7 條對於聯合行為之定義，並不周全，須透過施

行細則第 5 條規定加以補充，一方面補足聯合行為之要件，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另一方面擴大「合

意」及「共同決定」之概念，包括以意思聯絡，事實上可導致共

同行為在內。為避免上述規範內容有限縮聯合行為適用範圍之疑

義，乃將上述施行細則之規定提升至母法位階。  

３、為避免法規命令逾越法律概括授權制定之範圍，將原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第 3 條「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定義」、第 4 條「參加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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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及第 24 條「外國多層次傳銷之管理」提升至母法位階，

增訂公平交易法第 8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規定。  

４、公平會依本法所為停止營業之處分，對於違法事業權益影響甚鉅，

惟本法對於該項處分僅於施行細則第 34 條設有六個月之期間限

制，此次修正，乃將上述施行細則之規定提升至母法位階。  

二、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中，關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財務報表應經會

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之義務、對參加人重大影響權益之「禁止

行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規定，均係限制傳銷事業之

權利或課以義務，或令其對參加人權益保障之重要事項，宜有法

律明確之授權，故增訂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以明訂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之授權範圍。  

三、配合行政程序法之規定或用語，就聯合行為例外許可決定之處理

期間（第 14 條第 2 項）、附款種類（第 15 條、第 17 條）與許可

之廢止（第 16 條）等規定，予以補充或修正其文字。  

四、配合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規定，增訂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閱覽資

料或卷宗之原則。又行政程序法有關申請人格之認定、申請時

間、資料或卷宗如何提供閱覽等相關程序問題，未臻明確，亦有

進一步規範之必要，故增訂公平交易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  

18.      至於配合經發會共識，修正事業結合管制之部分，則包括：  

一、將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對於事業結合所採「事前許可制」，改

為「事前申報異議制」，亦即達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須先向中

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而事業自中央主管機關受理其提出完整申

報資料之日起三十日內，不得為結合。但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

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延長期間不得逾三十日，上述期間屆

滿中央主管機關未為決定者，事業得逕行結合。此外，並增訂公

平會對於同條第 1 項第 3 款之銷售金額公告，得就金融機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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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金融機構事業分別為之（第 11 條）。   

二、關係企業間股權、資產或營業調整之結果，雖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6 條之規範態樣，然因其僅涉及原有經濟體內部之調整，並非當

然產生規模經濟擴大、市場競爭機能減損之效果；又事業依公司

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或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為結合之

情形，屬事業負責人依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所行使之正當權利，

且其結合之發生係由於發行股份之公司之行為所致，與本法為事

先防範事業結合弊害之管制意旨有間，爰增訂得除外適用之規定

（第 11 條之 1）。  

三、明訂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其不禁止之事業結合得附加附款，以賦予

中央主管機關彈性處理之機制，並對事業未履行負擔者，明訂其

法律效果（第 12 條、第 13 條）。  

 

伍、公平交易法之解釋方法 

19.  於適用法律、判斷特定法律規定之構成要件是否得涵攝具體之案例事

實而得以發生特定之法律效果的過程中，必須對構築各該法律規定之構成

要件的法律概念加以解釋。為了能有系統、可驗證地操作法律之詮釋工

作，避免解釋的任意性、專斷性，法學方法論上遂針對法律之應有解釋方

法或進行法律解釋時應予以考量之因素，逐步發展出一些具體的解釋標

準。一般常被提及的法律解釋標準或方法，舉其要者約有文義解釋、歷史

沿革分析、目的解釋等等，而這些解釋標準，或說是解釋觀點，一般以為

其等並非個別獨立或相互排斥，反而是處於互相補充或彼此支持的地位，

共同在各種可能的法律解釋下盡可能逼近並檢擇出正確的結論或發現法

律之規範意旨。  

20.  公平交易法既屬於法規之一環，於解釋適用與涵攝具體事實時，自也

應遵循法學方法論上所推導出的法律解釋方法。惟本法在比較法學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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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繼受性質，並以市場結構與市場上各種限制或不公平競爭行為為主要

規制對象，面對無所不在的市場經濟行為與繁複多變之事業競爭態樣，本

法於解釋適用上，應如何參酌外國法制架構及其執法經驗，融入經濟分析

的方法而操作諸多不確定法律概念，並於實際執法時與其他產業管制法規

相互協調，將是解釋本法應予注意的重要關鍵，以下即針對公平交易法之

解釋方法說明如次。  

一、文義  

21.  法律規定與法律概念之文義，可說是法律解釋的基本框架，也是為維

護法律適用之穩定性與安定性而於進行法律解釋時所必須遵守的根本界

線。在法律概念之一般文義下，常可容納數種可能之解釋，但若詮釋法律

已超越該等法律構成要件依一般理解之可能文義或可能字義，實已超越法

律解釋的範疇，而進入了法律補充或法律續造的領域，雖然在某些特殊情

況下，前者與後者的界線很難精確地劃分。  

22.  例如，本法第 14 條第一項但書第 5 款雖規定「為加強貿易效能，而

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如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經申

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得不受聯合行為禁止規定之拘束。雖國際貿易之

客體實不以商品為限，亦應包括服務，惟因法文文義上僅限於國外「商

品」，而未將「服務」納入，基於一般文義上的理解，「商品」與「服務」

各有其指涉之型態，商品在文義上顯不可能包含服務，若欲將「服務」之

輸入聯合亦列為聯合行為得例外申請許可的行為類型時，此時已超越法條

之文義解釋範圍，而應屬於法律漏洞之填補，而公平交易委員會在實務上

亦曾出現有准許服務輸入聯合之案例（參閱（81）公聯第 002 號許可決定

書）。又例如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他事業」，其適用範圍是否

包括「新設事業」或是僅侷限於「結合時既存的事業」，就文義上應可將

前述兩種情形均包含之，因此應如何解釋「他事業」之意涵，即有待參酌

其他解釋因素，諸如目的解釋加以認定，參照：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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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法第一章第 2 條以下，先行針對本法中的許多重要概念加以定義，

諸如事業，參照：第 2 條；交易相對人，參照：第 3 條；競爭，參照：第

4 條；獨占、視為獨占與特定市場，參照：第 5 條；結合，參照：第 6 條；

聯合行為，參照：第 7 條；多層次傳銷、多層次傳銷事業及參加人，參照：

第 8 條。而由於前述經立法明確定義之本法重要概念，均為本法所禁止或

規範之行為類型的重要構成要件，且原則上本法各該條文明確使用該等經

立法定義之法律概念時，均應作同一指攝或理解，因此，從該等立法定義

的文義範圍，即可初步窺探本法規範領域之可能輪廓。而若該等立法定義

因為個別文義能容許的解釋空間過度狹窄，在搭配本法其後接續之行為規

範加以運作時，出現了本法規範初始未曾預期的法律漏洞，即產生了法律

補充、續造或修法的需求。  

24.  然而正因本法係規範複雜多變的市場行為，為了避免動輒出現法律漏

洞，且為求能適當整合政策目標與經濟學上對市場結構與市場行為之研究

成果，故大量使用不確定法律概念，使得法條文義所可能涵攝的範圍或涵

括的個案解釋具有寬廣的彈性。關於本法不確定法律概念之解釋適用，以

及如何將本法立法目的、政策目標或法律經濟分析之方法整合入不確定法

律概念之操作中，本文將於其後另為詳細說明。  

二、歷史沿革分析  

25.  於文義解釋所設定之基本範圍內，採用歷史解釋方法，有助於在諸多

可能文義下初步釐清法律文義可能指涉之規範意旨。立法史或立法資料，

可協助探尋立法者制定法律時所做立法政策之考慮及其所欲實踐之目的

（王澤鑑，1993），且若立法過程中立法者對於某些法律概念賦予特定意

涵時，對法律文義的理解具有一定指引的功能，而只有同時考慮歷史上的

立法者之規定意向及其具體的規範想法，而不是完全忽視它，如此才能確

定法律在法秩序上的標準意義（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1996）。  

26.  公平交易法之研擬，先是由經濟部於 1981 年 6 月委託國立臺灣大學



註釋公平交易法—導論—廖義男、顏雅倫  

 16

法律學研究所教授廖義男負責草擬，經過將近十個月之研究，參酌美國、

日本及德國之立法例及實務經驗，於 1982 年 4 月提出公平交易法草案條

文及總說明；其後經濟部又另成立立法小組，並派人分赴日、韓考察，重

新研擬，而於 1985 年 3 月完成草案並報請行政院審議。行政院審議經濟

部提出之公平交易法草案，期間長達一年貳個月，終於在 1986 年 5 月完

成審議，改成行政院草案，並隨即函送立法院進行立法程序。惟因工商業

利益團體之掣肘與當時國內政治情勢正面臨重大變遷之故，本法之立法進

度相當緩慢。對於行政院提出之公平交易法草案，立法院自 1986 年 6 月

26 日至 79 年 11 月 7 日，共舉行經濟、司法兩委員會聯席會議共計十三次，

歷經第 77 會期至第八十六會期共十個會期，費時將近四年半，才完成一

讀（參閱：廖義男，1995）。  

27.  於立法審議過程中，所爭議與修正的主要議題包括：本法之立法目的

是否應包括「維護消費者利益」，參照：第 1 條；事業之定義是否應包含

「同業公會」，參照：第 2 條；聯合行為之定義，參照：第 7 條；聯合行

為例外許可之修正，參照：第 14 條；仿冒行為是否應以「致與他人商品、

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為要件，參照：第 20 條；公平交易委員

會之組織定位，參照：第 25 條；民事懲罰性賠償的責任要件，參照：第

32 條；罰金、罰鍰與相關之處罰規定，參照：第 35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40 條、第 41 條、第 42 條等；應排除本法適用之範圍與公營事業

之緩衝適用，參照：第 46 條。整體而論，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全文共

49 條之原草案，在立法院審議時，共被修正二十六條，超過一半以上，而

修正之內容，並非僅是文字上之修正，而是實質內容之變更，其修正之幅

度與深度，變動之大，在立法院審議之法案中甚屬少見。因而充分瞭解本

法之立法經過，不僅有助於認識其內容結構及個別條文之形成源由，並且

對將來條文之正確解釋與適用，亦有相當幫助。（廖義男，1995）。而由於

本法立法過程中相關草案之折衝過程、法案之審理經過與立法院的會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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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等，資料尚稱完整（立法院，1992），對於探究本法之規範意旨、解釋

適用以及瞭解本法制定時的整體社會情事背景，誠有莫大助益。  

28.  本法立法施行之後，迄今已歷經十二年餘，為使法規能配合市場經濟

脈動與時俱進，並適時檢討於執法過程中所發現之立法疏失且配合相關法

規之增訂、修正與變更，本法已進行了三次的修法活動。於該三次的修法

過程中，亦可觀察出本法執行經驗的軌跡以及條文架構、定義性規定之法

律位階演變等重要事項，從而得出立法政策演變的具體脈絡，並成為法律

解釋的初步指引。諸如：獨占事業公告規定之刪除，參照：第 10 條；刪

除日常用品得例外於禁止限制轉售價格之規定，參照：第 18 條；多層次

傳銷之規範，參照：第 23 條、第 23 條之 1、第 23 條之 2、第 23 條之 3；

重新調和與界定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相互地位，參照：第 46 條；配合

行政程序法之施行而將原先列於施行細則中規定之定義性條文提升至本

法位階，參照：第 5 之 1、第 7 條、第 8 條、第 42 條之 1；增訂授權依據：

參照第 23 之 4、第 27 條之 1；以及放寬結合管制，參照：第 11 條、第 11

條之 1、第 12 條、第 13 條。  

29.  而本法第 35 條由原先逕行課與刑事責任轉為先行政後司法之處罰方

式，也使修法前對於本法第 10 條、第 14 條與第 20 條之構成要件因囿於

罪刑法定主義而限縮的解釋空間重新得到釋放，而無庸再曲折地轉而適用

第 19 條各款或第 24 條，而扭曲了本法規範適用的應有架構，參照：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4 條、第 35 條。此外，在理解或

掌握本法許多條文規定均採用之不確定法律概念，或者本法中具有概括補

遺性質（參照：第 24 條）或指引式之規定（參照：第 9 條、第 45 條、第

46 條）時，立法或修正理由之說明也可初步澄清其等規定之涵括範疇。  

三、立法目的  

30.  任何法律之解釋，均應以探求或貫徹立法意旨為其最終目的。在個別

規定的可能字義範圍內，以其立法或修正過程之歷史沿革作為出發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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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法律體系架構並且無規範或評價矛盾產生的前提下，一併考慮被規

範之事物的特質或其特殊結構，應盡力尋求法律規定應有之客觀立法意

旨，此為法律解釋的重要任務。就某個程度而論，法律之解釋應取向於目

的，而目的之解釋取向常具有概括的性質，而包含了各種未明確提及的考

慮因素（黃茂榮，1993）。  

31.  市場上之競爭，原本是一種社會現象，但國家如制定法律並做種種相

應措施，使市場上競爭得以形成並加以維護以發揮其推動與調節經濟活動

之功能與作用者，在此意義上，市場上競爭已不是種單純之自然事件或現

象，而是國家有意推行及保護之一種行為模式或準則，因而具有「法制度」

之性質。故本法第 1 條揭示其立法目的為「維護交易秩序，確保公平競爭」

之規定，其意義與作用，即在具體確認市場上之競爭具有「法制度」之性

質，並欲保護之（廖義男，1994）。  

32.  再者，本法所保護之法益有多重性質，包括公平競爭及交易秩序之維

護、國民經濟安定與繁榮之促進，以及市場上競爭之事業、交易之相對人

（上下游產業）及消費者大眾之利益。其間市場上當事人間之利益未必一

致，甚至互相衝突，從而判斷事業在市場上之行為是否合法，即應以其行

為是否符合競爭本質及有無益於消費者與整體經濟之利益為準據，若消費

者利益與事業在市場上自由競爭之利益不能兼顧時，應從維護競爭制度與

功能以及整體經濟利益之觀點予以衡量取捨（廖義男，1994）。  

33.  因此，本法第 1 條所揭示的立法目的，雖無直接的規範效力也非請求

權之規範基礎，但解釋上應為本法第 2 條以下各條文共同追尋之規範目

標，對於本法各條之解釋適用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特別是在不確定法律

概念之解釋上亦然，參照：第 1 條。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法在執法過程

中，間或參雜一定的政策目標、經濟以外之其他公共利益或是執法成本的

考量，比起一般法律規定更具有強烈的利益權衡色彩，此在限制競爭法的

執行寬嚴或是設置原意係為管制限制營業競爭行為之公平交易委員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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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應介入不公平競爭行為的判斷上，尤為明顯。職是之故，在本法之立法

目的核心係為確保公平競爭的前提下，如何將政策目標與本法立法目的妥

善結合，並透過不確定法律概念具體化於個案判斷之中，將是本法之一項

解釋重點。  

四、比較法學  

34.  本國在競爭法或經濟法的制定或施行上，尚屬後進國家，立法過程

中，亦多參酌已有完整競爭法制及一定施行經驗之美國、日本、德國等立

法體例及規範方式；而法律解釋方法論上，亦承認參酌外國立法例、學說

或實務見解，對於解釋本國法律亦屬一種重要的解釋方法或參考依據。再

者鑑於經濟活動之全球化、知識化已成趨勢，跨國企業的規範問題日趨迫

切，不論是國際貿易、跨國投資或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等爭議，亦或是

國際企業購併或卡特爾行為，均需要國際合作方能有效維持國際市場競爭

秩序，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也都積極將本國競爭法之執行與國際潮流相接

軌。而我國制定競爭法為時不過十數年，有鑑於市場經濟活動具有一定的

普世性，而競爭法先進國之執法經驗、經濟分析的操作以及對反競爭行為

類型的掌握，也均有助於我國快速累積競爭法之立法經驗、執行技術與執

法能力，因此，本書於體例的安排上，於各該條文之構成要件註釋前，即

先進行法制比較，而檢選我國於立法過程中曾經參酌之美國、日本、德國

的相關規定，以及近來廣受矚目並為國內學說與實務所重視的歐盟法制，

作為法制比較之重要參考，其理在此。  

35.  惟比較法除了個別相對應之條文比較外，若未能對其整體法制架構有

全面性的瞭解，即很容易斷章取義或掉入見樹不見林之陷阱，不得不慎。

是以本書在進行法制比較之論述時，首重法制架構的鋪陳，且為避免引介

法制的割裂，均盡可能地將與各該規範制度（例如獨占、結合或聯合之管

制）相應之外國法制完整規範架構，統整撰述並放置特定條文之法制比較

內文中，其餘相關條文則另行註明應行參看的內容所在，例如獨占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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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法制介紹，參照：第 5 條；結合管制之外國立法例，參照：第 6 條；

聯合行為，參照：第 7 條。  

36.  再者，本書於個別條文之註釋內容中，係以本國實務學說為探討主

軸，按即令本法係繼受於外國立法例，但本法乃是在本國制定施行，其整

體規範架構與原先繼受之外國立法例也未必一致，因此在解釋本法時，外

國立法例或比較法學雖可提供部分參考基準，但整體規範意旨的探求，仍

應切合我國法制，自不待言。整體而論，未來在本法研究領域中，如何加

強比較法學的方法論，仍為不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五、不確定法律概念  

37.  本法係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之目的而制定，亦即為維護市場上自由及公平之營業競爭秩序而

立法，故須對破壞或扭曲市場競爭功能之營業競爭行為加以規範。唯市場

上之營業競爭行為態樣繁多，難以有限之條文涵蓋殆盡，因此在立法技術

上，僅能針對常見而典型之限制競爭行為如獨占、結合、聯合行為，以及

不公平競爭行為如限制轉售價格、杯葛、差別待遇、不正當略誘交易相對

人、迫使參加限制營業競爭、不正當獲取他人營業秘密、不正當限制交易

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仿冒行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廣告、損害

他人營業信譽、多層次傳銷行為、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等加以規範。此

外，對於規範行為之構成要件上，亦不得不用「不確定法律概念」如「不

公平之方法」（參照：第 10 條）、「不當之決定」（參照：第 10 條）、「無正

當理由」（參照：第 10 條、第 19 條）、「濫用市場地位」（參照：第 10 條）、

「整體經濟利益」（參照：第 12 條、第 14 條）、「公共利益」（參照：第 14

條）、「妨礙公平競爭」（參照：第 19 條）、「不正當之方法」（參照：第 19

條）、「不正當之限制」（參照：第 19 條）、「影響交易秩序」（參照：第 24

條）、「顯失公平」（參照：第 24 條）等用語，以保留法條較有彈性之適用

空間（廖義男，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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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以不確定法律概念作為規範行為之構成要件，除了保留法條較有彈性

之適用空間之作用外，尚有兩個主要理由。第一，營業競爭行為所牽涉之

法益，除行為者事業本身所追求之利益外，尚有同業競爭之利益、上游或

下游交易相對人之利益，以及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公共利益等，而營業競

爭行為是否違法，應否加以禁止或管制，應以該行為所牽涉之上述法益是

否獲得應有之尊重與維護加以論斷，換言之，應為「利益之衡量」。從而

公平交易法規定營業競爭行為是否違法，以「不公平」、「不當」、「無正當

理由」、「不正當」、「顯失公平」等不確定法律概念作為違法行為之判斷準

據者，可以讓執法機關於處理具體個案時，得以衡量系爭之營業競爭行為

所牽涉各種不同法益間之衝突，斟酌何種法益較值得保護，而解釋及認定

該系爭行為是否「不公平」、「不當」、「無正當理由」、「不正當」、「顯失公

平」，進而決定對該行為是否予以禁止、糾正或處罰（廖義男，1995）。  

39.  第二、公平交易法之立法目的，係在維護市場自由與公平之競爭秩

序，透過市場上之競爭作用，促使事業努力於生產效能之提高，而促進整

體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故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才是終極目標，競爭僅是達成

該目標之手段之一，而且亦非唯一手段。換言之，事業以聯合行為或結合

行為等相互合作之方式代替彼此間競爭，有時亦能提高生產效能，而有助

於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對於此種與競爭政策與原則有所出入之聯合行為或

結合行為，應否容許其存在，應以該行為是否有利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整

體經濟利益為斷。從而公平交易法規定具備特定條件之聯合行為或結合行

為，得否給予許可或者是不加以禁止，以「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

「對整體經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等不確定法律概念作為判斷

準據者，都在讓執法機關於處理具體個案之申請事件時，得斟酌當時經濟

情況及發展趨勢，衡量系爭行為對於市場競爭秩序、市場結構、同業競爭

者、交易相對人、以及整體經濟利益之影響，確認該聯合行為是否有益於

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或結合行為確實對整體經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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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利益，而決定是否禁止其結合（廖義男，1995）。  

40.  公平交易法以不確定法律概念運用於其所規範行為之構成要件上，與

法律應力求明確之原則似有衝突。但如前所述與分析，由於公平交易法所

規範營業競爭行為之特質，牽涉之法益及其立法所追求之目標，其運用不

確定法律概念有不得不然之考慮因素。從而公平交易法之運用不確定法律

概念，不能認為係其立法本身具有不明確之瑕疵而成為應修法之理由。按

法律條文運用不確定法律概念無可避免時，其彌補之道，係由執法機關秉

持立法精神制定細則或透過解釋函示闡釋該不確定法律概念之真諦，並且

經由無數之具體案例而歸納其適用之類型與準則。但本法本身因法條結構

以及原來立法制度設計所產生之執行上困難或不能充分發揮執行成效之

問題，並不能以上述制定施行細則、經由解釋或個別案例等方法加以解

決，蓋此乃涉及法律本身應否修正之問題（廖義男，1995）。  

41.  事實上，公平交易委員會，自施行公平交易法以來，即朝此方向努力，

努力以施行細則、解釋及個別案例等方法澄清公平交易法適用之疑義及彌

補原來法條之文字遺漏，使公平交易法能順利施行，而著有相當成效（廖

義男，1995）。例如制定施行細則闡明本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稱之正當理由

（本法施行細則第 26 條）、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之限制的行為類型以

及該限制是否不正當之判斷標準（本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或針對個別法

條之適用頒佈案件處理準則，諸如本法第 19 條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

適用考量」，或佔案件類型大宗之本法第 20 條、第 21 條與第 24 條等之案

件處理原則，以求明確化法律適用標準；又或者是針對一些常見的違法行

為類型或態樣或個別產業之特殊行為與市場結構，說明其可能抵觸之本法

規定，諸如「公平交易法對同業公會之規範」、「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

理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原則」、「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一覽表」、「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

處理原則」、「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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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瘦身美容業者消費資訊透明化暨不當行銷行為處

理原則」、「公平交易法對預售屋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法對有

線電視相關事業規範說明」、「公平交易法對電信事業規範說明」、「公平交

易法對於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前供油行為規範說明」、「公平交易法對房屋

仲介業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業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公平

交易法對流通事業之規範說明」或「公平交易法對於機車事業之規範說明」

等。除此之外，更曾頒佈諸多行政解釋或為行政指導。  

42.  按不確定法律概念或規範性概念，在法學方法上常須透過個案、學說

的累積加以具體化或進行價值的補充，逐次建立類型，方能使法院或執法

機關於運用不確定法律概念以因應社會經濟發展快速變動的同時，又能保

持一定的法律安定性。而本法藉由不確定法律概念所欲保留的彈性適用空

間，例如本法第 2 條第 4 款「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第 7 條之「其他方式之合意」、第 10 條第 4 款「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第 19 條第 6 款「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

易之行為」、第 24 條「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等，正可藉由經濟分析方法的操作，將各種披掛不同外貌、尚未類型化然

其實質之限制或不公平競爭效果等同於本法所欲規範之行為態樣，加以類

型化並納入本法規範，參照：第 2 條、第 6 條、第 7 條、第 10 條、第 19

條、第 24 條。  

43.  因此，於針對本法所採用之不確定法律概念加以解釋適用時，經濟分

析方法的運用、學說與實務的相關資料與見解的蒐集與詮釋就非常重要，

有助於釐清本法中不確定法律概念之運作方向，甚至能引發對該不確定法

律概念之解釋的重新思考，而產生有力的新觀點。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實務判決、處分或公平交易委員會之行政解釋同樣也需要解釋、理解並劃

定其適用界線，同時也是學術批判的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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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經濟分析  

44.  本法之規範客體與規制之行為類型，厥為市場結構與事業的各種限制

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行為，然而傳統法律並未有足夠的資料去界定市場經

濟的各式行為與各種商業交易或經濟現象之形成原因，再加上各產業均有

其獨特的市場結構或應予考慮之特殊經濟因素，因此本法於規範初始，即

運用、吸納與消化了不少源起於經濟學之概念與理論架構，試圖以經濟

學、財政學或其他專門學科對於市場經濟行為的知識、研究及理論為素

材，作為本法制定及採行措施的參考，俾使本法所採行之法規措施，能有

效管理與引導經濟活動，達到維護與確保競爭之目的。  

45.  例如，本法法條構成要件中關於市場結構狀態或市場競爭行為態樣的

描述，有不少概念是源自於經濟學、行銷或管理等領域，在傳統法學內並

無法提供足夠的解釋資料的情況下，於針對這些不確定法律概念進行解釋

適用時，經濟學理論、行銷或管理等相關知識就具有重要的參考價值。例

如：「競爭」的立法定義（參照：第 4 條）、將經濟學上的獨占與寡占均視

為本法所稱之獨占（參照：第 5 條）；獨占事業的認定標準（參照：第 5

條之 1、施行細則第 3 條）、對於特定市場的詮釋納入經濟學的市場界定概

念（參照：第 5 條）、多層次傳銷、多層次傳銷事業及參加人之定義（參

照：第 8 條）等。此外，經濟學上關於競爭概念、市場結構、廠商行為與

績效、「效率」的意義、超額利潤之計算，或是企業結合對市場競爭的影

響等研究，對於各國限制競爭法的發展尤有深刻的影響。譬如獨占市場結

構的形成、獨占廠商超額利潤的產生、計算與其定價模式之分析，或者是

市場競爭之效率模式或其遭受扭曲時之經濟效益評估，以及企業結合可能

帶來之市場結構的轉變或廠商勾結所會衍生的不利影響，經濟學上的相關

研究均為各國執法機關操作限制競爭法的重要參考資料。  

46.  即以美國的反托拉斯法的立法與執行經驗為例，產業經濟學上的論證

背景，對於反托拉斯法的形成、政策的重估、個案利弊分析與法院判決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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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演變，均扮演了重要角色。而從本法立法或規範設計合理性之角度以

觀，如同諸多外國立法經驗，本法之所以規範或禁止特定類型之限制競爭

行為，如獨占（參照：第 5 條）、結合（參照：第 6 條）、聯合行為（參照：

第 7 條）、差別待遇（參照：第 19 條第 2 款）或不正當之垂直交易限制（參

照：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也均係依據一定的經濟理論，而認定若

形成或出現了特定市場結構或廠商行為，將對於整體社會利益具有不利影

響，而從法律規範的角度，將此等限制競爭行為納為本法應予規制的客

體。就此而論，經濟學的理論可說是對於反托拉斯法或限制競爭法的制定

與規範的必要性設定合理性基礎。  

47.  特別是在該不確定法律概念的設計，是為了給予具體個案中納入實際

經濟利弊影響分析或公共政策考量之空間時，經濟學上對於市場的分析、

觀察，以及所累積的產業知識、分析數據之工具或歸納經驗，將有助於執

法機關能將抽象而僅標示出政策方向之不確定法律概念於個案的權衡中

具體落實。透過經濟分析的細密操作、實際數據的支持或經濟學方法的適

度引用，也可避免執法機關對於限制競爭行為可能產生的有利或不利之經

濟效益、對市場競爭秩序與社會整體利益的影響，出現一些想當然爾或情

緒性的評價結果。最明顯的例子諸如：結合案中對整體經濟利益是否大於

限制競爭之不利益之權衡，及不禁止結合時得對結合事業附加之條件或負

擔的選擇（參照：第 12 條）；對違法結合或未履行附款之處分裁量（參照：

第 13 條）；聯合行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例外許可（參照：第 14

條）；許可聯合時附加條件或負擔的審酌（參照：第 15 條）；差別待遇是

否具有正當理由的判定（參照：第 19 條第 2 款）；垂直交易限制是否「不

正當」之利益權衡（參照：第 19 條第 6 款）等。  

48.  然而在本法之執法過程中納入經濟分析的方法或相關數據資料作為

效益評估之輔助工具，或者是於詮釋本法的不確定法律概念時適度參酌經

濟學的理念，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亦不宜蓋然地認為經濟分析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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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理論即可作為本法解釋適用之最終依歸。按如同所有的學科一般，經濟

學也有其不能突破的侷限性，在許多情況下經濟模型也仍舊不能對各種限

制競爭行為可能導致的經濟效果提出完全令人滿意或周延的答案或解

釋，而不論利益的種類或類型，一律採取價值均值化的量化觀點，亦非於

法律制度中進行利益權衡時所能全盤接受。同時經濟理論亦具有相當的多

樣性或歧異性並呈現出持續發展的動態進程，更增添了於解釋本法時適當

檢擇經濟理論以詮釋本法的不確定法律概念或是本法吸納經濟學所新生

之法律概念的困難性。  

49.  整體而言，本法於吸納經濟學上之概念、考量或在選擇執法手段或政

策傾向時，已重新融入與架構出規範性的要素與保護目的，對本法之適當

理解，應採用法律與經濟之綜合觀點。而經濟理論之修正、辯難或提出，

不論國內外，對於反托拉斯法或限制競爭法均仍具有相當的影響，於適度

範圍內加以參酌，並重新檢視、偏移與重估各種經濟因素於執行本法過程

時應予考量之優先順序與影響，有助於本法與時代經濟潮流脈動間的扣

合。反托拉斯法與限制競爭法的制定、施行與修正過程，再再均是法律學

與經濟學整合與互動的絕佳範例。  

七、體系關連  

（一）本法內部體系關連  

50.  法律的意義脈絡有助於個別法律構成要件之解釋，並且促成個別法律

規定間事理的一致性，進而得以法律條文在法律體系上之關連探求其規範

意義，並避免或排除法制序中的規範矛盾或評價矛盾（王澤鑑，1993；黃

茂榮，1993；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1996）。就本法之內在體系關連

而論，本法係將「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合一規範。其中本法第二

章所規制的獨占、結合與聯合行為，乃是最主要的限制競爭行為類型。本

法對獨占事業所採取的規範政策，雖係採用「濫用原則」，僅針對獨占事

業濫用市場力量之行為為個案式的監控，但卻以結合管制對獨占地位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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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與市場集中度的提昇作預防性的控管；而除了規制單一獨占事業之行為

與結合事業對市場結構所帶來的影響外，再甫以聯合行為的原則性禁止規

定，規範多數事業以合意方式影響市場供需功能，破壞競爭自由性的行為。

51.  而本法第三章雖名為「不公平競爭」，然該章除針對不正當方式取得

交易機會、獲取他事業產銷機密、仿冒表徵、不實廣告、營業毀謗或多層

次傳銷等傳統不公平競爭行為加以規範外，其亦包含了獨占、結合或聯合

等行為以外的其他限制競爭行為的規範，諸如限制轉售價格、杯葛、差別

待遇或其他垂直交易限制行為等，參照：第 18 條、第 19 條。因此，本法

對限制競爭行為之規範體系，必須綜觀第二章與第三章方能得其全貌，從

而在理解本法第 24 條此一概括條款之補充適用範圍時，即不應僅侷限於

本法第三章的範疇，參照：第 24 條。  

52.  除了實體規範的體系關連外，本法在違反本法規定所負之行政責任或

主管機關的執法手段之設計上，亦具有一定的內部關連性。例如違反結合

申報之規定、違法結合或未履行附款者，中央主管機關除了可以依本法第

13 條之規定為必要之處分外，並得依本法第 40 條之規定對該違反本法結

合規定的事業處以罰鍰，參照：第 13 條、第 40 條。此外，公平交易委員

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可依第 41 條之規定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

或採取必要措施，並處以罰鍰，惟對部分條文之違反行為，除第 41 條之

規定外，另訂有其他處罰規定，例如違反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9 條、

第 20 條第 1 項、第 22 條與第 23 條時的刑事責任規定，參照：第 35 條、

第 36 條、第 37 條，以及違反第 23 條之規定時，主管機關命令違反事業

解散、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之處分權限，參照：第 42 條。  

（二）本法與其他法律間的體系關連  

53.  競爭法制，本即屬國家為增進社會整體經濟利益及公共福祉之目的，

而積極主動地對經濟活動加以規劃、組織、管理、輔佐或引導所為之各項

法令措施中的一環（廖義男，1980），且本法在條文規範上亦常與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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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使用到相同或類似的法律概念，在執行與救濟程序等層面也常必須援引

其他程序法規之規定。因此於解釋本法時，不能忽略本法與其他法規之間

的體系關連，以維護整體法律體系與概念用語的統一性，並避免評價矛盾

或規範矛盾的產生。  

54.  本法與其他法律之間的體系關連，約可分為下列三點而論。首先，由

於本法在實現立法目的之功能領域內，具有「原則法」之地位（蘇永欽，

2002；第 1 條），而本法所規範之行為類型與態樣又遍及市場各領域，因

此常與其他產業法規產生規範競合，此時即需要對本法及其個別條文之立

法意旨與其他法律之規範意旨進行解釋並透過本法中各條之不確定法律

概念加以調和，以判斷本法之適用範圍與順序，同時也涉及本法之主管機

關與其他法律之主管機關彼此間的協調問題。近年來為執行解除管制及開

放市場政策或整頓金融秩序而新制定或修正的產業法規趨勢，例如金融機

構合併法、金融控股公司法、企業併購法、電信法、有線廣播電視法、政

府採購法等，及其與本法間之互動關係，即為著例，參照：第 1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9 條、第 45 條以及第 46

條。至於民法、著作權法、專利法、商標法、營業秘密法、食品衛生管理

法、藥事法、消費者保護法等「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相關法律，

以及，國營事業管理法、貿易法、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促進民間參與公共

建設條例、科學技術基本法、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行條例等「促進經

濟之安定與繁榮」相關法律，則均可能成為第 1 條後段所謂「其他有關法

律」，參照：第 1 條。  

55.  其次，本法在具體規範市場結構與市場行為時所使用之法律概念，常

與其他法律所使用之用語相符或類近，而該等法律概念之解釋，即應以法

體系的整體角度，綜合本法之立法目的以尋求該法律概念應有之意義脈

絡。例如：公司法上的公司定義與關係企業之概念，對本法所規定之事業

或結合定義的影響，參照：第 2 條、第 6 條；民法上的契約、合意與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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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之意思聯絡，參照：第 7 條第 3 項；營業秘密法上的營業秘密概念與

本法第 19 條第 5 款所保護之「產銷機密」，參照：第 19 條第 5 款；商標

法上關於商標、標章、相同或類似之使用、混淆、著名商標、普通使用、

善意使用等概念之理解，參照：第 20 條；刑法上的散布概念，參照：第

22 條等。  

56.  除此之外，本法在救濟途徑、罰則與程序規定上，亦與其他實體或程

序性法規密切相關。例如本法第 28 條雖規定公平會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但其乃行政院所設置者（參照：第 25 條），因此性質上仍為一行政機關，

從而人民對公平會所為處分不服時，應依訴願及行政訴訟程序提起救濟

（廖義男，2002），此時訴願法、行政訴訟法與行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的

解釋與運作就攸關重要。而就本法所賦予之民事救濟途徑而言，民法上的

請求權、損害賠償體系與消滅時效等基本概念，亦為本法第 30 條以下的

詮釋基礎，參照：第 30、第 31、第 32、第 33 條等；而其他法律所賦予之

民事救濟途徑，也會成為主管機關是否適宜發動本法介入私權紛爭之重要

參考，參照：第 1 條、第 21 條、第 24 條、第 26 條；至於本法行政取締

之執行，亦與未來可能通過而目前僅處於草案階段之行政罰法息息相關，

參照：第 9 條第 2 項。  

八、政策目標  

57.  本法雖為維護交易秩序，確保公平競爭而立法，但其終極目標，乃在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換言之，在政策目標與手段之關係上，促進經濟

之安定與繁榮，為政策之目標，而維護市場之競爭秩序，則為達成此種目

標之一種政策手段。（廖義男，1994）因此，本法亦為實現經濟、競爭政

策之工具，具有達成一定政策目的之任務（廖義男，1980）。  

58.  惟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政策手段並不限於競爭，其他如公用事業

之獨占專營權、景氣政策、繁榮政策、結構政策、貿易平衡政策，為達成

經濟安定與繁榮之終極目標，其政策手段之價值與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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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軒輊（廖義男，1994、第 1 條）。本法雖僅為整體經濟政策的一部分，

然本法於執行競爭政策時，除了市場競爭秩序的考量外，如何透過本法中

各條所包括之不確定法律概念，於具體個案中適度調和與納入本法以外之

其他產業政策的考量，以達到本法與其他產業法規均共同追求之經濟安定

與繁榮的目標，又不致於過度扭曲或壓縮競爭政策的執行，將是在解釋本

法限制競爭行為執法權衡標準時的重要基準，例如：結合申報案件之「整

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利益」的分析，參照：第 12 條；聯合行為例

外許可時之「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的評估，參照：第 14 條。除此之外，

對於各種同為達成政策目標之產業法規與本法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本法

第 46 條第 1 項之規定，即可援以解決不同政策手段之間所可能發生之矛

盾，使事業在相關政策影響下所為之營業行為得受適當之評價，參照：第

1 條、第 9 條第 2 項、第 46 條。  

59.  另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法所以設置主管機關公平會者，乃鑑於限制

營業競爭行為，如獨占、結合、聯合行為等是否產生實質影響或限制市場

競爭之作用，須就市場競爭結構、商品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

值（量）或服務供需情況等資料加以調查、統計與分析作為判斷基礎，因

而需有常設之行政主管機關，結合法律、經濟、財稅、會計或管理人才，

從事該等資料之調查、分析與判斷。至於不公平競爭行為，如仿冒他人商

品或服務表徵行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行

為等，本質上具有濃厚之違反商業倫理、傳統上即屬於私法上侵權行為領

域及刑事上之詐欺、妨害名譽及信用罪，原本即可由法院民事庭、刑事庭

予以裁判，以維護被害人之權益，而不須行政機關再介入保護。惟本法之

規範內容，為維護自由及公平之競爭秩序，包括限制競爭行為及不公平競

爭行為兩部分，致使主管機關公平會對不公平競爭行為亦有介入監督之權

責。然本法設置主管機關之政策目的乃是為了對限制競爭行為為必要之監

督、管制，並非希冀本法主管機關扮演「交易不公取締者」（廖義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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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當地任意介入私權糾紛，在解釋本法各條之保護法益、客體與對象、

主管機關調查權發動之界線等事項（例如「消費者利益」、「公共利益」等

概念之解釋）時，宜將此一執法政策取向納入考量，參照：第 1 條、第 21、

第 24、第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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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1.  按法典中「總則」一章之功能，乃係將整部法典中共通之規範事項及基本概

念、原則歸納於一處，以作為統合其後各章規範之共同解釋基準及適用原則。

我國公平交易法共分七章，第一章亦設有「總則」規定，並參照我國一般行政

作用法之體例，明定本法之立法目的、規範主體、名詞定義及主管機關等部分。

第二、三、五、六章為實體規定，其中第二、三章係分別就本法所禁止或管制

之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行為予以規範；第五、六章則規範其法律效果，亦即

違反本法者所應負之民、刑事與行政責任。第四章為程序規定，明定本法主管

機關之職掌及行政程序之進行，第七章則為附則。以下茲將本法「總則」一章

之要點陳述如次： 

2.  一、公平交易法第 1 條明定本法之立法目的，係「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

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按立法目的之規

定，係為貫穿解釋整部法典之精神所在，因此，在判斷經濟主體之活動是否合

於本法關於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規範目的時，應參酌本條規定以為妥

適正確之解釋。其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應為本法之終極目標，競爭秩序

之維護應為達成此項政策目標一種手段，但應非唯一之手段。至於本條後段「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則為公平交易法與其他法律間適用優

先順序之規定。 

3.  二、公平交易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

夥之工商行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所規範者為公平交易法適用之行為主體，而與傳統民商法上以自然人或法人為

其規範對象有別。其中，前三款規定之公司、商號及同業公會，固然係例示三

種不同組織型態之事業，惟本條規定最具重要性者實為第四款「其他提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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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其所採取者乃行為取向之功能性事業概念。亦

即，凡其行為對於特定商品或服務供需之市場秩序及競爭關係有所影響者，即

應為公平交易法規範之對象，而合於本法所稱「事業」之概念。 

4.  三、公平交易法係規範經濟主體從事營業競爭行為之法律，其規範營業競爭

行為之用語，在本法適用領域中有其特定意涵，為澄清概念並方便法律之適用，

有必要就其基本用語作一定義性之規定，公平交易法第 2 條至第 8 條規定即係

就本法所規範之營業競爭行為類型加以定義界說。其中，第 2 條定義之「事業」、

第 3 條定義之「交易相對人」、第 4 條定義之「競爭」及第 5 條第 3 項定義之「特

定市場」，其概念所涉及者均涵蓋整部公平交易法法典，置於總則章一中，堪稱

妥適；惟關於「特定市場」之界定應屬競爭法基本概念，不限於獨占之情形方

有其適用，現行法將之規定於獨占定義之後，有待改進。至於本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5 條之 1 關於「獨占」、第 6 條關於「事業結合」、第 7 條關於

「聯合行為」及第 8 條關於「多層次傳銷」之定義，固為本法規範之特定行為

類型，惟在具體適用上應與本法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4 條及第 23 條等規定合

併觀察。就立法技術而論，列於總則章內之規定，應係規範其後各章之共通事

項或基本概念、原則，而可貫穿整部法典適用之，惟上述獨占、結合、聯合及

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規定僅於其後特定章節出現（第二章或第三章），不具統合本

法各章之功能，應無須置於總則中規定，且將此等定義規定與行為規範分別規

定於不同章節中亦有割裂之嫌。 

5.  四、公平交易法對於經濟主體課予一定之公法上義務，具有行政作用法之性

質，為貫徹本法立法目的，乃於第 9 條設有主管機關之基本規定。依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惟綜觀整部公平交易法，真正具有

處理公平交易事項之權限者，僅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平交易委員會，本項規定雖

亦明列本法之地方主管機關，惟地方主管機關僅係依本項規定，於具體個案中

協助公平會為案件之調查或受公平會委託辦理宣導事項。至於公平會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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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掌及其行政程序，應參照本法第四章以及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之

相關具體規定，而公平交易法第 25 條亦有「行政院應設置公平交易委員會」等

文字，雖係立法者為表明公平會隸屬於行政院，而與原草案設置於經濟部之下

有所區別，然其規定與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有重複之嫌，立法技術上可再作精簡。

另本條第 2 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會商同各該部會辦理之」，則為一程序規定，係當公平會與其他機關部會間之職

權發生重疊，以及依公平交易法第 46 條規定而有其他法律應否優先適用之情形

時，要求並提醒公平會應與其他部會進行協調，以圓滿達成其行政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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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立法目的及法律適用 
 

 

現行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參考文獻 

黃茂榮（1993），《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廖義男（1994），〈公平交易法

之立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易法之釋論與實務：

第一冊：立法目的、事業、罰則》，頁 1-14；廖義男（1995），〈憲法與競

爭秩序之維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頁 1-11；朱柏松（2002），

〈論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交錯〉，《公平交易法施行十周年回顧與

前瞻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589-611；蘇永欽（2002a），〈公平會的再造–

從國際比較與政府再造的角度觀察〉，《公平交易法施行十周年回顧與前瞻

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485-500；蘇永欽（2002b），〈公平交易法第四六

條修正後的適用問題〉，《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頁 249-272；賴源河編

審，張長樹執筆（2002），第一章公平交易法之基礎《公平交易法新論》，

頁 3-45；何之邁（2002），《公平交易法實論》。  

 

第一條 立法目的及法律適用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二、日本  

三、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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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聯盟  

貳、競爭法體系 

一、立法背景  

二、體系定位  

三、規範功能  

參、立法目的 

一、交易秩序  

二、消費者利益  

三、公平競爭  

四、立法目的間之關聯  

肆、法律適用 

一、本法未規定  

二、本法在法律體系中之地位  

三、其他有關法律  

四、適用準則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1.  休曼法、克萊登法、聯邦交易委員會法、羅賓遜--波特曼反差別待遇

法均無類似規定。  

美國雖為案例法國家，但透過百年來的法典制定，同樣具體建構出一

個尚稱完整之公平交易法體系。然則對應於我國公平交易法同時涵蓋限制

競爭及不公平競爭兩大部分，於介紹美國法律體系時也同樣必須區分為反

壟斷（Anti-trust）及不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兩大部分。首先就

反壟斷部分而言，乃出自於美國的競爭法典範，主要係由休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Act）及羅賓森、帕德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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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 法 案 所 構 成 ； 至 於 在 不 公 平 競 爭 部 分 則 主 要 由 聯 邦 交 易 委 員 會 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擔綱。區分兩者之實益有一點與我國大

不相同；亦即在訴訟體制上，我國並未特別區分依據第二章與第三章尋求

救 濟 者 ， 然 則 美 國 民 事 訴 訟 制 度 提 供 給 個 人 之 反 壟 斷 訴 訟 （ private 

litigation）僅適用於「反壟斷」（Anti-trust）案件而不及於依據聯邦交易委

員會法所提起之不公平競爭案件。  

以下謹分別就各大法案及其修正案之架構略述如次。  

（一）休曼法（Sherman Act）  

2.  美國的公平交易法律相關法典應係始自 1890 年的休曼法（Sherman 

Act），這也是世上第一部公平交易法律。該法的制定有諸多的背景因素，

其中包括政治上反制經濟強權的庶民主義興起、管制經濟理論的提出以及

消費者保護等 1。在其執行了約 70 年以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則在非常著

名的典範案例（leading case）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nited States 2

中，指出該法之立法目的應在於維護交易的自由競爭。最高法院並認為，

惟有在自由競爭之下，方能提高經濟資源之配置效率，達到擴大產能將低

價格並同時提高品質之目的。這段話也驗證了前述諸多的立法背景理念。

休曼法的主要內容在於規範獨占力濫用（monopolization）、水平及垂

直交易限制（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straint of trade）及其他相當於我國聯

合行為之規定，如價格聯合（price fixing），或被我國列入不公平競爭之垂

直 交 易 限 制 ， 如 杯 葛 （ boycott）、 交 易 地 區 或 交 易 對 象 之 限 制 （ market 

division）或搭售（tying）等。  

休曼法的制定很快的面臨了許多的問題，其中包括政府及法院的怠於

執行、社會大眾對於法律定義不明確及案例法個案處理過程必須依賴法官

或 執 法 者 個 人 之 觀 點 的 不 安 ； 加 以 美 國 最 高 法 院 在 Standard Oil Co. v. 

                                           
1 221 U.S. 1（1911） . 
2 356 U.S. 1 （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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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3案中確立了以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來處理反壟斷案件

的態度，更讓何謂應受禁止（prohibited）之不合理交易限制（unreasonable 

restraint of trade）成為各方充滿疑慮的法律適用標準，因而乃有修法界定

違反休曼法行為態樣，以及創設一個有權建立執法指標進而排除不確定性

之委員會（commission）的倡議。 4 

準此，方有其後克萊登法及聯邦交易委員會法之制定以及聯邦交易委

員會之設立。  

（二）克萊登法（Clayton Act）  

3.  承前所述，迄至 1914 年，美國國會為了強化休曼法而通過了克萊登

法，其目的在於「加強既有法律對於交易限制及獨占之規範」。這其中，

除了針對股份與資產收購之法律不確定性在第 7 條（section 7）加以處理

外，第 2 條的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及第 3 條的排他性交易限制

（exclusive dealing）規範，都使本法之制定，被認為是繼休曼法之後美國

最重要的公平交易法規。 5該法特別側重於預防功能，並提供民事的三倍

損害賠償以及律師費之填補作為經濟誘因。此外，為強化預防功能，本法

更特別賦予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及聯邦交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直接起訴之權。至於在主要之規範內容上，則側重於

差別取價（price discrimination）、搭售（ tying）、排他性交易（exclusive 

dealing）、股份收購為主之合併（merger）等行為之管制。 6 

相較於休曼法僅針對不合理的交易限制加以規範，克萊登法則是擴及

於有足以實質減損競爭之虞者（whose effect may be to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均加以管制。  

                                                                                                                         
3 221 U.S. 1 （1911）  
4 Kalinowski, Julian O. von, ANTITRUST LAW AND TRADE REGULATION Vol.1, 

§2.03[1]& nt.32 （1991）  
5 Raybould, D.M., Comparative Law of Monopolies 61 （1988） . 
6 15 U.S.C. §§ 13, 14 & 18 （1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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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聯邦交易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4.  本法與前述克萊登法之制定有其共通之目的，亦即試圖強化休曼法之

執行力。而聯邦交易委員會之設置則意在於創設維持交易秩序之權責機

關，本法中最重要者應係第 5 條（Section 5）之規定，其用以規範發生於

企業間及企業與消費者間之商業或足以影響商業之「不公平競爭方法及不

公平或詐欺行為」。在性質上，本條之規定兼具我國公平交易法所涵蓋之

「限制競爭」、「不公平競爭」以及消費者保護法之部分內容。由於該條之

規定並不以行為足以對市場發生影響為要件，從而對於不公平競爭行為有

預防之功。  

然則在本條之制定過程中卻有一些值得我們重視之背景。由於聯邦交

易委員會法係與克萊登法同步在立法機關中進行審查，相對於克萊登法較

受到各方之關注，本法設立委員會之訴求則相對地較為立法機關所接受，

而唯一受到質疑者係第 5 條（Section 5）之用語。原本參議院的研究報告

（Senate Report）認為本條最初之用語「不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

應足以提供執法機關之用，然在最後的參眾聯席委員會中，仍被認為恐被

侷限在原有案例法之解釋與不確定中，故將之修改為「不公平競爭方法」

（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  

   正由於本條之規定採用所謂「一般性的宣示來譴責不公平的作為，而

將具體行為之作為是否不公平交由委員會去認定」（by a general declaration 

condemning unfair practices, leave it to the commission to determine what 

practices were unfair）， 7導致聯邦交易委員會之授權遠超過原先所期待的

建構指標及排除不確定，而被批評為太過廣泛。  

（四）羅賓森、帕德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  

5.  迨至 1936 年，隨經濟不景氣之發展，原本存在於賣方間之反競爭差

別取價（anticompetitive price discrimination）問題，質變為具競爭關係之

                                           
7 S. Rep. No. 597, 63rd Cong., 2d Sess. 7 （1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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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事業的角力。究其原因，主要係肇因於連鎖商店興起，進而影響其與

傳統獨資經營商店間之競爭。基本上，差別待遇之問題主要出自於聯鎖店

開始運用其市場力量要求特別待遇及回扣（allowances）。這些問題激發了

社會大眾之疑慮，並認為會影響交易機會及市場競爭機制。此外，由於 1929

年以後之美國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進一步促使消費者前往聯鎖

店追求較高的金錢效益，更是對於原本即慘淡經營之獨立商店造成莫大傷

害。隨 1930 年代的新計畫（New Deal）提出，許多配套立法益相繼完成，

其中包括對於勞工之保護及農業價格之維護，此外，針對獨立商店之顧

慮，國會則在 1936 年提出了本法案。簡言之，國會係基於差別取價之問

題已嚴重影響下游地方市場中廠商之競爭利益，鑒於以原克萊登法第 2 條

僅適用於賣方差別取價行為。故而擬透過羅賓森、帕德曼法之制定以將差

別取價之規定自單純的賣方管制擴及於買方之類同行為。換言之，凡足以

影響競爭或形成獨占之差別取價行為，不論是賣方或買方所為均會受到規

範。 8這個修正案乃克萊登法之初次主要修正。  

在規範之行為上，所謂的差別取價更將規範擴及於出賣人不當的給予

折扣，此外並禁止其他透過折扣、回扣、現金折讓（cash refund）所為差

別待遇，也禁止以減損競爭為目的之掠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本

法案所採之規範措施與克萊登法案同屬民事責任。  

在美國的反壟斷法發展過程中，本法案有其極特殊之背景。蓋因它是

美國藉反壟斷來因應經濟大蕭條以及追求產業復興的工具。  

                                                                                                                         
8 其實這個修法更對於如何因應傳統是場銷售行為及結構之變遷有重大意義。例如

法案提案人就指出，原本的克來登法案根本無法顧及連鎖商店經營模式所帶來之挑

戰。參 Patman, Complete Guide to the Robison-Patman Act 8 （1963） .其次本法案並

意圖針對當時開始發軔之郵購有所涵蓋，參 Rowe, Price 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Robison-Patman Act 8-10 （1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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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賽勒--基法爾法（Celler-Kefaurer Act of 1950） 9 

6.  本法乃克萊登法第 7 條之修正案。本次的修正乃原克萊登法繼前述羅

賓森、帕德曼法之修正後的第二次重大修正，其修正之主要目的在於預防

美國經濟體制中經濟集中之現象，藉以維持商業領域中的大量中小企業競

爭者。當時，在 1940 至 1947 年間美國大量大型企業收購小型企業之合併

案，讓國會感到憂慮，從而決定強化原有的合併管制結構，以期能在競爭

被排除前擁有足以掌握競爭威脅之因素。修正後的法案對於足以對於美國

境內任何區域之競爭構成限制之合併案均加以管制，至於受規範之合併則

係以股份或資產收購之類型以及董事交叉持股（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之互為控屬為主。  

（六）哈特-史高特-羅帝諾反壟斷改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of 1976）  

7.      經過了一段長時間的執法，美國經濟體制的快速變遷導致資本市場對

於企業合併管制之規範有強烈的鬆綁需求，是以乃有本法之提出，藉以改

進原來依據克萊登法所建構之結合管制體系。本法的修法重點有三：  

１、合併前通知：藉由增訂之第 7A 條，賦予意圖進行合併或收購之大

型企業以事前通知及等待之義務。適用本條規範之案件則必須具備

下列條件：  

（1）併購之一造其年度淨銷售額（net sales）或總資產額（total assets）

達美金 1 千萬元以上；  

（2）另一造當事人達 1 億美元以上；  

（3）且收購者意圖收購對造 50%以上之普通表決權股或資產，抑或該

對造被收購之普通表決權股或資產之價值達美金一千五百萬元

以上。  

２、自然人公益訴訟（Parens Patriae）：藉由新的第 4C 至 H 條之增修，

                                           
9 法案全稱為賽勒法案、基法爾反合併法案（Celler-Kefaurer Antimerger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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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州檢察長代位因被告違反休曼法而受有損害之自然人（居民）

提起三倍損害賠償之訴。  

３、補償個人提起禁止之訴（Private Injunction Suits）的律師費：依據

新修之第 16 條，當原告所提禁止之救濟實質勝訴（substantially 

prevails）時，法院即應准給（award）原告包括合理律師費用在內

之訴訟成本。  

（七）反壟斷程序改進法（Antitrust Procedural Improvement Act of 1980） 

8.  本次的修法包括幾個改進克萊登法的重點；例如，將第 7 條之合併管

制擴及於自然人、合夥，甚至於非法人商業組織。其次，本法透過修正第

4 條、第 4A 條及第 4C（a）（2）條之規定，准許法院核給損害賠償之利

息。另次，本次的修法更提供給法院援用過去判決（ judgments）或裁定

（decrees）來處理嗣後對於相同之被告所提起之反壟斷訴訟，此即所謂有

利於政府提起訴訟之附隨禁反言效果（collateral estoppel effect）。  

（八）惠勒-禮修正案（Wheeler-Lea Amendments）  

9.  相較於許多針對克萊登法提出之修正，同一時間制定的聯邦交易委員

會法則一直未受到修正，直至 1938 年的惠勒-禮修正案，本法主要提出二

個修正重點：  

１ 、 針 對 原 第 5 條 之 用 語 「 不 公 平 之 競 爭 方 法 」（ 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增列禁止行為包括「在商業上所採之不公平或欺網之

行為或作為」（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Commerce）。

２、針對涉及食品、藥物、化妝品及設施之虛偽或不實之廣告，增訂刑

事處罰及臨時性禁制（temporary injunctions）救濟。  

這個修正案的最重要價值，在於將聯邦交易委員會法原本間接保護消

費者之規定，調整為直接保護消費者。 10對於執法單位而言，這個增修讓

                                           
10 參見 H. Rep. No. 1613, 75th Cong., 1st Sess. 3 （1937） . 
1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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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執法時，得以免除就系爭違法行為是否足以損害競爭之舉證義務 11。

（九）跨阿拉斯加輸油管授權法（Trans-Alaska Pipeline Authorization 

Act）  

10.  基本上，在面臨石油及天然氣短缺及過度依賴進口之不安前提下，此

次 的 修 法 意 在 強 化 聯 邦 交 易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 investigatory ） 及 執 行

（enforcement）權力（power）。  

（十）麥格納森 -摩斯擔保 ---聯邦交易委員會改進法（Magnuson-Mos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mprovement Act）  

11.  本法除確立消費性產品之最低擔保標準外，就整體反壟斷之法制言，

其強化聯邦交易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功能之設計，更具體的拉近了公平交易

與消費者保護法律之關係。這其中與公平交易直接相關者包括：在新增的

第 17 條中，確立委員會制定行政法規（rule making）以界定所謂之不公

平或欺罔之行為的權力；賦予委員會在執行第 5 條過程中更大的調查權；

允許委員會以自己之名義提起民事訴訟；授權委員會對於違法或違反其命

令者，課以每一行為最高美金一萬元之罰鍰；以及授權委員會為消費者尋

求因被告違反法規或從事受禁制之行為而受損害之救濟。  

（ 十 一 ） 聯 邦 交 易 委 員 會 改 進 法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mprovements Act of 1980）  

12.  相較於前述的法案不斷在強化聯邦交易委員會之職權，本法之制定卻

在於限制其權限。基本上，聯邦交易委員會法再經過長時間的執行後顯現

出許多問題，從而在社會產生一種反聯邦交易委員會（Anti-FTC）的氣氛。

本法之重點包括；限期要求委員會回應原被訴人就事實與法律條件變遷所

提出變更原處分之要求；要求委員會保密且應避免揭露足以讓外人知曉涉

案事業身分之關聯商業資料（line-of-business data），並對於委員會保存機

密資料設定新要求；減輕小型企業配合委員會揭露資訊要求之申報負擔；

限制委員會之部分行為，如對保險產業之干預或農業合作等；增加委員會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一條—石世豪 

 44

制定行政規範之程序要求，其中包括送國會核備（review），且限制委員會

就標準或認證（standard or certificate）領域、兒童廣告，以及殯葬業制定

規則（rules）；強化委員會調查程序之合憲性，以及限制能發動調查程序

或簽發傳票者之身分等等。  

二、日本  

13.  「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易之法律」第 1 條：「為禁止私的

獨占、不當之交易限制及不公平之交易方法，防止事業支配力之過度集

中，排除依結合、協定等方法所為生產、販賣、價格、技術等之不當限制，

及其他一切事業活動之不當拘束，以促進公平自由之競爭，使事業人發揮

其創意，加強事業活動，提高就業及國民實際所得水準，確保一般消費者

之利益，並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的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不正競爭防

止法雖性質上係以確保公平競爭為主，但現行通說多已認為，該法與獨占

禁止法二法共同構成競爭秩序之基本法律規範，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1 條立

法目的如是說：「為確保事業兼之公平競爭及相關國際協定之確實施行，

藉由防止不公平競爭和有關之損害賠償等措施的採行，以促進國民經濟之

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另不當贈品與不當表示防止法第 1 條：「為防止

商品與服務交易上之不當贈品與表示以誘引顧客，依據禁止私的獨占及確

保公平交易之法律，特制定本法，以確保公平競爭與保護一般消費者利

益。」  

14.  獨占禁止法希冀經由對上述四種不當限制或拘束事業活動自由的行

為之禁止 12，達成「促進公平且自由競爭」之直接目的。於此公平且自由

的競爭環境下，乃能「發揮事業之創意，興盛各種事業活動，提升就業及

實質國民所得水平」。惟須注意者，一般主張，獨占禁止法所要實踐的公

平且自由競爭者，並非經濟學上所為的完全競爭模型，而係產業組織論中

所強調的「有效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理念。因為，後者更能貼近

                                           
12 本段以下有關日本法制之說明，係由黃銘傑教授所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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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濟現實中，實際的競爭狀態。  

最後，獨占禁止法第 1 條規定認為，若能充分發揮公平且自由的競爭

效果，則不僅一般消費者利益將獲得確保，經由分權式的競爭體制之運

作，整體國民經濟將會進入更為民主化、健全化的階段，此實是獨占禁止

法所欲規範之終極目標。毫無疑問地，在民主化的經濟體制運作過程中，

若未賦予消費者知的權利、選擇的權利等消費者主權，令其得以更為積極

的方式參與競爭秩序的形成，則分權式的民主經濟之理念，將無由實現。

從而消費者利益不僅為獨占禁止法所關注，而為公平且自由競爭秩序的直

接受惠者，就消費者於經濟體制運作過程中所得發揮之作用來看，其實亦

有理由與民主、健全的國民經濟同時並列為獨占禁止法的終極目標。惟須

注意者，縱使強調消費者利益於獨占禁止法中的重要性，但於實際的法律

施行上，吾人所應強調者乃是消費者經由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秩序之維持，

而可獲得的最終且長期之利益，切忌僅著眼於消費者短期利益攫取的可能

性，而容許危害競爭秩序、長期而言損害消費者利益之行為的存在。  

15.  在學說及實務上，對於上述獨占禁止法的直接目的與終極目標間之關

係，迭有爭議。學界一般通說及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的審決例（1949. 8. 30.

之審判審決，審決集第 1 卷第 62 頁）都認為，獨占禁止法所要實現的真

正立法目的，乃是在直接目的之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秩序之維持，在該目的

之後有關所謂終極目標的文言所闡釋者，僅是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秩序之維

持所得帶來的成果，從而法律適用上，不應以特定反競爭行為有助於該等

終極目標之實踐，而肯定其合法性。  

相對於此，亦有不少學者的有力見解認為，獨占禁止法真正的立法目

的在於其「確保一般消費者利益的同時，並能促進國民經濟的民主且健全

之發展」的終極目標上，競爭秩序的維持只不過是實現此一終極目標的手

段而已，從而當競爭政策的堅持與此一終極目標發生衝突，有礙民主且健

全的經濟發展目標之達成時，競爭政策就有必要讓道給其他政策。在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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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時代所發生的著名石油價格卡特爾事件上，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

例集第 38 卷第 4 期第 1287 頁）即認為，雖然原則上，獨占禁止法之立法

目的在確保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秩序，惟當一行為其形式外觀上雖違反獨占

禁止法相關規定，但實質上卻可促進「確保一般消費者利益的同時，並能

促進國民經濟的民主且健全之發展」的終極目標之達成時，實無理由認為

該當行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的規範意旨，而認其違法。在本案之判決理由

中，日本最高裁判所之論理為，基本上違反前揭直接目的之行為，屬違法

行為，但當其例外地有助於終極目標之實踐時，則可據此阻卻該當行為的

違法性。  

三、德國  

16.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不正競爭防止法、折扣法均無類似規定。  

該國學說及實務見解認為：立法較早之不正競爭防止法原以個別競爭

者為其保護主體，其後則發展出社會法面向之保護作用，兼及於消費者及

公共利益（Allgemeinheit）；其立法目的則以保護特定法益加以理解，早期

有以個人法益為核心而認為該法保護人格權、企業權者，晚近則注重該法

之 社 會 保 護 面 向 ， 認 為 保 護 客 體 應 為 不 受 不 正 當 侵 害 之 自 由 經 濟 活 動

（Fikentscher）、競爭之地位或機會（Kummer），主流見解則認為：該法保

護法益應擺脫個人法益框架，直接以正當競爭為保護法益，並且與限制競

爭防止法共同確保競爭作為一種法制度（Baumbach/ Hefermehl）。  

至於立法較晚之限制競爭防止法，立法者雖然在立法理由中聲明：「限

制競爭防止法應確保競爭自由，將損害競爭及其提升效率之功能、危及消

費者最佳照顧方式之經濟霸力予以排除」（1952 年立法理由第 1 頁），卻未

將立法目的定於該法之中。基於法治原則，該法係以明文禁止、許可特定

限制競爭行為，促進競爭作為一種創新程序（Immenga/ Mestmäcker）。  

17.  關 於 法 律 適 用 問 題 ， 不 正 競 爭 防 止 法 上 侵 害 排 除 及 預 防 等 不 作 為

（Unterlassung）請求權、損害賠償（Schadenersatz）請求權，由於係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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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請求權性質，因而與民法上有關所有權及侵權行為相關請求權規範基礎

相互競合（德國民法第 823、826、1004 條；Baumbach/ Hefermehl）。限制

競爭防止法則涉及卡特爾署依法介入、調整私法自治下當事人間法律關

係，因此，除與私法之間緊密之功能性關聯外，亦須注意行政程序及秩序

罰適用上之行政法相關問題（Immenga/ Mestmäcker）。  

四、歐洲聯盟  

18.  歐洲共同體條約（1957 年羅馬條約及其後歷次修正）、部長理事會第

17/62 號規則（1962 年歐洲共同體卡特爾規則及其後歷次修正）、部長理事

會第 4064/89 號指令（1989 年結合管制指令及其後歷次修正）均無類似規

定。學說及實務見解認為，歐洲共同體競爭法之立法目的主要有三方面：

一、整合功能–排除貿易障礙，建立商品、服務、人員、資本自由流通之

「內部市場」；二、公平理念–機會平等、保護中小企業、促進廣義消費者

主義；三、效率考量–激勵對現有生產要素利用較佳者，促使廠商提升技

術及效率，消費者需求隨之以較佳方式滿足。  

19.  歐洲聯盟有關競爭法規範之第一次法源，主要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5

至第 94 條及煤鋼共同體條約第 65 條及第 66 條等規定；後者僅適用於煤

炭、鋼鐵生產、供給等事項，可以視為前者之特別規範。此外，部長理事

會及歐洲執委會通過之指令及規則，以及，歐洲執委會之決定、歐洲法院

之判決及法之一般原則等，均可視為第二次法源予以適用。  

 

貳、競爭法體系  

一、立法背景  

20.  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之草案第 1 條前段原規定：「為維護交易秩序，

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立法院審議時特

別增訂「與消費者利益」於「維護交易秩序」句之下，並無礙於維護交易

秩序仍具有確保公平競爭之規範內涵（廖義男，1994）。經立法院增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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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立法目的成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

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三階層；根據本法草案研擬階段所參酌之比較法制

背景而言，解釋上仍應以「確保公平競爭」為本法立法目的之核心。  

21.  本條後段規定，係於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時所增訂；類似文字為晚

近各類行政法，尤其各類經濟行政法中普遍納入之制式規定，原無特別之

規範作用。然而，由於「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立法目的，同時亦為

眾多經濟行政法所追求之目標，因而涉及「其他有關法律」之適用問題。

此外，立法院於立法目的中增訂維護消費者利益之文字，民國 83 年制定

消費者保護法亦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其目的，該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

「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

兩法如此重疊規範，在實務上，不免就有關消費者利益之具體個案，究竟

應如何適用兩法有關規定發生疑義。  

二、體系定位  

22.  本法第 1 條前段所揭示立法目的，就法典內之體系關係而言，應為第

2 條以下各條文共同追求之規範目標；後段文字所謂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

規定，就文義及體系解釋觀點而言，應以達成前段所揭示立法目的者為限。

23.  立法目的之明文規定，具有宣示立法者制定本法所追求政策目標，賦

予本法各條規定共通之指導原則等作用，揭示主管機關執行本法各條規定

之方針；於民、刑事或行政訴訟程序中，亦為司法機關適用本法各條規定、

審查主管機關行使本法所定職權之合目的性及適法性，提供其所需之價值

判斷標準。  

24.  至於本條後段有關法律適用之規定，則揭示不同法典內個別法律規範

之體系性。就此，應認為並非「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適用關係，而係確認

本法在實現立法目的之功能領域內，具有「原則法」之地位（蘇永欽，

2002b）。在立法者透過不同法典所追求之同一立法目的下，各主管機關應

妥當適用個別法律規定，使其各依法典內之實體及程序機制，相互協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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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共同達成立法目的之整體規範作用。關於主管機關間之協調，參照：

第 9 條第 2 項。  

三、規範功能  

25.  在法典之首明定立法目的，乃立法者透過較抽象、前瞻性之法律明

文，宣示其制定本法所擬達成之立法政策目標，藉此改善社會生活條件、

避免公共利益受損或保護特定法益，並揭櫫主管機關執行法律之任務方

針。嚴格而言，立法目的之規定並無直接之規範效力；必須藉由下列有關

規定之適用，立法目的始能具體發揮規範作用：規範對象（主體）、客體

（行為）明確，及具體課予作為或不作為之公法上義務，或就違反作為、

不作為義務之行為，否定其民事法上之效力、課以刑事或行政處罰責任，

或賦予主管機關以罰鍰及各種營業不利處分加以干預之其他各條「本法規

定」，參照：第 2 條以下。反之，其他各條「本法規定」之解釋，亦應顧

及立法目的；於其他各條「本法規定」未盡明確、涉及不確定法律概念之

解釋，或發生規範競合時，立法目的得據以為補充或限制其解釋之規範基

礎。  

26.  立法目的之規定並非請求權規範基礎（黃茂榮，1993）。關於民事損害

賠償之規範基礎，參照：第 30 條：「…違反本法之規定…」，應指具體違

反第 10 條至第 24 條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部分，參照：第 26 條：「公平

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利益之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調

查處理」，應解釋為：公平會就具體違反第 10 條至第 24 條規定之違法事

實，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理並享有裁量權限。行政程序之當事人，參照：

行政程序法第 20 條，訴願人，參照：訴願法第 1 條至第 3 條，行政訴訟

之當事人，參照：行政訴訟法第 4 條至第 9 條。  

 

參、立法目的  

一、交易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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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交易秩序為市場上進行供給及需求等經濟活動時所應遵行之規則（廖

義男，1994）；其意義較為抽象，具體內涵則可能基於不同時期、不同經

濟體制、不同經濟思想背景或針對不同市場結構而朝不同方向加以解釋。

在個別產業或市場中，交易秩序對於消費者、上游供給者、下游需求者或

交易關係以外之競爭者、其他第三人及公共利益均可能產生影響：對於交

易之特定一方有利之市場秩序，未必有利於交易之另一方；對於交易雙方

均有利之市場秩序，則未必有利於第三人或公共利益。因此，交易秩序仍

有相當程度之開放性，其內涵得朝何方向解釋或賦予如何之內涵，仍有待

聯結其他立法目的進一步具體化。本法既稱「維護交易秩序」，實已就交

易秩序之內涵朝向「消費者利益」、「公平競爭」及「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加以闡明，並非對於各種交易活動均視為中性之全然開放立場。  

28.  交易活動為私經濟活動之重要環節，在市場經濟之基本體制之下，一

方面固以私法自治原則為其規範基準，另一方面亦涉及人民財產權及營業

自由之保障，國家應容許其自由發展、不宜過度干預。經由所有參與者自

由施展彼此力量所形成之交易秩序，即為市場持續發展之動態調節機制，

原則上不需亦不應經由國家積極介入，僅以一般私法規範及其司法救濟為

已足。然而，當市場既有或潛在參與者無法自由施展彼此力量，或上述動

態調節機制受到破壞，超出一般私法規範及其司法救濟所能補救之範圍，

即為本法介入規範之時機。  

29.  本法自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草案時起，已將「維護交易秩序」與「確

保公平競爭」兩項立法目的相互聯結，即為本法維護公平交易之市場秩

序，所應建立及遵循之公平競爭規則（廖義男，1994）。立法院將立法目

的增訂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後，交易秩序之內涵即應包含足

以維護消費者利益之市場秩序；相較於消費者保護法側重消費安全之保護

及交易過程之規範，本法關注之面向，則在於維護消費者之選擇自由（朱

柏松，2002），兩者應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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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關於「交易」，參照：第 2 條第 4 款，第 19 條第 1 款、第 3 款、第 6

款，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但書：「交易上」，參照：第 20 條第 2 項第 1 款、

第 2 款、「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係事業概念之核心要件；「交易相對

人」，參照：第 3 條；「爭取交易機會」，參照：第 4 條；「限制…交易對象、

交易地區」，參照：第 7 條第 1 項；。此外，「足以影響…商品交易…之市

場功能」，參照：第 7 條第 2 項；以「足以影響交易秩序」為構成要件者，

參照：第 24 條。  

二、消費者利益  

31.  由於消費者利益為立法院審議公平交易法草案時特別增訂之立法目

的，主管機關行使職權時，固應特別考量消費者利益之維護；但不能因而

誤解消費者利益為公平交易法所應保護之唯一法益（廖義男，1994）。在

消費者保護法公布施行之後，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間，是否就消

費者權益之保護具有「立法之共同目的性」，固有肯定者（朱柏松，2002）；

亦有於一般立法方針肯定其共同目的，但就個別規範之立法目的則持保留

態度者（蘇永欽，2002a）。關於此點，固然應考量公平交易法或消費者保

護法實體規範所歸屬之法律體系、其規範功能或立法當時之社會背景；另

一方面，亦應視立法者以司法救濟或行政干預為其執法手段，以及，執法

機關之組織、職掌與程序法律規範如何而定，參照：第 9 條、第 25 條至

第 29 條、第 30 條至第 34 條，比較：消費者保護法第 6 條、第 33 條至第

42 條、第 43 條至第 55 條，尤其第 54 條等規定。  

32.  其實，本條所謂「消費者利益」，參照日本立法例、德國學說及實務

見解，應從公共利益而非個人法益之觀點，解釋為「一般消費者利益」或

「消費者整體利益」，而且，係透過公平競爭所促成者為限，不應與個別

消費者在個案交易中的實際利益相混淆。此外，參照美國法反托拉斯法之

實務經驗及學說見解，在適用本法第 10 條以下各條規定，實際操作經濟

分析時，福利經濟學上用以計算福利水準時所界定之「消費者剩餘」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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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援以解釋本條揭櫫保護之所謂「消費者利益」具體內涵。  

33.  「消費者利益」依上述觀點解釋為「消費者剩餘」或「消費者整體利

益」，在獨占事業濫用行為判斷上之重要性，參照：第 10 條第 2 款、第 4

款；在結合「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判斷上之重要性，參

照：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項；在聯合行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判斷上

之重要性，參照：第 7 條第 2 項；在不公平競爭行為「限制競爭或妨礙公

平競爭之虞」判斷上之重要性，參照：第 19 條。  

34.  至於消費者利益在「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

行為」判斷上之重要性，理論上亦應為相同之解釋，參照：第 24 條。然

而，司法實務上卻將本條所謂「消費者利益」解為個別消費者在個案交易

中的實際利益，並且援引本條規定認定個別消費者為本法所保護法益之持

有人、甚至認為個別消費者因而取得後續爭訟程序之當事人地位，則顯然

已經擴大本法立法目的涵蓋範疇，跨入消費者保護法所應規範之私權保護

領域中。例如：  

檢舉人具有類似刑事告訴人之地位（僑木建設預售屋廣告，89 判字第

3024 號）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之立法目的，除對廣告有所規範，終究目的

在於保護消費者利益（惜福建設預售屋廣告，89 判字第 993 號）；公平交

易法之立法目的係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而廣告為吸引消費者之

重要交易媒介，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對不實廣告之禁制規範，所保護者不

僅包括實際購買者，亦包括潛在之交易相對人及同業競爭利益（樓中堡預

售屋廣告，86 判字第 3246 號）。以上實務見解，同時涉及公平交易委員

會進行調查處理之程序開始規範，參照：第 26 條；依該條規定，公平交

易委員會亦僅就「危害公共利益」之違反公平交易法情事進行調查處理，

不宜擴大解釋為介入私權糾紛之規範依據。  

35.  消費者於交易中因其權益受損所生爭議，原為私權糾紛之一種、屬於

私法自治之範圍，原則上應由當事人循民事救濟程序加以解決。消費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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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上各種保護規範，亦基於現實上交易雙方處於不對等地位，介入調整

當事人間之民事實體關係；其次，則就消費爭議設有特別救濟程序。此外，

該法尚就特定消費者保護事項，賦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行政制裁手段介

入之法律基礎。因此，有關消費者利益維護之立法，原有多層次之法律規

範體系：關於純粹私權糾紛之處理，原不待行政機關之介入，以免過度限

制事業及其所屬人員之自由權利；集體訴訟及團體訴訟，即可補強個別消

費者於民事救濟程序中之地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事業及其所屬人員違

法行為加強監督，其可間接促進消費條件之改善。  

36.  至於公平交易法「維護…消費者利益」之型態，又與消費者保護法不

同，係以「確保公平競爭」之方式，使事業在開放、自由之市場中相互競

爭，藉以提升效率、研發創新，從而以較佳之交易條件爭取消費者，間接

促成消費環境之健全發展。因此，本法第 1 條中所稱消費者利益，應解為

「一般消費者利益」或「消費者整體利益」而與消費者保護法不同；就體

系性解釋而言，上述「消費者利益」概念，應相當於第 26 條規定之「公

共 利 益 」。 如 因 確 保 公 平 競 爭 而 對 個 別 消 費 者 權 益 產 生 實 際 上 之 保 障 作

用，在法律上亦僅屬其反射利益之一種。  

三、公平競爭  

37.  公平競爭並非僅限於本法第三章之立法目的，而確保公平競爭係本法

整體立法目的核心所在，亦為本法各條規定所共同構築之規範目標。至於

公平競爭之意義，應以競爭所應具備之各種功能為其內涵，包含市場之自

由、開放及效率、分配、創新、制衡等作用加以詮釋（廖義男，1994）。

就體系性解釋而言，此種「公平競爭」之概念，亦相當於第 26 條規定之

「 公 共 利 益 」； 如 因 本 法 施 行 而 對 個 別 競 爭 者 權 益 產 生 實 際 上 之 保 障 作

用，在法律上僅屬其反射利益之一種。  

38.  競爭原為一種常見之社會現象，市場之交易活動亦普遍伴隨此種現

象。關於競爭之定義，參照：第 4 條。國家立法確保公平競爭，係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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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覆出現之單純社會現象，提升為「一種行為模式或準則」之「法制度」

加以確認並保護。因此，本法一方面固然針對限制或壓抑競爭之行為加以

管制；另一方面，對於破壞此制度或扭曲其功能之濫用行為，亦予以禁止、

取締與制裁（廖義男，1994）。亦即，公平競爭兼顧競爭作為「法制度」

之自由及正當兩個面向，並不以競爭狀態之有無或競爭者之保護為其主要

內涵。  

39.  具體而言，本法第二章各條規定，即針對獨占或寡占市場之事業濫用

其不受競爭節制之市場地位，以及，獨占或寡占市場之事業、事業結合及

聯合等直接或間接排除或限制競爭之行為，分別加以規範；在此範圍內，

公平競爭即為不受濫用市場地位行為、排除或限制競爭等行為所壓抑之市

場競爭秩序。本法第三章各條規定，則針對限制轉售價格及其他各種限制

或破壞競爭功能之行為，分別加以規範；第 24 條則以欺罔或顯失公平為

概括條款，補充規範其他有害於公平競爭秩序之各種行為；在此範圍內，

公平競爭即為不受限制或破壞競爭功能等行為所干擾之市場競爭秩序。關

於本法針對限制競爭及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規範如何界分，相關條文之體系

定位，參照：第 19 條、第 24 條。  

40.  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本法之政策目標，維護市場之競爭秩序則為達成

此種目標之一種政策手段。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政策手段並不限於競

爭，其他如公用事業之獨占專營權、景氣政策、繁榮政策、結構政策、貿

易平衡政策，為達成經濟安定與繁榮之終極目標，其政策手段之價值與維

護市場競爭秩序並無分軒輊（廖義男，1994）。本法第 46 條第 1 項原規定，

即可援以解決不同政策手段之間所可能發生之衝突，使事業在相關政策影

響下所為之營業行為得受適當之評價（廖義男，1994）。至 1999 年修正第

46 條規定後，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規範，本法已取得「一般法」或類似基

本法之地位，參照：第 46 條；競爭以外其他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手段，

涉及其他部會之職掌者，參照：第 9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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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適用本法規定，針對各條內所包括之不確定法律

概念，仍有將經濟安定與繁榮目標具體化於個案中之判斷空間，例如：「整

體經濟之利益」，參照：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項、「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

參照：第 14 條但書。事業在獨占專營權、景氣政策、繁榮政策、結構政

策、貿易平衡政策影響下所為之營業行為，如涉及競爭行為之規範，依現

行第 46 條規定自應適用本法，並依本法相關規定許可其申請，參照：第

14 條但書至第 17 條，或容許其行為（廖義男，1994）。獨占專營權、景氣

政策、繁榮政策、結構政策、貿易平衡政策另有法律明文依據，且其規定

不牴觸本法確保公平競爭等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始得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

之規定，參照：第 46 條。  

42.  關於經濟以外其他公共利益是否亦為本法所應追求之目標，或於具體

適用本法規定時應納入衡量之價值，本法並未完全排除（蘇永欽，2002b）；

本法明文規定公共利益之實體規範基礎，參照：第 14 條但書，程序規範

之要件，參照：第 26 條、第 27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  

四、立法目的間之關聯  

43.  立法院雖然在審議草案時修訂立法目的，對於各項立法目的間之關聯

卻無明文規定（對照日本「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易之法律」第

1 條規定）。消費者利益、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各有「其他有關法律」以其為

立法目的→消費者保護法第 1 條、國營事業管理法第 2 條、貿易法第 1 條、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 1 條第 1 項、發展觀光條例第 1 條、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 1 條、擴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行條例第 1 條。  

44.  公平競爭一方面為促進經濟安定繁榮之一種手段（廖義男，1994），

另一方面亦為維護消費者權益之重要措施之一（朱柏松，2002）；確保競

爭作為一種法制度，並以其制度功能促成上述兩項政策目標，則為本法之

核心目的所在。就晚近之立法趨勢而言，其他有關法律中「替代競爭的管

制」，亦逐漸被「促進競爭的管制」所取代（蘇永欽，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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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本法各項立法目的雖然在抽象層次上並無扞格，在具體個案中卻難免

發生個別消費者、個別競爭者及個別產業內事業之實際利益相互衝突之情

形。自本法第 1 條關於立法目的之抽象規定中，無從推導出解決此類利益

衝突之具體標準，仍應回歸本法與「其他法律」間適用優先次序、公平交

易委員會對事業依其他法律所為行為之審查密度，在法律適用之操作面向

上加以解決，參照：第 46 條（蘇永欽，2002b）。  

 

肆、法律適用  

一、本法未規定  

46.  本條所謂「本法未規定」指立法目的所及之範圍內，本法無明文規定，

或解釋既有條文亦無法涵括之事項而言。反之，立法目的所及之範圍內，

本法已有明文規定、「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參照：第 46 條。  

47.  本法未明文規定準用其他有關法律，因使用相同之法律概念或維持法

律體系一致性而適用其他有關法律者：公司法與結合概念，參照：第 6 條

第 1 項、第 2 項，民法、刑法與契約或意思聯絡要件，參照：第 7 條第 3

項，公司法與事業解體處分，參照：第 13 條第 1 項，商標法與近似，參

照：第 20 條第 1 項，刑法與散佈，參照：第 22 條。  

本法明文規定不適用個別規定者：關於結合申報要件，參照：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關於表徵近似之禁止，參照：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排除本法之適用者：關於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行

為，參照：第 45 條。不適用本法個别規定或排除本法適用之要件，仍應

依本法相關規定。  

48.  關於法律規定之特殊型態：概括條款保有相當之開放性，其規範客體

仍有待進一步具體化及類型化，參照：第 24 條；在概括條款所可能涵蓋

之文義範圍內，並非法律未規定之情形。法律規定使用不確定法律概念

者，即已就概念所可能涵括者加以規範，唯適用之際必須具體化其概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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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49.  關於解釋方法：目的性擴張解釋仍於法條文義所及範圍內，並非法律

未規定之情形；類推則已屬法條適用於文義所及範圍外，應屬法律原未規

定之情形。至於法律漏洞之填補，既已涉及法律漏未規範或規範不當之事

項，填補此項疏漏之解釋內涵，亦屬法律所未規定者。  

二、本法在法律體系中之地位  

50.  本法基於其競爭「一般法」或類似基本法之地位，其效力並未因而「高

於」或「優先於」其他有關法律，在法律位階仍為憲法第 170 條規定之「法

律」；所謂本法為「經濟憲法」之說，毋寧在於強調競爭作為法制度對於

交易秩序及經濟活動之深遠影響。第 1 條後段文字，亦未使本法成為法律

適用關係上之「普通法」，其他有關法律並不當然成為本法之「特別法」

而優先適用；反之，本法亦非其他有關法律之特別法，僅於立法目的範圍

內具有「原則法」之地位，承擔實現該目的之主要規範功能（蘇永欽，

2002b）。同理，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雖然規定：政府為達成該法目的，應

就「促進商品或服務之公平交易」有關事項制定相關法律，並就其法規及

執行情形，定期檢討、協調、改進之；在法律位階相同之前提下，亦未使

該法之效力高於本法，或使該法成為本法之特別法而優先適用。本法與其

他法律之適用關係，參照：第 46 條。  

51.  本法與其他有關法律間應為相容之解釋，無法簡化為適用優先性問

題；本法已規定者，並非一律適用本法之規定，不再考量其他有關法律之

規範意旨（蘇永欽，2002b）。依此原理，則本法未規定者，亦非自動適用

其他有關法律，尚應就本法與其他有關法律就實現立法目的之功能定位及

其執行之工具而定。例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與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分別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於廣告內容真實之擔保責任，以及，事業不得為虛

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表徵；前者之保護對象係個別消費者在具體交

易中之信賴利益，並以民事法上之契約履行義務及損害賠償責任為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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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後者側重於維護交易資訊正確之公平競爭秩序，其執行機制則以行政

監督及取締措施為核心，參照：第 26 條、第 41 條。事業未能確保其廣告

內容真實性者，並不當然構成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要件，對於公平競爭

秩序亦未必造成影響，公平交易委員會基於公共利益之考量尚無依職權調

查之必要，參照：第 26 條。  

52.  關於違反相關法律規定行為之行政取締，本法及其他有關法律主管機

關間之協調關係，參照：第 9 條第 2 項。由於行政罰法草案採取「一事不

二罰」之原則，第 22 條規定：「一行為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者，從一重處罰」，

第 23 條規定：「一行為觸犯數個違反行政義務之秩序罰規定者，依所定罰

鍰為最高額之法律處罰之」；而公平交易法於民國 88 年修正時大幅調高罰

鍰額度，依上述原則，則一行為同時違反公平交易法及其他有關法律之規

定、應受行政制裁時，將集中由公平交易委員會為裁罰之處分。上述依罰

鍰額度高低「從一重處罰」之前提在於：必須係同一行為，且已分別符合

數個秩序罰規定之構成要件者；否則，依行政罰法草案第 21 條規定：「二

以上違反行政義務之行為，分別處罰」。因此，未經本法及其他有關法律

之主管機關認定行為違法前，並無行政罰相互競合之問題；其他有關法律

之主管機關亦不得據此停止職權調查，將違法行為之取締及裁罰逕自委由

公平交易委員會執行。  

三、其他有關法律  

53.  實現本法立法目的之「其他有關法律」，最重要者首推消費者保護法；

關於消費爭議之處理，選定當事人及曉示共同利益人併案請求→民事訴訟

法第 41 條、第 44 條之 2。其次，民法、著作權法、專利法、商標法、營

業秘密法等「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相關法律，以及，國營事業管

理法、貿易法、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發展觀光條例、科學技術基本法、擴

大公共建設振興經濟暫行條例等「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相關法律，均

可能成為第 1 條後段所謂「其他有關法律」。此外，由於本法於民國 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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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改採「先行政後司法」之立法體例，行政監督及取締措施已成為本法

之主要執行工具；因此，行政程序法、行政執行法及行政罰法（草案）等

相關法律，亦為實現本法立法目的之「其他有關法律」重要環節。  

四、適用準則  

54.  本法與其他有關法律之適用關係，第 1 條後段規定僅限於擇一適用之

情形；亦即：在立法目的所及範圍內且本法第 2 條以下所未規定之事項，

始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55.  至於本法與其他法律重疊適用，或依本法審查事業行為之合法性，本

條規定並未提示明確之適用準則（蘇永欽，2002b）；法律規範之積極衝突，

參照：第 45 條、第 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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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事業之定義 
 

 

現行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三、同業公會。

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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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事業之定義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二、日本 

（一）事業 

（二）事業團體 

三、德國 

（一）事業（Unternehmen） 

（二）事業團體 （Unternehmensvereinigungen） 

四、歐洲聯盟 

貳、立法沿革與規範定位 

一、立法沿革 

二、立法體例 

三、規範功能與定位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公司 

（一）依公司法設之公司 

（二）依特別法設立之公司 

（三）外國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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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業公會 

（一）本款規定之意義 

（二）同業公會之意義 

１、是否以具有法人格為前提 

２、同業公會之範圍 

３、類似團體 

（三）非法人之同業公會 

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一）提供 

（二）商品或服務 

１、商品及服務之意義 

２、經濟性 

３、不法或不正當之商品或服務 

（三）交易 

１、等價交換或對待給付 

２、營利性 

３、獨立性 

4.經常性 

（四）人或團體 

肆、特殊事業類型之爭議 

一、專業人士或自由業 

二、演藝人員及職業運動選手 

三、工會 

四、行政機關 

伍、與其他法律適用上之關係 

一、與政府採購法適用上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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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企業經營者」之比較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1.  美國反托拉斯法有關受該法適用主體之定義，規定於休曼法第 8 條及克萊

登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3 款。休曼法於第 1 條、第 2 條禁止任何「人」（person）

從事聯合行為與（企圖）獨占行為，並於第 3 條至第 7 條針對相關法律適用程

序予以規範後，在第 8 條中，特別針對前 7 條中的行為主體，予以定義，其謂：

「本法第 1 條至第 7 條所稱之『人』（person, persons），包括於聯邦法律、屬地

法律、各州法律或外國法律下存在或依該等法律授權設立之人或團體。」克萊

登法則直接於其第 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有著與此完全相同文言的規定。從

而，於解釋上，反托拉斯法上之行為主體，乃包括任何個人（individuals）、合夥

（patnerships）、法人（corporations）與團體（associations），只要渠等係存在於

（existing under）聯邦法律、屬地法律、各州法律或外國法律體制中，或係依該

等法律規定而組織、設立，即屬反托拉斯法之行為主體 1。 

二、日本 

2.  日本獨占禁止法上，相當於我國公平交易法事業之概念者，有事業及事業

團體二項定義。 

（一）事業 

3.  依據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本法稱事業者，指經營商業、

工業、金融業及其他事業者。」同項後段並規定，在與事業團體相關定義及實

體規定之關係上，「為事業之利益而行為之事業負責人、員工、代理人及其他人

員」，於此亦視為事業。後者之視為條款，主要係指基於所隸屬之事業其利益增

進的觀點，而參與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之活動者，縱然本身並非事業或以事業

代表人名義為之，但亦視為本法所定義之事業，而由此等事業所構成之團體，

                                                 
1 ABA Antitrust Section, Antitrust Law Developments 643-44 （3d e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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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為獨占禁止法所欲嚴格規範之事業團體。由第 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可知，

日本獨占禁止法有關事業之定義，乃從其行為或功能面著眼，只要是從事事業

活動者，即屬本法所稱之事業。問題在於，「其他事業活動」之確實意涵或範圍

為何？ 

4.  根據日本最高裁判所判例所示 2，只要是「對應於任何經濟利益之供給，反

覆持續地為對待給付進行經濟活動者」，即屬獨占禁止法上之事業，不問其法律

性質如何。因此，只要其所為者為經濟活動，則不問其是否以營利為目的，皆

為獨占禁止法上之事業。職是，不僅是公企業、縱令是政府（含地方政府）本

身，於其從事經濟事業時，亦屬獨占禁止法上之事業，而受到該法之規範；惟

僅為其本身消費之用的純粹消費者，並不在此事業定義範圍內。此外，針對律

師、建築師、醫師等自由業或專業人員是否為獨占禁止法上之事業，亦曾有爭

議。獨占禁止法制定初期，學界中曾有見解認為，此等自由業者與其委託人或

顧客之間具有特別的信賴，且多受有相關國家主管機關的特別監督，從而其所

提供之服務實有別於一般的經濟活動。然而，現今絕大多數學說及日本公平交

易委員會的實務運作上，都幾乎一致認為，縱令是律師、醫師等自由業者，其

所為各種限制價格、開業等之行為，亦將會影響到市場上的競爭秩序，而有必

要對之適用以獨占禁止法。從而，自由業者亦為獨占禁止法上之事業一事，如

今已無異議。 

（二）事業團體 

5.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稱事業團體者，指以增進事業間之共

同利益為主要目的之二以上事業的結合體或聯合體，包含以下各款所揭之型

態：１、擁有二以上事業為其社員之社團法人或其他社團者；２、二以上事業

得控制其理事或管理人之任免、業務之執行、或其存立之財團法人或其他財團

者；３、二以上事業為其成員之合夥或依據契約由二以上事業所成立之結合體。」

惟依據同項但書規定，「由二以上事業所成立之結合體或聯合體，其本身擁有資

                                                 
2 民事判例集第 43 卷第 12 期第 20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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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成員之出資，且為營利而現正經營商業、工業、金融業及其他事業者」，不

為本項所稱之事業團體。由此可知，日本獨占禁止法上所謂的事業團體，乃是

其成立宗旨係為增進成員間的共同利益之非營利團體，而由二以上事業所成立

者，至若其成立係以營利為主要目的且本身經營有商業、工業等事業活動時，

則與一般事業無異，應認定為同法第 2 條第 1 項之事業。 

6.  日本獨占禁止法區分事業與事業團體之主要規範功能在於，事業與事業團

體之行為分受不同實體規定的規範，獨占禁止法實體規定中之第三章「事業團

體」，乃係特別針對事業團體而定出較諸一般事業行為更為嚴格之規範，一般事

業不受該章各條規定適用。理由在於，以增進事業間共同利益之事業團體，時

而因其組織所具有的統合力量，容易誘發出成員間的反競爭行為，從而有必要

對之予以更為嚴格的規範。於此認知下，日本獨占禁止法於定義事業團體時就

不注重其法律類型為何，除本項第 1、2 款所例示之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外，其

他任何只要是二以上企業所成立以增進其間共同利益之結合體或聯合體，縱使

不具有法律人格，胥為獨占禁止法上之事業團體。因此，沒有任何法律依據所

設立之所謂的任意團體，亦為獨占禁止法之事業團體，重點在於其與其成員間

是否有各自獨立的意思決定及判斷，而可視之為獨立的組織，至於其成員間是

否須全體為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則無此要求。 

三、德國 

7.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主要是以「事業」及「事業團體」作為其規範對

象，惟該法並未如同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2 條般，針對對事業或事業團體設有特

別的定義規定。 

（一）事業（Unternehmen） 

8.  為使競爭受到較為確實的保障，德國法在解釋事業時並非侷限於「機構性」

之定義，而係以其「功能」為準，亦即以其行為作標準，因此任何生產或在營

業交易中提供產品或服務之行為，已足以符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規定而為

其規範對象，不問其法律上的組織型態為何。但下列三種情形及其主體，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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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上之事業：１、僅為滿足個人消費需求的私人消費行

為，其主體之消費者；２、不具有獨立性之勞工提供行為，其主體之勞工或受

雇人員，此時獨立性與否之判斷，乃是以其是否基於自主的決定而參與市場；

３、基於統治權地位所為之公法或高權行為，其主體之國家。 

9.  至於專門職業人士如律師、會計師、建築師、醫師等是否屬於競爭法上之

事業，實務界與學術界先後看法並不一致。早期之學說反對自由業應適用以競

爭法，理由在於立法者已於各該領域透過職業或專門法規規範其職業行為，且

此等行業中之競爭並非依循經濟效率原則為之，而係以個人職業實現的理念提

供專業服務，不同於一般營業以致力於生產收益為其目的，此種見解主要源於

早期自由主義之想法。然而，現今在司法判決針對事業定義採取「功能說」之

後，自由業不受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規範之論點逐漸受到排斥，決定自由業之

行為是否牴觸該法規定，乃是以其行為對市場之影響作為判斷依據，使得自由

業已不再屬於該法規範之例外。 

（二）事業團體 （Unternehmensvereinigungen） 

10.  事業團體係指由兩個以上之事業，以促進成員利益為目的並具有一定程度

共同組織及影響其成員從事交易行為之可能性的團體 3。如同對事業般，德國法

有關事業團體之概念，亦以「功能說」為其標準，即不問其組織型態、法律型

態為何，亦不論其本身從事營業與否，只要事業團體係由兩個以上之事業所組

成，任務在於代表商業交易活動中成員的經濟利益，基此而從事影響其他事業

之活動，即可視為事業團體。惟事業團體本身若有獨立從事商業交易之情形，

例如合作社（Genossenschaften），則應針對此視之為事業。 

四、歐洲聯盟 

11.  歐體競爭法對於事業，並未有特別的明文規定予以定義，事業的概念內容

乃須藉由執法機關的歐洲執委會及歐洲法院於具體個案中，予以釐清。基本上，

所謂事業，係指任何從事經濟活動之組織體或自然人，不問其法律型態如何，

                                                 
3 Vgl. Immenga/Mestmaecker, GWB Kommentar, §1, Rn. 7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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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以其是否具有營利目的為前提。由此可知，事業之定義十分廣泛，其所呈

現之型態並不僅限於公司，其他諸如合夥（partnership）、團體（association）、農

業合作社、從事商業行為之政府機關、國營事業及個人等均包括在內。申言之，

在歐體競爭法中，一個實體能否被視為事業，決定性的因素乃是其在相關的限

制競爭活動中，能否以法律上和經濟上獨立行為主體而出現。歐洲法院在諸多

判決中認定執行業務之個人亦為競爭法上之事業，如律師、醫師等，至於其他

「自由業者」如發明家、藝術家等，若有就其發明或藝術等事項，進行商業活

動時，依執委會之見解，其仍為競爭法上之事業 4。惟企業之雇員因並非從事獨

立的經濟活動，不能視為競爭法上的事業，但若其除僱傭關係外，尚從事有獨

立的經濟活動，則就此應被視為事業。 

12.  雖然，歐體競爭法上的事業概念相當廣泛，但須注意者，國家主權的行使

及非商業性活動等行為之主體，並不該當於事業概念，歐洲法院在 1993 年三件

判決中指出 5，歐體條約第 81 條僅適用於事業行為，不適用於會員國的法律或

者行政措施。惟若國家參與經濟活動，不論是以國庫行為或公營事業方式呈現，

仍符合事業之概念。執委會於 1991 年發布的「歐洲共同體競爭規則關於電信領

域之指導原則」中明確指出，歐體條約第 81 條和第 82 條不僅適用於私人企業，

亦適用於國營電信事業；因此，任何在電信領域從事電信器材生產或者提供電

信服務的組織，不論其是否在法律上具有獨立性，還是國家組織的一部分，皆

為歐體競爭法上之事業。 
 

貳、立法沿革與規範定位 

一、立法沿革 

13.  由廖義男教授於 1982 年所研擬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就「企業」與「企

業團體」分別予以定義；企業指獨立並繼續從事生產、商品交易或提供服務之

                                                                                                                                            
4 Commission Decision 28 July 1976 L 254/40. 
5 Meng, Case C-2/91 （1993）, ECR I –5751; Ohra, Case C-245/91 （1993）, ECR I –5851; Reiff, 

Case C-185/91 （1993）, ECR I –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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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者，企業團體則指成員為企業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從功能性觀點出發，

定義企業之概念，厥為該原始草案之精神（廖義男，1994，17-18 頁）。 

14.  在經濟部 1985 年提請行政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此一有關公平

交易法規範對象主體之概念，漸次發生變化，除未對企業團體定義有所定義外，

並於企業定義中增加例示型態，謂：「本法所稱企業，指公司、商號或其他提供

商品或服務，獨立並繼續從事交易之主體。」惟須注意者，與原始草案相同，

獨立、繼續等功能性要素，依舊存在於經濟部草案中。 

15.  行政院審議過後，於 1986 年提請立法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有

關事業之定義，乃為現行法規範之雛形。該當草案除持續未對企業團體有所規

定外，並將原始草案及經濟部草案所使用之「企業」一語，更改為「事業」，而

於第 2 條中，就事業定義如下： 

「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三、其他

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行政院草案基本上沿襲經濟部草案之規範內容，主要不同處在於其除將各

種不同類型的事業，分款予以規定外，並將原始草案與經濟部草案中所要求的

「獨立」、「繼續」二項要素，予以刪除。 

16.  行政院草案於立法院審議過程中，不少立法委員認為，當時屢見由公會或

工商業團體等所主導之聯合壟斷行為，但草案中卻未將此類公會或工商團體，

明文列為規範對象，實屬不妥，從而乃提議草案第 2 條中增列一款，將該等公

會或工商團體納入規範對象中（立法院秘書處，1992，頁 148-151、頁 258-264）。

對此提案，行政部門代表雖屢次表達，公會或工商團體等之會員，即為草案中

之事業，渠等所為聯合壟斷等行為，已可藉由針對該當事業之規範，毋庸另行

以公會或工商團體為對象，特別予以規範；且主張，針對該等公會或工商團體

之不當行為，已另有相關職業公會團體法令，足資規範，毋庸再於公平交易法

中加以規定（立法院秘書處，1992，頁 259-261）。惟此一見解，並不為立法者

所採，立法院審議結果，最後仍決定於行政院草案中，增加第 3 款「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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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原第 3 款下移為第 4 款，成為現行法規定之條文。 

二、立法體例 

17.  從前面比較法制之敘述中可知，絕大多數國家的競爭法制並未針對事業予

以定義，而係將之定位為一開放性、不確定法律概念，保留給競爭法主管機關

或司法機關，透過各個實務運作及判決，將其實質內涵予以補充、釐清及確定；

惟此等國家法制雖未對事業定義有所著墨，但在其所欲規範的行為主體方面，

胥皆清楚地區分出事業與事業團體二者，並對之適用以不同的實體規範類型。

另一方面，與我國一樣，於法律中特別針對事業加以定義之日本獨占禁止法（參

照該法第 2 條第 1、2 項），於繼受美國反托拉斯法時，即明確地將事業及事業

團體二者予以區隔，規定後者乃係以前者為其成員，並為增進其間共同利益而

成立者。 

18.  相對於此，公平交易法第 2 條在立法體例形式上，雖較接近於日本法例，

而將事業概念予以明文的定義，但在實質規範內容及方式上，卻明顯異於其他

國家法制。申言之，公平交易法第 2 條不僅於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中，從事業

組織的法律形式出發，認定只要該當於前三款之組織類型者，即當然屬公平交

易法上之事業，而於第 4 款中，始加入功能性概念，將所有「提供商品或服務

從事交易」者，納入公平交易法的事業定義中；且於其第 2 款規定中，更將一

般外國法制明確地利用事業團體概念加以規範之同業公會，定義為「事業」，使

得原本應屬為第四款功能性定義規定提供例示作用的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其

角色、定位變得模糊不清。蓋同業公會主要係為促進、協調會員間之利益而設，

其本身鮮有「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功能，當係有鑑於此，外國法制乃

於事業外，另以事業團體概念，針對此類公會組織特別予以規範。因此，就比

較法之觀點而言，我國公平交易法有關事業定義之規定，實具有高度的特殊性，

有稱之為「立法上的創見」者（蘇永欽，1991，頁 209），惟此一「創見」亦引

起不少實體規定適用上的難題（參照本條編碼 28 以下）。 

三、規範功能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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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平交易法之主要立法目的，係為維持一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與環境（參

照：第 1 條），從而當市場上有危害此一競爭秩序之行為發生或可能發生時，公

平交易法就必須利用各種行政、民事、刑事等法律手段介入，防制、禁止此類

反競爭行為的發生與存續。此際，得負擔該等行政、民事、刑事等法律責任之

主體，即為公平交易法第 2 條所定義之事業；易言之，於此法律責任苛責的無

形壓力下，事業將會儘量避免實施各種違反公平交易法規範意旨之行為，市場

上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乃得以因此而被維持。由此可知，事業定義在整部公

平交易法規範上，實發揮了界定公平交易法適用對象的主體範圍之功能，扮演

著啟動公平交易法規範之門檻角色 6。正如同民法以「人」為其法律適用的對象

主體、勞工法以雇主及勞工為其法律主體，公平交易法乃以事業為其法律主體，

規範著此等主體間的競爭、互動關係。 

20.  於此認識下，公平交易法上事業之概念，應該就毋庸受限於其他法律對其

規範對象主體之認識，而應從公平交易法維護自由且公平的競爭秩序之立法目

的出發，界定應受公平交易法規範之事業的具體內涵。於此，當然不否定，事

業之同一行為，除因與競爭有關而應受公平交易法規範外，亦可能同時牽涉到

行為的法律效力或勞資爭議等問題，此時該當事業可能同時構成民法主體之人

及勞工法主體之雇主，而受民法及相關勞工法令規範。惟縱使如此，公平交易

法上事業之概念，仍與民法之人或勞工法上之雇主等概念不同，而為公平交易

法特有之概念，其解釋、適用應從公平交易法固有之規範目的出發，以合目的

性解釋之方法，界定事業概念之內涵。 

21.  於此須注意者，由於公平交易法所欲規範者，乃係經濟性競爭或商業性競

爭（參照：第 1 條），從而其所欲規範之主體，亦係有從事此類經濟性或商業性

活動者，因此僅單純地以文化、學術、社會福利、慈善、宗教、政治等非經濟

性活動為其設立目的、實際行動上亦未涉有經濟性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即不

                                                 
6 一般而言，僅事業方屬公平法實體規範之行為主體，但鑑於公平法有關同業公會規範之特

殊性，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5 條乃規定：「同業公會之代表人得為本法第七條聯合行為之行為

人。」職是，於聯合行為規範之情形，同業公會之代表人亦例外成為公平法規範之對象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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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本法所定之事業。職是，文化團體、宗教團體、慈善團體及政治團體，性質

上應不屬本款規定之事業；惟若其於文化活動、宗教活動、甚或慈善活動之實

踐過程中，牽涉到經濟性商品或服務之提供，進而滿足本條第 4 款之功能性事

業各項要件時，當可針對其所為該當經濟性活動，例外地於是項經濟性活動範

圍內，認定其屬本法之事業。 
 

參、構成要件分析 

22.  如同前述（參照本條編碼 18），本條規定之立法體例，係於前三款中依其組

織的法律形式，將典型或固有的事業類型，加以例示，而不問其實際上是否有

從事業活動之實質，之後再於第 4 款中從功能性觀點，定義任何應受公平交易

法規範之事業。因此，吾人或可謂，本條前三款所例示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之

工商行號或同業公會為公平交易法上之當然事業，屬第 4 款之事業者，則為功

能性事業。 

一、公司 

23.  一般而言，從公司設立時所依據之準據法區分，公司可分為：依公司法設立

之公司、依特別法設立之公司及外國公司。 

（一）依公司法設立之公司 

24.  吾人一般提及公司時，多係指我國公司法第 1 條所稱之公司，意即「以營

利為目的，依照本（公司）法組織、設立、登記、成立之社團法人。」此類依

公司法組織、設立之公司，從股東責任態樣、經營與所有是否分離等觀點來看，

尚可區分為無限公司、有限公司、兩合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種不同類型的

公司（公司法第 1 條第 1 項）。不論何者類型之公司，均屬本款所稱之公司。 

（二）依特別法設立之公司 

25.  依我國法律組織、設立之公司，除上述依照公司法設立之公司外，尚有以其

他特別法為據所設立之公司。例如，依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例所設立之中

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依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條例設立之臺灣菸酒股份有限

公司、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條例設立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此等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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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之公司，多係原本屬國營事業或由國家自行營運者，在其民營化過程中，

為促進其原屬國家財產或公務員資格等資產、人員的順利轉換，而有此類特別

法的制定，賦予特殊公司法人組織。此外，其他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設置管理條例設立之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依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2 條第 1

項設立之金融控股公司、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 2 條第 2 項設立之特殊目的

公司……等，則多為一般民營事業者，但因其公益性強或性質特殊，故其組織、

設立，不依一般公司法規定為之，而以特別法方式賦予其設立依據，並對之施

予較諸一般公司更為嚴格的管理規範。不論如何，上述各類公司既然具有公司

之實質，自屬本款規定所稱之公司。 

（三）外國公司 

26.  所謂外國公司，廣義而言，泛指依據外國法律組織、設立、登記之公司；

惟公司法第 4 條則以該當外國公司是否經過我國政府認許為據，將外國公司作

較為限縮的定義，依據該條規定：「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利為目的，依照

外國法律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

從而，公司法上之外國公司，僅限於經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公司，至於未經認

許之外國公司，縱令其於我國境內有營業行為，亦非公司法上之外國公司。外

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律上之權利義務，與我國公司相同（公司法第 375 條），

因此於我國境內享有法人格，得以公司名義進行交易。若此，則經我國政府認

許之外國公司，屬本款規定之公司一事，當無疑義。有疑問者，厥為未經我國

政府認許之外國公司，其是否屬本款規定之公司。若僅就規定文言觀之，由於

本款規定僅提及「公司」，而未對公司內涵有所限制，因而似乎只要是依法設立

之公司，不論其法律依據為本國法律或外國法律，皆應視為本款之公司。然而，

本款規定有關公司之實質，在於其得以本身名義，從事商品或服務等交易，若

此則無法以自己名義為交易當事人之公司，實難能遽視為本款規定之公司。依

據最高法院 50 年度台上字第 1898 號判例：「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雖不能認其

為法人，然仍不失為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者……」准此，則未經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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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之外國公司於我國法上乃屬非法人團體，非屬本款規定之公司。惟此並非否

定，該等非法人之外國公司，於我國市場上有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行

為時，亦可能該當於本條第 4 款規定所定義之事業。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 

27.  商業登記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商業，謂以營利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

方式經營之事業。」所謂「獨資」者，係指單獨出資經營事業活動者；「合夥」

則指稱「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契約」；惟不論是屬獨資，抑或合

夥，其設立目的均與公司相同，係以營利為目的。由上開商業登記法第 2 條規

定文言可以窺知，獨資或合夥之商業其成立，並不以其已於主管機關登記為要

件（對照公司法第 6 條）；只是，當獨資或合夥並非商業登記法第 4 條所列舉之

「一、攤販。二、家庭農、林、漁、牧業者。三、家庭手工業者。四、合於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其他小規模營業標準者」等四種類型時，其非於主管機關登

記後，不得開業（商業登記法第 3 條）。雖然，未經登記之獨資或合夥等，並不

妨礙其擁有商業之實質，惟由本款規定於獨資或合夥等文言外，尚加上「工商

行號」之文言，亦可推知，定位上屬定義當然事業之本款規定，並不著重該等

獨資或合夥型態是否具有獨資或合夥之實質，而係關注其是否有向主管機關依

法進行登記，取得其本身固有之「商業名稱」（即一般所稱之行號或商號），並

得以此商業名稱為交易主體。申言之，本款規定之重心並非在於獨資或合夥等

事業活動之實質，而在於其是否具有已依登記取得商業名稱（商號或行號）之

法律組織形式（廖義男，1994，頁 22）。職是，該當於本款規定之獨資或合夥等

工商行號者，僅限於依商業登記法登記、取得商業名稱者，其他未登記之獨資

或合夥組織，則為第 4 款之功能性事業。 

三、同業公會 

（一）本款規定之意義 

28.  如同前面有關本條規定立法體例之敘述（參照本條編碼 17、18），於其他國

家之競爭法制中，幾乎毫無例外地，同業公會都被定義為事業團體，其對競爭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二條—黃銘傑 

 74

之影響多係透過公會本身之章程或會員大會、董監事會議等內部決議為之，不

僅其行為對競爭秩序所造成的影響，與一般事業所為者不同，同業公會存在的

本身，更被視為聯合行為的溫床，從而有必要對之施予較諸一般事業更為嚴格

的行為規範。於此認識下，絕大多數國家的競爭法制於有關適用主體範圍上，

除事業外，亦將同業公會等特別篩選出來，賦予其事業團體之定義，與事業同

列為競爭法上之二大行為主體。相對於此，從本條規定之立法沿革，亦可窺知

（參照本條編碼 13 以下），公平交易法草案的提出者之行政部門，對於在事業

之外，尚以事業團體之名，將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單獨列為公平交易法規範之

對象，始終抱持著消極的態度，最後方因立法機關之堅持，而將同業公會列為

事業型態之一。 

29.  與其他立法妥協下之產物經常會出現規範邏輯矛盾的情形一樣，上述立法

妥協所產生的同業公會之規範模式，亦無法避免此一內部矛盾情形的發生。作

為本條第 4 款功能性事業規定之例示規定，本應期待其具有「提供商品或服務

從事交易」之事業活動的實質；然則，很明顯地，同業公會成立之主要宗旨並

非為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而係為促進會員間之共同利益，進而居中協調、

主導會員之行動。因之，同業公會雖為公平交易法上之當然事業，但卻不具有

例示作用；若此，則本款將同業公會定義為事業之意義，就必須求諸例示作用

外了。一言以蔽之，將同業公會定義為事業之規範意義，乃是在補充以交易為

前提所成立之事業定義其規範上可能產生之不足或漏洞，亦即本款規定之意

義，乃在於此補充作用之功能上。一般而言，有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事業，

方為市場上競爭活動之主體，而其單獨或與他事業共同行為，方有可能對市場

競爭帶來不當的衝擊。然則，例外地，事業所為之單獨或共同的限制競爭行為，

可能並非發自於其本身意志，而係由第三人所唆使或誘發，若僅著重第二階段

之事業行為，而忽略了第一階段的第三人之唆使或誘發行為，不僅不是正本清

源之道，還可能是等到競爭秩序實際上遭到破壞之後，方始介入，而有為時晚

矣之慨。若此，則將同業公會列為事業類型之一，其意義同時兼具有補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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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預防規範之功能。 

（二）同業公會之意義 

１、是否以具有法人格為前提 

30.  於界定同業公會之意義時，首先遭遇之問題，厥為同業公會是否以其係依

據法律設立、擁有法人格為前提。由於條文僅規定「同業公會」，乍看之下，似

乎是只要其成員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且係以增進事業間之共同利益為其設

立目的，即可視為本款規定之同業公會，毋庸要求其須具備有法人格。其他國

家競爭法制有關事業團體之定義，即不以該當團體係依法律設立、具有法人格

為前提。然而，從本款規定之立法沿革中，似可推知，立法機關似未作如此理

解。於廖義男教授所擬定的原始草案中，曾明文規定企業團體「指成員為企業

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參照本條編碼 13 以下），於立法院審議過程中，立法委

員原先所要求追加之第三款文言為「公會或工商團體」（參照本條編碼 13 以下），

但最後妥協追加之規定文言則僅提及「同業公會」，經此曲折妥協的立法過程所

追加之同業公會文言，似不應作擴張解釋，而應限縮解釋為具有法人格之公會；

此一解釋結果，實際上亦符合本條第 1、2 款之解釋法則，蓋無論是第 1 款的公

司、抑或是第 2 款的工商行號，皆以其依法設立或登記為前提，若此則第 3 款

之同業公會，似亦應以其依法設立、擁有法人格為前提。學說上，多採取如此

解釋方式（蘇永欽，1991，頁 211；黃茂榮，1993，頁 46；廖義男，1994，頁

23），公平會實務運作亦復如此（參照本法施行細則第 2 條）。 

２、同業公會之範圍 

31.  就理論而言，依法設立之同業公會，其範圍可有狹義、廣義、最廣義等三

種不同的解釋（蘇永欽，1991，頁 211）。狹義說認為，同業公會僅包含工業團

體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商業團體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所規定之

同業公會及其聯合會，而不包括工業團體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商業團體法

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工業會或商業會；此一主張主要著眼於同業公會會員間多

具有競爭關係，最可能影響競爭秩序，從而將其納入規範對象即已足。廣義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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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所有依據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所設立之公會團體，縱使是上開的

工業會或商業會，皆屬於本款所稱之同業公會，如此解釋將可避免規範漏洞之

生，防止有心人士利用工業會或商業會等名目，行同業公會之實，卻可避免公

平交易法之規範。最廣義說者則認為，不僅前述依據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

設立之公會團體，方屬本款規定之同業公會，其他依據法律所設立的職業團體，

例如律師公會、醫師公會、建築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其設立意旨亦在協調、

促進成員間之共同利益，與公平交易法意欲規範同業公會之意旨相同，從而此

等職業團體，亦應認定為本款規定之同業公會 7。 

32.  觀諸前述公平交易法有關同業公會規範之意義及功能，雖然從立法沿革以

觀，吾人不得不將本款規定之同業公會解釋為須依法設立、具有法人格之事業

團體，但在其範圍的解釋上，則應本諸公平交易法規範意旨，從補充、預防功

能出發，對同業公會之範圍作合目的性之解釋。若此，則有關同業公會之解釋，

宜採上述最廣義說之見解。公平會實務運作上，亦採此一見解，公平交易法施

行細則第 2 條如是說： 

「本法第 2 條第 3 款所稱同業公會如下：一、依工業團體法成立之工業同

業公會及工業會。二、依商業團體法成立之商業同業公會、商業同業公會聯合

會、輸出業同業公會及聯合會、商業會。三、依其他法規規定所成立之職業團

體。」 

３、類似團體 

（1）農會、漁會 

33.  擁有法人格、外觀上類似於同業公會，但實際功能及性質上卻頗有不同之

團體，有農會及漁會。就結論而言，農會或漁會不應歸類為本款之同業公會定

義中（但蘇永欽，1991，頁 211，則認為農、漁會屬最廣義之同業公會範疇）。

理由有三。首先，將農會或漁會排除於同業公會的定義範圍外，不僅有其是否

                                                 
7 惟須注意者，此一最廣義說之見解，亦將農會或漁會視為同業公會（蘇永欽，1991，頁 211），

但農、漁會一般均負有、實際上亦提供農、漁產品之加工、產銷及農、漁市場之經營管理業

務，甚或提供農、漁民信貸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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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與工商團體等同視之之問題（黃茂榮，1993，頁 46），從立法過程中，立法

者心中所認為之同業公會乃係「公會或工商團體」（參照本條編碼 13 以下），而

非不屬工商產業團體之農、漁會。其次，農、漁會會員並不僅限於農、漁民，

其他從事農、漁業推廣工作（農會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受雇從事農、漁業之員工（農會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4 款、

漁會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甚至一般個人或法人亦可加入農、漁會

成為個人或團體贊助會員（農會法第 13 條第 1、2 項、漁會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2 項），就此會員內容以觀，似亦難將之視為「同業」公會。最後，從農、漁會

之任務以觀，多為輔導生產、促進產銷效率、提供信用融貸等事業（農業法第 4

條第 1 項、漁會法第 4 條第 1 項），且為辦理前述各項事業，尚得依法設立共同

經營機構，與個人會員進行交易（農業法第 5 條第 1 項、漁會法第 5 條第 1 項），

並得設立信用部，於經過主管機關核准後，接受會員以外之人的存款（農業法

第 5 條第 2 項、漁會法第 5 條第 2 項）；由此等業務觀之，農、漁會與其說是同

業公會，不如視之為一事業，更為適當（廖義男，1994，頁 25）。 

（2）合作社 

34.  合作社雖亦擁有法人格，且其原始設立之目的即在為促進成員間之互助合

作、相互扶持的精神，惟由現行合作社法第 1 條稱合作社，乃係「依平等原則，

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利益與生活之改善」之組

織。若此，則現行合作社組織之重心，實在於共同經營，亦即合作社本身即從

事商品或服務之提供、從事交易之事業活動，應屬第 4 款之事業，而非本款之

同業公會（持相同見解者，黃茂榮，1993，頁 46）。實際運作上，公平會自成立

一開始，即屢屢以（信用）合作社為一單一事業體，對之加以處分（（81）公壹

字第 08331 號），行政法院亦肯認公平會此一實務運作方式（行政法院 85 年度

判字第 1009 號）。 

（三）非法人之同業公會 

35.  在實務上，吾人時而可見多數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共同組成協進會、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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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研究會等組織，協調彼此間行動，增進其間共同利益，實質上屬於「同業

公會」。雖然，如同前述（參照本條編碼 30），從歷史解釋及論理解釋之觀點，

本款之同業公會，宜解釋為具有法人格者為佳。惟就公平交易法維護競爭秩序

之立法目的而言，有關同業公會之定義或規範，重點並非在其形式上是否擁有

法人格，而在其實質上是否可能對競爭造成不當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

當無須拘泥於法人格之有無，而應以合目地性解釋之手法，擴張解釋本款同業

公會定義之範圍，使之得以含括不具法人格，但功能、性質上均同的前述協進

會或聯誼會等組織；正如同公平交易法於 2002 年 2 月修正追加第 7 條第 4 項規

定前，現行法第 7 條第 1 項雖要求聯合行為之主體，須包括二以上有競爭關係

之事業，但公平會於實務運作上，卻認定同業公會本身內部之決議，該當餘該

項聯合行為之意義，進而繩之以聯合行為規範（參照：第 7 條）。如此為充分實

踐公平交易法規範之實效性，而以近乎違反文義解釋、進而擴張解釋聯合行為

定義之作法，當亦可用之於本款規定之解釋，令對競爭秩序危害程度與具有法

人格之同業公會相同的前述聯誼會、協進會等，亦納入同業公會的定義範圍內

（吳秀明，2001，頁 186 似亦持相同見解）。 

36.  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公平會之實務運作，並未將不具法人格之協進會等

視為同業公會，例如於最近之台灣家具參展廠商協進會一案中（90 公處字第 030

號），公平會即以該協進會為一「未完成合法登記程序之團體」，故無法「以該

組織作為行為主體」。公平會實務上或認為，縱令將前開協進會視為本款之同業

公會，並對之加以處分、甚或處以罰鍰，由於其未具有法人格，從而未來於強

制執行上將無由發揮其實效性。惟不僅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5 條規定，「同業

公會代表人得為本法第七條聯合行為之行為人」，從而縱令對於非法人之協進會

等，亦可藉對其代表人等之處分，收規範之實效性；甚至未來行政罰法成立後，

非法人之代表人亦將為行政罰之對象（參照行政罰法草案第 16 條）。然則，公

平會所拘泥者，似乎不僅是法人格之有無以及對其處分執行之實效性等問題，

蓋於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場事業協進會一案中（86 公處字第 128 號），公平會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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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該協進會係「依據人民團體法所設立之正式組織」，但仍認定其僅為「第 2 條

第 4 款所稱之「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團體」，而非本款之同業公會。

37.  由上可知，公平會實務運作堅守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2 條之規範，認定

本款同業公會僅包含依據工業團體法、商業團體法所設立之公會，或其他依法

設立之職業公會，除此之外，至多僅能視為本條第 4 款規定之事業，而非本款

之同業公會。如此實務運作方式，可能發生極大的法律規範漏洞。蓋不僅非法

人之協進會、縱令是法人協進會等組織，只要其組織運作堅守不為商品或服務

之提供，從而避免落入第 4 款之事業定義中，而係將其組織定位為專門負責主

導會員的限制競爭行為，且可能因其運作得宜，使會員間不必有意思聯絡之合

意等的存在，即可以達成同步漲價之結果（例如由該協進會逐一指導、甚或要

求各會員必須自一定日期起漲價多少比率）。若此，則既因會員間無合意存在，

而無法認定其間存有聯合行為，亦因該等協進會組織既非第 4 款之事業，亦非

本款之同業公會，導致事出有因、且有結果，卻查無主體，而無法進行處分，

公平會規範之實效性可能因此受到嚴重挫敗。解決之道，除修正現行公平交易

法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令同業公會包含所有其設立目的係為增進事業成員間

之共同利益的法人團體，並有必要回歸公平交易法原始草案之設計，將本款規

定修正為「事業團體」，只要其成員為事業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皆包含在此事

業團體概念中。 

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38.  本款規定於本條之定位，與第 24 條於本法中之定位一樣，屬概括補遺條款。

既然公平交易法為一維護交易秩序、促進競爭之法律，則所有可能為市場上之

競爭單位、成為交易主體者，皆應受本法規範，毋庸拘泥於其法律形式為何。

從其於市場中得從事競爭或交易等功能出發，確定事業之內涵者，幾乎為所有

國家競爭法制之共識，只是與其他國家有關於此之規定不同，本款規定進一步

清楚地規定成為此類功能性事業者，所應具有之前提要件。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二條—黃銘傑 

 80

（一）提供 

39.  商品或服務等之「提供」行為，為事業之基本要素，亦為區別事業與單純

消費者之重要關鍵。蓋就需求面之層次以觀，事業與消費者同樣立於需求者之

地位，接受商品或服務等之供給。惟於單純的消費者之情形，其接受此類供給

之目的，僅為個人消費之用，而不再將之經由加工等方式，轉化成其他商品或

服務並加以提供。相對於此，事業為維繫其「going concern」之目的，不能只進

不出、只有需求沒有供給；進一步言之，事業接受需求之主要目的，乃是為實

踐其供給或提供行為。於此，當然亦不否定，事業所接受之部分商品或服務之

提供，乃係為其本身消費而用，而非作為其供給或提供行為之基礎；在此情形，

事業雖然就該當商品或服務之需求，可與一般消費者等同視之，但如此並未泯

滅其事業屬性，因為其餘之商品或服務的需求，仍是為其供給或提供目的為之。

40.  由上可知，本款規定文言雖僅提及提供，而未言及需求，惟其意義並非排

除事業之需求行為，不受本法規範，而係因為需求為提供之前提，故而提供一

詞實已將需求內含於其定義中，毋庸另行列出需求之語。實際上，吾人亦時而

可見，事業利用其需求力量濫用買方優勢地位，有關於此之規範，最近逐漸成

為各國競爭法規範之重要課題 8。因此，事業之需求行為是否應受公平交易法規

範，與是否可將僅有需求而無提供行為之主體視為事業，應屬不同層次之問題，

不當將之混為一談。若吾人同意，本款規定之所以僅言及「提供」，乃是因為只

進不出、只有出帳沒有進帳，實已喪失其作為市場經濟秩序下事業之屬性，則

單純地接受需求而不從事提供行為之主體，似當難能視為以規範市場競爭秩序

為其規範目的之本法的事業（黃茂榮，1993，頁 49；廖義男，1994，頁 27-28

持不同之見解）。一般而言，此一理解，並不會引發任何理論或實際上的問題，

但實務運作上屢因行政機關進行政府採購時，該當行政機關是否應視之為事

業，而生爭議（詳細請參照本條編碼 59）。 

                                                 
8 有關於此，參照黃銘傑（2002）：〈相對優勢地位濫用與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公平交易法

之理論與實際─不同意見書》，頁 17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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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提供行為並不以所有權之移轉為必要，只要是以交易（參照本條編碼 47）

為前提所附隨之任何商品或服務的提供，都屬本款之提供。故而，房屋、土地

等之租賃、專利權等無體財產之授權使用等，都屬於本款之提供行為，而受本

法之規範。 

（二）商品或服務 

１、商品及服務之意義 

（1）商品 

42.  一般而言，商品多係指可獨立作為交易客體之有體物，從而只要是有體物，

不限於無機生物，縱令是動植物等亦可認定為商品。有問題者，厥為無體物是

否視為此處之商品。由於本法規範目的乃在於建立健全的交易秩序，從而於有

關得為交易客體之商品的理解上，亦應因循此一認識出發；若此，則縱令是無

體物，只要可對之加以管理、支配而作為具體的交易客體時，亦應認定之為商

品，例如電力、瓦斯等。退一步言，設若不將無體物認定為商品，亦當無礙於

公平交易法之適用，蓋吾人可將有關該無體物之交易，視為服務提供行為，適

用以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 

（2）服務 

43.  本款所稱服務，與一般所謂服務社會大眾、服務奉獻等處之服務，意義不

同，而係指以交易（參照：第 3 條）為前提，對他方當事人或應其要求所為之

無形的勞務提供行為。例如，律師所提供的法律諮詢或訴訟代理服務、醫師所

提供的診斷服務、會計師所提供的查帳簽證服務、投資顧問業者所提供之投資

顧問服務、運輸業者所提供之運送服務、信託業者所提供之信託服務、代辦商

所提供之代辦或居間服務、行紀商提供之行紀服務……等。服務提供時，雖時

而無法避免必須以有體物為其行為之輔助，但其本質仍屬服務，例如信託業者

於提供信託服務時，依信託法規定雖必須有信託財產的移轉，但並不因此財產

權移轉而使其成為商品交易，其所提供者乃是有關信託財產的管理等信託服

務。服務與勞務二者，於使用上雷同之處頗多，亦不乏可交互使用者；惟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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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言，服務一般多指提供者於較具有主體性的情況下，所提供者；相對於此，

勞務則多係指勞動、僱傭關係中，或是於他人指揮監督下所提供者而言。本款

規定使用服務，而非勞務一語，當是鑑於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所應具有的獨立

性特質及企業家精神的發揮。 

２、經濟性 

44.  本款規定之商品或服務其本質乃在於經濟性，因而得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交

易之客體。因此，不具有經濟性之商品或服務，即非本款規定之商品或服務，

提供此類商品或服務者，亦非本法所稱事業；最顯著者，專屬僅得由政府所提

供之服務，例如國防、立法、判決等服務。此外，純粹的社會福利、文化、教

育、政治、宗教等活動，亦不應認定其具有經濟性，惟此並不否定此等原為遂

行其文化、教育、政治或宗教活動而設立之團體，亦可能於此類教育、宗教等

活動外，為獲取經濟利益而從事特定的經濟活動，進而與其他一般事業所提供

的同類經濟活動，立於競爭之關係。此時，當可針對此等經濟活動，認定該當

教育或宗教等團體，屬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雖然，就理念上而言，有關經濟

性與非經濟性二者之區分，應依上述方式為之，但最近或鑑於提供此類社會福

利、文化、教育服務者眾，其中不乏專以獲取利益為出發點所設立之團體，而

使得經濟性與非經濟性間之界線，逐漸模糊。此一情勢發展，亦影響到公平會

實務有關事業性或經濟性之判斷基準。早期，公平會於第 62 次委員會中曾有決

議，「私立職業學校從事與原核准創校目的相符之活動，非公平交易法第二條所

稱之『事業』」；但其後於第 182 次委員會議中卻決議，由於高中（職）以上之

學校其運作多係以成本觀點出發，故而可視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但屬國民

義務教育之國中、國小，則其「行政單位」色彩濃厚，不應視為本法之事業。

本項決議從「成本」等經濟性觀點出發，立足點值得贊同，惟是否只要是屬於

義務教育之國中、小學，不分其為公立或私立，一律排除於本法之事業定義外，

而只要是高中（職）以上之學校，則胥屬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如此論理方式，

值得商榷。解釋上，不應以高中（職）以上或以下、私立或公立作為事業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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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分，而應就其各該行為性質認定之，從而縱令是私立大學，只要其行為或

活動係契合於其原本核准設立之宗旨、屬純粹教育活動者，即不應於此認定其

屬本法之事業；反之，縱令是公立的國民小學，若基於開源觀點，開設才藝班、

電腦班、安親班並收取對價，亦應就此行為認定其屬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 

45.  此外，在有關經濟性的問題上，究竟是應該從商品或服務內容本身去判斷

其金錢等之收受，屬於對價、抑或僅是行政規費，還是從規費內容反推其經濟

性，實務上似採取後者之作法。從而於高雄市文化中心一案中，以該中心所收

取者為「場地費及清潔費，核其行為具有市場經濟價值」（86 年度判字第 1235

號）；而於連續數件的縣市政府購買垃圾車處分案中，公平會亦以垃圾清運工

作，依「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辦法」徵收廢棄物處理費，從而其垃圾清

運工作乃係提供具有市場經濟價值服務之行為（87 公處字第 232 號至第 235 號、

89 公處字第 043 號），惟該項處理費是否可單純視之為交易對價，抑或性質上接

近於燃料稅等租稅概念，實有探討空間。 

３、不法或不正當之商品或服務 

46.  違反法律規定之商品或服務，或是從一般社會通念來看實欠缺妥當性之商

品，應否視為本款規定之商品或服務。一般而言，違反法律規定之商品或服務，

多有其他特定法律加以規範，本法縱有適用餘地，應屬於補充規範之作用，惟

若其他法律規範欠缺行政責任或民事賠償責任相關規定，則本法之補充規範作

用的重要性，益發不可輕視。於實務運作上，對此已有其他法律規範之案件，

公平會多利用本法第 9 條規定，促請其他機關辦理。相對於違法商品，欠缺妥

當性之不正當商品，可能尚缺乏其他具體法律條文可資規範，若因其不正當而

將之排除於本款之商品或服務定義外，進而排除本法之適用，則整體法體系將

出現不當的規範漏洞。由於本款規定之商品或服務屬性的有無，並非從其社會

價值如何來作判斷，而係其是否可能成為交易之對象，進而有必要對之適用以

本法之規範。排除此類不法或不正當商品或服務於本法規範對象外，反而可能

導致本法規範上之漏洞，從而縱令所謂的不法或不正當商品或服務，亦屬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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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商品或服務，其提供主體因而亦受本法規範。惟須注意者，若一項商品

或服務本身即不應有市場存在者，當即認定其欠缺經濟性要件，非屬本款規定

之商品或服務，例如毒品、違禁物等。 

（三）交易 

１、等價交換或對待給付 

47.  原則上，市場經濟秩序之基本法則在於等價交換，因此等價交換反覆持續

的進行，所謂合理的競爭價格乃能形成，而市場競爭機制乃能發揮其功效。故

而，於一般情形，等價交換或可視為交易之同義詞，因此交換或交易而於當事

人間發生財產、權利等之移動。但並非所有交易之進行，皆堅守等價之原則，

事業可能會為促銷或為維繫交易關係等目的，甚或接受政府機關或其他團體之

補助，而以較正常水準為低之價格進行交易，此等行為既有交換之實質，自應

視為本款規定之交易，方能將所有交易行為納入本法審視對象範圍中，發揮本

法之規範效力。因此，本款規定之交易，並不以嚴格的等價交換為前提，只要

對於商品或服務提供行為，有一定的對待給付或對價之發生，即可認定為交易。

甚而，對於剛進入市場之事業，於其未有任何正常交易行為前，為求促銷目的

而有免費贈送商品之舉動時，吾人當亦可以其贈品行為係以未來交易為目的，

並依此為據，認定有對待給付的存在，該行為主體於贈品行為時已屬本款定義

之事業。 

等價交換或對待給付時而被作為否定行政機關事業屬性之論據。在陸軍後

勤司令部保修署為供後勤支援行政之用，而對外採購大客車之解釋函中（公研

釋 099 號），公平會以「未向使用者收取對價」為據，否定該署為本條規定之事

業。此外，於退輔會台中榮民醫院限制交易相對人售價條款一案中，退輔會為

其所屬醫院藥品及耗材所需辦理統一招標採購，公平會雖認定該「招標採購行

為屬於私法行為。惟退輔會本身未收取對價，亦未直接從事交易行為，而係所

屬各級榮民醫院（如台北榮總、台中榮總、高雄榮總）直接進行採購藥品或耗

材，從事醫療行為而受有報酬，因此，就本案而言，退輔會尚非屬公平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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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事業」（89 公處字第 103 號）。雖然，本案中，公平會肯定採

購之行為主體為退輔會本身、契約之主體亦為退輔會，且退輔會於其藥品及耗

材採購合約（或投標須知）中，定有系爭售價限制條款，惟最後卻以其未直接

從事醫療行為、收取對價為由，否定其事業屬性。依此論理，則各國營事業機

構雖然毫無疑問地屬本法所稱之事業，但於其購買行為時，只要能夠藉由其共

同上級之國營會等機關，縱使其購買行為有各式各樣的限制競爭行為存在，但

只要此一共同上級機關不收取任何對價，就有可能不被認定為事業，造成有違

法行為、但無行為主體存在之奇妙現象，突顯出公平交易法適用於政府採購行

為之界限（更詳細者，參照本條編碼 59、66 以下） 

２、營利性 

48.  前述之經濟性（參照本條編碼 44）主要是側重於商品或服務本身，是否適

合於市場供需原理，而為市場經濟體制中交易之客體；此之營利性主要係就交

易主體之主觀意圖來看，強調其是否有因交易而獲取利益之意思。對於本款定

義之交易是否須以營利目的為前提，應持否定之見解（黃茂榮，1993，頁 48；

廖義男，1994，頁 26）。不僅因為從比較法之觀點來看，各國競爭法於實際運用

上，並不要求事業概念須以營利目的為前提，且從本法規範目的而言，如此解

釋方能有效地促進其目的之達成。蓋，本法規範之重心，乃在於各個具體交易

行為及因此而生之整體交易秩序，並不問各該交易行為背後的主觀營利意圖之

有無；若以主觀營利目的之有無，作為界定其是否屬本法之交易行為，將可能

導致具有同一外觀及對市場效果的交易行為，卻因其營利目的有無，而決定其

適用公平交易法之可否，結果至屬不當。 

３、獨立性 

49.  如同前面立法沿革中之敘述，在原始公平交易法草案及經濟部草案中，獨

立性都曾明列於事業定義中，而為判斷是否屬本法事業之要件；雖然，行政院

草案及現行法規定條文，將獨立性要件刪除，但並非因此即可謂獨立性不為事

業之構成要素，應係獨立性乃為事業內涵之本質，為求規範文言之精簡，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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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理所當然之事，於條文上重為規定。學說及實務對於獨立性是否為事業之

要件，多持肯定之見解（黃茂榮，1993，頁 47；廖義男，1994，頁 27；公平會，

2002，頁 15）。就公平交易法理論而言，此一見解實屬必然之理，蓋競爭機制功

能之發揮，取決於市場上活動之主體，是否得以其自由、自主之意思，進行交

易，從而欠缺此等自由、自主等獨立的意思決定之基礎者，縱使其形式上發生

財產或權利的移轉或勞務的提供，亦難能視為本法所欲規範之交易行為。要言

之，得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交易主體者，乃因其得獨立自主從事交易決定，進而

成為市場上有效的競爭單位之主體。職是，被納入事業組織系統中，受雇主指

揮提供勞務之勞工，即因欠缺此一獨立性，而被排除於事業定義外（廖義男，

1994，頁 26-27；公平會，2002，頁 25-26）9。 

50.  且此一獨立性之有無，應就各行為主體之行為實質內容觀之，不應拘束於

其法律形式或關係之外觀，而應就其實質內涵觀之，公平會於公研釋 034 號中，

雖以相關行為因有行政命令的介入，而抑制公平交易法之適用，惟於解釋函中

卻謂前台灣省政府印刷廠雖與當時省府各機關間有業務活動的私法關係，但「因

其係不對外營業之事業機構，如在省府組織規程之規定內，其營業活動與其他

同業，並不具競爭關係，難認有公平交易法之適用」（81 公參字第 01519 號），

既稱之為「事業機構」，則不拘其法律形式為何，即屬本法之事業，但公平會卻

以該事業機構與其他同業不具競爭關係，否定其事業屬性。惟一家獨占之獨占

事業，雖無其他競爭對手，但為本法之事業，殆無疑義，公平會解釋理由，實

屬牽強。公平會若欲否定該當印刷廠之事業屬性，當以其之印刷活動皆依照省

府之行政命令等指示，因無法獨立為自主之意思決定，欠缺事業所應有之獨立

                                                 
9 惟須注意者，公平會雖一方面認為「如無雇主而得獨立提供商品或服務之勞工」，仍可能屬

公平法上之事業（公平會，2002，頁 26）；但過去曾於現已廢除之公研釋 028 號解釋函中認

定，稅務會計記帳代理業屬「無固定雇主之勞工，其實際從事之服務內容與一般受雇於公司

之會計記帳人員無異，缺乏『事業』所應具有之獨立性，非公平交易法第二條所稱之事業」。

顯然地，此等記帳業者可能會為爭取交易相對人，而於價格上發生競爭，此時難能謂其不具

獨立性，且從最近會計師界爭取此一記帳代理業務亦可窺知，記帳代理人員與其相對人間，

並非一定處於僱傭關係。公平會廢除該當解釋，實屬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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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件，故而非屬本法所稱之事業。另外，於國油通運公司一案中，X、Y 二位

個人為符合投標資格要求，乃以靠行方式借用國油公司名義參與投標，因此雖

然 X、Y 等係以國油公司名義為交易行為，但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者係

其個人，故法院認定渠等屬本款規定之事業（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0 年度訴字第

96 號判決、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度判字第 46 號）。 

４、經常性 

51.  雖然，原始草案與經濟部草案中的「繼續」要素，自行政院草案之後，即

不復見，但解釋上經常性地從事交易之行為，實為資本主義經濟制度中事業應

有之本質（黃茂榮，1993，頁 48；廖義男，1994，頁 26-28）。蓋所謂事業乃是

為獲取利益，而結合一定的人與物而形成之組織體，為遂行其營利目的，必須

經常性地從事一定的事業活動，藉以維繫其生存。公平會實務運作上，亦肯定

此一經常性為構成公平交易法上事業之要件，其謂：「就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事

業』言，應指長期或經常性參與市場交易者始足稱之。蓋交易行為之經常性是

事業不可或缺之要件。所謂『參與』市場必然是『投入』市場，以市場為其計

畫之對象，而非一次或偶而進出市場。一次性或雖多次但彼此無關連之產品或

服務提供，並不構成為事業。」（公平會第 273 次委員會議）若依最後之「雖多

次但彼此無關連」之提供行為，並不構成事業之論理，則所謂的經常性，更精

確地說，應該是反覆持續地從事同類的經濟活動者，始克當之。 

（四）人或團體 

52.  由於本款之定位，係屬有關事業之功能性定義規定，從而其規範重心乃在

於「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功能概念上，而不在於此等交易主體所擁有

之法律組織形式或態樣為何，故而有關其主體之概念，乃概括地以「人或團體」

用語涵蓋之。所謂「人」，應係指自然人或法人，但不該當於前三款定義之自然

人或法人者，例如未行商業登記之獨資或合夥事業（參照本條編碼 27）、農、漁

會（參照本條編碼 33）、合作社（參照本條編碼 34）或是各種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等，即是典型的「人」之事業。另一方面，團體則泛指不具法人格非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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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例如未經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公司（參照本條編碼 26）、或是本條第 3 款

定義之同業公會以外之協進會、聯誼會、研究會等非法人團體或任意團體，其

本身有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者，亦為此之「團體」10。要言之，本款規範之

重心乃在於「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功能之有無，其組織之法律形式或性

質，則非所問，歸類為「人」或「團體」，僅是抽象概念上之分類，於實際法律

適用的效果上，並無影響。 
 

肆、特殊事業類型之爭議 

一、專業人士或自由業 

53.  對於醫師、律師、建築師、會計師、技師……等具有特殊專業技能之專業

人士或自由業者，是否應視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在其他國家競爭法制創立

初期，曾有過不少爭議。持反對見解者多以此等專業人士所提供之服務，具有

高度的專業性且鮮有其他相當的服務可資替代、專業人士與其客戶間有特別的

信賴關係存在、其業務具有社會服務性質而與公共利益發生密切關連、其服務

提供通常已有特別法令的規範等理由，強調此類專業人士其服務之提供與其他

專以追求經濟利益為目的的營利事業有別，進而認為市場競爭原理並不適用於

此種性質的服務上，故而應否定渠等於公平交易法上事業之屬性。相對地，持

肯定見解者雖然並不完全否認此類專業人士的服務所具有之公益性或倫理性性

格，然而於現代商業社會中，專業人士所提供之服務與其他經濟活動間之界線

愈來愈趨模糊。況且，鑑於各該專業人士中執業者數日益擴增，所提供的服務

內容有逐漸統一化、定型化、朝向企業化經營發展之趨勢，在此情況下，市場

競爭機制適用於專業人士一事已無法避免。更者，由於對專業人士所提供服務

之需求日殷，使得其業務在整體國民經濟生活中日漸據有重要地位，若專業人

士中有不當限制競爭的行為存在，但卻因否定其事業屬性，而無法對之適用以

                                                 
10 惟須注意者，，此等協進會、聯誼會等組織，多數並未有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行

為，結果導致其設立目的、活動雖與本條第 3 款之同業公會相同，但卻因非本法所稱事業，

而不受本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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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其結果不僅是一般消費大眾會直接蒙受其害，整體國民經濟發展

亦將遭受重大的負面影響（黃銘傑，2002，頁 323-324）。 

54.  由此可知，當一國經濟發展愈趨成熟，專業人士所提供的服務在整體國民

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愈趨重要，對其競爭行為的規範，也就更為重要。

而且，從比較法之觀點來看，現今世界上擁有競爭法制的國家，幾乎毫無例外

地都將專業人士視為公平交易法上的事業，對照我國經濟發展現況，實無理由

將專業人士排除於公平交易法的適用範圍外。職是，上述肯定專業人士亦屬公

平交易法上之事業的見解，應為我國公平交易法所採行。公平會實務運作上，

從公平交易法正式施行伊始，即擺脫傳統見解之束縛，在第 52 次委員會議中認

定，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屬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並自 1999 年後，因舊公平交

易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之刪除，陸續發函各建築師、會計師、律師等公會，要

求渠等應配合公平交易法規範精神，調整其原有統一制定報酬標準之作法，其

前提乃是此等公會之會員的建築師、會計師、律師等自由業者，屬公平交易法

上之事業，各該公會有關其會員報酬收取標準之制定，將嚴重限制會員間之有

效競爭。 

二、演藝人員及職業運動選手 

55.  演藝人員或職業運動選手，究竟是公平交易法上的事業、其行為受公平交易

法適用，還是勞工法上的勞工、得以享受各種勞工法制的保護，時而成為問題

所在。一般而言，欲區別演藝人員或職業運動選手為事業或勞工，可就其勞務

供給契約的類型觀之。於該當勞務供給契約被視為承攬契約時，則演藝人員或

職業運動選手就其勞務之提供，擁有高度的獨立、自主性，符合本條第 4 款所

要求之獨立、持續地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的事業要件；例如，當演藝人員

成立自己的工作室，以自己獨立、自主的想法，製作音樂或節目，提供傳播媒

體播放時，該當演藝人員即應視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相對於此，當演藝人

員或職業運動選手之勞務供給契約被認為是僱傭契約時，其與雇主間處於從屬

關係，勞務之提供不具獨立性，屬於勞工法上勞工，而非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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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當演藝人員與傳播媒體或傳播公司間簽訂有基本演員契約，或職業運動

選手與其所屬球隊等基於未來指揮監督關係所簽訂之運動技能供給契約，演藝

人員或職業運動選手於此應視為勞工。依此論理，則演藝人員或職業運動選手

屬事業或勞工，不能以其有無固定雇主而與該雇主間簽有定期僱傭契約作為判

斷基準，縱使無固定雇主之演藝人員或職業運動選手，若其勞務之提供並不具

有獨立性，仍舊應視之為勞工（黃茂榮，1993，頁 62；廖義男，1994，頁 36）。

由此可知，演藝人員或職業運動選手難能一概而論，其為勞工抑或為公平交易

法上的事業，而應就各該具體個案，判斷其勞務提供是否具有獨立性，有的話

得視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若無則屬於勞工。公平會實務運作迄今為止，尚

無有關演藝人員或職業運動選手之正式處分案例，雖然過去曾對於職業棒球界

中，所發生過的禁止球員跳槽等社會事件發函中華職棒聯盟，以相關禁止球員

跳槽之統一選手契約條文，有限制競爭之虞，而要求該聯盟修正契約條文，但

對於球員本身是否為本法所定義之「事業」，則未有清楚說明。惟實際運作上，

職棒選手已自行組織工會，爭取其勞動權益。 

三、工會 

56.  毫無疑問地，由勞工所組成的工會，與由事業所組成的同業公會，其性質截

然不同，故而工會不屬於本條第 3 款所定義之同業公會的範疇。同樣地，由於

工會成立之目的，乃在於實現勞工所應享有之結社權及團結權，藉由團體協約

之方式，改善勞工的勞動條件及環境；因此，在此一工會設立目的範圍內所為

之行為，不應視之為事業之行為，工會亦非本條第 4 款定義之事業。然而，此

並非完全否定工會亦可成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的可能性。與其他文化、教育、

宗教團體、甚至政黨一樣，於其創立目的範圍內之行為，此等團體都非公平交

易法上之事業，但當其超出此一界線，以收取對價為前提，提供經濟性的商品

或服務，為附帶性的經濟活動時，即可能成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工會亦復

如此。因此，公平會在其公研釋 025 號解釋中，乃謂：「工會僅在特定條件下可

為『交易行為』之主體，如依工會法第 5 條第 4、6、7 款等規定，工會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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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從事交易，方屬公平交易法第 2 條所稱之事業，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

57.  現今，於其設立目的範圍內行為之工會，不屬公平交易法上的事業之理甚

明，但此之工會之所以排除於公平交易法的適用對象外，乃是因為其非本條第 3

款之同業公會，而其非同業公會之前提，又因加入工會之各個勞工，並非公平

交易法上的事業。惟勞工並非公平交易法之事業，其行為不受公平交易法的適

用之理，並非亙古不變的常理。美國休曼法（The Sherman Act）執法初期，勞

工及工會為對抗資本家對其薪資之剝削所為之集體的共同反制行為，被視為是

休曼法第 1 條之聯合行為，而受到嚴厲的追訴 11，直至 1914 年制定的克萊登法

（The Clayton Act）第 6 條方將工會之行為，排除於反托拉斯法的適用對象外。

若此，則吾人就不禁要問，同樣是以受領薪資為對價，提供勞務之勞工，亦即

因此勞務提供可能形成的勞動市場，為何不受或不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 

58.  對此質疑，可能的回答有三。首先，正如同克萊登法第 6 條所言，個人所

提供之勞動服務，並非商業性的商品或物件，個人的勞動可能會使得一定的商

品或服務產生或增加其經濟價值，但勞動本身則非商業性的商品或服務，因此

勞工所提供之勞務並非本條第 4 款之「商品或服務」。其次，於勞動契約下，勞

工之勞務提供受到雇主嚴格的指揮監督，勞工不僅不用負擔事業因激烈競爭可

能面臨的經營成敗風險，其勞務提供亦欠缺事業定義所要求的獨立性；公平會

在有關職業工會的案件處理上，多依本項理由，否定其事業性（公研釋 109 號）。

最後，勞動關係與一般的交易關係不同，勞工於此關係中通常基於從屬之地位，

此一支配從屬關係的存在，使得吾人必須制定特別的勞工法律，以保護居於弱

勢的勞工，維護其基本的勞動環境及條件，既然已有針對此一支配從屬關係的

特性，制定各種勞工保護法令，公平交易法即不應介入此一勞工（法）領域。

公平會第 77 次委員會議決議，以台灣省藥師公會雖屬同業公會，但規定其會員

受僱於醫院之最低月薪須為新台幣二萬五千元以上始對其受聘合約加以公證一

                                                 
11 據 Herbert Hovenkamp 教授之研究，在休曼法最初的 13 件違反案件中，就有 12 件屬勞工

的集體罷工等行為，而僅有一件是有關製造業者間的協議。參照氏著，Enterprise and American 

Law, 1836-1937 229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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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認此時該同業公會乃係扮演「工會」之角色，該當行為不受公平交易法適

用，似乎是基於此一理由；但不僅該同業公會並非由勞工所組成，且本案乃是

原可自由營業之專業人士進入僱傭契約關係之際的問題，而非已為勞工之人集

體爭取其勞動權益的情形，同業公會以公證為手段限制其會員的就業自由，是

否有違法、違憲之虞，尚有斟酌餘地。若依此一論理，則建築師公會、會計師

公會或律師公會，似亦可針對其所屬會員，制定其於受雇於一般企業時，可以

接受的最低薪資額度；由於市場開放等因素，此類專業人士邇來所面對之競爭，

愈來愈形激烈，不少人因此而轉入一般企業，擔任 in-house 的工作，若容許其所

屬公會得對其受雇薪資，制定一定標準，則不啻容許其可為價格聯合行為，有

違公平交易法規範目的。 

四、行政機關 

59.  雖然，公平交易法中並無明文規定其適用範圍僅限於私法行為或私經濟活

動，但很明顯地，國家等公法人所為之公法行為或高權活動，不僅欠缺等價交

換等經濟性活動的特質，該當公法行為或高權活動之提供亦無競爭存在的空

間，此等行為或活動不受公平交易法適用之理甚明。職是，當行政機關以其本

身名義代表其所屬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等公法人為對外行為時，該等行為若屬

前述公法行為或高權活動之範疇，公平交易法即無適用之餘地。因此，當吾人

探討行政機關與公平交易法適用間之關係時，行政機關之行為得適用以公平交

易法者，乃是排除上述公法行為與高權活動以外之私法行為（不同見解參見劉

孔中，1996；許宗力，1999）。 

60.  然而，肯定行政機關之私法行為受公平交易法適用一事，並不當然等同行

政機關即立刻屬於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蓋，正如同一般事業與消費者間之交

易行為雖毫無疑問地受公平交易法的適用，但並不因此使得消費者成為公平交

易法上之事業一樣，行政機關與事業間有交易行為或私法行為的存在所闡述

者，僅是該當行為應受公平交易法的適用，並非因此即謂行政機關屬公平交易

法上之行為主體的事業。行政機關於各個私法行為中，是否可認定之為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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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法上的事業，仍須就該私法行為是否使得行政機關因此而有「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交易」之情事，若有則該當行政機關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若無即非

公平交易法之事業。 

61.  倘若行政機關已於市場上有「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行為，則其為

本條第 4 款所稱之事業，概無疑義，惟實際上除一般國營事業或公營事業外，

以公益實踐為其職志的行政機關所提供之服務多屬公法上的服務，因提供經濟

性商品或服務而被視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的情形，實不多見；實務上，被認

定為行政機關的國立編譯館，因將其編譯之著作授權他人使用，而被視為事業

（90 公處字第 118 號）。無論如何，由於提供與需求係屬一體兩面之關係，提供

一語實已內涵有需求之義（參照本條編碼 39-41）。問題在於，當行政機關並不

以提供者之地位出現，而係僅以單純的需求者之角色參與市場交易時，此時之

行政機關是否可以視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此一問題尤其發生在，行政機關

為遂行其公法服務提供之義務，而進行各種商品或工程的政府採購行為上。學

說上，多認為行政機關以單純的需求者身份，進行政府採購時，應視為公平交

易法上之事業（黃茂榮，1993，頁 62；廖義男，1994，頁 36；蕭文生，1996，

頁 55-56）；公平會實務運作上，時而出現與此異曲同工之解釋結果，從而各種

國軍後勤單位、國民中學、省立高工、國立大學籌備處、警察機關及縣（市）

政府等等，都被視為公平交易法上的事業（公平會，1996）。 

62.  當然，公平會亦非沒有警覺到此種將提供概念，擴大解釋為包含單純的需

求行為在內之解釋，從文義解釋觀點而言，實有其明顯不恰當處；因此，公平

會於 1993 年公研釋 090 號之「行政機關私法行為適用公平交易法之審度原則」

中，乃謂：「行政機關以私法行為提供具市場經濟價值之商品或服務為業務或目

的，所引起之需求行為，不論在需求時是否已為該項商品或服務之提供，均應

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其因提供商品或服務而收取規費，所引起之需求行為，

不論在需求時是否已為該項商品或服務之提供，亦均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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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觀此審度原則之精髓，實係確認行政機關仍須有提供商品或服務之行為，始視

之為事業，惟須注意者，此一商品或服務的提供，並不以需求時已有實際提供

行為為限，需求時雖為同時有提供行為，但未來可能有此一提供行為時，即為

已足；且此一需求主體與供給主體，並不必以同一人為限，例如在歷次有關台

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招標案件中，雖然未來之供給者的台北捷運公司已於 1994

年 7 月 29 日正式成立，但由於進行工程採購之需求者為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後者仍被視為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86 公處字第 040 號，87 公處字第 179

號，88 公處字 116 號）。 

63.  然而，公平會的實務運作時而並未嚴格遵守此一審度原則的精神，例如公

平會一方面認為國民中學應非公平交易法之事業（參照本條編碼 61），另一方面

卻在其為事業之前提下，進行解釋（公平會，1996，頁 7）；又為利於國防任務

之遂行所為的軍品採購事案，亦係在陸軍後勤部係屬事業之前提下，進行解釋

（公平會，1996，頁 4）。此等行政機關所為之採購，實難認為其係為未來之經

濟性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而為，公平會於此所著重者，並非其未來有無提供行為，

而係僅針對其需求本身認定渠等具有事業性。 

64.  由上述公平會在有關行政機關於政府採購或招標行為時，其事業屬性認定

反覆不定或自相矛盾之情形，亦可窺知，單以行政機關的純粹需求行為認定其

事業性的作法之問題性。事實上，其他國家對於政府採購行為，雖亦以其為私

法行為而適用以公平交易法，但乃是從投標事業可能圍標之觀點為法律適用，

而非認定行政機關為事業，對其所為各種資格限制，適用以公平交易法，對於

我國公平交易法將從事政府採購的行政機關視為事業，對之適用以公平交易法

者，部分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人員頗有不可思議之感（鄭鵬基、林尚楨，1994，

                                                 
12 此外，公平會於第 273 次委員會議討論應否將行政機關偶發性的財產處分行為納入審度原

則的適用範圍時，亦有如此陳述：公平交易法第 2 條第 4 款係為「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

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倘再化約為「所有可能影響交易秩序與競爭的行為」，該簡化將使事

業和「作為經濟決定體」的「經濟人」相混淆，恐有把「消費者」或其他經濟人納入事業概

念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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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40；胡祖舜，1998，頁 219；謝杞森，2002，頁 1185）。造成我國公平會與

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如此認識之隔閡，其癥結點當不在於形式的提供概念應否

包含單純的需求行為在內，而應係更深層地對於政府採購行為本質之認識。 

65.  一般而言，行政機關進行政府採購行為時，所需考量的要素，除公平交易

法所要求的競爭性或效率性外，尚須就各種公共利益觀點，從事安全性與工程

完成能力的考量，尤有勝者，政府採購時而因為各種政策因素的介入與考量，

而內含有政策判斷的因子在內。例如，不少國家為照顧中小企業或少數團體，

即規定政府採購的一定比例，必須分配給此等團體。因為政府採購所具有此種

政策意涵之本質，過去的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現在的世界貿易組織

（WTO）乃特地針對政府採購行為，簽訂有「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針對政府採購所有的閉鎖性、歧視性等特質，要求各

締約國應儘量開放其政府採購市場，不得有不當的差別待遇。雖然，此一協定

之精神與理念，仍在於藉由政府採購市場的開放，促進自由貿易的推動，但反

面而言，其締結亦實部分突顯出政府採購內涵政策性決策之本質。從而，對於

此類具有濃厚政策決定意涵的政府採購行為，公平交易法是否應該介入，對其

他行政機關的政策決定作第二次的事後判斷，實有再度深思之餘地。若公平會

決定繼續以公平交易法處理此類政府採購行為，則其可能面臨一兩難之境；亦

即，對於金額龐大、政策性質濃厚的政府採購行為，如重要軍品採購或鉅額公

共工程建設，公平會可能因其事涉國防、外交等政策，而自我抑制不加介入，

其所能介入者僅是金額不大、在預算上不具重要性的採購行為，結果可能引來

公平會只能拍蒼蠅、不敢打老虎之譏。 

 

伍、與其他法律適用上之關係 

一、與政府採購法適用上之競合 

66.  公平會現行實務運作仍肯定，政府機關於進行政府採購招標行為時，屬公

平交易法上之事業，其相關採購之行為應受公平交易法規範；惟如此實務運作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二條—黃銘傑 

 96

於政府採購法自 1999 年 5 月 27 日正式施行後，受到一定程度的衝擊。因為，

政府採購法不少條文亦係基於公平競爭的理念，對政府採購行為加諸各種規

範，與公平交易法間有不少規範重疊之處，結果就可能產生，單一政府採購行

為受到公平交易法與政府採購法二者同時規範的競合問題。針對此一問題，公

平會與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的公共工程委員會二者，乃於 1998 年 12 月間就

公平交易法與政府採購法未來有關政府採購之適用與分工方式，進行協商，並

達成決議，其重要內容如下：「（1）政府採購法施行後，與政府採購有關之行為

涉及競爭秩序，政府採購法已有規範者，由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或相關權責機

關依政府採購法辦理；（2）得標廠商與其分包商間所生違反競爭事件，政府採

購法雖未規範，但涉及公平交易法規範者，由公平會依公平交易法處理。」由

此決議內容觀之，未來只要是政府採購法已有規範者，公平會將會全面的自我

抑制，不再針對該當採購行為適用以公平交易法；實務運作上，公平會本身亦

自該當協商決議後，即不再對政府採購中之行政機關方面的行為，適用以公平

交易法相關規定。 

67.  理論上，若公平會肯定公平交易法可適用於政府採購行為，則縱令於政府

採購法施行後，其執法態度亦無如此謙遜之必要，幾乎是全面放棄有關此之規

範力量。公平會於此似乎是認為已完成其應盡之階段性任務，而可功成身退了，

此種階段性、過渡性的法律適用見解，公平會人員本身曾提及此，曰：我國目

前「尚缺乏可規範市場秩序之採購法令，（該採購法令草案刻正在進行中），故

為求發包作業之透明化，在該草案未通過前，目前公平交易委員會應可適度介

入，以維持工程發包市場之秩序。」（游素素，1994，頁 79；另參照謝杞森，2002，

頁 1185） 

68.  然而，除非是時效性的立法、法律本身即設有落日條款，否則執法機關或

人員不能依一己喜好或判斷，在社會情勢並未有重大變動的情形下，隨意決定

法律規定針對同類行為，可因時間前後而可適用或可不適用。況且，正如同論

者所指出，雖然政府採購法已自競爭理念，對政府採購行為有各種規範，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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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公平交易法第 38 條的兩罰規定、第 36 條的刑責、第 41 條的連續罰等，都較

政府採購法相關處罰規定為重，更因政府採購法對行政機關本身的不當採購行

為，並未有所處罰，而使得將行政機關視為事業，對其不當採購行為可針對行

政機關本身予以處分之公平交易法規定的適用，仍保有相當大的空間（謝杞森，

2002，頁 1186-1187）。於此情形下，公平會因為政府採購法的施行，而於法律

適用上所採取的自我抑制態度，無論於法理上或實務需求上，都難認為其有合

理的根據。就法規範邏輯而言，公平會若依舊維持其向來政府採購中之行政機

關屬本法之事業的見解，則未來對其採購行為，仍應繼續適用以公平交易法；

反之，公平會若欲堅守與公共工程委員會間之決議，不再對政府採購中的行政

機關行為適用以公平交易法，則應變更其過去認定採購中之行政機關屬公平交

易法事業之見解，否定行政機關於此之事業屬性。公平會不能一方面維持其採

購中之行為機關屬公平交易法事業之見解，預留公平交易法對其相關行為仍有

適用空間，但另一方面卻又基於誠信、執法效率等考量，而堅守與公共工程委

員會間之協商決議。如此作法，不但於未來突然又決定對採購之行政機關適用

以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時，有損法之安定性與可預測性，甚至可能會使得政府

採購法之主管機關，以反正還有公平交易法可以補足政府採購法之規範漏洞，

從而疏於提出修法草案，修補上述政府採購法之各項規範漏洞。不論何種結果，

皆非吾人所樂見。 

二、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企業經營者」之比較 

69.  消保法第 2 條第 2 款就該法之責任主體的企業經營者如是定義：「指以設計、

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該法施行細則第 2 條則

謂：「本法第 2 條第 2 款所稱營業，不以營利為目的者為限。」與公平交易法本

條規定先於第 1 至第 3 款個別列舉出當然的事業類型，而後方於第 4 款中概括

例示規定不同，消保法並未定有類似的列舉規定，而以「設計、生產、製造、

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概括例示出企業經營者的內涵。將本條

第 4 款與消保法第 2 條第 2 款之文言兩相比較可知，二者同樣不拘泥於事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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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應有的法律形式或型態，亦不以營利為其事業或企業經營者成立之

前提，而當消保法第 2 條第 2 款明示出「營業」時，營業所意涵者乃是企業經

營者必須有對價、獨立性及經常性的交易行為，此亦與本條第 4 款之事業內涵

的解釋相同。雖然，消保法第 2 條第 2 款於商品的提供上，具體列舉出「設計、

生產、製造、輸入、經銷」等行為態樣，但其間差別當毋庸過份強調，基本上

二者所欲言者，應係相同。 

70.  原本，就理論而言，公平交易法上之事業與消保法上之企業經營者其概念若

有不同，當係因二法規範目的之不同所引起的「商品」或「服務」概念間之差

異，進而導致對二法之行為主體之不同認識。毫無疑問地，消保法之直接保護

法益乃是消費者權益，而公平交易法間接上雖亦可達到保護消費者之效果，但

其直接保護法益乃係市場競爭秩序（參照第 1 條之註釋）。於此認識下，消保法

所稱之商品或服務，理論上應是同法第 2 條第 1 款有關消費者定義所指之「以

消費為目的而為交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若貫徹消保法之立法

宗旨，則此處之商品或服務，當係消費者可直接使用或享受之最終商品或服務，

而非企業經營者為提供此等最終商品或服務，於生產或提供過程中所利用之原

料、零件、半成品或技術授權等（朱柏松，1999，頁 62）13。若此，則可區別出

消保法上之企業經營者與公平交易法上事業之不同，亦即消保法的企業經營

者，嚴格而言，應僅係提供最終商品或服務予消費者之人或團體；相對於此，

公平交易法所欲維持之競爭秩序，並不僅限於最終產品或服務提供階段之競爭

秩序，而係從最上游至最下游的的各個產銷階段之競爭秩序，從而包含原料、

零件、半成品、中間服務等所有的事業，皆為公平交易法所應規範之事業。 

71.  由上可知，只要不是對消費者提供最終商品或服務之企業，即應排除消保法

之適用，而進入檢討其於公平交易法上適用的可能性；惟須注意者，於對消費

者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務之情形（例如不實廣告），其可能同時屬於公平交易法上

                                                 
13 因此，雖係半成品、原料、零件等物品，但若其目的係直接供給消費者使用者，亦屬此之

最終商品，如最近盛行之 DIY 產品等；消保法施行細則第 4 條即是如此解釋，其謂：「本法

第 7 條所稱商品，指交易客體之不動產或動產，包括最終產品、半成品、原料或零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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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業與消保法上之企業經營者，而有檢討選擇何者適用，較具有規範實效性。

此際，有專業執法機關之公平會存在的公平交易法，時而成為一重要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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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交易相對人之定義 
 

 

現行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本法所稱交易相對人，係指與事業進行或成立交易之供給者或需求者。」 

 

參考文獻 

立法院秘書處（1992），《法律案專輯第一百三十二輯─公平交易法案》；黃茂榮

（1993），《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賴源河編審（2002），《公平交易法新論》；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002），《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九版）》。 

  

第三條 交易相對人之定義 

壹、立法沿革與規範目的 

一、立法體例 

二、立法沿革 

三、規範目的及定位 

貳、本條要件分析 

一、「進行」或「成立」 

二、交易 

三、「供給者」或「需求者」 

參、交易相對人相關爭議問題 

一、代銷 

（一）代銷與經銷 

（二）代銷成立之要件 

１、所有權之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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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風險之負擔 

二、關係企業 

（一）關係企業間之交易行為 

（二）責任歸屬 

 

壹、立法沿革與規範目的 

一、立法體例 

1.  本條係有關交易相對人之定義規定，由於本法立法目的之一在於維護「交

易秩序」，而所謂的交易最少須有兩造當事人的存在，且其中之一必定為本法第

2 條之事業，故而在第 2 條的事業定義規定之後，再於第 3 條就與之進行交易的

交易相對人予以定義，論理架構明白清晰。惟觀諸主要國家競爭法制，不僅於

對事業未有專門條文加以定義之國家，理所當然亦未就交易相對人一詞，有明

文的定義規定；且縱使於針對事業有明文定義規定之國家，如日本獨占禁止法，

亦未設有相關交易相對人的定義規定（參照：第 2 條）。外國法制之所以未就交

易相對人予以明文定義，或鑑於交易必有其相對人一事，乃屬必然之理，惟競

爭法對於交易主體所關心者，乃是誰應為其法律責任規範之主體，因而雖有必

要對責任主體之事業，予以明確定義，但並無理論上之必然要求，必須對交易

相對人亦予明文定義。倘若交易相對人符合該當事業定義之內涵，則其亦可能

成為競爭法上之責任主體，此時的交易相對人所意謂者，乃是其於交易上之地

位，與其是否為違法行為之行為人，進而負擔法律責任一事，並無直接關連。

若此，則於本條規定中明確就交易相對人予以定義之我國公平交易法，從比較

法的觀點來看，實屬特例。 

二、立法沿革 

2.  本條規定首先出現於廖義男教授在 1982 年所研擬的「公平交易法草案」第

2 條第 3 款規定，條文內容曰：「交易相對人  指與企業進行或成立交易之供給

者或需要者。」惟於經濟部 1985 年提請行政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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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有關企業之定義規定，而無交易相對人的定義規定。其後於 1986 年行政院

提請立法院審議的「公平交易法草案」中，交易相對人的定義規定再度於草案

的第 3 條規定中復活，與事業定義規定曾歷經熱烈的討論不同，本條規定在完

全沒有爭議的情況下，無異議通過（立法院秘書處，1992，頁 151），而成為現

行法之條文。 

三、規範目的及定位 

3.  若一項交易必定有二方以上的當事人存在，則從任何一方當事人之角度來

看，他方為交易相對人一事，縱令無法律明文規定，亦屬至明之理。若此，則

本條之交易相對人的定義規定，將僅屬一種訓示規定，對原無爭議之事，基於

提醒注意的想法，再加闡述而已，本條規定之有或無，對於本法的適用，並無

影響。惟我國公平交易法有別於其他國家法例，特別就交易相對人予以定義，

當有其特殊用意，而有必要予以深究。雖然，公平交易法各條文中，明示列出

「交易相對人」者，僅有第 10 條第 3 款、第 18 條、第 19 條第 3 款以及同條第

5 款、第 6 款等規定；但此並非意謂，公平交易法其他實體規定不存在有交易相

對人，尤其是，在趨近於消費者保護的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3 條甚至第 24

條等規定中，所受禁制之行為更是以交易為前提而實施者。只是，此等條文所

規範之行為，並不以具體的交易相對人之存在或交易相對人之特定行為，作為

其違法之前提，僅需事業有實施此等仿冒或不實廣告等行為時，即可立刻就此

行為認定其違法，毋庸等待其有具體的交易行為，始視為違法行為。 

4.  相對於此，明示列出交易相對人之規定中，除第 19 條第 5 款實質上與交易

相對人並無直接關連外，其他規定或以要求須有具體的交易相對人之存在（第

19 條第 3 款之競爭者的「交易相對人」）、或以要求本身之交易相對人須為一定

行為（第 10 條第 3 款的「給予特別優惠」、第 18 條的維持轉售價格、第 19 條

第 6 款的事業活動之限制），作為其違法行為之前提。申言之，在以二者間有交

易關係之第 10 條第 3 款、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等規定中，交易相對人未來

的交易行為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無法依其獨立、自主的意思決定，自由地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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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或競爭行為。於此，本條交易相對人定義規定的規範目的與定位，逐漸浮

現出來。亦即，於第 10 條第 3 款、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等規定係以原應具

有獨立決定權限、而可於市場上成為有效的獨立競爭個體為其規範前提時，從

而縱使雙方當事人於形式、外觀上雖有交易關係，但就其實質而言，當其中一

方因欠缺獨立決定權限時，實已難能視其為本條所謂之交易相對人。因此，若

無本條定義之交易相對人存在，上開第 10 條第 3 款、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

等規定即無適用餘地，本條規定可視為條文適用之前提。 

5.  另一方面，當形式上雙方當事人有交易行為，但實質上因一方不符本條之交

易相對人定義，而欠缺交易之實質時，二者間之行為即無法視為交易行為，該

當行為之效果、責任和相關經濟利益，應由得獨立為交易決定、屬市場上之獨

立的有效競爭個體一體承受。於此認知下，本條規定之規範功能，除前述決定

公平交易法相關條文適用之有無外，亦可作為決定特定行為之法定權限、責任

及效果之歸屬，而有其固有的規範定位與存在意義。 
 

貳、本條要件分析 

一、「進行」或「成立」 

6.  「進行」交易所述說者，乃是交易的過程，而「成立」交易之義，則當指

交易的完成。由於此二要件對於交易所要求者，乃是進行式或完成式，從而尚

未與事業進行或成立交易之「潛在交易相對人」，即非本條規定所稱之交易相對

人。此與一般吾人在界定競爭或特定市場等概念時，通常將所謂的潛在競爭者

包含在內之規範意涵，明顯有別。二者間之差異或在於，由於競爭著重於事業

間彼此的相互牽制，故而縱使事業尚未與市場中的事業實際產生互動關係，但

其有可能進入該市場一事的存在，實際上已具有牽制效用；同理，吾人於界定

市場時，亦須將此潛在競爭者的存在，考慮在內。相對於此，與本條交易相對

人相關之規定，所欲規範者，乃是事業經由對其交易相對人特定行為的實施或

限制，而對市場競爭產生之影響，故而解釋上應以有實際的交易相對人存在為

前提，本條規定之「進行」或「成立」，即是因循此一規範理念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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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易 

7.  於界定本法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概念時，其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中之「交

易」，應具有對價關係、獨立性、經常性等要件（參照第二條編碼第 47 以下）；

惟本條規定並非從責任主體之觀點出發去定義事業，而係已為事業之人與其交

易相對人間的「交易」行為，從而此一交易並無須有經常性要件。雖然，通常

會對競爭秩序產生實質的影響者，多係經常性的交易行為，但在交易相對人的

定義上，經常性並非必要條件。於界定交易相對人之概念時，最重要者當是對

價關係與獨立性之有無，對價關係 1令吾人得以認定等價交換的存在，商品或權

利於當事人間進行移轉，為交易之所以成為交易的基礎要件；獨立性有無的判

斷，則可進一步認定，當事人間之交易是否出自二個個別獨立主體的自由意思

決定，縱令形式上有前述等價交換的存在，但實質上交易與否、交易時之交易

條件等，係完全由一方當事人主導、控制時，其「交易」行為充其量只是同一

事業體內的商品或權利的移動，而非本條規定所強調的事業與交易相對人二個

獨立當事人間的交易關係。 

8.  由上可以窺知，本條規定、甚或本法全體所稱之「交易」與民法所稱之「交

易或契約」，雖然於多數情形二者間之內涵相同，但有時可能因為各自法律規範

之目的，而生有不同之意義。民法適用由於具有高度的普遍性，對於行為主體

就不得不較為形式的認定，只要是其所稱之「人」（自然人、法人）與「人」之

間的所為符合契約要件的行為，即可視為交易，雙方當事人因此負擔相關的契

約責任。相對於此，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目的在於維護競爭秩序及交易秩序，對

於行為之要求，並不著眼於形式，而係注重其與競爭秩序間之實質或本質關係，

若一形式上之交易，其存在有無並未帶來競爭秩序的變化的話，則縱使漠視此

一交易或不認定其為本法所稱之交易，對本法規範目的亦無所損害。反倒是，

過份強調形式或表面的交易關係，將使得應受規範、且對其直接規範將可收最

                                                 
1 惟須注意者，此處的對價關係並不要求嚴格的等價，縱使是新事業為求進入市場，而於一

定時間內所為的免費贈品或服務行為，亦滿足此一對價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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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管制實效性的行為主體，反而可以藉此規避法律的適用，減低主管機關之實

效性。例如，當事業欲以低價策略排除其他競爭者，但又怕牴觸第 19 條第 3 款

時，乃設立一百分之百的傀儡子公司，並與之進行交易供給商品，再由其為低

價銷售行為；此際，若僅處分該當子公司，母公司將可隨時再設立另一子公司，

從事同樣的行為，公平會之處分難能有其實效性。對此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法，

當是否定該當母子公司間的交易行為，將子公司的低價銷售行為視為母公司之

行為，直接對母公司進行處分。 

9.  毫無疑問地，上述母公司與子公司間、子公司與其相對人間的「交易」，於

民法的適用上，都可成為交易，於有關瑕疵擔保等問題上，似亦屬於與子公司

間的契約履行問題；但就公平交易法之適用角度而言，為徹底實現其規範目的，

母、子公司間的交易行為必須被否定，而將原本分屬二個不同階段的交易行為，

視為一個交易行為。惟須注意者，依循上述理念否定交易行為的存在，並非因

一個案的否定即可推演出，該等事業所為之所有交易行為，都因不具有交易之

實質，而不屬本條規定所稱之交易。是否可視為本條規定之交易，仍須就具體

事例，個別判斷相關當事人於各該「交易」中，是否具有本條規定交易要件所

要求之獨立性；縱使於過去之行為中，相關當事人間之交易因欠缺獨立性，而

被否定其屬本條之交易，但未來其之交易若具有獨立性之實質，則自可針對該

當交易肯定其為本條之交易。一言以蔽之，在追求實質正義的公平交易法之適

用上，吾人應儘量避免吾道一以貫之的想法，而應基於公平交易法之規範理念，

就具體事例為個別判斷。 

三、「供給者」或「需求者」 

10.  交易相對人係指與事業處於對立關係之供給者或需求者，於供給者之情

形，其符合本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為本法所稱之事業，但於需求者之情形，

其可能是事業，也可能不是事業，而僅是單純的消費者。簡言之，事業一定可

以成為本條規定之交易相對人，但反之不一定為真，交易相對人不必是事業。

因此，公平會在公研釋 025 號中謂：「工會在特定條件下既得提供服務從事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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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能成為公平交易法第 3 條所稱之交易相對人」；觀此解釋，似乎以得提供服

務從事交易，作為交易相對人成立之前提，惟工會縱使不提供服務從事交易，

而係就其創立目的行動所需，接受商品或服務之提供，亦可為交易相對人，此

一解釋文言，似屬添足之作。 

11.  無論如何，若就明示有交易相對人的各該相關條文，予以更為詳細的探討，

可有如下之觀察結果。當條文中所稱的交易相對人係屬「競爭者」之交易相對

人時，此一交易相對人可能是事業，也可能不是事業，如第 19 條第 3 款、第 5

款等二款規定。相對於此，於事業必須經由其交易相對人的一定行為，達成其

限制競爭之目的時，此時之交易相對人一定是事業，蓋於本法之規範上，只有

事業所為之行為，方能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不當影響，屬於此一系列規範之本

法第 10 條第 3 款、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等規定，皆是如此規範方式。若此，

則非是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而是二者間直接處於「進行或成立交易」的事業

與其交易相對人之情形，此時之交易相對人不論為供給者或需求者，必當為事

業；易言之，公平交易法有關於此之規定，乃在參與該當行為之當事人皆為事

業的前提下，方有其規範空間 2。 

                                                 
2 由此結論，吾人或可嘗試檢討同時屬於垂直競爭限制系列之本法第 19 條第 1、2、4 款等規

定，於其交易對手之用語上，不使用「交易相對人」，而使用「他事業」的妥當性。如同本條

註釋前面一再強調地，若競爭限制行為必須是經由其交易相對人的一定行為，始能達成，則

此時之交易相對人定屬事業，故而此時之法條用語，不論是用交易相對人，抑或是利用他事

業，並無實質差異，二者之用語，當可互換，除前述之第 10 條第 3 款、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等規定外，第 19 條第 1 款、第 4 款等二款規定，亦屬此一規範系列。惟當事業之競爭限

制行為，並無須其交易對手配合實施時，若僅使用「他事業」，消費者或將被排除於此一交易

對手概念外。申言之，在本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情形，由於差別待遇行為並無須其交易相對人

配合為一定行為，因此對於消費者之差別待遇行為，實亦可檢討是否列入本款之規範對象中。

例如，當事業於二個不同地理市場直接對消費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時，其於一市場中雖尚未取

得獨占地位，但已可設定較正常競爭價格為高的售價，賺取相當高額之利潤，若該事業將此

利潤用於補貼其於另一面臨競爭之市場，並於此市場中設定較正常競爭價格為低之售價，藉

以排除該市場中之其他競爭者。於此情形，由於該當事業尚未取得獨占地位，無法利用第 10

條的獨占地位濫用規範；當然，吾人亦可檢討，以該事業有不當低價廉售或傾銷之舉，適用

以第 19 條第 3 款；惟不當低價之確定，經常困擾著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適用上必須相當謹

慎，以免干涉市場價格機制。鑑於本法第 19 條之規範定位，乃是獨占的預防規範，由於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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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交易相對人相關爭議問題 

一、代銷 

（一）代銷與經銷 

12.  所謂「代銷」，其法律性質通常為民法之代辦商或行紀，一般商業交易對此

代辦商或行紀之法律性質，多未詳加區分，統稱為「代銷」。代辦商乃是受他事

業委託，以他事業之名義，辦理受託事業，效力直接歸屬於他事業，亦有稱之

為代理商者；行紀則是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事業之計算，而進行交易者。毫無

疑問地，無論是代辦商、代理商、抑或是行紀商，就其向他事業所提供之代辦、

代理、行紀等服務而言，該當於本法所稱事業一事，當毋庸置疑，從而其於一

般商業交易中，可該當於交易相對人一事，亦屬當然。於此，特別將代辦、代

理及行紀等代銷行為提出，並將之與經銷對峙者，乃是當代銷事業受他事業所

託，銷售商品或服務時，針對該當商品或服務的交易，有無將代銷事業視為交

易相對人的必要，進而將構造上為委託事業→代銷事業→購買人之交易關係，

直接視為委託事業與購買人間之交易關係。 

13.  如同前述（參照本條編碼 8），公平交易法所欲規範之「交易」與一般民法

所稱之「交易」二者間，並不完全、也無必要完全相同。故而，縱令形式上有

交易外觀的存在，但若其中一方當事人並無法依其自由意思，決定是否交易或

交易內容、條件時，既無企業家精神之發揮，亦無法作為市場上有效的競爭單

位。此際，縱令如行紀般，行紀商係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進行交易，惟就公平

交易法之規範目的與實效而言，視其為委託事業之交易相對人，不僅無助於市

場上競爭之提升，有時反而可能不當阻礙公平交易法規範目的之有效達成。於

此，代銷事業所扮演者，事實上僅是商品流通過程的轉介角色，收取定額的處

                                                                                                                                            
法現行獨占相關規定並無類似美國法上之企圖獨占規範，從而對於上述價格差別待遇行為，

若能直接適用以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或能較有效防止此類不當行為。若此，則於未來修法時，

或可檢討將第 19 條第 2 款之「他事業」，修改為交易相對人，令直接針對不同消費者群，實

施差別待遇，藉以阻礙競爭事業活動之行為，亦可納入該款之規範對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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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手續費，而無一般事業應有之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就此代銷交易而言，與

其他事業亦無競爭關係的存在 3，代銷商品的銷售價格、條件，亦皆由委託事業

所決定。職是，就此代銷商品之整體流通過程來看，與他事業處於競爭關係而

有必要利用公平交易法相繩者，乃是委託事業本身，而非代銷事業，代銷事業

僅是整體流通過程中的一個中介點，其與委託事業間的形式交易，就強調行為

實質的公平交易法規範而言，並無視為交易的必要，代銷事業於此亦非公平交

易法意義上的交易相對人。 

14.  由上可知，雖然一般而言，事業多會委由代銷商為其銷售商品，委託事業

與代銷商間於此亦多有商品的移轉行為，惟此時之移轉僅屬形式的移轉，其間

並無嚴格的對價關係，因而欠缺等價交換的實質，且因商品之所有權實際上亦

未移轉予代銷商，代銷商亦不就該當商品負擔瑕疵擔保、毀損等風險；更者，

由於交易價格、條件等亦多係由委託事業一方單獨決定，其與代銷商間實缺乏

正常交易應有的獨立性。職是之故，縱令名義上與消費者直接進行交易者，乃

為此等代銷商，但該交易實質上係在事業的控制與計算下進行（黃茂榮，1993，

頁 309），於公平交易法上應視為事業與消費者間的交易。易言之，就該當商品

之交易流通過程來看，委託事業與代銷商間因欠缺本條「交易」應有之對價關

係及獨立性二項要件，而不能認定代銷商為該事業之交易相對人。相對於此，

經銷商不僅實質上係在本身之風險負擔下，進行商品之提供，且其商品提供亦

係在自己的計算下為之；不論是與其上游事業或與其下游消費者間之交易，此

等經銷商就商品之接受或提供，皆係依自己的自由意思、獨立決定，各該交易

間商品的所有權，亦發生實質的移轉。因此，事業與經銷商間之交易，符合本

條交易要件所要求之對價關係與獨立性，經銷商自屬事業之交易相對人。 

（二）代銷成立之要件 

15.  雖然，理論上，代銷與經銷間可以作上述之區別，但商業實務運作上，時

                                                                                                                                            
3 當然，在爭取代銷服務的提供上，其不僅可能與其他事業處於競爭關係，實際上亦應有競

爭行為的存在。惟於取得代銷權後，其多僅依照契約規定，進貨、銷售，收取固定的代銷費

用，與代銷事業間於此無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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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將二者嚴格的加以區分，且可能為規避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之適用，將實

際上屬經銷行為者，稱為代銷，並制定代銷契約。惟公平交易法所規範者，乃

行為之實質，而非其形式如何，從而若欲以事業間屬代銷關係，而欲否定其間

交易之存在時，就不能拘泥於其名稱、外觀為何，而應就該當行為，是否符合

前述吾人所定義之代銷要件。公平交易法早於公研釋 004 號即明確指出此理，

其謂：「是否為代銷契約，不能僅從其契約之字面形式而應就其之實質內容加以

認定」。在立明光學公司限制轉售價格一案中（89 公處字第 01 號），公平會進一

步闡述代銷成立的二項要件：（1）所有權是否移轉，如所有權未移轉，即以行

為人名義進行交易者，方屬代銷，否則非屬代銷；（2）交易風險承擔仍應歸屬

委託代銷者，包括商品之瑕疵擔保責任、商品保管責任、商品未能出售之風險

負擔等（另參照公平會，2002，頁 161）。由此可知，認定代銷成立與否，有二

項判斷要素，一為所有權移轉之有無，一為銷售風險負擔之歸屬。 

１、所有權之移轉 

16.  此一所有權移轉的判斷要素，與本條交易要件中之對價關係相似，當事業

與其相對人間因交易而發生商品的所有權之移轉時，此時其間關係已屬買賣關

係，其相對人乃為經銷商，而非代銷商。此一所有權移轉之有無，應從實質交

易內容認定，而不宜從形式作為判斷。於立明光學公司限制轉售價格一案中，

不論是公平會（89 公處字第 01 號）、抑或是法院（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89 訴字第

2052 號判決）之見解，在論及立明公司與其連鎖店間之關係時，都引營業稅法

第 3 條第 3 項第 4、5 款或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7 條第 2、3 項等稅法規定為據，

認立明公司以其連鎖店為買受人開具銷售發票，其中並未載明「委託代銷」字

樣，形式上已發生所有權移轉。雖然，該等稅法規定或可作為所有權實質上是

否發生移轉之重要判斷因素之一，但正如同公平會及法院所言，此一判斷因素

所顯示者，僅是「形式上」已有所有權之移轉，實質上是否有發生所有權的移

轉，仍應就下述風險負擔之因素判斷之（參照本條編碼 17），公平會實務上亦是

如此作為。惟從公平會如此之實務運作似可推知，形式上是否有發生所有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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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乃是左右代銷關係成立與否之關鍵。申言之，當連形式上的所有權移轉

都未發生時，則當事人間應屬代銷關係，而於當事人間有形式上的所有權移轉

之情形，再就其風險負擔之歸屬，判斷所有權是否真正發生實質的移轉。 

２、風險之負擔 

17.  此之風險負擔要素，類似於本條交易要件中之獨立性因素。代銷關係之否

定，除當事人間須有所有權之移轉外，且此之移轉必須是實質的移轉，相關商

品的銷售風險由移轉後之所有人承擔，而非該當風險仍由移轉前之所有權人負

擔。若風險仍由前手之所有權人承擔，則縱使有形式上的所有權之移轉，當事

人間仍屬代銷關係，而非經銷關係。於自由時報不當限制交易相對人行為一案

中（88 公處字第 133 號、台 89 訴字第 23705 號行政院決定書、台北高等行政法

院 89 訴字第 1526 號），自由時報主張與其廣告代理商間係屬代銷契約、後者並

非其交易相對人，惟該等「廣告代理商，除代理原告之廣告業務外，亦同時代

理其他報業之廣告刊登業務……其廣告代理商之利潤，為客戶所支付之委刊價

與繳社價之差額及報社所支付相關獎金，各廣告代理商間存有競爭關係，應係

獨立於原告（自由時報）之外、自負盈虧之事業而與原告進行或成立交易之供

給者或需求者。」由此似可推知，雖然風險負擔可由實質上係由何者承擔瑕疵

擔保責任、保管責任、毀損或未能售盡等責任觀察之，但若數相對人間就交易

客體存有競爭關係時，其實已具有本條交易要件所要求之獨立性，相關商品之

銷售風險須由其自行承擔一事，亦可由此競爭關係的存在，間接推知。蓋吾人

於定義代銷之內涵時，即已強調，代銷商縱使於提供代銷服務之市場上，或可

能與他代銷事業有競爭關係，惟一旦取得代銷權後，就該當商品之銷售而言，

僅收取一定的處理費或手續費，對該當商品之銷售無所謂自負盈虧一事，更不

會因此而與其他該當商品的銷售主體發生競爭關係。 

18.  學說上對基於上述所有權移轉或風險負擔區別經銷與代銷之作法，有引日

本學說作更為具體的判斷因素分類者（賴源河，2002，頁 283-284）：（1）銷售

價金之支付方式（如果是先付，較可能為經銷；反之如為後付，即可能為代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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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瑕疵擔保責任之歸屬（如歸生產者，多半是代銷；如歸銷售者，多半

是經銷）；（3）商品之保管責任（如歸生產者，多半是代銷；如係銷售者，多半

係經銷）；（4）商品未能出售之危險負擔（如歸生產者，多為代銷；如歸銷售者，

多為經銷）；（5）報酬之計算（如有議定報酬之計算方式，多半為代銷；如係經

銷，其利潤係反映於售價中，無所謂報酬計算）；（6）商品之保險投保人（如由

生產者投保，多半為代銷；如由銷售者投保，大多為經銷）。 

19.  無論如何，於此必須再次強調地，代銷有無之認定，不可拘泥於其名稱、

文字或外觀，而應就個案之具體情形作判斷。尤其是，若委託事業與代銷商間

的「交易」已對該當代銷商品的市場競爭秩序發生不當影響時，則應立即否定

其間有所謂的代銷關係，而肯定二者間屬實質的交易關係，「代銷商」為本條規

定之交易相對人。蓋於真正的代銷關係中，代銷商存在之有無並不會帶來實質

的競爭秩序之變動或影響；反對解釋之，若二者間之交易對競爭秩序發生不當

影響，其間關係即不屬代銷，而是二個獨立的事業間之交易，應適用以本法相

關規範。或許是基於此一問題意識，公平會對於其過去曾在公研釋 004 號中說：

「關於代銷契約中定有銷售地區之約款者，因代銷契約係由本人負擔銷售風

險，本人之事業為自己利益而設之上開條款，不適用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6 款

之規定」；覺得可能會導致不當結果，故而乃於 2001 年 3 月 8 日第 487 次委員

會議中決議，將上開文言修正為：「關於代銷契約，是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仍應視個案具體認定。」 

20.  上述修正決議似有誤會代銷之內涵，代銷中存有二個關係，一為代銷事業

為爭取提供代銷服務，而與其他代銷事業發生競爭關係，並因競爭而取得代銷

之資格，簽訂代銷契約；另一個關係，即是代銷上依照契約規定，為委託事業

代銷商品。於代銷契約之層面，意欲提供代銷服務之代銷商，以獨立之意思決

定，與委託事業進入契約關係，代銷商為委託事業之交易相對人，其間交易行

為受包括第 19 條第 6 款之本法相關實體規定適用；另一方面，代銷商於依照代

銷契約為代銷商品之銷售時，若屬真正的代銷關係，則因對於商品之交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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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等無獨立決定權，應否定其間交易行為，而直接認定相關交易係屬委託事

業與購買人間之交易。上述解釋之變更，似將此二種不同層面的代銷關係混為

一談。 

21.  當委託事業以代銷商僅能代銷其商品，而不能接受他事業之委託代銷他事業

之商品時，很明顯地，委託事業乃是在代銷服務提供契約之交易上，以不當限

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方與其交易，有違反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之虞；特別是，於該代銷商係為該當區域內唯一有效的流通業者時，對於其他

意欲以代銷方式進入該市場之事業而言，其違法可能性更強。相對於此，當代

銷商接受委託事業上述含有限制條款之代銷契約後，即一委託事業所定價格、

條件等代銷商品，此時之代銷商縱令稱之為「總代銷」，但與一般的總經銷或總

代理不同；於總經銷或總代理之情形，因擁有交易價格、條件的決定權，而可

認定其對所經銷之商品具有市場力量，惟我們所稱的「總代銷」，名義上雖係該

當區域內為唯一的代銷商，但由於對於商品之交易價格、條件等，並無決定權，

既無法提高商品價格、變更交易條件，故而並未擁有所謂的市場支配力，該當

支配力實際上乃透過排他代銷契約之簽訂，由委託事業所享有，從而若有有關

代銷商品之不當市場支配力的行使，應為此負責者，乃是委託事業，而非代銷

商。雖然，上開公平會解釋之變更，就結論而言，肯定代銷契約仍有第 19 條第

6 款適用一事，允屬恰當，但在變更過程中，似尚未能認清代銷商於代銷服務提

供契約中為交易相對人，但於代銷商品之銷售上則非交易相對人，二者之區別。

二、關係企業 

22.  在與交易相對人之關連上，探討關係企業之目的有二，一為關係企業間之交

易行為是否為本條規定所稱之交易，其間是否有交易相對人的存在，另一則為

當否定關係企業間無本條所稱交易行為存在，此時若該當行為整體有違反本法

規定時，其責任應由何人承擔。 

（一）關係企業間之交易行為 

23.  依我國現行公司法之定義，關係企業包括控制從屬關係與相互投資關係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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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惟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對象不僅限於公司法上之

公司，而係廣泛包含所有本法第 2 條所定義之事業，從而縱令非屬公司法上之

公司，亦有成為關係企業之可能。申言之，公平交易法規範並不著重於其形式，

而注重其法律關係或行為之實質。因此，此處之關係企業亦不限定於公司法所

規定的二種類型，而係指稱所有處於同一經濟指揮命令系統下之事業群，就其

經濟實質面觀之，可視為單一經濟體者。於關係企業關係中，形式上各個關係

企業或各自具有其法人格，而為本法第 2 條規定所稱之當然事業，惟於實際運

作中，為求指揮系統的統一及因此所欲達成之綜效效應，從屬事業不能享有獨

立的意思決定自由，而必須聽令於控制事業。 

24.  於此情形下，從屬事業形式上雖為獨立之法人個體，但實質上實僅居於關

係企業整個經濟體中的一個事業部門或分公司之地位而已，無法成為市場上有

效的競爭單位。因此，縱使控制事業與其從屬事業間，形式上有交易行為的存

在，並於此交易中對後者加諸各種競爭限制，但由於該當交易並未滿足本條交

易要件所要求之獨立性，從而從屬事業並非控制事業之交易相對人，二者間之

「交易」實際上僅係同一經濟實體內部的商品移動而已，不具有對外競爭關係

之意義。退一步言，縱令認定其間「交易」屬本條所定義之交易，而命控制事

業不得加諸從屬事業各種交易條件的限制，實質上亦無助於競爭秩序之促進，

蓋控制從屬關係並未有所改變，從屬事業就此仍欠缺其自由意思決定的獨立

性，依舊無法成為市場上有效的競爭單位。 

25.  綜上，吾人雖不能完全否定關係企業間，亦可能不僅具有形式上獨立的法

人格，於交易實質上，雙方亦各自擁有其自由交易的決定權之獨立性，而符合

本款交易相對人之要件，例如當母公司不僅對子公司課有一定的交易條件限

制，對其他關係企業外之事業，亦課以同樣的交易條件限制時，此時之子公司

亦應視為具有獨立事業之實質，母子公司間交易行為，受本法適用。於此，有

必要再次強調，不論是前述之代銷或此之關係企業，其中交易相對人之否定，

乃是於個案中，就其具體情形為個別的認定，而非以吾道一以貫之的方式，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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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例而肯定或否定全部。雖然如此，無可否認地，關係企業間之交易經常是在

上述幾乎是完全由控制公司主導的情況下進行，當此等交易行為欠缺本條交易

要件所要求之獨立性要素時，吾人不得不承認，就此二者間無交易實質之行為，

公平交易法相關條文難有適用的空間；惟此並非否定就該當行為整體，公平交

易法完全不能適用，當該當行為對第三人產生不當的競爭影響時，公平交易法

仍有適用餘地，只是因為母子公司間之交易被否定，故而整體行為應被視為母

公司之行為，而對之適用以公平交易法其他相關條文。例如，當母公司對子公

司低價供應，但對其他與子公司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則高價供應時，若肯定母子

公司間交易之存在，當可對此行為適用於本法第 19 條第 2 款；但當吾人否定子

公司之獨立性，進而不承認二者間有交易行為存在時，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即無

由適用。由於母公司之企圖乃是希冀藉由低價排除下游市場之競爭，從而其若

屬本法第 5 條之獨占事業時，則可適用以第 10 條第 1、2 款規定；若其尚未達

到獨占地位，由於子公司因低價進貨所為之低價銷售行為，可視為母公司之行

為，從而可對之適用以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此外，當可認定母公司係有企圖獨

占下游市場之意圖時，於我國現行公平交易法上缺乏具體的企圖獨占規定之情

形下，亦非不可對之適用以本法第 24 條之概括規範條款。 

（二）責任歸屬 

26.  當事業與相對人係處於代銷關係時，此時商品之瑕疵擔保責任等法律風

險，係由事業本身承擔（參照本條編碼 17）；同樣的論理，似亦應適用於關係企

業之「交易」行為中，而由真正決定交易內容及條件之控制事業，就該當行為

負起法律責任。例如，控制事業為生產者，下設一從屬事業為總經銷商，要求

後者必須對其交易相對人之批發商，應遵守一定價格水平將商品銷售給零售

商，且進而要求批發商，對其交易相對人之零售商於與消費者進行交易時，亦

必須遵守一定的價格水平，否則將不再繼續供貨。此際，外觀上直接要求維持

批發價格及零售價格者，雖為從屬事業之總經銷商，且形式上控制事業與其從

屬事業間之交易似屬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禁制之行為；然而，不僅因為控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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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其從屬事業間欠缺交易要件應有之獨立性，而無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的適

用，亦因此一獨立性的欠缺，使得二者之行為（控制事業與其從屬事業間之「交

易」行為及從屬事業與批發商間之交易行為）應視一體之行為，而由此一體行

為中擁有獨立的意思決定權者─控制事業，負擔維持轉售價格行為之法律責任。

其理至明，既無交易相對人的存在，事業即不能以維持轉售價格等違法行為係

交易相對人之行為，而試圖逃脫法律責任之追究。若不如此論理，則事業可能

一方面於與其從屬事業間之內部關係上，主張交易相對人的不存在，否定本法

適用於二者間行為之行為，但另一方面卻於對外關係上，主張「交易相對人」

的存在，法律責任應由該當「交易相對人」全部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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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競爭定義 
 

 

現行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

其他條件，爭取交易機會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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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競爭定義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二、日本 

三、德國 

四、歐洲聯盟 

貳、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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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功能 

參、概念分析 

一、競爭 

（一）經濟理論之背景 

（二）競爭法上之規範意涵 

（三）實務上之競爭概念 

二、立法定義之要素 

（一）二以上 

（二）事業 

（三）較有利之條件 

（四）爭取交易機會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1.  休曼法、克萊登法、聯邦交易委員會法、羅賓遜-波特曼反差別待遇法均無

類似規定。該國反托拉斯法執行實務上，則相當倚重經濟學上有關競爭之理論

及其研究成果。 

二、日本 

2.  「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易之法律」第 2 條第 4 項：「本法稱競爭

者，指二以上之事業人，於通常事業活動範圍內，對於該事業活動之設備或態

樣並無重要之變更，而為或得為左列各行為之狀態；但第四章（股份之持有、

負責人之兼任、合併及營業之受讓）之競爭，不包含為或得為第二款規定行為

之狀態：一、向同一需求者供給同種類或類似之商品或勞務。二、向同一供給

者供給同種類或類似之商品或勞務。」；不正競爭防止法、不當贈品與不當表示

防止均無類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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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上述定義可以窺知 1，日本獨占禁止法規定的競爭定義，是一種靜態性的

競爭定義，所強調者乃是，一種（競爭的）狀態。實際上，從其所強調之同類

或類似商品的供給或需求一事來看，此一競爭的定義與所謂的相關市場或特定

市場，實是密不可分。蓋於定義市場時，吾人所要界定的商品市場或地理市場，

亦幾乎都可以藉此定義予以界定。因此，吾人或可謂，日本獨占禁止法此一競

爭定義，實屬競爭與市場之結合體。 

4.  由條文規定中可知，競爭存在於二以上之事業中，且由第 1 款及第 2 款之「對

同一需求者」及「從同一供給者」等文言亦可知悉，此等二以上是業者間乃係

處於水平關係；惟此之事業並不以實際上現時正經營著與他事業同樣的事業活

動為限，只要是在「通常之事業活動範圍內，在未對其事業活動的設施或態樣

施以重要的變更之情況下」，就可以立即轉換經營與他事業同樣之事業活動時，

亦可視為本項規定之事業，此即所謂的潛在的（競爭）事業。申言之，本項定

義之競爭，不僅止於現存之競爭，亦包含潛在競爭。 

5.  本項規定第 1 款、第 2 款分別明示出不同的競爭類型，第 1 款定義供給或

賣方競爭，第 2 款則定義需求或買方競爭。較有問題者，厥為本項但書規定，

在與獨占禁止法第四章有關結合規範的關係上，排除買方競爭的適用。易言之，

具有買方競爭關係的事業於進行結合時，並不受一般結合規範的適用。如此規

範方式，實是立法上的疏失，而非理論上買方競爭者的結合，不應有競爭法規

範的適用。該當疏失源自於，原始獨占禁止法在對事業經濟力集中採取高度否

定態度的情況下，乃對於競爭事業間的結合，不問其有無對競爭產生不當影響，

一律予以禁止；於此情況下，事業為其事業活動一般所需而購入文具用品或事

業機器時，符合「從同一供給者處接受同類或類似商品之供給」之買方競爭，

因此不得進行結合。此一結果，殊屬不當，從而在原始獨占禁止法中，乃將買

方競爭關係排除於結合規範的適用範圍外。然而，其後獨占禁止法之修正，已

非全面性地禁止事業間之結合，而係回歸一般競爭法制常態，僅就結合可能導

                                                 
1 本段以下有關日本法制之說明，係由黃銘傑教授所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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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實質地限制競爭之虞」時，方始禁止之。在理論上，過去排除買方競爭適

用之前提已不存在時，亦當刪除但書規定，令結合規範亦可適用至買方競爭，

惟立法機關一直未有如此作為，致使疏誤延續至今。 

6.  在與競爭定義的關連上，最重要者當是「競爭的實質限制」或實質地限制競

爭」此一概念，於日本獨占禁止法有關聯合行為及獨占行為的定義上，都以該

當行為對競爭造成實質的限制，作為其違法的構成要件之一（一般稱之為「對

市場效果」）。所謂競爭的實質限制者，一般係指於市場上，已難期待有效競爭

得以存立之狀態。東京高等法院曾對此一競爭的實質限制作如下的描述（高等

法院民事判例集第 6 卷第 13 期第 868 頁）：「所謂競爭的實質限制，係指競爭本

身減少，致使特定事業或事業團體得依其意思，於某種程度上自由地左右價格、

品質、數量及其他各種條件，導致得以支配市場之情事發生，或至少達到可能

發生此一情事之狀態。」此外，公平交易委員會本身亦於針對結合之案例時，

曾就此一概念有所闡述（公平交易委員會審決集第 16 卷第 65 頁），其謂：「所

謂造成『實質地限制競爭之虞』者，係指因該當合併，致使市場結構與合併前

相較之下，變成較無競爭性，而使得特定事業可以取得市場之支配地位而言。

因此，當特定事業將會獨占市場，或於交易上，將會取得可依其己意而於某種

程度上自由地左右價格、品質、數量及其他各種條件之力量時，競爭事業將因

此而無法自主地進行其事業活動時，當可認為該特定事業於該市場上，取得支

配的地位。」由此可知，若欲一言以蔽之，則所謂競爭的實質限制者，乃是市

場支配狀態的發生或市場支配力的出現，使得此等獲得市場支配地位或市場支

配力之事業，得以不受競爭之拘束與制衡。 

7.  綜合上述，於獨占禁止法維持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秩序之規範理念下，每個

事業其競爭活動都受到其他事業的制衡，從市場之面向以觀，就是各個事業都

應該是市場機制所形成的價格之接受者（price-taker）；若是有事業其不再僅是接

受市場互動所形成的價格，而是進一步變成市場價格的創造者（price-maker），

可依其個人己意而自由地左右、影響市場價格等交易條件時，則其不再受到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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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制衡，吾人亦無法於此市場上，有效競爭可以合裡的存續。從而，當市場

競爭受到實質的限制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就必須要適當的介入，排除不當的反

競爭行為，確保競爭秩序之存續。 

三、德國 

8.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不正競爭防止法、折扣法均無類似規定。 

德國於 1952 年制定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WB）之際，雖已就競爭概念歷

經多年之探討，仍未透過立法明文予以定義。然而，立法者卻將競爭概念視為

該法所立基之既存前提，亦即，整部 GWB 均以競爭概念為其核心思想。該國立

法者所設想之競爭概念，係指事業透過自身之效能，以較他事業更佳之品質或

價格，爭取消費者與其締約之努力而言（1952 年立法理由說明）。 

法學界方面亦未就競爭概念達成共識，有從 GWB 原始立法目標之促進完全

競爭（vollkommener Wettbewerb）立場出發者，亦有考量寡占市場現實限制之有

效競爭（funktionfähiger Wettbewerb）觀點加以批評者。論者從競爭之限制及前

提要件切入，探索競爭政策及 GWB 立法之指導形象（Leitbild）等問題，始終

未能在競爭理論之激辯之中獲致結論。該國實務卻未受學界對於競爭概念之激

辯影響，論者認為：競爭僅係現實生活之一種現象，既無須加以定義、其中亦

不具備規範之要素（Zimmer in: Immenga⁄Mestmäcker）。無論對於競爭概念以何

種方式定義，均可能限制法律適用之範疇；即使採取有效競爭之理論，亦將過

度強調競爭之經濟功能，從而忽略其於社會政策、自由保障等面向所應有之意

涵。因此，實務上認為：競爭之條件、運作模式或效果均不足以推衍出具有拘

束力之法律解釋方法（Baur）。 

9.  該國司法實務雖未依附於特定競爭概念，但仍於 GWB 適用之際採取頗為一

致之解釋立場，亦即，從反面觀點出發，透過卡特爾禁止（GWB 第 1 條）等具

體規定之適用，保護市場參與者之競爭自由不受特定行為所限制。此一立場，

亦與歐洲法院適用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之實務觀點相同；該法院一慣採

取所謂「自主說」，亦即：強調經濟單位在市場活動中之自主決策過程（歐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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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決彙編：EuGH Slg. 1972, 619; EuGH Slg. 1975, 1663, 1942; EuGH Slg. 1993 I 

1575）。 

四、歐洲聯盟 

10.  歐洲共同體條約（1957 年羅馬條約及其後歷次修正）、部長理事會第 17/62

號指令（1962 年歐洲共同體卡特爾指令及其後歷次修正）、部長理事會第 4064/89

號指令（1989 年結合管制指令及其後歷次修正）均無類似規定。 

為實現羅馬條約之立法目的，該條約爰於其第 3 條 （f） 款設有「保障共

同體內之競爭不致扭曲」之規定。亦即，歐體於市場經濟體制之架構下，其對

於共同市場所期待之市場秩序，洵屬以「有效競爭」為內涵之競爭。 

 

貳、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11.  本條係競爭概念之立法定義。由於競爭概念在我國其他法律中尚屬陌生，透

過立法明文定義其內涵，將有助於將原屬經濟學領域內之概念納入法律體系，

使主管機關與法院適用本法之際可資遵循。本條規定所定義之競爭概念，正與

本法第 1 條所揭櫫之立法目的「確保公平競爭」相互扣合；因此，原無相應法

律概念之競爭法制度，透過經濟學領域內既有之研究成果及相關理論闡述，亦

從此成為我國法制之一環。關於本法立法目的，參照：第 1 條。至於我國既有

法制內關於競業禁止之規範，例如：民法第 562 條、公司法第 32 條等，主要在

於防範經理人、代辦商經營同類事業所生利益衝突問題，並未積極就競爭之概

念及其法制度內涵為正面之規範。 

12.  另一方面，競爭概念亦係本法與「其他法律」間適用優先性之重要判準；參

照：第 46 條。對於「其他法律」之中直接納入競爭概念，尤其，終止法定獨占、

強調市場開放者，例如：電信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0 條之 1 第 3 項、第 26 條

第 4 項、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9 款、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本條規定亦具有引導法律解釋、促使不同法律之規範效力朝維護競爭法制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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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方向調和之作用。在此範圍內，導入競爭概念之其他法律，相關文獻中亦

有稱之為「競爭法之產業別化（Sektoralisierung des Wettbewerbs）」、「特別競爭

法 （ wettbewerbsrechtliche Sonderregelung ）」、 或 「 產 業 內 特 別 競 爭 法

（sektorspezifisches Wettbewerbsrecht）」者。就公平會執行本法之立場而言，上

述「其他法律」與本法之適用先後關係，依本法第 46 條具體判斷之；公平會亦

可透過本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商同「其他法律」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參

照：第 9 條第 2 項。 

13.  單純就法律適用而言，本條規定對於本法各條構成要件之解釋具有指引作

用；尤其，本法相關規定之中，明文規定競爭概念為其構成要件者；參照：第 5

條、第 5 條之 1 第 3 項、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條第 1 款、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7 款、第 19 條、第 22 條、第 46 條。上述各條規定之其餘項、

款，以及，其餘各條實體規定，例如：第 6 條、第 11 條、第 18 條、第 20 條、

第 21 條、第 24 條，其實亦隱含競爭概念於其中；解釋上，本條規定亦具有概

念指引作用。 

二、規範功能 

14.  「競爭」為本法之核心概念，不僅在事實面上界定何者為競爭之現象，或指

出競爭之條件與及其限制；亦於規範面上闡明本法所欲保護之競爭法制度，並

就競爭之公平性予以評價、對於不公平之競爭予以非難（廖義男，1994）。本條

以立法定義界定競爭概念之內涵，將有助於主管機關及法院依循競爭法制度之

運作邏輯解釋個別條文，進而掌握本法各條規定適用上之相互關係、熟悉本法

內在規範體系之建構，從而有效達成本法確保公平競爭之立法目的。 

15.  就個別條文之解釋而言，本法各條規定有關行為、主體、主觀及客觀構成要

件，不乏以競爭為其要素者，本條規定均可發揮補充其規範內涵之作用。涉及

主體之要件者，例如：以無競爭狀態為獨占事業要件之一，參照：第 5 條第 1

項；以不為價格競爭為寡占事業要件之一，參照：第 5 條第 2 項；以競爭關係

為聯合行為主體適格要件之一，參照：第 7 條第 1 項。涉及行為之主觀及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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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者，例如：以競爭機會為違法行為所損害之客體，參照：第 10 條第 1

款；以競爭之限制為違法行為之目的要件，參照：第 19 條第 4 款；以競爭為違

法行為之目的要件，參照：第 22 條。至於其他未明文規定「競爭」之條文，亦

與競爭之概念密切相關。 

16.  本法各同規定中，亦有以競爭概念為行為違法性或主管機關介入與否之價

值判斷標準者，例如：以限制競爭之不利益為權衡整體經濟利益之對應價值，

參照：第 12 條。至於未明文規定、但隱含競爭概念為其描述性或規範性之要素

者，相關規定遍及於本法各條之中。此外，競爭概念對於本法各條規定適用上

之相互關係、本法內在規範體系及本法立法目的，尤其具有觀念上之整體指引

作用者，例如：「公平競爭」，參照：第 1 條、第 19 條；「公共利益」，參照：第

26 條；「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參照：第 46 條。 

17.  本條規定將原非法律概念之競爭概念明文加以定義，連同蘊涵其中、型塑此

一概念之經濟思想亦隨之導入本法之中，間接提供本法主管機關於適用個別條

文時導入經濟分析所需之規範基礎。市場結構層面所涉及之競爭條件問題，參

照：第 5 條、第 5 條之 1、第 11 條；行為層面所涉及之限制競爭效果問題，參

照：第 7 條、第 18 條，以及，第 19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6 款。至於行為層

面所涉及之競爭手段不當問題，則更注重行為類型本身之不法性判斷，參照：

第 19 條各款、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整體而言，競爭概念可視為本法

各條規定之「指導形象（Leitbild）」；對於概括規定如第 24 條之「足以影響交易

秩序」，以及，劃定本法與其他法律適用先後次序之第 46 條規定，競爭概念均

為相關法律要件之核心要素，使本法之解釋與產業經濟、市場行銷等專業知識

密切關聯。 
 

參、概念分析 

一、競爭 

（一）經濟理論之背景 

18.  競爭原為日常生活之一般用語，經古典經濟學藉以說明市場機制下之廠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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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逐漸演變為經濟學上慣用之名詞：Adam Smith 論競爭時兼具結構與行為兩

個層面：「……競爭是在一個市場上有許多的銷售者，每位銷售者為爭取顧客之

個別努力行為……結構必需是沒有人為阻礙阻止資源的流動」（莊春發，2002a）。

至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新古典經濟學根據完全競爭之理想，將競爭界定為

「價格在市場競爭極限的條件下將成為競爭廠商的參數，價格只決定於市場的

供給與需求，而非受個別廠商的控制」之數學式定義；上述完全競爭之理想，

必需在五項假設之前提下始能運作：1. 廠商為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2. 產

品為同質、3. 產業自由進出、4. 資源自由移動、5. 充分訊息（莊春發，2002b）。

19.  雖然新古典經濟學擅長數學操作而取得主流地位，卻將古典經濟學原強調

過程之觀點轉向結果、由描述競爭之動態概念轉為靜態分析，更將原重視行為

之理論轉向結構。由於現實生活中幾乎不存在完全競爭之狀態、其假設前提事

實上亦難以完全具備，除 Hayek、Schumpeter 等針對完全競爭理論忽略競爭之動

態意涵提出嚴厲批判外，美國芝加哥學派亦師承古典經濟學著重競爭過程之立

場，修正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之哈佛學派傳統產業理論，認為市場需求與技

術不斷變化將影響均衡之達成，而公開市場之競爭力量將驅使資源配置移向不

斷改變中之均衡點。為協助美國反托拉斯執法之實際需要，該國經濟學者於是

發展出較為務實可行之「有效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或譯為可運作競爭）」

理論，分別從結構、行為、績效三個層面設定檢測競爭是否有效之操作標準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莊春發，2002b）。 

（二）競爭法上之規範意涵 

20.  根據上述有效競爭之理論，競爭之概念內涵可以從市場結構、廠商行為及

資源配置績效三個層面切入，通觀競爭之過程與結果、兼顧動態與靜態之觀點。

由於有效競爭之理論在美國反托拉斯法執法實務上應用極廣，立法較晚之日本

獨占禁止法、德國 GWB 亦深受其影響；就法制繼受及我國公平交易法草案多方

參考比較法制之立法背景而言，有效競爭之理論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上亦有適

用。例如：從結構及靜態分析之觀點出發，則競爭概念係劃定特定市場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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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亦係認定事業獨占地位及聯合行為主體適格之判準；參照：第 5 條第 3

項、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條第 1 項；從行為層面切入之動態觀點，則可以發現

競爭係對立事業之間採取特定行為之目的；參照：第 19 條第 3 款、第 22 條。

本法第 4 條對於競爭所為之立法定義，則又側重行為層面之動態觀點、兼及於

績效層面之消費者利益與資源配置效率觀點，近似於德國法上之「效能競爭

（Leistungswettbewerb）」概念；亦即，立法者所重視者，係競爭所應發揮之積

極功能，例如：效率、分配、創新、制衡等，並視競爭為一項法制度加以保障

（廖義男，1994）。至此，競爭概念中已融入規範性要素，並非僅憑單純之事實

判斷或經濟分析即可解釋。此點在判斷競爭手段之公平性或正當性相關問題

上，尤其重要；參照：第 19 條、第 22 條、第 24 條。 

21.  至於經濟分析上所使用之競爭模型，基本上係以完全競爭理論之上述五項

假設為前提，在長期均衡將極大化社會福祉之架構下操作其數理分析。由於市

場集中度影響競爭之問題受到重視，結構學派經濟學者乃所提出「市場集中–勾

結理論（concentration-collusion doctrine）」，轉而注意四項市場進入障礙：1. 絕

對成本優勢、2. 規模經濟、3. 產品差異化、4. 資本需求，以造成不完全競爭之

市場結構因素取代抽象之競爭假設，並據以修正完全競爭理論之數理分析模

型。結構學派對反托拉斯法實務之深刻影響，在我國公平交易法之限制競爭規

範中亦可以印證；參照：第 5 條之 1、第 11 條，以及，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與第

19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6 款所隱含之市場結構要件。反之，芝加哥學派則更

重視效率與廠商對立競爭對於市場結構之影響，以其「經濟達爾文」式之適者

生存觀點，批判美國反托拉斯法對於市場自然發展過程中之獨占現象過度干預

（莊春發，2002a）。該學派對於寡占性競爭及產業競爭、外國競爭、潛在競爭、

未來競爭之重視，對於反托拉斯法論理之細膩化不無貢獻（莊春發、李顯峰，

2002）。 

22.  此外，由於獨占事業在法律定義上係「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可排除競爭」、

「實際上不為價格競爭」（參照：第 5 條第 1 項、第 2 項），因此，關於獨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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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不當定價之濫用市場地位行為（第 10 條第 2 款），其定價是否「不當」即欠

缺競爭條件下之實際比較基準足資認定。就此，德國 GWB 即於第四次修正時納

入「假設競爭（Als-Ob-Wettbewerb）」之規範基礎（GWB 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

亦即，以仍處於競爭狀態之比較市場上事業之行為態樣為基準，對照並假設獨

占事業於此種狀態下應有之行為方式加以判斷。針對我國獨占管制實務上欠缺

不當定價認定標準之問題，學者亦有主張適度引入上述德國法制經驗者（吳秀

明，2002）。 

23.  比較法上尚值得注意者：由於德國法上關於特定市場之劃定，係根據需求市

場（Bedarfsmarkt）概念下之商品或服務「功能上之可替換性（ funktionale 

Austauschbarkeit）」為之，相較於供給面之產業區隔及事業實際面對之競爭條件，

其所劃定之範圍通常較為小；在規範事業利用其供給或需求之相對優勢之限制

競爭問題時（GWB第 19 條第 2 項第 2 款），不易充分掌握事業之相對優勢地位。

因此，該國卡特爾執法實務上發展出「替代性競爭（Substitutionswettbewerb）」

之概念，針對認定事業就特定商品或服務之市場地位，一併將其於消費上具有

互斥性之其他商品或服務之市場地位適度納入考量，藉以掌握依既有市場劃分

方式易於忽略之買方市場地位；例如：由於廣告主用以購買媒體廣告之總預算

額度有限，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等媒體於廣告市場上之關係，即為媒體間

（inter-mediär）替代性競爭之典型代表 2。替代性競爭之概念，在該國結合管制

上有關市場支配地位之認定亦有其適用（GWB第 36 條第 1 項）。 

（三）實務上之競爭概念 

24.  我國公平交易法實務上有關競爭概念之闡釋雖然有限，卻已另外觸及同業

競爭、競爭者、商業競爭等近似概念。至於公平會針對本條規定採取效能競爭

概念之解釋立場，固然獲得多數判決之肯定（荷蘭營養女神公司使用他人表徵

案，89 年度判字第 3830 號、第 3831 號；白人牙膏模仿商品外觀案，89 年度判

字第 2549 號；美商普司通警告信案，89 年度判字第 914 號），亦有部分判決雖

                                                 
2 媒體間競爭及跨媒體整合相關規範，亦為該國廣播電視法制上防範集中化規範之重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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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效能競爭概念而另為不同之事實認定者（貝恩企業警告信案，91 年度判字

第 361 號），更有少數判決未採效能競爭概念之論理說明，逕就系爭事實具體認

定其不法內涵者（公路總局招標未審核同級品案，91 年度判字第 621 號）。整體

而言，效能競爭概念固為公平交易法之競爭規範體系性論理基礎，卻不足以取

代個別條文內之法定構成要件要素。因此，關於事業競爭行為違法性之認定，

仍應依本法各條實體規定中有關正當性或公平性之要件而定，不得逕依效能競

爭概念加以推論。 

25.  司法審判實務上為適用本法各條規定，亦就其中與競爭概念有關之構成要

件加以解釋，例如：依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間應具有競爭

關係（加工出口區案，88 年度判字第 3893 號）。此外，特定市場之劃定係以商

品或服務間之競爭關係為前提（參照：第 5 條第 3 項），對於獨占事業濫用市場

地位行為之認定極為重要，公平會實務見解即認為：發展產品技術之初，即存

在各自研究、生產、相互之競爭狀態，且專利技術可以透過迴避專利範圍之方

式，研發具有類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進行競爭，是以，專利權人所擁有之專利，

縱均為製造某種商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利具有互補性，仍無礙事業係屬同一

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所涉者係 CD-R 光碟片技術授權，公處字

第 091069 號）。 

26.  即使在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規範上，公平會實務見解亦認為事業亦應就其商

品或服務處於競爭關係，例如：製造商與進口類似功能產品之事業，對產品之

經銷販售具競爭關係（所涉者係化學保溫袋，87 年公處字第 245 號）；以及：軟

體授權在台之前後任總代理商，業務範圍均為有關電腦軟、硬體方面產品，雖

宣稱產品不同，散發傳單「提醒消費者」對方價格不合理且產品有瑕疵，傳單

並列有各式產品之價格比較表等事實，足以推知，二者所各提供之產品實具有

替代可能性，而可認為係屬同一市場範圍之具有競爭性質產品（所涉者係軟體

代理商，83 年公處字第 111 號）。 

27.  此外，品牌內競爭概念之提出，係針對特定市場內品牌商品之銷售通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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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事業尚可就其價格、服務等競爭參數發揮效能競爭之作用而為規範（和成

欣業，86 年度判字第 3288 號）；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之密切關係，於限制

轉售價格相關案件中尤其重要（金雙氧隱形眼鏡清潔劑案，92 年度判字第 825

號）。此外，關於事業對下游事業垂直限制競爭之相關行為，亦同（參照：第 19

條第 6 款）。 

二、立法定義之要素 

（一）二以上 

28.  關於事業個體數之認定，一般係依其組織形態不同而異其計算標準；在競

爭概念下，則更重視其於市場交易活動上之獨立經營決策單位。較為特殊者，

係關係企業間之競爭關係，在其彼此組織之支配與從屬關係已由其他法律規範

之前提下，競爭法上有無必要另為評價。就此，德國法學界經多年爭論之後亦

未達成共識；多數見解認為，就卡特爾之管制而言，應於個案中判斷：系爭事

業行為係透過公司法上具有拘束力之指示為之，抑或係針對實際尚存之競爭關

係所為（Zimmer in: Immenga⁄Mestmäcker）。此一見解係就關係企業法與競爭法

之在立法目的、保護法益及規範手段上之差異立論，應值得我國公平交易法解

釋之參考。 

29.  公平會實務上曾就關係企業在同一標案同時參與投標是否涉及圍標疑義，

認為須視構成關係企業之相關事業是否具有「經濟上之獨立性」，及其協議內容

是否「足以妨礙招標市場之競標機能」而定。關於聯合行為主體適格之「有競

爭關係之他事業」要件（參照：第 14 條第 1 項），在關係企業之間如何認定子

企業已符合上述「經濟上之獨立性」標準，從而判斷其具有聯合行為之主體適

格，公平會見解認為「應以關係企業之各事業是否仍保有經營決策之獨立性而

定」，認定上並應著重子企業之「經濟獨立性與自主決定能力」（88 公貳字第

8804495-001 號函），大體與上述德國多數見解一致。否則，關係企業如利用內

部控制從屬關係指揮所屬事業同時參與投標，應就其「足以妨礙招標市場之競

標機能」之效果，依第 24 條規定認定是否另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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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至於參與結合事業彼此間之競爭關係，則又與關係企業之情形稍有不同；

由於結合定義係針對事業是否仍維持獨立經營決策之單位而設，因此，事業結

合後，原參與結合事業彼此間之競爭關係將失其交易上之重要性，公平交易法

原則上亦無需於結合管制規範之外再就結合事業彼此間之競爭關係另為評價

3。關於事業結合之定義，參照：第 6 條。 

（二）事業 

關於事業之概念及定義，參照：第 2 條。 

（三）較有利之條件 

31.  本條所列舉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等較有利之條件，一方面固然說明效

能競爭概念下競爭所能發揮之積極功能；另一方面，亦為新古典經濟學以來所

強調之各項「競爭參數（competition parameter）」。其中，尤以價格一項，最受

經濟分析及美國反托拉斯法執行實務所重視。關於價格在公平交易法各條規定

中為違法行為之構成要件要素，參照：第 7 條、第 10 條第 2 款、第 18 條、第

19 條第 4 款、第 21 條第 1 項。 

32.  「數量」、「品質」、「服務」同為本條所列舉之競爭參數，本法其他各條亦

有規定為違法行為之構成要件要素者，參照：第 7 條第 1 項、第 21 條第 1 項。

尚須注意者，本條所稱「服務」較近似於民法上附隨給付之概念，與其他各條

併稱「商品」或「營業」之後之「服務」並不相同；後者則與國際貿易法上所

謂「服務」（如 GATS）、或產業類別上「服務（業）」之概念較為接近。關於「服

務」之意義，參照：第 2 條第 4 款。 

33.  至於「其他條件」之概括規定內涵，固然以事業所提出之交易條件為主，

但並不以此為限。舉凡價格（如折扣）、數量（如附贈相同之商品或服務）、服

務（如往返事業營業地點之免費接送）之外，例如：關於責任分配、風險分擔、

期間或其他與交易條件有關之安排，均屬之。 

                                                 
3 至於結合管制規範是否已充分防範市場力集中所產生限制競爭之不利益，係結合管制之立

法政策及執行成效問題，並非透過本文依競爭法內在體系性關聯所為解釋可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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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爭取交易機會 

34.  爭取交易機會係事業參與競爭活動之重心所在。相對於經濟分析對於市場

結構之關注偏向靜態之競爭條件，行為層面之動態觀點則聚焦於事業之間相互

競爭、爭取交易機會之各種活動。公平會實務見解亦曾就事業爭取交易機會之

意義加以說明，例如：吸引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所涉者為商港裝卸業，89

年公處字第 176 號），可資參考。 

有關交易之概念，參照：第 2 條第 4 款、第 3 條。 

35.  至於法條所稱「爭取交易機會」之時點，原則上應係指交易完成之前；至

於交易完成後之履約問題，基本上屬於私權糾紛而應優先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或

民法有關規定，並非本法規範之重心所在。關於本法與其他有關法律間之適用

準則，參照：第 1 條後段。 

36.  公平交易法以促進效能競爭為其規範重心，固然不許事業以不正當手段斷

絕他事業交易機會之行為（參照：第 19 條 1 款）。另一方面，事業爭取交易機

會之各種活動，卻未必均符合效能競爭概念而為本法所應保護之客體；反之，

事業爭取交易機會之手段涉及「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者，尚可能進

而構成本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所禁止之不公平競爭行為。公平會實務見解即認

為：單純以低價爭取顧客之價格競爭行為，並非利誘；然而，以明顯偏離合理

市價之價格，打擊或消滅競爭者，縱係以價格作為競爭工具，仍應認為屬本法

所稱利誘或其他不公平競爭之行為（所涉者為有線電視系統，86 年公處字第 1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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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獨占之定義 
 

 

現行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

可排除競爭之能力者。  

二以上事業，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

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

範圍。」  

 

參考文獻 

林大侯（1992），《市場範圍界定及獨占事業行為探討》；劉邦典（1992），《服

務業市場範圍之界定與獨占事業之認定》；莊春發（1992），（論市場範圍的

界定），《法商學報第二十六期》，頁 105-146；范建得、莊春發（1994），《公

平交易法１  獨占、結合、聯合》；廖義男（（1995a），（防止獨占之濫用並

監督企業之結合），《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廖義男（1995b），（獨占

法規與實務之檢討），《公平交易季刊第三卷第一期》，頁 1-10；莊春發

（1997），（外國競爭與地理市場的界定），《公平交易季刊第五卷第一期》；

郭土木（2000），（獨占之規範），《公平交易法新論》  

  

 

第五條 獨占之定義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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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條文 

（二）規範原則與制度架構 

（三）實務見解與學說主流 

二、日本  

（一）獨占行為 

１、主體  

２、行為─排除或支配事業  

３、對市場效果  

４、違反公共利益  

（二）獨占狀態 

三、德國  

（一）市場控制事業之定義 

（二）市場控制事業之推定 

（三）濫用市場控制地位之監督 

四、歐洲聯盟  

（一）市場控制地位 

１、控制地位之意義  

２、相關市場  

３、判斷標準  

４、共同控制地位  

（二）濫用行為  

１、濫用行為之概念  

２、濫用行為之類型  

（三）影響會員國間之交易 

貳、競爭法體系 

一、立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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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系定位  

參、規範功能與要件分析 

一、經濟學上之獨占或寡占  

二、法律獨占  

三、市場界定  

四、市場力量與獨占力  

五、獨占之認定事項  

（一）市場占有率 

（二） 考量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 

（三）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力 

（四）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不易克服之困難 

（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六、豁免之問題  

七、修法前之獨占公告制度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一）相關條文  

1.  美國主要係依據休曼法第 2 條（section 2）之規定來作為管制獨占力

濫用行為之基礎，其條文如下：「就數州間或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為一

部獨占或意圖為一部獨占或與他人共同或共謀為一部獨占者，應負重罪之

刑事責任。若經定罪，由法院裁量，處法人一百萬元以下罰金，其為個人

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三十五萬元以下罰金。」 1 

                                           
1 Section 2 of Sherman Act：「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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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原則與制度架構  

2.  就規範原則而言，休曼法第 2 條係以刑法來作為法規範之依據，換言

之，本法係以獨占之反競爭效果，亦即實施獨占（monopolization）為規範

之目標，並認為違反者應負刑事責任。此處所謂獨占或實施獨占究係何指

並不明確，然則審酌當時之立法文獻，可發現最初休曼參議員所提版本並

未有第 2 條之規定，而是由參議院的司法委員會（Judiciary Committee）

所增列，至於其起草人參議員艾德木斯（Edmunds）則表示，其立法之目

的應在於譴責那些透過個人行為來限制交易者，因其屬於違悖並有損公共

利益（offensive and injurious）之行為。  

3.  至於實施獨占之行為應如何定義？最初係依據案例法來加以詮釋，認

為所謂的實施獨占（monopolize）係指「以阻礙他人從事公平競爭之方式

來謀求一己之利」（ the sole engrossing to a man’s self by means which 

prevent other men from engaging in fair competition with him.） 2。然則發展

至今，美國最高法院已對此有更擴張性的看法，並認為條文所稱之實施獨

占意指「獨立之個人或一群人在某相關市場中排除競爭者或決定價格之能

力」（the power, either by an individual or by a group of individuals, to exclude 

competitors or to fix prices in a relevant market.） 3 

4.  其次，依據本條之規定，計有三種違法行為態樣：  

1、  實際的實施獨占（Actual Monopolization）  

                                                                                                                         

exceeding $1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35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2 參見美國國會紀錄中之議員對話，及可以發現立法者之原意；見 21 Cong. Rec. 3152 

（1890） . 
3 Kalinowski, Julian O. von, ANTITRUST LAW AND TRADE REGULATION Vol.1, 

§3.02 & nt.18 （1991）  
4 另有人認為應以實施獨占未遂稱之。見劉孔中，休曼法對實施獨占之規範，歐美

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1996 年 3 月，頁 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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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圖獨占（Attempts to Monopolize） 4 

3、  共同或共謀獨占（Combinations and Conspiracies to Monopolize）

5.  就實際的實施獨占而言，其所重要件為：1、在相關市場必須擁有獨

占力量；2、故意取得或維持該獨占力量；3、獨占行為。而所謂的相關市

場又可分為產品市場（Product Market）及地理市場（Geographic Market）。

一般而言，相關市場之界定乃是由需求替代及供給替代兩方面進行判斷。

關於意圖獨占之界定，自 1950 年以來，美國實務即認為意圖獨占需

具有三個要素：1、具體故意；2、具有發生獨占的危險可能性；3、明顯

的排除競爭行為。雖然實際的實施獨占與意圖獨占都要求故意此一主觀要

素，但是，前者所要求者，較諸後者僅有故意之具體故意，尚有其分別所

在。  

而關於共謀獨占，美國實務則是要由以下三個要素：1、具有共同或

共謀之行為；2、具有促進共同或共謀之行為；3、具有實施獨占的具體故

意。而關於共同或共謀獨占，需注意的是，既為共謀，則必以二以上之事

業主體為其適用前提，與此和實際的實施獨占及意圖獨占，並有未合。  

6.  此外，美國並不重視獨占狀態之認定，而係強調獨占力（monopoly 

power）存在與使用，從而美國的制定法中，並沒有對於獨占加以定義。

然而，透過實務的操作，仍確立兩個了主要要素，一為在相關市場是不是

享有獨占的權力；其次，是對於一些行為之要素去判斷是否有意圖獲取或

維持該等權力。從而，美國雖然對於獨占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定義，但是一

個企業是不是享有獨占的權力，則在於該企業是否可以依其意願而排除競

爭為判斷標準。  

（三）實務見解與學說主流  

7.  在檢測市場力時，對於相關市場的解釋是必要的，依 1992 年由美國

司法部與聯邦貿易貿易委員會所共同公布的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即認為所

謂的相關市場，當以產品市場及地理市場兩個面向加以思考。而地理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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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界定，在 1966 年 United States v. Grinnell Corp.一案中，即以全國為其地

理市場之判斷。  

8.  在獨占力量的判斷上，美國實務一致的見解是，所謂的獨占力量是指

控制價格或排除競爭的力量。惟值得注意的，美國實務並不要求價格真的

被提高抑或是競爭確實地被加以排除，重要的是，當業者想要如此為之

時，它具有如此為之的實力即足當之。然而，要直接證明事業具有此一力

量，並不容易，所以美國法院乃以事業是否擁有支配性的市場占有率作為

判斷事業是否具有獨占力量之標準。  

9.  如前所述，美國的法律制度，係由法官造法之方式，以形成判例共識，

所以廠商在市場的控制比例達到什麼水準，始具有顯著的市場壟斷力量，

大都由法官決定。在 1911 年 Standard Qil ＆  American Tobaca 一案中，90

％的市場占有率，即被推論為具有顯著市場壟斷力。而在 1945 年的 Alcoa

一案中，Hard 法官則認為雖 90％的市場占有率具有市場壟斷力，但 64％

的市場占有率，則可能不具有市場壟斷力。而在 1966 年的 Grinnell 一案

中，因 Grinnell 控制了 87％的市場，所以被推論為具有市場獨占力量。而

在 United Shoe 一案中，法官 Wyzanski 認為，因 United Shoe 控制了 75﹪

的鞋子市場，在經過審慎考量後，仍認為 United Shoe 具有市場壟斷力。

由此可見，實務運作上，美國法律雖無明文規定市場壟斷力之規範，但實

務操作上，仍大部分仰賴市場占有率的高低，來作無判定之依據。此外，

在獨占行為之行為類型上，一般則有拒絕交易（refusal to deal）、獨占的槓

桿行為（monopoly leveraging）、掠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價格擠

壓（price squeeze）、不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及專利濫用（misuse 

of patents）等。  

10.  而關於企圖獨占之危險可能性之要件，則是由 Swift ＆  Co. v. U.S.一

案所加以確立，其認為在企圖獨占之狀況下，毋庸證明被告具有獨占力

量，但必須證明該系爭行為具有導致獨占力量之危險性，申言之，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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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Tobacco 一案中所認為之若系爭行為之成功，則會產生實施獨占之

情形，若未成功，至少也會造成實施獨占的危險可能性。  

二、日本  

11.  一般而言，除結合管制外，各國競爭法之實體規範幾乎都屬於行為規

範，鮮見專以市場結構或績效作為其規範根基者，日本獨占禁止法在有關

獨占的規範方面，除一般的獨占行為規範外，尚有一以結構及績效為規範

基礎的獨占狀態規範，顯示出與其他國家的特異性。職是，於探討日本獨

占禁止法上之獨占規範時，就有必要針對屬於行為規範的獨占行為管制，

以及屬於結構規範的獨占狀態管制二者，同時予以檢討。  

（一）獨占行為  

12.  日本獨占禁止法在第 2 條第 5 項就獨占行為作如下定義後，並於第 3

條規定禁止事業實施獨占行為：「本法稱獨占者，指事業單獨或與他事業

共同、通謀或以其他任何方法，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致違反公

共利益，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者。」本項規定基本上可以大略

分割為四項構成要件：１、主體─事業；２、行為─排除或支配；３、對

市場效果─實質地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４、違反公共利益。以下，分別

就此等構成要件敘述之。  

１、主體  

13.  毫無疑問地，凡是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所定義之事業，皆可

為獨占行為之主體，而與聯合行為須以複數以上相互間具有水平競爭關係

之事業為前提不同，獨占行為可由單獨事業為之，甚至於其由數事業共同

為之時，各該事業不限於定須具有水平的競爭關係，即令其間為垂直關係

的上、下游事業亦可。複數的事業間之結合關係可藉由各種方法達成，但

由本項規定「與他事業共同、通謀或以其他任何方法」之文言來看，獨占

禁止法並未就其法律形式有任何限定，只要其係為實現獨占目的，而結合

為一共同遂行該當目的時，即符合本項規定之主體要件。此外，事業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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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共同擁有市場支配力，是否為獨占行為成立之前提要件，亦有疑問。從

本項規定將市場支配力＝競爭的實質限制列為獨占行為之結果要件一事

來看，實施獨占行為之單獨或複數事業，並不以其已具有市場支配力為前

提。雖然論理上如此，惟於實務運作上，實施獨占行為之事業本身若未擁

有一定之市場力量，實難能造成實質地限制市場競爭之結果；而由於複數

事業所共同實施之獨占行為，因各個事業之市場力的集結，更容易達到市

場支配地位，其獨占行為之危險性更大。  

２、行為─排除或支配事業  

14.  縱令擁有強大的市場力量、甚至可能擁有市場支配力時，其所為任何

行為並非即屬於獨占行為，而必須是該當事業有「排除」或「支配」他事

業之事業活動等情事時，方得認定其有獨占行為的可能性。惟須注意者，

事業只要有排除或支配其中一項行為即滿足本項規定要件，毋庸同時有排

除及支配行為的存在。雖然排除及支配之行為要件，在獨占行為的定義規

定上如此重要，但獨占禁止法本身並未就何謂排除、何謂支配有任何定

義，從而其正確意涵，就必須經由學說及判例等，予以確定。  

（1）排除  

15.  所謂排除他事業之事業活動者，係指使他事業之事業活動的存續發生

重大困難，或使市場進入成為相當困難之行為；具體而言，如利用低價傾

銷、杯葛或價格差別待遇等行為，令他事業難能繼續其事業活動，進而無

法成為有效的競爭或牽制事業。由此可知，排除行為之成立，並不以他事

業完全被排除於相關市場外或市場進入完全被封鎖為必要，只要他事業因

此排除行為而受到重大打擊，令其無法正常遂行其事業活動即可。於此，

排除行為並不需要由事業本身直接對他事業為之，間接經由第三者事業使

他事業遭到排除之結果者，亦屬之。同樣地，實施排除行為之事業與被排

除之事業，並不以二者處於同一水平市場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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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配  

16.  所謂「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者，係指對他事業之事業行動自由予

以一定的制約，令其依照自己之意思而為事業活動者；具體行為類型例如

持有他事業之股份達到足以控制他事業之程度者、利用優勢地位之行為

等。與排除行為類型一樣，支配行為之成立並不需要事業直接對他事業實

施支配行為，透過第三者事業間接地達成支配之目的，亦非不可。在東京

高等法院有關野田醬油判決一案中（高等法院民事判例集第 10 卷第 12 期

第 743 頁），其時野田醬油在日本全國及東京都內之市場占有率皆為第一

名，而鑑於過去之經濟現實，當野田醬油針對其產品漲價時，其他業者亦

不得不追隨，野田醬油本身亦深知此一經濟實況。從而當其於 1953 年中

以原料漲價為由，調漲其各種產品價格時，其他醬油廠商不久之後亦紛紛

追隨之。就此行為，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野田醬油利用其業界特殊

市場結構與情事，間接支配他醬油業者，令其不得不追隨其漲價行動，違

反獨占行為禁止規制，東京高等法院亦支持此一認定。雖然本案肯定在寡

占市場結構中，價格領導者之行為模式（price-leadership），可能該當於獨

占行為構成要件中的「支配」類型，但並非所有的價格領導者之行為，都

可視為支配，本案判決乃是以醬油業界當時的特殊情事而為其支配行為之

認定基礎。  

３、對市場效果  

17.  欲構成獨占禁止法上之獨占行為者，除有事業之上述排除或支配行為

外，尚須因此行為導致「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之市場效果，

始足當之。此際，所謂的「一定交易領域」，即一般吾人所稱之特定市場

或相關市場。從而，獨占行為之成立，乃事業因其排除或支配行為，而於

特定市場上取得市場支配力或市場支配地位，令其得於一定程度上，自由

地設定交易價格或條件，而不受其他競爭者之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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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違反公共利益  

18.  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5 項之獨占行為要件中，除前述之主體、行為、

效果外，尚有一「違反公共利益」的特殊要件，此一要件不僅於獨占行為

中有之，該法第 2 條第 6 項之聯合行為定義中，亦有此一要件存在。從而，

此一公共利益之解釋如何，影響到獨占禁止法三大規範對象（指獨占行

為、聯合行為、不公平交易方法等三者）中的二項，其重要性不言可喻。

究竟所謂的違反公共利益，係指該當行為本身滿足獨占行為或聯合行為之

其他構成要件後，就自動產生出違反公共利益情事，抑或是在其他獨占行

為或聯合行為要件外，違反公共利益有其本身固有之存在意義。有關此一

公共利益之解釋，實際上亦牽涉到獨占禁止法第 1 條目的規定中之直接目

的與終極目標二者之關係。基本上，對此一違反公共利益要件於本項規定

中之定位，有三種不同的見解：（1）訓示規定說；（2）違法要件說；（3）

違法性阻卻要件說。  

（1）訓示規定說  

19.  本說為學界一般通說，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本身基本上亦傾向此一見

解。持本說者認為，獨占禁止法中的公共利益即是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秩序

之維護本身，從而當獨占行為導致特定市場上之競爭受到實質限制時，即

構成公共利益之違反。若此，則只要有獨占行為、聯合行為等反競爭行為

的發生，即構成各該規定之違反，毋庸再證明違反公共利益之要件。因此，

條文上的「違反公共利益」等語，乃是訓示規定，不因此而增加另一特殊

構成要件。對於如此主張者，或會批評其如此解釋將使得違反公共利益形

同贅語，實非妥切之法解釋。對此，本說之支持者反駁，本項要件乃區別

依據正常的競爭行為而達到合法的市場支配力與利用人為的方式違法地

擁有市場支配力之要件；蓋就獨占禁止法之立場而言，若事業以合法行為

自然成長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時，其並不違法，從而合乎公共利益，但若

其利用不當的人為方式，取得此一市場支配力量時，則違反公共利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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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獨占禁止法規範。職是，違反公共利益要件存在之意義，在令一般社會

大眾區別合法的市場支配地位與違法的市場支配地位二者之不同。  

（2）違法要件說  

20.  持本說者認為，「公共利益」並不等同於自由的競爭秩序之維護，而

是與競爭秩序不同之其他社會公益，至於其具體內容如何，則須經由公平

交易委員會於具體個案中，個別確認。  

（3）違法性阻卻要件說  

21.  違法性阻卻要件說主張，一般而言，當特定市場上之競爭受到實質限

制時，即可推定有違反公共利益情事存在，此點近似於訓示規定說；然而，

本說並不認為沒有例外情形存在，其認為於縱令市場競爭受到實質限制，

但若例外地此一限制行為可能促成獨占禁止法第 1 條規定之終極目標的

「確保一般消費者利益的同時，並能促進國民經濟的民主且健全之發展」

時，則違法性之推定將被推翻，該當行為之違法性因此被阻卻。日本最高

裁判所（刑事判例集第 38 卷第 4 期第 1287 頁）基本上，亦傾向此一見解。

（二）獨占狀態  

22.  雖然，獨占禁止法制定目的之一，在促進日本戰後經濟的民主化，避

免社會經濟力量集中於少數集團手裡；然而，經過 1950 年代及 60 年代的

經濟高度成長，進入 70 年代之後，日本經濟力量又呈現出高度集中的傾

向，不少產業出現寡占市場結構，寡占市場所帶來的弊端逐漸顯著，使得

日本政府不得不正視此一問題。在競爭政策上，有關此一寡占問題之因

應，乃是於獨占禁止法中新增獨占狀態的規範，針對獨占或寡占市場結構

所引起的各項弊端，賦予公平交易委員會一定的權限，令其得以藉此規範

此種不當的產業結構。  

23.  獨占禁止法於第 2 條第 7 項定義獨占狀態之內涵，並於第 8 條之 3 賦

予公平交易委員會，為消除或減輕此類獨占狀態之弊端，可得採取之措

施。第 2 條第 7 項規定，對獨占狀態如是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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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稱獨占狀態者，指國內供給（不含出口）之同類商品（含未對

該當同類商品相關之一般事業活動的設施或態樣施予重要變更即得供給

之商品）」（以下稱此為「特定商品」）及與之功能及效用顯著類似之其他

商品的金額（扣除相當於直接課徵該當商品之稅額）或國內供給之同類服

務的金額（扣除接受服務者因此服務而被稽徵之稅額），於該等商品或服

務所屬之事業領域其最近一年之前述供給總額達到政令所定不低於一千

億日圓之金額時，且有下列所揭之市場結構及市場弊端者：  

１、於該當一年間，一事業之市場占有率超過二分之一、或二事業合

計之市場占有率超過四分之三者：  

２、其他事業欲新近入該當事業領域時，遭遇顯著困難的進入障礙；

３、該當事業所供給之特定商品或服務，在相當期間內，對照於其需

求變動或供給所需費用的變動，其價格上漲顯著過高或降價幅度

過低，且該當事業於該當期間內，有下列之一之情事者：  

（1） 獲取之利益顯著超過依政令所定之該當事業所屬業種的政令所

定之標準獲利率  

（2） 對照於該當事業所屬領域之事業的標準銷售費用及一般管理費

用，該當事業所支出之銷售費用及一般管理費用顯然過多。」

24.  由上可知，在最近一年其總供給金額超過一千億日圓的事業領域裡，

若呈現出市場結構過度集中的狀況（一事業市場占有率超過二分之一，二

事業超過四分之三），並因此導致該當領域出現不當的市場績效弊端（顯

著的進入障礙及長期的獲利或成本過高）時，縱令該當市場上之事業並無

獨占行為、聯合型為或不公平交易方法等，但是因為市場結構及成效的不

當，使得獨占禁止法藉由確保自由的競爭秩序所欲達成之社會經濟利益，

因此而無法達成時，獨占禁止法乃例外地容許得以市場結構及市場績效之

基礎，進行市場介入，賦予公平交易委員會改進此一不當市場結構或績效

之命令措施。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8 條之 3 規定，當有此獨占狀態情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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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可命相關事業為營業之部分讓與或其他為回復競爭所

必要之措施。惟須注意者，此一措施之命，不得導致相關事業供給成本變

得過高、或導致其會計不健全、或危害其事業的國際競爭力。  

三、德國  

（一）市場控制事業之定義  

25.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所稱市場控制地

位之企業，係指具備下列要件之一之特定種類商品或營業上之供給者或需

求者：  

１、無競爭者或未有實質之競爭；或  

２、與其他競爭者相較，擁有優越市場地位者。優越市場地位之認定，

應考量其市場占有率、財力、其對採購或銷售市場之進出、與其

他企業之聯鎖關係、對其他企業進入該市場之法律上或事實上限

制、本法適用範圍內或適用範圍外有關企業之事實上或潛在競爭

力、改變對其他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供給或需求能力，以及迴避

其他企業從事市場競爭之可能性。  

二家或二家以上之企業，就特定種類之商品或營業上給付，無實質上

的競爭存在，且其在整體上符合第一款之要件者，為具有市場控制地

位之企業。」  

26.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對具有控制市場地位之事業基本上是採取濫用

監督的方式加以管制 5。「有功能的競爭」指導原則之出發點為，市場強勢

事業，相對於其他競爭者、供應商、購買商之勢力，會經由競爭而受到監

督及限制，如這些事業不想損失自己的市場地位，就會被強迫採取合於競

爭之行為；但對於已控制市場的事業，則上述指導原則並不適用，蓋已控

制市場的事業能馴服其競爭者，亦能命令供應商及購買商接受特定的交易

條件。濫用監督於此處介入，濫用監督亦稱為所謂的行為監督，因濫用監

                                           
5 Vgl. §. 19 Ab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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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本身並無法改變市場的結構、也不願去改變，僅在嚐試如何控制事業的

市場行為，亦即在促使事業朝向，如同其真地處於一競爭環境中的運作方

向。  

27.  在控制市場（Marktbeherrschung）概念之定義方面，有不同之形式，

亦即所謂「控制市場地位」，指個別事業無其他競爭者、或與他事業缺乏

實 質 之 競 爭 （ Wesentlich Wettbewerb）， 或 較 他 事 業 具 有 優 越 市 場 地 位

（Überragende Marktstellung） 6，亦或是寡占事業間之控制市場謂之。真

正的獨占---除一事業外別無其他競爭者---之情形毋寧相當少見，大部分的

獨占係基於國家賦予的特權，第二種類型是事業間並不存在「實質重要的

競爭」，亦即當市場占有率相當高，例如已達 90%或 80%之情形。然單純

以市場占有率為依據的觀點，依經驗顯示過於嚴格，即使真正的市場占有

率比上述的 90%或 80%還低，有時也無法透過競爭來控制事業的行為。基

於實務上的經驗，立法者因此便將控制市場的概念擴大到上述所提的第三

種類型，即擴大為「相較於其他競爭者擁有顯著優越的市場地位」，是故

不應只以事業之市場占有率為唯一考量標準，而亦應考慮事業的財政能

力、買方或賣方的接觸管道，及與其他事業的交錯關係。在此脈絡下，控

制市場的特徵也可以其他方式來描述：例如當事業對市場策略的發展，或

各個營業活動要素的投入，有其單方面的行為施展空間時，則已構成所謂

控制市場，也就是說事業能不顧其他競爭者、不怕反彈地計劃並貫徹其在

市場上的行為。  

28.  欲判斷事業是否具有控制市場地位，會涉及市場範圍之界定及市場占

有率之計算。由聯邦卡特爾署及法院的判決中首先發展出在界定市場方面

「功能上的可替代性」原則：例如，當某產品的價格提高時，購買者會放

棄該產品，而選擇價格仍維持不變的另一產品，然而購買者只有在下述情

                                           
6  本 句 為 第 二 次 修 正 營 業 競 爭 限 制 防 止 法 時 所 引 進 ， 在 實 務 上 之 運 用 甚 廣 。 Vgl. 

Stockman, a.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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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會這麼做，亦即透過原產品所欲追求的目的，亦可經由另一產品來獲得

滿足時，換言之，當此兩產品從產品使用性的觀點來看，具有可替代性的

情形 7。可替代性並不只是技術性的問題而已，例如一事業提供其領導班

子汽車，作為公務用專車，當汽車價格上漲時，此事業可能是選擇另一品

牌的汽車，而絕不是去購買一中型汽車或甚至小型汽車來取代；同樣的情

形亦適用於律師、醫師或其他行業，因這些行業的從業者，視所使用的汽

車為一種身分地位的表徵之故。聯邦卡特爾署因此便區分出數個獨立的汽

車市場，即大型汽車市場、所謂中型汽車市場與小型汽車市場。然而「功

能的可替代性」，亦即依照可能的使用目的之可替代性，只是法院的輔助

手段之一，法院得某程度基於自己的經驗、有時亦藉由專家的幫助，調查

某些產品間的可比較性而後界定市場；例如當大眾的品味偏好在交易上有

舉足輕重的意義時。譬如某特定市場，就香水、摩登服飾所享有的聲譽，

此時若欲以產品之「功能」為界定市場的標準，幾乎不可能。然聯邦卡特

爾署憑其數十年累積之經驗和詳細的資料庫，可謂始終較能勝任訪查消費

者或買受人實際行為的工作，並可具體得知，數產品究竟實際上在何程度

內，就購買者之購買選擇而言，是可互相替代的，並因此得將此數產品劃

歸為同一市場 8。  

（二）市場控制事業之推定  

29.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19 條第 3 項規定：「一企業擁有三分之一以

上之市場占有率者，推定其具有市場控制之地位。數個企業整體具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亦視同具有市場控制之地位：  

１、三家或三家以下企業，其市場占有率合計超過百分之五十者；或

２、五家或五家以下企業，其市場占有率合計超過三分之二以上者；

但，企業整體若能證明，競爭關係所需之要件確實存在，或有可預期

                                                                                                                         
7 Emmerich, Kartellrecht, 9. Aufl., S. 168 ff. 
8 Arndt Teichmann 著 , 劉華美譯，對市場控制事業之監督為國家之任務，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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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競爭存在；或與正常之競爭關係比較，該企業整體並不擁有異常之

市場控制地位者，不在此限。」  

一事業是否屬於控制市場事業的疑問，不僅在劃分相關市場方面有其

困難，德國聯邦卡特爾署也經常面臨此種情況，即事業雖有高市場占有

率，也能確定其有合於所需的財政來源，並與其他事業間也有交錯關係，

但卡特爾署仍不能提出，要判定其為控制市場事業的完整證據：懷疑之處

在於，是否存在能排除相關事業之控制市場地位的因素。蓋非屬控制市場

事業的濫用行為，並不能被禁止，依照一般規則，國家機關須提出完全的

證據，有疑義時應採不利於國家而非不利於相關事業之解釋。對官署而

言，鑑於其有限的人力、物力，要去證明如此複雜的經濟事件，將很快面

臨效率上的瓶頸，因此立法者透過立法之方式，規定當事業之市場占有率

達至一定比例時，將「推定」該事業為控制市場事業。此規定並非減輕聯

邦卡特爾署應完全調查案例事實的責任，亦未減輕對不符合控制市場情事

的審查，只是在一般調查程序結束時，如仍未獲得明確結論的話，則官署

可僅憑市場占有率達之理由，來確認事業具有控制市場的地位，並因此而

可開啟濫用監督的程序。從事業的角度而言，如其有意願並有可能性，則

可舉出具體事例以駁斥此種推定 9。  

30.  此種立法技術上之推定可分為獨占之推定（Monopolvermutung）及寡

占之推定  （Oligopolvermutung），前者為依照第 19 條第 3 項第 1 句，當

一事業之市場占有率到達三分之一時，即推定其為市場控制事業，後者為

依照第 19 條第 3 項第 2 句第 1 款及第 2 款，區分為兩種情形，其一為 3

家或 3 家以下企業，其市場占有率合計超過百分之五十者；其二為當五家

或五家以下企業，其市場占有率合計超過三分之二以上，即推定為具有市

場控制地位之事業。  

                                                                                                                         
9 Arndt Teichmann 著 , 劉華美譯，對市場控制事業之監督為國家之任務，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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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推 定 具 有 控 制 市 場 地 位  」 之 情 形

（Marktbeherrschungsvermutung），除對獨占事業及寡占事業之控制市場地

位之推定外，於第六次修正競爭法後，已不再考慮事業營業額之多寡，換

言之，只要在客觀市場結構上，事業擁有之市場占有率達到一定比例時，

不論其營業額如何，其行為即應受本法之濫用監督（Mißbrauchsaufsicht）。

而在寡占事業之推定，除非寡占事業能舉證證明，寡占事業相互間仍存在

實質的競爭，或寡占事業之整體，並無相對其他事業之優勢市場地位，始

能排除此推定 10。  

（三）濫用市場控制地位之監督  

31.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一個或數個企業濫用

其市場控制地位者，應禁止之。」而第 19 條第 4 項則規定：「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具市場控制地位之特定種類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供給者或需求

者，就其行為為濫用經濟力：  

１、無實質上之正當理由，以市場上競爭相關之方法，對其他有競爭

可能性之企業加以侵害者；  

２、所要求之報酬或其他交易條件，與在有效競爭下極有可能導致之

報酬或條件不符合者；於此情形，由應斟酌在其他與之可相比較

之市場上，有效競爭存在時之企業行為態樣。  

３、所要求之報酬或其他交易條件，比在可相較之市場上，具市場控

制地位企業對同等購買者所要求者，更為不利；但其差別若有正

當理由者，不在此限。  

４、具市場控制地位之企業拒絕其他企業，以適當之對價要求共同使

用其網路系統或其他基礎設備者，且基於法律上或事實上理由，

其他企業若無法與之共同使用其設備，即不可能成為市場控制地

位企業之競爭對手。但共同使用設備係基於企業之條件或其他理

                                                                                                                         
10 Vgl. Art. 19 Abs. 3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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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無法達成者，不在此限。」  

32.  有關「濫用」控制市場地位之法律效果方面，於第六次修正競爭法時，

參酌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6 條之精神，於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不待行政機

關採行措施，即為本法直接有效禁止之行為 11。惟因是否存在濫用之情

形，實務上常常有舉証上的困難，德國法院往往也要求提供更清楚的証

據，因此迄目前為止，本條修正後對實務的影響似乎並不是很大。  

關於濫用之型態或範例，是一困難的課題，在第四次修正營業競爭限

制防止法時，立法者在第 19 條第 4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引進了一些範例，

學說上並將第 19 條第 4 項第 1 款之濫用型態稱為「阻礙型濫用」

（Behinderungsmißbrauch），其基本出發點為，市場上任何一個成功的競

爭，都是一種對其他競爭者的阻礙，蓋企業關心的正是，如何降低其他事

業的市場占有率，亦即不利於其他競爭者地提高自己的營業額，此種描

述，對於當所有競爭者的總營業額都無法再提升時之所謂已飽和的市場或

不景氣的市場，特別貼切。「阻礙」其他競爭者，本是競爭的重要元素，

那就必須非常清楚地描述，什麼是濫用的行為，本法規定，阻礙的產生「並

無實質正當之理由」，亦即所使用的手段與競爭本旨不符，而是違反競爭

之手段。  

33.  第 19 條第 4 項第 2 款和第 3 款之濫用型態則稱為「剝削型濫用」

（Ausbeutungsmißbrauch）。一般而言，事業自己制定價格的自由，是一種

經濟的基本自由，亦即是事業的一種透過憲法所保障之事業自由的一部

分。國家之價格政策並非無副作用，例如對於能源類（瓦斯、電力）訂得

很低的國家價格，造成不僅工業方面、連私人家用方面都大量過度地使

用，此則又導致了能源供應事業的虧損，而更無能力的來進行如何節省能

源的投資。如國家放棄價格監督，則此任務便須以其他方式來達成，而競

爭的核心功能---除提供革新的刺激外---正在此處，唯當存在控制市場事業

                                           
11 即如同聯合行為在第 1 條之規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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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些事業已不受競爭的監督，亦即競爭不再成為監督機制時，國家的

濫用監督就應介入。國家濫用監督的目標即在促使事業於市場上為這樣的

行為，即如同事業處於正常競爭結構下可能會有的作為，此作為係透過市

場所決定；換言之，事業的行為必須「儼然如同」他們處於競爭中所為。

34.  要從理論上計算出一個可比較市場上之競爭價格，並非易事，通常係

作實際的比較，但這又以必須真的有那樣一個市場的存在為前提，在這市

場中存在競爭，而這些影響價格形成的因素間是可互相比較的。聯邦卡特

爾署在某些案件中，也有找到這種比較市場，例如相同生產者  （在德國

和例如在義大利  ） 生產相同藥物的價格間，是可互相比較的，在此也有

明顯的價格區分，對此區分事業本身並無法正當地加以解釋。然而在大多

數情形，聯邦卡特爾署也面臨找不到比較市場的困境，例如控制市場之情

形經常也存在於其他市場，在該其他市場也具有相同的價格關係。尤其即

使找到一產品可互相比較的市場、在該市場也存在競爭，但卻不能將在該

處找到的價格，直接運用到目前質疑的案例上，因為各種稅捐、工資的區

別，運輸成本、能源成本等的不同，都會影響價格的形成，因此，要從另

一市場之價格中，多少過濾掉上述各種影響價格形成的因素，以期獲得一

可與被認為屬於濫用的價格間互相比較的標準，實務上諴非易事 12。  

 

35.  此外，德國此次新修正還增加了第 19 條第 4 項第 4 款「拒絕使用網

路系統或基礎設備」，亦視為濫用市場控制地位之範例，亦即如具市場控

制地位之事業，拒絕其他事業以適當對價要求共同使用其網路系統或其他

基礎設備，並且基於法律上或事實上原因，其他事業若無法與之共同使用

其設備，即無法成為該市場控制地位事業之競爭者時，亦構成競爭法所禁

止的濫用市場地位行為。但法律亦規定，如該控制市場事業能證明，由於

企業上的原因或其他原因而不可能，或不可期待其提供網路系統予他事業

                                           
12 Teichmann，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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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則不屬於濫用行為。一般而言，本款在設計上充滿了不確定法律

概念，例如控制市場事業因其提供網路系統而可要求多少的報酬？其他相

對事業應如何證明其使用該網路系統確有必要等等疑問，尚有待實務進一

步發展。  

四、歐洲聯盟  

36.  按歐體對於居市場控制地位之事業，就其經濟力濫用之行為，係依羅

馬條約第 82 條予以規範。該條規定：  

「於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一個或數個事業有控制地位濫用之行

為，在會員國間之交易可能被影響的範圍內，與共同市場不相容並應禁

止。該等濫用行為尤其包括：  

（一）直接或間接課加不公平的買價或賣價或不公平的交易條件；

（二）限制生產、行銷或技術發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  

（三）對交易相對人，就相同之交易適用不同之條件，致使其受

到競爭上之不利益；  

（四）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契約之條件，而此給

付，依其性質或按照商業習慣，與契約標的並無關連。」

37.  由條文觀之，羅馬條約第 82 條對於事業擁有「市場控制地位」

（dominant position） 並不加以禁止，僅於該事業有「濫用」（abusive） 行

為時，始加以處罰。蓋一般而言，歐洲之事業規模並不龐大，爰於考量全

球之競爭趨勢下，倘允許此種具優勢地位事業之存在，將有助於應付外來

之競爭。再者，歐體內之貿易障礙消除，市場逐步自由化，若允許適度的

經濟力集中，亦有助於事業調整體質，俾因應日趨激烈之市場競爭。要言

之，羅馬條約第 82 條於適用上，須具備下列三項構成要件：（一）一個或

數個事業擁有市場控制地位。（二）濫用行為。（三）影響會員國間之交易。

以下即分別說明各該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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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控制地位  

１、控制地位之意義   

38.  羅馬條約第 82 條並未就市場控制地位加以定義，故其相關意涵必須

透過執委會及歐洲法院的見解加以補充。執委會在United Brands案 13中曾

做出定義：控制地位為「事業享有一經濟強勢狀態，使該事業有能力對其

競爭者、顧客及最終消費者為一可察覺程度  （appreciable） 的獨立行動，

並能在相關市場中阻止有效競爭之繼續維持。」歐洲法院在其後的案例中

對此定義均加以支持 14。另外，執委會在AKZO案 15中亦表示所謂控制地

位是「排除有效競爭的能力，其具有可獨立行動於其他競爭因素的能力，

但也包括排除或嚴重減損現有競爭，或防止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之能力。」

39.  由歐洲法院及執委會對控制地位的定義分析可得下列二點：在積極的

方面，控制地位之事業不受到其他競爭者、顧客及最終消費者的影響，本

身具有獨立行動的能力。在消極的方面，控制地位之事業具有妨礙有效競

爭之能力。  

２、相關市場  

40.  判斷事業是否居於市場控制地位，首須由界定相關市場著手。蓋市場

範圍大小關乎控制地位衡量：所劃定的市場範圍較大，則事業在該市場中

之市場力量將相對減小，被認定為控制地位之機會較低；反之，若劃定的

市場範圍較小，事業之市場力相對提高，則被認定為控制地位的機會將因

而增加。歐洲法院即曾在CCC案 16中指出相關市場的界定是決定控制地位

的重要因素。  

界定相關市場，通常須就產品市場、地理市場及時間因素三方面加以

考量：  

                                           
13  Case 22/76 [1978] ECR p.207。  
14  歐洲法院在 Michelin 案，Case 322/81 [1983] ECR，即採相同的定義。  
15  Case C-62/86, AKZO v. Commission [1991] 1 ECR 3359, [1993] 5 CMLR 215。  
16  Continental Can Company 案，O.J. [1972] L7/25, at L/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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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市場  

41.  產品市場是涉案產品或勞務，與其他產品或勞務得為有效競爭之一定

範圍。歐體執委會規則 2779172 號第 2 條揭櫫：相同產品，或因其特性、

價格或用途，消費者認為相似的產品，屬於同一產品市場。職是，合理相

對的替代可能，為產品相關市場的確定原則，祇要消費者認為某些產品就

價格、效用、品質，可取代原來之產品，則此類產品即應包括於同一市場

之內，基此，供應特定產品之事業，雖無居市場控制地位之可能性，然就

某特定消費者群言，該特定產品獨自形成一市場，此時供應是項產品之事

業，則有居控制地位之可能性，是形成所謂「次市場」（sub-market）  之

概念 17。  

42.  在United Brands案 18中，被告係一美國公司，事實顯示該公司控制全

球性的香蕉市場，從生產、包裝、船運、分配、促銷一手包辦，而在歐體

有限制價格及拒絕供應之行為，經過一審詳密的調查分析，執委會認定被

告有濫用控制地位之行為。有關此點，歐洲法院接受執委會的意見，認為

要判定香蕉有別於其他水果為一獨立市場，必須釐清香蕉之特殊性，確認

其與他種水果僅於極有限的程度內具交換性，且幾乎不可發現它們之間有

競爭關係存在。據此原則，法院同意柳橙不能取代香蕉，另外蘋果或其他

應時的水果與香蕉的交換可能程度亦極為有限。要言之，香蕉與他種水果

既無長期的交換彈性，亦無季節性的代替關係，故判定香蕉為一獨立市場。

43.  在Commercial Solvents案 19中，則屬產品無替代性之例子。Commercial 

Solvent Corporation （CSC） 為一設於美國馬利蘭州的公司，該公司幾乎

                                           
17  D.J. Gijlstra, Competition Law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v.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Commentary, Stephen Rubin, Suppl.39 （January 1983） , GER. C-48. 
18  Case 27/76: United Brands Continental BV v. EC Commission [1978] ECR 207 [1976] 

2 CMLR 147, [1978] I CMLR 429. 
19  Cases 6-7/73: Commercial Solvents Corp. v. EC Commission [1974] ECR 223, [1974] 

I CMLR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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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全球製造抗結核藥ethambutol所必需的二種原料nitropropance及

aminobutanol的市場。CSC在義大利有一子公司Istituto，透過該子公司CSC

拒絕供應上述二種抗結核藥之原料給另一義大利公司Zoja。Zoja原為

Istituto之顧客，因其被拒供應，亦無法從他處取得代替品，有被逐出市場

之虞，遂申訴於執委會。本案執委會及歐洲法院皆一致認為，由於產品之

無需求交互彈性，明顯的為一單獨市場，因CSC透過其在歐體之子公司拒

絕供應，實已構成控制地位經濟力濫用。  

44.  另外，在General Motors Continental N. V.乙案 20，General Motors公司

獲得比利時政府檢驗核發汽車合格執照的獨家授權，該公司就此勞務事實

上擁有無可替代的產品市場，本案由於General Motors公司藉其獨家優勢，

提高服務費用，執委會認其構成市場控制地位之濫用，遂繩之以羅馬條約

第 82 條。  

（2）地理市場  

45.  界定相關地理市場主要為劃出一合理的地理區域，在該區域內，相關

產品得為有效競爭。歐洲法院在United Brands案 21曾提出如下定義：「關

於地理區域之明確定義為，就同一產品市場，其競爭條件達到充分相同的

程度，使相關事業得以評估其經濟力影響程度的範圍。」故地理市場可謂

對所有交易者而言，適用相同客觀競爭條件的區域。  

最常影響地理市場範圍的因素不外乎運送成本、商品性質與特徵、消

費者的使用習慣及愛好以及法令上的貿易障礙等。  

46.  另就法條規定而言，羅馬條約第 82 條已明白規定「在共同市場或其

重要部分」。準此而言，學者皆認為所謂「重要部分」，不能純以地理範圍

之廣狹視之 22。因為不乏地理範圍狹小的市場，從經濟觀點分析卻極具重

                                           
20  Commission dicision 75/75: [1975] I CMLR 20; Case 26/75 General Motors 

Continental v. EC Commission [1975] ECR 1367, [1976] I CMLR 95. 
21  Op. cit., note 6 supra. 
22  Jean Guyénot & Charles P. d’ Evegnée, European Antitrust Law of the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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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於此類市場中具有控制地位之事業，設若純採地理範圍標準，則無

異縱容其濫用行為，經濟秩序亦將為之紊亂。是以局部性、地理性的市場，

應以經濟尺度來判斷始稱允洽。  

47.  實務上，在Continental Can Company乙案 23中，執委會認為雖然地理

市場狹小，惟該區域內人口稠密且居民生活水準很高，顯示涉案市場經濟

上之重要性，是對活動於其間之控制事業不宜等閒視之。在 1971 年的Sirena

案 24中，歐洲法院亦強調地區性市場經濟重要性的觀點。在Sugar cartel案

25中，歐洲法院更明白表示，所謂「重要部分」除須考量買賣雙方之習性

與經濟機會外，更應重視產品生產及消費的模式與數量。準此，雖涉案企

業所控制之糖業生產，僅占歐市全部產量千分之五不到，歐洲法院仍然認

為該當羅馬條約 82 條之規定。  

48.  在Hugin案 26中，歐洲法院認為Hugin製造的收銀機修護零件，因無代

替品，遂居世界性的控制市場地位，至其於歐體之活動，僅及於共同市場

之重要部分，即包括英格蘭、蘇格蘭及威爾斯地區。於United Brands案 27，

United Brands公司在歐體的活動被認為是其在世界性香蕉市場營運的一部

分。惟基於特殊因素的考量，將英、法、義，從共同市場排除。因為英國

對屬於大英國協的加勒比海國家所產香蕉，給予優惠關稅，法國與其昔日

殖民地間亦有類似關係，義大利則出於其實施限額政策。另在Bayer and 

Gist Brocades Agreement乙案 28中，執委會認為本案盤尼西林  （penicillin）

                                                                                                                         

Market, 1976, pp. 91-92. 
23  Op. cit , note 4 supra. 
24  Cases 40/70: Sirena Srl v. Eda Srl [1971] ECR 69. [1971] CMLR 260. 
25  Cases 40-48, 50. 54-56, 111, 113 and 114/73: Suiker Unie （Cooperative Vereniging） 

UA et Al v. EC Commission [1975] ECR 1663, [1976] I CMLR 295. 
26  Case 76/68: Liptons Case Registers and Business Equipment Ltd v. Hugin 

Kassaregister AB [1978] I 
27  Op. cit, note 6 supra. 
28  Case 76/172: [1976] I CMLR D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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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應市場，遍及世界各角落，惟蘇俄及東歐除外。  

49.  從上述案例可知，地理市場應綜合相關因素，就個案具體探討。而左

右產品供需及事業經營因素多端，故所劃定市場大小不一，非可一概而

論；然大體而言，隨著共同體於 1992 年整合成為單一內部市場，執委會

對地理市場的定義也隨之修正。當外來的競爭打破了原建立於一國、一區

或當地市場的競爭生態時，地理市場的範圍將因而擴大。若執委會放棄原

先所採較為嚴謹的市場定義，且在沒有技術上或法令上的限制下，則相關

市場將以整個歐體區域為範圍，此時被認定為控制地位的機會將較過去大

為減少。  

（3）時間因素  

50.  競爭條件可能因時間而變化。對某些產品而言，不同的時節可能出現

足以競爭的替代品，故時間因素亦應納入市場考量。在United Brands案 29

中，有證據顯示香蕉之交互需求彈性受到季節性的影響。夏季，各種水果

充沛，香蕉面臨其他水果的競爭，需求降低；但在冬季，則因水果種類較

少，香蕉的需求量大，市場地位益顯重要。可見香蕉市場應分為兩個季節

性市場。然執委會最後卻堅持以整年為期，認定只有一個時間市場，且當

事人在該市場中具有優勢地位。歐洲法院亦贊成此見 30。  

51.  另外，在Michelin案 31歐洲法院認為對於進入短期市場的相關障礙亦

應考量：相較於長期的競爭運作，短期進入市場的障礙是較為突顯的，包

括投資廠房的開銷、聲譽的建立、良好的行銷網、及技術移轉與取得等，

皆會對長期發展投下風險及變數。歐洲法院基於廠房新設及建立消費者的

信 賴 皆 須 長 期 培 養 ， 故 忽 略 Michelin進 入 市 場 所 造 成 的 新 容 量 。 再 基 於

Goodyear已獲利性地在荷蘭建立工廠，故認為Michelin可能沒有剝奪其地

                                           
29  Op. cit., note 6 supra. 
30  Richard Whish/Brenda Sufrin, Competition Law, 3. ed, Butterworths 1993, p.259. 
31  Op. cit., note 2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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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但為防有剝奪之虞，將限制Michelin的市場行為 32。  

３、判斷標準  

52.  大體而言，市場占有率仍是歐體用以判斷事業是否具備市場控制地位

之主要標準。蓋控制地位既為事業於相關市場上經濟力之顯現，則以該事

業占有市場比例之多寡，推算其是否具有此地位，當然是最直接有力之方

法。實例上，即有以涉案產品之市場占有率超過 80%，據以認定涉案事業

擁有市場控制地位者 33。  

53.  惟實際上亦有顯現市場占有率之高低，與市場力量之強弱並無必然之

關係者。蓋因產業結構各異，市場占有率有時未必能確切反應事業真實的

經濟力 34。此時，用以判斷事業是否具有市場控制地位，除市場占有率外，

尚須斟酌其他因素。  

（1）市場占有率  

54.  歐洲法院  （ECJ） 及歐洲第一審法院  （CFI） 對市場力的考量確以

市場占有率為主要因素。在維他命Hoffmann-La Roche案，ECJ曾表示市場

占有率並非判斷市場控制地位的永久性因素，但除非情況特殊，否則事業

具有強大的市場占有率，即是判定市場控制地位的指標。在AKZO案，ECJ

以 50%的占有率做為市場控制地位的象徵。1992 年CFI在Hilti 35案中，更

對於擁有高市場占有率之事業要求負起舉證責任，令其提出反證以證明事

業本身非具市場控制地位。  

55.  依歐體執委會在 1980 年第十次競爭政策報告，凡市場占有率達 40%

至 45%以上的事業，容易被認定市場控制地位，而占有率在 20%至 40%之

                                                                                                                         
32  Valentine Korah,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EEC Competition Law and Practice, 4ed, 

ESC Publishing Limited, Oxford, 1990, p.61. 
33  Op. cit., note 4 supra. 
34  Voir commission de la concunence, Rapport pour lá unée 1979, pp.11-12. 
35  Case T-30/89 [1992] 4 CM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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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者，在參斟相關因素後仍可能被判定居市場控制地位 36。惟自歐體結合

規則  （  4064－89 號規則  ） 施行後，低於 25%市場占有率的事業，則通

常被認為與共同市場相容，此亦成為第 82 條的判斷參考 37。  

在實務執行上，執委會對占有率超過 50%的事業，通常推定為控制事

業。但單依市場占有率為判斷極可能成為誤判，故執委會仍要參酌其他因

素才能做成客觀的判斷。  

（2）其他判斷因素  

56.  除市場占有率外，有關市場進入障礙、產品之替代性、競爭對手之規

模、潛在競爭者、交易相對人之對抗力等因素，亦為判斷有無市場控制力

之重要認定要素 38：  

57.  Ａ、進入障礙  

當市場中不存在其他的法令上或特殊的障礙時，即使事業擁有較高的

市場占有率，亦難驟被認有獨占地位。所謂法令上的障礙，例如智慧財產

權的行使或因法令構成的獨占等。另外，昂貴設備或技術的取得也成為市

場進入的障礙因素。  

Ｂ、替代性產品  

市場上的替代品充裕與否攸關涉案產品的市場地位。除了直接替代

產品外，間接替代品雖未形成市場的實質部分，但因其極可能限制了涉

案產品的自由流通，故亦應納入考量。  

Ｃ、競爭對手之規模  

當市場結構呈分散零碎的競爭狀態，則即使僅為相當小規模的絕對

市場占有率亦足以被判定為市場控制地位。相對地，當市場上存在其他

                                                                                                                         
36  Ten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80, p.150. D.G. Goyder, EC Competition Law, 

2 ed. 
37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3, pp.343-344. 
38  Markin Robert, Encyclopedia of Competition Law, Vol.1, Sweet & Maxwell, 

Competition R. 19: March 1994. pp.1358-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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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有力的競爭對手，則可能會限制涉案產品的自由流通。故衡量競爭對

手之規模大小亦是必要考量。  

Ｄ、對抗力  

當一市場占有率極高的事業面臨單一消費者或一群共同行動的消費

者之強大購買力時，該供應業者的市場力可能受到相當的抵銷，而無法

取得市場控制地位。  

Ｅ、潛在競爭者  

對於市場進入障礙較低或潛在競爭者打算投入長期性投資的市場，

執委會會特別衡量業者既有的高市場占有率與潛在競爭者的實力，以判

斷是否構成優勢地位。  

58.  實例上，以United Brands案 39而言，在該案中涉案事業僅擁有相關市

場 40%到 45%的占有率，並非構成認定控制事業的重要基礎；其他有關的

因素，才是歐洲法院作積極判斷的主因：如特定市場中規模最大的競爭

者，其市場占有率祇有 9%到 16%之間；與經銷商有垂直約定構成整合的

經濟關係；有範圍廣大且穩定可靠的供貨來源；快速有效率的載貨運輸等。

59.  綜合上揭各要素觀察，認為涉案事業以拒絕供應，作為對不遵守其約

定之懲罰手段，正是控制事業濫用市場地位之有力證明。  

４、共同控制地位  

60.  羅馬條約第 82 條條文以「一個或數個事業」為規範對象，不免涉及

數事業間共同擁有市場控制地位的情形，此即所謂共同控制地位  （joint 

dominance or collective dominance）。以第 82 條處理共同控制地位，向有

規範上的爭議；另外，此對以第 82 條適用寡占行為亦意義深遠。  

61.  羅馬條約對寡占及寡占事業間之勾結並未明文規範，先前皆依第 81

條規範。但寡占間多半發生平行行為  （  或模仿行為  ）  而非勾結行為，

欲以第 81 條繩之以法實非易事。故有主張依第 82 條規範，或可克服規範

                                           
39 Op. cit., note 6,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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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漏洞。但學者亦質疑第 82 條是否足以對抗寡占間巧妙的平行行為 40。

62.  1986 年執委會針對寡占市場及共同控制地位發表報告，該報告明示條

約第 82 條得以適用處罰濫用共同控制地位。這也是競爭政策目標之一，

用以預防由沈默的勾結所滋生的各種不當行為。  

63.  依歐體長期的執法經驗，歐洲法院在Hoffmann-La Roche 41案認為應將

共同控制地位與寡占事業的平行行為區分開來。在義大利平面玻璃案

ltalian Flat Glass 42，執委會認定三家義籍玻璃業者居於一高度寡占市場，

並具有高度自主性可妨礙有效競爭，而無須考量其他競爭業者，實已構成

違反第 82 條的濫用共同控制行為。此外，執委會在決定案中亦對三家業

者實施違反第 81 條的協定及聯合行為予以非難，意義重大。再者，在Societa 

Italiano Vetro案 43 （  該案為Italian Flat Glass案的上訴案  ）  後，學者咸

認為共同控制已成為執委會用以對抗無勾結寡占及無法證明確有勾結之

寡占行為之利器。在Alsatel v. Novasan案 44，執委會即認為非勾結的平行

行為亦可能構成共同控制地位的濫用。  

但至今為止，受到第 82 條規範的共同控制仍只出現在事業間存在協

議或該濫用行為同受第 81 條非難的情形 45。  

（二）濫用行為  

１、濫用行為之概念  

64.  羅馬條約第 82 條並未明白規定何謂經濟力濫用。是以，1965 年 12

                                                                                                                         
40 Peter Freeman/Richard Whish, Competition Law, Butterworths, up to date to Oct. 1st, 

1993, VI/261. 
41 Case 85/76 [1979] ECR 461, [1979] 3 CMLR, 211. 
42 O.J. 1989 33/44 [1990] 4CMLR 535. 
43 Case T-68/89 [1992] ECR 1403, [1992] 5 CMLR 302. 
44 Case 247/86 [1990] 4 CMLR, p.434. 
45 Peter Freeman/Richard Whish, Competition Law, Butterworths, IV/262-263. up to date 

to Oct. 1st,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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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執行委員會備忘錄 46，即對濫用行為提供一個精簡扼要的說明：「事

業所為的違法行為，有悖於（羅馬）條約所揭櫫的宗旨者，謂之濫用行為。

控制事業濫用行為之對象，可為現在的競爭者、潛在的競爭者、供應者及

使用者。因為無濫用的概括性定義，故認定濫用行為之存否，應就個案情

況之差異分別判斷。」  

65.  在上述備忘錄中，雖言執委會對控制事業的濫用行為作一定義性的解

釋，惟如上所見，究未十分明確，此為濫用本質所使然，亦為該會所明知，

故在備忘錄的最後，彼等指出關於濫用行為之認定，有待實務上依客觀經

濟環境之差異性分別斟酌研判。判斷行為的濫用，基本上應持客觀主義，

即以事業之行為是否合乎市場正常運行之要求及條約所確立之宗旨而為

權衡，至其在主觀上究否具破壞、扭曲競爭秩序之故意，或具違害公共利

益，加害個別企業之意圖，則在所不問 47。實務上在GEMA案 48中，執委

會即表現其客觀主義的立場，該會客觀地舉出一系列行為主體的行為，用

資證明濫用的存在，諸如：對其他會員國國民的歧視；課以會員不必要的

拘束；透過契約方式擴張著作權及於未有著作權之作品；對獨立唱片進口

商的歧視；對錄音機、錄影機進口商的歧視等。及駁回當事人以不知其行

為將導致競爭危害結果之抗辯。另外在General Motors Continental N. V.乙

案 49中，歐洲法院亦同樣的持客觀主義的看法。  

66.  濫用既以客觀行為效果為判斷的重要基礎，則認定該行為之存在，可

以與假設的有效競爭市場比較。亦即某一行為於正常競爭之市場不可能發

生者，卻出現於控制事業之身上，可以證明該行為已屬濫用。此於控制事

業非法利益之取得上最明顯。控制事業可利用其優勢地位，任意調高賣價

或壓低進貨價格，取得在正常市場無法得到利益，當然其結果必然建築於

                                                                                                                         
46 Mémorandum de la Commission cu ler déc. 1965, Rev. Trim. Dr. Eur., 1966. 653. 
47  J. Guyénot et C.-P. d’Evegnée, op. cit, p.114. 
48 Case 71/224: GEMA [1971] CMLR D35. 
49 Op. cit., note 8,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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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業的犧牲之上毋庸置疑。如Dyestuffs乙案 50即為事業提高售價攫取

暴利之適例。另外，控制事業在維持或加強其地位之過程中，不當的危害

競爭之運行，或削弱競爭對手之力量亦進入濫用的範圍。另在Continental 

Can Campany案 51中，歐洲法院表示，居控制地位之企業加強其勢力，以

致於實質上妨礙競爭之進行者，濫用即屬發生。  

２、濫用行為之類型  

（1）關於價格之濫用行為  

67.  羅馬條約第 82 條  （a）  款前段規定：直接或間接課加不公平的買價

或賣價。由市場供需之觀點而言，所謂課加不公平的「賣價」，係就供應

者之立場而言；反之，課加不公平的「買價」，則係基於需求者之角度加

以觀察。此外，價格之濫用尚包含掠奪性訂價、價格歧視及忠誠折扣等型

態。以下，分別說明之：  

（2）不公平的買價或賣價  

68.  Ａ、供應者居控制地位  

供應者居市場之控制地位，可能為謀取非正常競爭市場所能產生超額

利潤，而實施高價。何謂超額價格？歐洲法院在General Motor Continental

案 52中指出，係以價格與產品經濟價值  （economic value）  是否具有合

理之關係而定。至於如何決定價格超過其經濟價值之合理程度，歐洲法院

認為必須考量產品生產成本與販賣價格間之差額  （margin），該差額即為

利潤之所在。  

申言之，歐洲法院在United Brands Company案 53，雖認定UBC之

Chiaquitas品牌香蕉，在愛爾蘭市場價格，較與其他歐陸國家中價格高出一

倍以上；且Chiaquitas品牌香蕉與UBC本身其他未標示品牌但品質相近之香

                                                                                                                         
50 E.C.J. Cases 48, 49, 51-57/69; [1972] ECR 619; [1972] CMLR 557. 
51 Op. cit., note 4, supra. 
52 Op. cit., note 8, supra. 
53 Op. cit., note 6,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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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有著 20%至 40%之價差；惟歐洲法院仍認為產品價格必須與其經濟價

值具有合理關係之原則加以判斷。且欲客觀判斷價格是否超過其經濟價值

之合理程度而為超額價格，必須考量產品實際生產成本與實際販賣價格之

差額。倘認定其為超額價格後，可經由其他同質性之競爭產品加以比較是

否為不公平之價格。準此，由於執委會對於UBC之香蕉成本並未加以實際

分析與研究。歐洲法院以UBC之香蕉較其他廠商供應之相同品質香蕉之價

格僅高出 7%，甚難逕行認定是否為不公平之超額價格。由於執委會對於

成本分析不夠清楚，致其決定無法獲得歐洲法院之支持。  

69.  Ｂ、需求者居控制地位  

需求者居市場之控制地位，為自己之利益可能要求供應者給予低於一

般競爭水準的售價，此不但妨害市場之正常競爭，同時亦損害到其他購買

者。  

在CICCE乙案 54中，執委會依職權主動調查法國電視公司濫用其市場

獨買力量，用非常低廉價格購買電影影片之播映權，執委會在本案中認

為，一個優勢購買者濫用其優勢地位，以不公平價格購買影片播映權，仍

須受第 82 條規範。  

（3）掠奪性訂價  

70.  行為人企圖以較低價格排除其他競爭對手或潛在對手，待取得穩固的

市場地位後，再行奪取獨占利益。欲為此行者，必須先擁有相當的市場力，

否則不足以承受前階段削價掠奪的行為。  

71.  惟對於掠奪性訂價規範之困難，在於如何認定何謂掠奪性的低價。在

AKZO案 55，歐洲法院原則上以成本計算原則做為判斷標準。當事業之訂

價低於平均變動成本，並意圖排除特定競爭對手時，則構成符合濫用的掠

奪性訂價。但對於訂價高於平均變動成本，但低於平均成本時，爰依成本

                                           
54 Case 298/83: [1985] ECR 1105. 
55 Op. cit., note 3,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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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不認定為掠奪性訂價。惟歐洲法院認為若此訂價係以排除特定對手為

目的，仍應視為掠奪性的濫用。另在British Sugar案 56，執委會則認定British 

Sugar一系列行為係意圖打壓其唯一的競爭對手，構成濫用。  

（4）價格歧視  

72.  事業就相同的商品或服務，依買受對象、區域、購買數量等不同而制

定不同的價格，是為價格歧視，或稱差別取價。  

本類型的判斷難點在於區別價格差異和價格歧視。考量商品經營環境

之差異、行銷成本之差異，當然可能產生價格差異，本屬合理。但若不計

上述成本差異，或對所有產品以同價出售，反而可能形成價格歧視。  

73.  羅馬條約第 7 條對任何基於國籍理由的歧視行為皆加禁止。就控制事

業歧視行為之禁止，條約第 82 條  （c）  款亦規定對交易對手就相同的給

付，適用不同之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上的不利益者，與條約所揭櫫的公

平競爭精神不相容。在United Brands案中 57中，同樣的香蕉因標籤之不同，

而異其賣價，執委會認為，該價格之差異無法以成本不同的理由解釋，是

屬價格之歧視無疑。另外在Hoffmann-La Roche乙案 58中，涉案的HLR公司

對購買其所需全部或大部分維他命的公司，給予「忠誠折扣」（remises de 

fidlité），執委會以為此業為價格的歧視，蓋其乃純粹以顧客種類之不同而

給予折扣，並非真實反應成本的減少。  

（5）忠誠折扣  

74.  忠誠折扣  （ loyalty rebates）  係指控制地位事業提供之一種特別折

扣，其目的使交易相對人向其購買全部或大部分所需之產品，而不與其他

競爭者進行交易。對於忠誠折扣之條款，控制地位事業常會加上期限以及

解除條件，在期限內交易相對人必須持續與控制地位事業進行交易，若該

                                                                                                                         
56 [1988] O. J. L284/41, [1988] 4 CMLR. 
57 Op. cit., note 6, supra. 
58 Op. cit., note 29,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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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另與其他事業進行交易，則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喪失請求給付折扣之

權利。通常忠誠折扣伴隨著獨家交易  （exclusive dealing）  之契約運用，

產生限制交易相對人之營業自由，妨礙與交易相對人從事交易之其他相對

人 權 益 ， 有 妨 礙 於 公 平 競 爭 之 效 果 。 忠 誠 折 扣 可 能 違 反 了 第 82

條  （b）  （c）  款之規定，因其限制了交易相對人之自由，並將其他競爭

者排除於市場外。  

75.  在Hoffmann-La-Roche乙案 59中，Hoffmann就其本身與其他許多不同

行業如製藥、食品、飼料等之客戶，所簽訂之契約中規定，若各廠商向

Hoffmann購買其所需全部或大部分之產品，可以獲得忠誠折扣，由於契約

規定其折扣比率之計算標準，並非以顧客所購買之數量為依據，而是以該

顧客所購買產品佔其所需總量之比例給予折扣，顯然於管銷費用之節省無

關。折扣計算尚包括不同族群維他命之購買量加以合併。Hoffmann還制定

了著名的英國條款  （English clause），該條款規定，各廠商若發現其他供

給 者 提 供 較 Hoffmann較 低 之 折 扣 ， 或 較 優 惠 之 交 易 條 件 後 ， 負 有 通 知

Hoffmann之義務，若Hoffmann無法提供相同條件，則各廠商可自由轉向其

他供給者購買，而不影響其忠誠折扣之獎金，同樣被執委會認為已違反第

82 條之規定。  

76.  在Michelin乙案 60，則以另一種方式發放忠誠折扣，由Michelin的荷

蘭分公司NBIM，對其經銷商年銷售所有種類Michelin輪胎金額達到一定額

以上，並達到NBIM所要求銷售重型車輛用輪胎數目時，給予年度性折扣

（annual variable discount）。歐洲法院認為，NBIM之目的在於使荷蘭境內

之經銷商轉向本身購買，且對於同為Michelin之經銷商給予差別待遇。此

種折扣系統之目的，在於限制或禁止經銷選擇供應來源的自由，與阻礙其

他競爭者進入市場。由於銷售金額係由各種產品之金額累積，使各經銷商

                                           
59 Op. cit., note 29, supra. 
60 Op. cit., note 2,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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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持續與Michelin交易以達到目標金額，其他競爭對手甚難與之競爭。

（6）不公平交易條件  

77.  第 82 條  （a） 款後段規範「直接或間接課加不公平的交易條件」。至

於何謂不公平交易條件，至今尚無權威性的解釋。事業除利用價格政策牟

利外，亦常使用非價格性的不公平條件來利己排他。GEMA案 61，GEMA

為一著作權組織，在全球市場中占有優勢地位。歐洲法院認為GEMA對其

會員課以與組織目的不相關的拘束，實侵害會員之權益及自由，已構成濫

用。在United Brands案 62 UBC根據香蕉成熟後極易受損，不利運送的特

性，訂立「綠色香蕉條款」，要求行銷商不得轉運仍為綠色之青澀香蕉，

以避免其差別取價政策無法維持，歐洲法院認為此除合致價格歧視之外，

亦構成不公平交易條件之濫用。  

78.  除了供應者一方可濫用不公平條款外，具有強大購買力的需方亦可透

過其強大的市場力迫使供方依不公平條件供應原料或服務。Eurofima案 63

可為例證。執委會判定Eurofima以居於鐵路枕木需方市場之控制地位，要

求供方提供現在與將來的專利權無限供其使用，且無須徵得供方同意或付

費便可將該權利移轉他人使用。針對後部分，執委會認為移轉專利權行為

與交易內容無關，並對供方有失公平，故構成需方濫用不公平交易條件。

79.  不公平的條件之濫用通常也造成垂直限制協定條款，故有很大一部分

與第 81 條規範互相垂疊。  

Ａ、限制生產、行銷、技術發展  

第 82 條  （b）  款將“限制生產、行銷或技術發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

列為濫用行為。此款通常由優勢事業透過不公平壓力來消除或限制第三人

之產銷或技術性發展，藉以鞏固本身的市場力量。  

                                           
61 Op. cit., note 36, supra. 
62 Op. cit., note 6, supra. 
63 [1973] CMLR D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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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在Sugar Cartel乙案 64 中，製造商Raffinerie Tirlemontoise要求其比利

時經銷商簽署禁止將砂糖轉售至德國或荷蘭以及其他非會員國家之條

款，否則拒絕再供應其產品或減少其他供應量。歐洲法院認為，限制經銷

商之出口銷售對象與區域之限制，對於經銷商之行銷通路造成限制，也對

其顧客造成間接影響，明顯違反第 82 條  （b）  款規定。同案中法院也指

出另一種行為，非競爭條款  （noncompetition clause）  也違反第 82

條  （b） 款規定。所謂非競爭條款係指事業間之進行營業上之交易時，居

於控制地位之事業同時要求交易相對人，簽訂一定期間或一定區域內禁止

從事相同商業活動之條款而言。此種非競爭條款其本質上並非可加以責

難，只要其限制營業活動理念，符合一般商業習慣，限制營業期間不至於

過長，而產生使交易相對人放棄從事該行業之效果即可被允許。歐洲法院

認為控制地位事業運用非競爭條款，而造成擴大其限制競爭範圍之效果，

此等擴大限制競爭範圍效果，若與系爭法律與經濟關係之本質無法達到一

致之程度時，將被視為違法 65。  

81.  限制生產而不利於消費者之濫用行為，通常是由居於控制地位之事業

方面限制其生產產品之數量，藉由限制生產數量而提高價格。此種行為必

須實際對於消費者發生損害或潛在性損害，始違反第 82 條  （b） 款規定。

British Leyland plc乙案 66中，BL公司就核發環保署所需汽車檢驗證書市

場，具有優勢地位。BL公司以限定數目核發檢驗證書之行為，即屬限制生

產而不利於消費者之濫用行為。居市場控制地位事業為限制生產行為，其

目的常在於希望謀取超額利潤，往往同時伴隨不公平價格或者價格歧視行

為 67。以本案為例，BL公司核發檢驗證書之費用不分左手或右手駕駛座之

                                           
64 Op. cit., note 13, supra. 
65 [1976] CMLR D65 [483]. 
66 Case 226/84 [1987] 1 CMLR 184. 
67 Nicholas Green、Trevor C. Hartley & John A. Usher,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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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一律為 25 英鎊，而後隨即漲到對於個人收取一百英鎊，汽車經銷商

則收 150 英鎊，在執委會展開調查後隨即又降至一律 50 英鎊。BL公司濫

用其行政上獨占地位收取與其服務經濟價值相較下顯不合理之服務費

用，被認定為濫用行為。  

82.  Ｂ、差別待遇  

條約第 82 條  （c）  款規定「對交易相對人，就相同之交易適用不同

之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上之不利益」亦為濫用行為。條約第 6 條亦明文

規定不可以國籍作為差別待遇之理由。故依國籍適用不同交易條件當然構

成違法。差別待遇大體上可分為價格性差別待遇及非價格性差別待遇。價

格性差別待遇已於前述提及，非價格性差別待遇則因買受人、地點、購買

數量及其忠誠度等適用不同條件，使買受人間產生不平等地位，或使競爭

對手居於競爭劣勢。  

差別待遇的主要非難點在於其以人為干擾造成排他效果，限礙市場進

入及正常競爭秩序，並藉以成為優勢企業鞏固及維持市場的不法利器。  

83.  Ｃ、搭售  

條約第 82 條  （d）  款規範搭售行為。一般而言若搭售產品與被搭售

產間存有經濟上的關聯性，則允許搭售行為 68。但若要求相對人購買不相

關的產品或服務，或接受與契約目的無關的條件，則係強迫接受不公平條

款，有違本條款。截至目前為止，此種以搭售行為做為優勢力量濫用的案

例並不多。執委會曾自安全性觀點承認市場控制事業之搭售行為 69。對於

受到專利集體豁免的事業，執委會亦允其為合法的搭售行為。  

84.  搭售行為亦常被用為介入遴近市場或相關聯市場的手段，亦常涉及拒

                                           
68 在 Masterfoods v. H. B. Ice Cream 案  [1992] 3 CMLR 830，歐洲法院認為冰淇淋及

冷藏設備供應商求交易相對人不得購買其他品牌的冰淇淋並不構成搭售之濫用。  
69 如工業瓦斯生產者要求顧客須將其瓦斯筒之填充及保存委由生產業者為之，並以此

為販賣條件。執委會即認其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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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供應。在London European-Sabea乙案 70，行為人限制相對人加入所屬的

電腦訂位系統，除非相對人同時使用行為人所屬的地面勤務服務。又如IBM

拒絕供應中央處理器CPU給交易相對人，除非相對人同時購買其記憶體架

構服務及基本軟體 71。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控制事業即使在其他市場未

居於控制地位，但其濫用行為造成他市場競爭秩序受擾，亦將受到非難，

此徵諸Tetra PakⅡ案 72可證。  

85.  Ｄ、拒絕供應  

拒絕供應常為市場控制事業為損害購買人而限制供給之濫用行為。審

視此類行為時，必須檢討拒絕供應與契約目的之關係，是否可客觀地予以

正當化。例如原料供應者拒絕對其競爭者供給原料，以將其排出加工階段

之外；零件供給者拒絕供給零件給其他業者，使其無法繼行服務或生產；

市場控制事業以交易人販賣競爭商品為由，終止長期以來的供給關係等，

均構成濫用。  

86.  除了上述原料、零件的供給之外，技術的供給亦是進入市場或維持生

產的必需要件，通常涉及智財權，尤其是專利權的使用。此時產生以下兩

點問題：  

（A）可否要求該技術優勢事業授權潛在競爭者自行製造，使潛在競

爭者亦能自行生產原料，進而完成最終產品。  

（B）可否要求技術獨占人供應原料給潛在競爭者，使自行生產最終

產品。  

87.  關於上述問題，引發各種爭議，但有兩點必須在此先予區分：第一，

所拒絕供應的是相關產品的主要成分因而妨礙、生產市場之競爭；第二，

所拒絕供應的是完成產品的備用零件，因而妨礙成品修理市場之競爭。針

                                                                                                                         
70 Commission Decision （88/589 ECC） , OJ [1988] L 317/47, [1989] 4 CMLR 622. 
71 IBM Proceedings Press Release IP （1984）  291, [1984] 3 CMLR 147. 
72 Commission Decision （92/163 ECC） Tetra Pak , OJ [1992] L 72/1, [1992] 4 CMLⅡ R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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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一點，拒絕供應主要成分，在抗結核藥案Commercial Solvents v. 

Commission 73，對於CSC拒絕供應製藥原料給老顧客Zoja，歐洲法院認為

係CSC欲進入抗結核藥市場，故撤回原料供應，以排除競爭，應屬濫用。

另外，在British Sugar plc案 74 執委會亦面臨同一狀況，即製糖業者British 

Sugar拒絕對與其有競爭關係的零售商供應糖貨。由歐洲法院對拒絕供應的

案例可知，歐體之競爭政府除著重經濟上之反競效果外，更有強烈保護中

小企業地位之意旨。至於第二點，拒絕供應備用零件，執委會在Hugin v. 

Commission案 75判定Hugin因拒絕供應備用零件給英國修理商，故構成濫

用優勢。然本決定最後未被歐洲法院接受，因歐洲法院認為執委會對本案

無法舉證該行為會對會員國間之交易造成影響。縱使如此，拒絕提供零件

的行為，仍已成為執委會評估濫用的對象。  

88.  Ｅ、其他  

除上述諸類行為外，優勢地位事業仍會透過設立人為性進入障礙，例

如壟斷技術資訊、拒絕技術授權或濫用智財權以取得不公平利益等方式，

來鞏固既有地位。另外，破壞競爭對手的債信、收購競爭者的設備或買斷

其廣告媒體，亦是排除競爭者的上選利器。再則，優勢事業持續加強其水

平或垂直的統合力量以擴大對市場的影響力，更成為競爭對手無法掙脫的

競爭壓力。凡此種種，皆可能破壞市場結構，妨礙有效競爭，而受到非難

76。  

（三）影響會員國間之交易  

89.  於適用羅馬條約第 82 條規定時，首應注意行為主體雖非必定屬共同

市場之任何一會員國，其濫用行為亦不須於共同市場內實行；惟其效果應

發生在歐體之內或其重要部分，且可能影響會員國間之交易。  

                                                                                                                         
73 Case 6 and 7/73, [1974] ECR 223. 
74 Op. cit., note 44, supra. 
75 Case 22/78 [1979] ECR 1869, [1979] 3 CMLR 345. 
76 Peter Freeman/ Richard Whish, Competition Law, Butterworths, 1993, VI/38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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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歐洲法院與執委會對於所謂影響會員國間交易，一向採取較為廣義解

釋，在Société Technique Minière案 77 中，指出要構成影響會員國間交易

之條件，必須事業所系爭之協議，基於客觀之法律與事實因素判斷，可預

見具有直接或間接、實際或潛在的影響會員國間交易之相當程度的可能

性。因此，基於本案對於會員國間交易影響所揭示之判斷原則，又稱「STM 

Test」 78。本案中會員國間交易影響之判斷僅使用影響  （effect）  一詞，

而非使用妨害  （hindrance） 一字，以採取較廣義之解釋。影響會員國間

交易最明顯之行為，乃是區隔各會員國市場之行為，例如以平行輸入之規

定而於各會員國指定總代理，以國家為界線區隔市場 79。  

91.  歐洲法院於Hugin案 80中指出：「於解釋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與 82

條中所規定之影響會員國交易要件時，需以該要件乃是於競爭法範圍內，

為釐清共同體法與各會員國法各自規範之領域為目的行之。共同體法規範

之領域，涵括了任何足以對會員國間交易自由有所妨礙之協議與行為，尤

其是指區隔會員國國內市場，或妨礙同市場中競爭之行為。對於妨害行為

僅限於單一會員國領域時，則由各會員國之內國法加以規範。」惟必須瞭

解者，並非只有會員國間之交易行為才有造成影響會員國間交易的可能，

單一會員國內部市場之行為，例如排除其他會員國事業進入該國內部市

場，其效果仍有可能對會員國間交易產生影響。  

92.  所謂影響不能單純以貿易數量之增減加以判斷，即不能以事業行業增

加貿易量便認為對於會員國間交易具有正面之影響，反之亦然。然如以忠

誠折扣吸引顧客購買產品，雖然增加了會員國間貿易量，但對於市場之競

爭秩序造成妨礙。歐洲法院曾指出：「欲瞭解事業之行為是否對於會員國

                                           
77 Case 56/65: [1966] ECR 235. 
78 Richard Whish & Brenda Surfin, Competition Law, London, Butterworths, 1993, p.216. 
79 Josephine Swteiner, Text Book on EEC Law, Black Stone Press Limited, 1993, 

pp.126-127. 
80 Op. cit., note 14,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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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自由交易造成直接或間接、實際的或潛在性之危害，尤其必須考量是否

有悖於共同市場之宗旨與目標，因此一項協議雖有助於增加會員國間之貿

易量，亦不能排除對於前述目標影響之可能性。」因此，所謂影響會員國

間交易之事業行為，與是否增加或減低會員國間之貿易量無涉 81。  

93.  影響會員國間交易之程度，必須到達使會員國間原有之貿易及競爭秩

序，產生可感覺的程度之影響，始符合適用之要件。歐洲法院於 1967 年

12 月之Brasserie de Haecht案 82中，就可感覺的程度之影響明白指出，一

項契約、協議、或事業之行為對於會員國間造成交易可感覺的程度之影

響，必須就法律與事實整體客觀事實的因素判斷下，對於會員國間自由交

易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促使市場分裂，使條約之經濟目標更難以達

成。事業之行為若達到此種影響程度，便需受歐體競爭法之規範。  

94.  執委會與歐洲法院在解釋與適用第 82 條之會員國條款時，特別注重

控制地位事業之濫用行為是否影響或更動共同市場中之競爭結構 83。例如

在ICI乙案 84中，ICI為英國市場中供應蘇打粉之控制地位企業，ICI提供忠

誠折扣使其客戶向其購買大部分蘇打粉，被控違反 82 條之規定。執委會

在判斷ICI濫用行為是否符合影響會員國間交易之要件時，指出ICI此種策

略目的，在於防止來自美國蘇打粉進口商General Chemical進入英國市場之

競爭威脅。雖然ICI排除之企業為共同體外企業，但執委會認為進口蘇打粉

行為可以削弱ICI在英國市場優勢地位。ICI給予忠誠折扣其目的在於維持

並增加本身在英國之市場控制地位，此舉將影響共同體之競爭結構，因此

被認定對會員國間之貿易產生影響。  

 

                                                                                                                         
81 Case 56 & 58/64: [1966] ECR 299. 
82 Brasserie de Haecht SA v. Wilkin （N01） （23/67） [1967] ECR 407, [1968] CMLR 

26; CMR 8053. 
83 Richard whish & Brenad Surfin, op. cit., p.247. 
84 O.J. 1991 L 152/40.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五條—范建得 

 172

貳、競爭法體系  

一、立法背景  

95.  在 1991 年立法院三讀通過的公平交易法條文中，其第 1 項所稱「事

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

者。」係屬經濟理論上之純粹或絕對獨占（absolute monopoly）；至於第 2

項之「二以上事業，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

前項規定之情形者」，則為經濟理論中的寡占（oligopoly）。這種立法模式

是典型將法律與經濟整合下之產物。就影響壟斷立法最深的新古典（neo 

classic）經濟理論而言，係透過純粹獨占、寡占與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三種假設性市場結構及其各自福利效果（welfare effect）之

假設前提，來評價純粹獨占與寡占之福利損失（welfare loss）。然則經濟

理論的本質並不在於訴諸道德之非難，是以反壟斷法之建構，仍有賴回歸

法律哲學，訴諸於行為人行為之違法性，來呈現法規範之合憲基礎。公平

交易法第 5 條之立法，即在於將前述經濟理論所顯示獨占與寡占市場在結

構主義（structurism），即市場結構—行為—績效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之推論下所產出的福利損失，轉換為在

法律邏輯下，具備獨占或寡占市場地位者應受法律規範之不法事由。故

此，第 5 條之立法，係在於確立應承擔反壟斷責任之行為主體類型，對於

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與第 36 條之適用有其前提條件之地位。至於第三項有

關特定市場的詮釋，則是對於經濟理論分析市場結構過程之基本條件的說

明，其目的應在於提高法律規範之可預期性。  

二、體系定位  

96.  相對於美日之反壟斷立法例係以實施獨占為主要之著眼，歐洲聯盟的

立法則側重於優勢市場地位濫用行為之規範，至於台灣，就公平交易法第

5 條之定義觀之，雖顯示出公平交易法所納入規範中者為「獨占」，然則參

酌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其所禁止之獨占力濫用行為，卻又與歐盟或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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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優勢地位濫用行為規範架構相仿，加以我國在立法與司法體系之運作上

均傾向於歐陸體例，故此，公平交易法第 5 條於立法之初併同第 10 條所

採獨占力濫用行為規範，以及第 36 條之刑事責任，建構出一個相當特殊

的反壟斷立法體例。換言之，第 5 條之定義攸關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規範

適用主體之資格認定，吾等以刑事案件涉嫌人或行政規範適用主體視之，

將呈現出法律適用過程在解釋或論裡方式上之差異，此點與美國反壟斷立

法直以刑事案件視之大異逕庭。1999 年公平交易法修改後已採行先行政後

司法之規範模式，如此或能將平行存在的法律詮釋問題轉換為垂直關係的

階段性處理，惟對於詮釋第 5 條之資格問題而言，仍然容有必須分別符合

罪刑法定原則或行政程序法正當程序之必要。準此，我國兼顧刑法與行政

法的反壟斷立法架構，在從事獨占之定義起就已經有其特色。  

97.  承上所述，公平交易法第 5 條係與第 10 條及第 36 條建構出我國公平

交易法中反壟斷部分的主要體系。綜觀其條文之間的關聯性，吾等可以發

現第 5 條用以界定適用是些條文之行為主體，而所必須依賴之分析，則必

須側重前述新古典主義經濟理論下的市場結構判斷，此即經濟學大師

Stigler所稱；市場一經確定，責任則已認定之由來。至於第 10 條之違法或

禁止行為規範，則係對應於前述經濟理論之反壟斷行為傾向 85，而第 36

條則係對應國家得基於福利損失之社會福祉損害對之發動警察權的必

要。準此，第 5 條之體系定位有下列之意義：（一）憲法上之類型化

（Categorization）。（二）界定反壟斷禁止行為主體之基礎。（三）融合經

濟理論與法律構成要件該當分析之橋樑。  

 

參、規範功能與要件分析  

98.  「獨占」之概念源起自經濟學理論，然經濟分析之本身並未涉及一般

                                           
85 按照新古典之經濟理論，獨占市場結構中之獨占者傾向於濫用獨占地位，寡占市

場中之寡占者傾向於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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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人所關切之道德評價，更不牽涉是非之論斷，是以在沿用「獨占」之

理念於法律條文時，法律人首先面對者即為跨學際的落差，換言之，不熟

悉反壟斷經濟理論之法律人，往往傾向於認為「獨占」係一個不確定法律

概念。實則經濟理論中的「獨占」僅屬一種市場結構狀態的陳述，而在這

種市場結構中的主要事業體即屬獨占者，其次基於獨占者傾向於濫用獨占

力量之擬制（assumption），反壟斷經濟學於是對於此種市場結構有不符合

福利（welfare）觀點的看法。將「獨占」納入公平交易法的反壟斷規範架

構中，正是法律學嘗試納入經濟的福利觀點，並將之轉換為法律人所認為

應加以維護之社會福祉或法益的作法，而這也是法律與經濟對話之典範課

題。然則在納入「獨占」之概念後，吾等卻必須面對因經濟理論本身之多

樣性所導致的法律解釋空間，也讓早期美國重大案例之處理， 86在日後受

到指摘，認法院不當適用「教科書規則」（black letter law）。這種現象並隨

著經濟理論不斷的發展而繼續存在， 87更讓嗣後面臨高科技時代的反壟斷

案件處理，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讓系爭兩造對話陳述藉以說服法院的過程。

整體言之，「獨占」乃反壟斷法之結構性問題，而相對於以行為為客體的

的傳統法規範架構，這也是一個讓法律人困擾而又不得不面對的基本概念

問題。  

一、經濟學上之獨占或寡占  

99.  經濟學上的「獨占」或「寡占」分別被納入公平交易法第 5 條第 1 及

第 2 項之定義中，是以要詮釋公平交易法第 5 條之意義，了解相關之經濟

理論將無可避免。經濟上之「獨占」意指一種市場的結構，其中某種產品

只有一家供應廠商，且該產品在市場上沒有密切替代產品存在。易言之，

這是一種純粹獨占之狀態。至於「寡占」，同樣是一種市場結構，其中雖

                                                                                                                         
86 例如保鮮膜（cellophane）案中對於獨占市場之界定，便曾被認為不當使用個體經

濟理論中的交叉彈性（cross elasticity）理論。  
87 例如在芝加哥學派理論興起之後，便對於國際貿易以及科技變動在獨占認定過程

中之影響有所強調，甚至認為廠商反而會為了維持獨占而圖利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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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以上處於競爭關係之廠商，然彼此間對於同類產品之供給並不從事實

質上之競爭，或根本不具備競爭關係，則謂之為寡占市場結構。須注意者

為本條第三項有關「特定市場」之定義及其影響，基本上，不論「獨占」

或「寡占」，其詮釋之前提均須本諸對於「特定市場」之認知，換言之，

唯有在釐清「特定市場」之分母條件下，吾等方足以判斷是否存有「獨占」

或「寡占」之市場結構。  

二、法律獨占  

100.  第 5 條所謂之「獨占」，係同時包含經濟學上的寡占與獨占，其範圍

較經濟學上的獨占定義為廣，學理上有稱之為法律獨占者。相對於前述經

濟理論對於「獨占」或「寡占」之定義，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獨占」之

定義並不以要求獨家經營為要件。換言之，依據第 2 項之規定，「二以上

事業，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

形者」，雖屬於經濟理論上之「寡占」，亦可被視為獨占，這種將「獨占」

與「寡占」統稱為「獨占」之規範，也讓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5 條所稱之「獨

占」在含義上遠較傳統經濟理論上之「獨占」為廣。其次，由於法條用語

係將「獨占」之市場結構定義為：「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

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者」，則究竟此係指事業在「無競爭

狀態」或「有壓倒性地位」之結構中，具有排除競爭之能力而言；抑或係

指「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以及「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

爭之能力者」兩種結構之擇一，就經濟之角度言實容有解釋空間。基本上，

由於第 5 條之定義對於符合要件者具有前述憲法上類型化之功能，進而使

在符合定義之市場結構中從事交易行為之事業必須受到公交易法第 10 條

及第 35 條之規範，故此在解釋上，有明確其意義之必要。  

101.  就經濟理論而言，反壟斷經濟理論所關切之獨占，主要在於獨占結構

下之事業有傾向濫用獨占力之行為，從而會產生福利損失或消費者剩餘

（consumer surplus）損失之假設「assumption」。準此，單純靜態的「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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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競爭狀態」獨占結構，並非其所關切者，而是在於其因此而產生之濫用

行為及福利損失。準此，第 5 條第一項所用「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

爭之能力者」確能具體呈現出此種同時包括結構與行為之關切，然則單純

的「無競爭狀態」似乎只及於結構之敘述，而與經濟理論之關切有間。故

此，在解釋上，吾等似宜同時認為該「無競爭狀態」之義，亦同樣涵括「可

排除競爭之能力」之義。其實對應德國立法上所採以控制市場（dominant 

market）之規範為核心的立法用語，或許亦有助於吾等理解「無競爭狀態」

或「具有壓倒性地位」之意義。依據德國 1980 年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第 22 條，控制企業必須處於「無競爭或未有實質的競爭」或「擁有較競

爭者優越的市場地位」之狀態。前者即為無競爭狀態之描述，而後者亦可

據以為詮釋何謂壓倒性之用。其次，我國行政法院亦曾特別指出，事業具

有之優勢地位並不會因該事業必須接受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監督而

改變 88。  

102.  整體而言之，在公平交易法的執行上，「獨占」之認定雖非等同於違

法，然則不可諱言者，由於適用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論斷事業之獨占力濫

用行為必須以事業所處結構為「獨占」市場為前提，故此，誠如前揭所示，

「獨占」之認定往往被認為係獨占力濫用與否之關鍵因素 89。  

三、市場界定  

                                           
88 行政法院指出：「市場優勢地位乃就事業之平行關係而言，尚難謂原告在特別法令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監督管制下，即喪失其相對於其他事業之優勢地位。綜上所

述，公平會依首開法令認定並公告原告為特定市場獨占事業之一，尚無權力濫用之

可言。」（行政法院 83 年度判字第 890 號判決）。  
89 究其原因主要應在於當事業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時，其行為本身通常必須

具備市場力量之濫用；此際，由於係爭事業具有顯著市場力量，即便未達獨占程度

亦容有其他公平交易法規範之適用空間，故此，在違法行為之認定同時面臨諸多競

合法條之可能性下，獨占之認定反而成為在判斷是否適用第 10 條規定上的重要前

提。此並可證諸於大多美國的反壟斷案例，往往最關鍵的爭議都在於是否有獨占地

位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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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在公平交易法第 5 條第 3 項中指出：「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

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該項之規定即在對應

經濟分析上對於獨占所處市場認定條件之要求。依據該條文義，經濟上所

謂之特定產品市場或特定地理市場之概念均已涵蓋其中。換言之，系爭之

商品或服務必須「一定」，而地理上的區域或範圍也必須係為該特定商品

或服務所及之特定區域；前者即屬經濟上之特定產品市場，而後者則為特

定地理市場之概念。在早期以美國為主的反壟斷經驗中，市場界定的工作

往往延宕時日導致重大案件遲延不絕，而被批評為「大案子」（Big Cases）；

此或肇因於傳統的特定市場分析，不論是產品或地理市場，往往必須顧及

供給和需求端的合理替代可能，導致法律的分析流於經濟的論戰 90。是以

近來在國際反壟斷實務的發展上，基於反壟斷之目的日益強調消費者福祉

的維護，市場界定之相關分析已逐漸以最終需求者之角度來判斷替代可能

之問題，而不再過度擴大其他供給替代的分析。其次，吾等必須特別注意

者為法令亦有可能影響市場範圍的大小，如關稅、配額或市場進入規定

等。此部分應已概括納入施行細則第 3 條的考量因素中。  

104.  至於在新經濟時代來臨後反壟斷市場的分析同樣面臨了新的挑戰，相

對於傳統交易市場的分析，新經濟體系下諸多交易標的的屬性，往往不同

於一般商品或服務，導致市場界定上的困難。而今，國際間的發展趨勢已

逐漸趨向具體，認為新經濟領域下的市場，應包括研發、技術與商品市場

三種，而此種市場概念的新貌，也導致反壟斷市場的界定必須更重視國際

貿易自由化以及科技變遷歷史的考慮。  

105.  例如公平會在「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日本新力股份

有限公司及日本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在台之 CD-R 可錄式光碟專利技術

                                           
90 其主要原因之一應在於替代可能性之分析往往必須取決於經濟上交叉彈性理論之

運用，而一般之法官或法律專家通常不習於此種理論之運用，尤其當期分析必須訴

諸數學驗算時更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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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行為」一案中（（91）公處字第 069 號），就該案之市場界定，即認為

技術授權協議之特定市場，可劃分為「商品市場」、「技術市場」及「創新

市場」，其中以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者稱為「技術市場」，而界

定「技術市場」之範圍，應考量下列因素：  

（一）他生產同類產品、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之其他產品之智慧財產

或技術；  

（二）與該項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以及用以生產該產品之智慧財產

或技術。  

（三）如因相關資訊不易取得以致無法界定「技術市場」之範圍，參

考美國執行實務分析本項授權協議對於其他各相關產品之影

響時，如本項相關技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為具有替代作

用的產品）均具有相同之經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

一個「技術市場」  

四、市場力量與獨占力  

106.  反壟斷的一個最根本的理由應在於經濟理論所呈現對於擁有獨占地

位者的不能信任，至於這種不信任則是源自於對於獨占者所具有獨占力量

（monopoly power）的畏懼。至於獨占力量，其本身係屬於市場力量（market 

power）的一種極致表現。就經濟理論言，市場力量之本身係代表了廠商

控制與影響價格之能力 91，換言之，是事業能在一定期間內將價格抬升至

競爭水平以上而仍繼續獲利的能力；至於獨占力，則是一種能藉由較高程

度之市場力量來控制價格或排除競爭之能力。然相對於經濟角度的思考係

側重於強調足以影響價格機能之廠商力量，對於法律角度的思考而言，如

                                           
91公平會在台灣山葉機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被公告為機車特定市場獨占事業，提起

訴願、行政訴訟案（82）公訴字第 52023 號訴願決定書中即特別指出被公告廠商確

實具有影響價格之能力，並認為「訴願人在行銷上有以流通系列化來維持再販售價

格之行為，且機車產品異質化深，難謂訴願人無市場價格影響能力。」以及「機車

市場屬高度寡占市場，難謂無某種程度之價格僵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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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落實於行為規範的執行，並滿足法律執行過程所需的明確或可期待性，

則更是反壟斷立法的重點。準此，美國最高法院乃認為，除了控制價格之

外，獨占力應同時具有排除競爭之能力。原則上，經濟理論對於市場力量

之詮釋畢竟僅在於客觀說明一種市場比喻（metaphor）結構下之客觀現象，

不若法律之執行者必須對於具有反壟斷意義之獨占力量明確以對，並以之

作為追究獨占者之行為不法責任的依據。是以在獨占之管制上，吾等即必

須係究前述在形式意義上已符合法條文義之獨占者，是否真正擁有公平交

易法所關切之獨占力加以判斷，以確認其係公平交易法所關切之「獨占」

者。換言之，第 5 條之「獨占」認定並不能僅限於市場狀態的描述，而應

更具體的就此種結構中的事業是否真正擁有控制價格及排除競爭的能力

為判斷，而這就是所謂的獨占力判斷。  

五、獨占之認定事項  

107.  基本上，我國的反壟斷立法所呈現者與歐美日相似，亦是以濫用行為

之管制為對象，其中第 5 條之獨占認定，應被認為係等同於歐美立法中確

認具有獨占或優勢地位之事業，以作為執行第 10 條濫用行為管制規範之

基礎；故此在銜接第 10 條規定的執行上，「獨占」之認定應在確認特定市

場之基礎後，進一步就涉案事業之獨占力量加以判斷。這個工作曾被經濟

學者認為是一種人類智慧上的黑洞，概因人其係在欠缺實證且未臻成熟

（undeveloped）的基礎上來評價市場或市場力量。為此，許多經濟理論均

思有以對，這其中最具影響力者應係可運作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

的理論，其中提供許多對應於市場結構、行為與績效之判斷標準，雖然該

理論仍未臻完善，然對於如何評價市場之競爭性確提供許多教易操作的空

間。實則，許多先進國家地區的反攏斷立法例在處理獨占力之判斷問題時

均以傾向於納入例示性或列舉式的考量因素，這種作法與經濟學者解決問

題的傾向一致。以我國公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2 條所揭示之因素為例，係以

列舉之方式明示判斷「獨占」應審酌之事項；這其中計有：「一、事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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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市場之占有率。二、考量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

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三、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力。四、他事業

加入特定市場有無不易克服之困難。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等五種。  

108.  就法律之適用邏輯言，我國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2 條之規定應係第

5 條認定「獨占」之子法，而就經濟之角度言，這些因素其實均係在界定

「特定市場」過程中所應考慮者。故此，在適用該條規定從事分析時，較

理想的作法應以之為界定獨占市場以及詮釋第 5 條相關要件之衡量因素，

而非必要條件。換言之，這些因素雖是協助法規適用的考量因素，然其本

身並非構成要件之屬性，而是針對個案之不同提供給執法者檢視「獨占」

條件之工具。以歷史角度觀察，施行細則第 2 條所揭示之認定因素原本係

1999 年前施行細則第 3 條之用語，就其不同主要在於新法將第 1 項用語自

「中央主管機關為本法第十條第二項獨占事業之認定……」變更為「本法

第五條所稱獨占……」 92。換言之，係在刪除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項有

關獨占公告之規定後的配合調整。若就原有的體例觀之，此些認定係基於

公告之目的所定，對於主管機關而言，有依據法律要求為認定並公告之義

務，此時，這些因素應解為主管機關之執法依據及認定應公告獨占名單之

判斷條件。然則在修法之後，該些因素已無提供主管機關據以為採行公告

等行政措施之必要，反而回歸作為第 5 條之獨占認定之用，檢視其用語將

原來的「應考量」變更為「應審酌」，可知施行細則所揭示之相關因素僅

屬例示性的主要考量因素，而非要件式的法定因素。  

（一）市場占有率  

109.  在獨占應審酌的事項中，最受各界注意者應係「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

                                           
92 其原有施行細則第 3 條之條文用語為：「中央主管機關為本法第十條第二項獨占事

業之認定時，應考慮左列因素：……」；  新修條文則調整如下：「本法第五條所稱獨

占，應審酌下列事項認定之：……」。至於考量之事項或因素則同。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五條—范建得 

 181

有率」。就其屬性觀之，因側重市場相關數據的驗算，吾等得稱此為量的

判斷。就經濟理論言，事業的市場力量可以在某種程度上客觀的自其市場

占有率來呈現，且占有率可以視情形再區分包為商品銷售或服務之占有

率，或者以年總營收之占有分佈判斷之 93。然則不可諱言者，占有率有時

並不當然代表影響價格之市場力量，例如在公用事業的場合，公益監督與

費率管制往往限制了獨占者的市場力量；再如貿易自由化後的市場，往往

必須密切關心進口的可能衝擊，從而無法對於價格肆意妄為。尤其在新經

濟的快速變動環境下，市場占有率之分析已被認為必須至少包括對於系爭

市場及事業於一定期間，內特定市場中之地位的分析，藉以發現科技變遷

之過程及其影響。至於在特定領域中之科技創新發展歷史則能提供給我們

展望未來創新程度的內在觀察空間，而這也是在評估一個科技變遷時代之

事業的獨占地位過程中所不能或缺者。  

（二）考量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

能性  

110.  誠如前揭相關本文所述，商品或服務之替代可能性往往牽涉市場界定

之分母數據，而條文納入時間與空間因素，則係對應經濟理論再判斷獨占

之市場結構時所須納入的動態因素。我國在公平交易法尚訂有公告制度之

初即在台灣山葉機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被公告為機車特定市場獨占事

業，提起訴願、行政訴訟案（82）公訴字第 52023 號訴願決定書中，敘明

公平會認定獨占的考量因素中包括「汽車在品質、用途、便利性、價格、

供需替代性及有形用途、無形價值上，與機車之差異顯可區隔。」  

111.  其次，在公告制度廢止之後，公平會在「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

                                                                                                                         
93例如在台灣山葉機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被公告為機車特定市場獨占事業，提起訴

願、行政訴訟案中（  （82）公訴字第 52023 號訴願決定書）、公平會即指出「本會

於公告機車特定市場獨占事業時，係審酌事業之市場占有率、八十年度事業總銷售

金額及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三條之各款事項，而非僅依市場集中度。」市場集中

度則為可運作競爭理論中所提出的一種評價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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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中油」）無正當理由拒絕競爭對手之報價要求，阻礙其參與競爭

之機會，以維持其在中正機場國內航線加油業務之既有市場地位。」訴願

案中，針對替代性的問題有極其詳細的描述，在系爭案件中所涉及的產品

市場界定，為「國內線加油業務」與「國際線加油業務」是否具可替代性，

公平會認為「在加油設備、技術未有重大障礙情形下，加油用油之取得及

價格是否會形成市場參進的障礙，而造成市場的區隔，即為本案相關市場

界定時之主要判斷依據。」其次公平會更進一步指出：「本案國際航空用

油，除屬出口產品被課以出口稅造成價格不同外，其用油量每年度尚須向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申報許可，凡此有財政部臺北關稅局及經濟部能源委員

會復知中油申報同意函可證，造成國際航空用油與國內航空用油無法交流

替代使用，而形成二個不同產品市場之區隔。」在相關事證的掌握上，公

平會並認定「從中油對於國內航空用油及國際航空用油之供油及加油服務

分採不同契約，及中油所提供國內航空燃油及國際航空燃油牌價表中可見

兩者之價格相差甚鉅，國際航空燃油較之國內航空燃油多出一項批售價

（此即為對加油業者供油牌價）等情事，在在足徵國內航空用油及國際航

空用油加油業務，實為不可替代之產品，故原處分以「中正機場國內線航

機加油業務市場」為相關市場之界定，並無違誤。」（台（90）訴字第 044615

號決定書））本案係公平會針對替代性問題所作較為詳細的案例之一。  

112.  至於在最近較為典範的案例應係「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日本新力股份有限公司及日本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在台之 CD-R 可

錄式光碟專利技術授權行為案」（91）公處字第 069 號》。在本案中，公平

會認為；被處分人透過制定標準規格書，納入其所有重要 CD-R 相關專利

技術，是以全球任何 CD-R 的製造、銷售均須取得渠等對於 CD-R 擁有專

利技術之授權，從而認為渠等具有世界性的壟斷地位。其次，公平會更從

技術規格的角度指出：「CD-R 是可錄一次型的光碟產品，在目前市場狀

況，從供給、需求、產銷及成本各方面考量，CD-R 產品並無替代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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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為唯一具市場地位之可錄一次型光碟產品。其他人雖仍得自由開發

競爭技術規格或提供競爭產品，惟目前全球 CD-R 之製造必須循  飛利浦公

司等制定之統一規格，市場上尚無第二種規格存在，是為一不爭事實，該

等主要專利技術又為飛利浦公司等所擁有，而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目前

其他事業欲爭取進入系爭 CD-R 光碟產品授權專利技術市場的機會，幾乎

微乎其微，其所決定之權利金金額，亦將直接影響該特定市場之價格。故

被處分人等透過包裹授權的聯合行為，於系爭 CD-R 可錄式光碟專利授權

市場，應居於獨占地位，係屬公平交易法第五條所稱獨占之事業。」  

（三）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力  

113.  例如在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不當收

取證券交易資訊使用費一案，公平會即認為，因法令上的限制使證交所成

為國內唯一依據證券交易法以供給有價證券之集中競價買賣場所為目的

而設立之法人機構，而為「上市證券交易資訊供給市場」之唯一賣方，而

認定其具有獨占地位。按證交所既為唯一賣方，欲使用上市有價證券之相

關交易資訊者，僅能選擇向證交所支付費用，證交所自具有影響上市證券

交易資訊供給市場之市場價格的能力。  

（四）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不易克服之困難  

114.  在前述光陽工業公司因被公告為機車特定市場獨占事業提起訴願案

（82）公訴字第 52532 號訴願決定書中，公平會即表示：「查機車市場因

產品差異化深，環保標準之實施致技術提高，技術取得受限於國等因素，

顯示有相當之進入障礙；且訴願人自承機車屬精密消費財、技術資本密

集、產業關連效果大，產品須合政府法規等，適足顯示機車產業的特性及

其限制，他事業如欲進入此市場將面臨相當之困難。」其次公平會更近一

步指出：「因種種進入市場之限制條件，既存業者未施行排除競爭之行為，

仍足以構成潛在競爭者進入機車市場之障礙。」凡此，均顯示出公平會對

於市場進入障礙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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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其次，市場進入障礙之審酌並不須特別考量政府政策之影響，例如在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因被公告為人身保險特定市場獨占事業提起

訴願案（82）公訴字第 53078 號中，公平會即表示：「訴願人訴稱「他事

業加入人身保險市場繫於政府政策」，惟他事業加入此特定市場有無不易

克服之困難，並不因進入市場障礙係肇因於法令、政策或其他因素而有

別。人身保險市場進入障礙之存在要與其形成之原因無涉。」 94 

116.  最後，針對公營事業部分，公平會亦曾就其相關市場進入障礙問題加

以處理；例如在大台北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台北瓦斯」）

案（89）公處字第 085 號處分、台（89）訴字第 34197 號決定書案中，公

平會指出：「依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第十七條規定，民營公用事業如其

性質在同一區域內不適於並營者，非經中央及地方監督機關認為原有營業

者，確已不能再行擴充設備至足供公用之需要時，同一營業區域內，不得

有同種第二公用事業之設立。大台北瓦斯營業範圍內尚無第二家天然氣供

應業者，且市場中存有法令上之參進障礙，應屬公平交易法第五條第一項

所指之獨占事業。」  

117.  除此之外，關於特許事業因為法令限制而產生的市場進入障礙問題，

亦為公平會關注焦點。例如證交所不當收取證券交易資訊使用費一案，公

平會即認為，由於證券交易法第 11 條、第 12 條以及第 96 條對於有價證

券集中交易市場之經營業務係採取特許制度，而證交所係為國內唯一依據

該法以供給有價證券之集中競價買賣場所為目的而設立之法人機構，且證

交所對於其撮合委託買賣上市有價證券產生之相關交易資訊，提供予申請

使用者（含資訊廠商）之行為，顯已形成產業結構之上、下游交易關係，

除應受公平交易法規範外，證交所為「上市證券交易資訊供給市場」之唯

一賣方，居「獨占地位」，無庸置疑。  

                                           
94 惟此種敘述固有其道理，然是否政策及其執行導致係爭市場失去競爭之條件，從

而公平會不具介入之價值，則容有再斟酌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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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118.  以商品之性質為例，有些產品可長期保存，適合長途運送，或運輸成

本相對於產品價值微小，市場的範圍擴及全球，如藥品、汽車等，他們的

市場甚至可以全世界為範圍。是故，就商品或服務之特質而言，是否易於

輸入或輸出，也將影響到競爭力，所以在認定是否屬於獨占之審酌事項

上，亦應加以考量。  

六、豁免之問題  

119.  在公平會從事「獨占」認定的過程中，亦不乏面臨受處分之對象援引

第 46 條之規定要求除外者。例如在「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證交所」）不當收取證券交易資訊使用費案」中，公平會依據「證

券交易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  證券交易所，謂依本法之規定，設置場所

及設備，以供給有價證券集中交易市場為目的之法人」、第 12 條「本法所

稱有價證券集中交易市場，謂證券交易所為供有價證券之競價買賣所開設

之市場」及第 96 條「非依本法不得經營類似有價證券集中交易市場之業

務；其以場所或設備供給經營者亦同」，認定：「證交所係為國內唯一依據

該法以供給有價證券之集中競價買賣場所為目的而設立之法人機構，且證

交所對於其撮合委託買賣上市有價證券產生之相關交易資訊，提供予申請

使用者（含資訊廠商）之行為，顯已形成產業結構之上、下游交易關係，

除應受公平交易法規範外，證交所為「上市證券交易資訊供給市場」之唯

一賣方，居「獨占地位」，無庸置疑。」  

120.  然證交所則主張其行為應得以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公平會最後認

定本案無得以排除公平交易法適用之理由；其理由如下：「（一）證券交易

法並無任何條文明定證交所得以「資訊廠商之傳輸方式」制定變動費用收

取標準。（二）證券主管機關證期會對於證交所提報之「交易資訊使用管

理辦法」及其「收費標準」，自八十七年起，僅係依其權責就「證券交易

法」等相關規定範圍予以備查，未為實質審查，至該內容是否會影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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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秩序因非其主管業務而未加以衡量，證交所以該公司有關交易資訊管

理辦法及收費方式既經證期會核備，已有行政屏障之主張，自不可採。（三）

且本會先前決議所依據之證交所函報內容，均僅提及「級距式固定資訊使

用費」部分，皆未提及「變動費用」之收取標準，本會依據證交所提報內

容所作之決議，證交所以之作為「變動費用」之收取已一併獲認符合本會

相關決議精神，顯屬誤解；再者，於本會第二七五次及第三一三次委員會

議針對證交所所報級距式固定資訊使用費標準決議後，證交所已數次自行

變更修正收費標準，已礙難以本會前開決議主張有其『行政屏障』或『信

賴保護』，而自外於公平交易法的規範。」  

121.  其後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臺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

不當收取證券櫃臺交易資訊使用費案」（91 年公處字第 132 號）中公平會

亦面臨相似之情形，並在認定櫃買中心對於其撮合委託買賣上櫃有價證券

產生之相關交易資訊，提供予申請使用者（含資訊廠商）而取得對價之行

為，顯已形成產業結構之上、下游交易關係，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之餘，

進一步釐清本案亦無排除公平交易法適用之可能；其理由如下：「（一）「證

券交易法」並無任何條文明定櫃買中心得以「資訊廠商之傳輸方式」制定

變動費用收取標準，是櫃買中心前開行為尚無法律屏障，而得以排除公平

交易法之適用。（二）蓋證券主管機關證期會對於櫃買中心提報之「交易

資訊使用管理辦法」及「使用費標準」，僅係依其權責就「證券交易法」

等相關規定範圍予以備查，未為實質審核，至該內容是否會影響市場競爭

秩序，因非其主管業務而未加以衡量，櫃買中心以該公司有關交易資訊管

理辦法及收費方式既經證期會核備後才公告實施，並無完全自主權，而認

有行政屏障之主張，自不可採。」  

七、修法前之獨占公告制度  

122.  公平交易法在實施之初，因慮及一般事業無法理解「獨占」之意義卻

又必須面臨當時條文第 35 條的刑罰，乃於第 10 條第 2 項中明定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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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有公告獨占事業名單之義務 95，然此種規定明顯的造成執行上之困

難，且無法反映反壟斷規範之執行必須就一段期間內之事業相關行為加以

觀察的必要，從而導致其公告行為之法律屬性紛雜 96，以及無法對應反壟

斷分析所必須保有之彈性，故此，公告制度在公平會以（82）公秘法字第

002 號正式公告「鐵路客運服務市場」等三十三個特定市場獨占事業名單

後即於 1999 年的修正條文中，被正式剔除。  

 

                                           
95 公平交易法 1999 年 2 月 13 日修法前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獨占之事業，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96 例如經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告為獨占事業，其事業活動應即受同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

列各款禁止行為之限制，參諸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56 號解釋暨行政法院 59 年

度判字第 192 號判例要旨，獨占事業之公告，既已直接發生限制被公告事業行為之

法律效果，即具有行政處分之性質，被公告事業如認該公告係不當或違法，致損害

其權利或利益，自應許其提起訴願以資救濟。如此一來，公平會即必須面臨層出不

窮的訴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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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之一  獨占事業認定之範圍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增訂） 

「事業無左列各款情形者，不列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一、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二分之一。 

二、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三分之二。 

三、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四分之三。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占有率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

年度事業總銷售金額未達新臺幣十億元者，該事業不列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事業之設立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令、技術之限制或有

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不列入認定範圍之

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參考文獻 

參見第 5 條。 

 

第五條之一  獨占事業認定之範圍 

壹、法制比較 

貳、立法沿革及體系定位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本條之規範功能 

二、本條各項構成要件 

（一）市場占有率之計算方法 

１、確定特定市場以作為占有率之計算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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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確定系爭事業在特定市場中之占有率 

（二）其他獨占類型 

１、法令限制 

２、技術限制 

３、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形 

 

 

壹、法制比較 

1.  參見第 5 條 

 

貳、立法沿革及體系定位 

2.  在獨占認定之過程中，最關鍵者應係如何反映經濟理論上對於獨占之關切

的擬喻，亦即對於獨占市場結構中傾向於出現濫用行為從而導致福利損失的結

構性推論。準此，獨占結構之存否即成為進行論理的基礎。簡言之，公平交易

法中所謂獨占之認定，其實應係對於具有影響市場福祉之獨占狀態之界定。此

際，諸多經濟理論之發展均對於公平交易法之執行會產生程度不一之影響。例

如，美國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之出現，及其所持市場效率（efficiency）

觀點，即影響到司法實務之處理。 

3.  我國公平交易法在制定之初雖也確實反映此種趨勢，然在有限的執行經驗

中，並未特別顯示出對於經濟理論或學派之對應觀點，而是持平的處理施行細

則所揭示的「應考慮」因素。而原列於 2002 年 6 月 19 日修正發布前公平交易

法施行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即屬之。與其

他四項應考慮因素相較，「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中時間、空間之替代可能性」

屬於傳統個體經濟理論在界定相關市場時所採用之原則，「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

格之能力」以及「他事業進出特定市場之難易程度」屬市場力量及獨占力判斷

上的考量因素，至於「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則係芝加哥學派理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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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強調國際貿易之影響時所被強調者。這些考量因素在 2003 年修法後，仍被

保留在施行細則第 3 條中。 

4.  至於原先施行細則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所列排除因素 1，應係對於經濟理

論中為解決市場力量之認定困難所發展出市場集中度理論的代表。換言之，在

「完全競爭」之假設條件下（參照：第 4 條邊碼 18），市場集中之狀態與價格的

同質性及投資不具備高報酬率等三個因素被認為係認定獨占結構存否的主要因

素。準此，市場集中率在某種程度上被援引作為評價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本上，這些因素所呈現者為在經濟理論所設定完全競爭之指標下，立法者不

認為應依據管制獨占理論加以介入的市場結構，或者，吾等可以稱之為管制獨

占之門檻。基於這些獨占管制門檻會對於人民之是否應受獨占力濫用行為規

範，如第 10 條規定之管制，發生實質上的影響，在維護人民基本權利並明確其

義務前提下，公平交易法於 2002 年修法時決定將這些門檻條件納入母法，並成

為當前公平交易法第 5 之 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條文。 

5.  此外，公平交易法新修條文之第 3 項亦係自原施行細則第 3 條第 3 項轉換

而來。原條文係針對「市場占有率」之計算方式為規定，條文內容為：「事業雖

有前二項不列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但該類事業之設立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

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令等因素之限制者，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

業。」而在新修的公平交易法第 5 之 1 條中，除用語配合前兩項之文義略加調

整外，基本上主旨相同，其條文為：「事業之設立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

入特定市場，受法令、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

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不列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

占事業。」這個規定係提供執法單位在認定獨占時，能更清楚的表現出獨占之

                                                 
1 即「事業無左列各款情形者，不列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

率達二分之一。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三分之二。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

占有率達四分之三。（第 2 項）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事業，其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占有率未達

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年度事業總銷售金額未達新臺幣十億元者，該事業不列入獨占事業之認

定範圍。（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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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除應對於因市場機制而形成之「量」的認定加以關切外，更應對於足以

對於整體市場機制與社會福祉產生影響但欠缺市場機制之市場結構加以關切。

這個規定由其對於發展中之前瞻科技及其影響具有重要意義，也是芝加哥學派

相關理論發展過程中所強調者。尤其是科技發展之決定性影響部分，已被認為

往往是顛覆既有市場結構的關鍵因素之一，而法令本身之外部性，更是在獨占

市場之創設上有其關鍵地位。 

6.  最後，公平交易法則在施行細則第 4 條中，更進一步將執法機關在計算事

業之市場占有率時應先審酌之資料加以規定，以落實政府機關依法行政進行判

斷時應具備之基礎。依據該條之規定，系爭「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

存貨、輸入及輸出 值（量）之資料」（第 1 項）為計算市場占有率所應審酌之

資料。其次，依據同條第 2 項之規定，基於獨占之認定往往涉及許多出處不同

且訊息不一然又同時存在之資料，為確立執法過程之檢驗標準，該項規定乃特

別指出，為認定之權責機關「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料或其他政府機關

記載資料為基準。」2 

7.  綜上，在以公平交易法第 5 條為據的獨占認定法規體系下，第 5 條之 1 已

成為限縮第 5 條適用範圍的門檻條文，至於配合制定的施行細則，其中雖亦有

占有率之計算，則係在前述門檻限制下針對事業之市場力量為計算之謂。此種

法規架構比先前施行細則第 3 條將獨占事業認定因素與排除適用之門檻並列之

情形更具邏輯性，也更具可操作性。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本條之規範功能 

8.  由於「獨占」地位之認定乃規範獨占立濫用行為之前提要件，如何認定「獨

占」即成為執行公平交易法規範獨占力濫用行為之重點工作。就這些自施行細

                                                 
2 如此規定最大的價值在於解決是否公平會應將當事人所提供之所有資料納入考量的問題。

其次，在公平法新頒之初，各界也都對於是否應考慮地下經濟的影響表示關切，深恐公平法

的執行會對於合法經營者產生外部效應的影響。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五條之一—范建得 
 

 192

則改列入母法的市場占有率規定而言，除一般法律人習知的「門檻條款」意義

外，其本身具有的規範功能具有相當之特色。首先，在確立獨占之概念後，若

欲課人民以反壟斷之義務，吾等不得不特別就系爭行為之違法性何在有特別的

著墨。雖然第 5 條之規定很清楚的傳遞給我們公平交易法對於市場結構之關切，

且藉由經濟分析提示法律人介入市場的角度，然則在概念確立後如務實的展開

違法行為之分析，卻必須有一套足供操作的工具。換言之，吾等必須確認，我

們是在哪一種特定市場的條件下來從事獨占認定。而特定市場不論從產品或地

理市場之角度來看，都必須建構在基本的市場定性（characterization）上。 

9.  就經濟分析的理論言，由於逐漸發現完全競爭係無法證明其存在的一種狀

態，乃有跳脫出原本結構概念下所追求的完全競爭，代之以市場為不完全競爭

（imperfect competition）屬性的假設 3（參照第 4 條邊碼 18），嘗試解決系爭行

為的競爭意義，這即是所謂可運作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之由來 4（參照

第 4 條邊碼 19）。然則由於可運作競爭的分析必須透過多元價值之條件，分別從

結構、行為與績效準則的角度來加以詮釋，相對於法律人較易接受列舉或例示

條件之綜合分析，經濟人反而覺得眾多因素的並列往往使其分析落入難以界定

市場競爭狀態的困境，從而逐漸發展出所謂的單一法則，並回歸到以競爭存在

的假設為分析前提，在這種分析的架構下，系爭行為之反競爭分析必須建構在

市場趨向競爭的假設上。準此，市場的集中率併同價格的同質性與投資不具備

高報酬率等三者被認為是界定市場競爭程度的重要準則 5。這其中，市場集中率

（Concentration Ratio）往往被認為是一種呈現市場競爭程度最直接的準則，從

而在各主要工業國家的反壟斷甚至不公平競爭分析中均可見其援用 6。經由占有

率的分析，我們可以期待經由市場競爭程度所顯示出其在所處市場之地位，來

                                                 
3 以較具代表性的 Stephen Sosnick 準則而言，共列舉出三大類十六項的準則。 
4 最早提出此理論者為 1940 年代的 J.M. Clark。 
5 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市場集中度低、價格同質性高、投資報酬率不高。 
6 市場集中率最為典範的運用系所謂的 CR4 分析，亦即藉由市場前四大事業的所占比例之高

低來判斷市場競爭程度之高低。換言之，前四大之占有比率高則是場競爭程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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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斷涉案事業是否屬於公平交易法第 5 條所定義之獨占事業。原則上，經由涉

案事業在所處市場中的占有率高低，我們可以看到市場結構的競爭程度，從而

對應到公平交易法在追求完全競爭之福祉上所必須加以介入從而以該事業惟獨

占事業的理由。 

10.  除了這個經濟分析上之理由外，從法律之觀點言，公平交易法對於獨占力

濫用之管制仍必須出自對於系爭行為違法性的認定。這其中，除一般法律人所

習慣的抽象正義觀點之詮釋外，證據一直是困擾反壟斷法律分析的難題。畢竟

反壟斷分析系出自於對於獨占狀態及其擁有獨占力量之不安，是以獨占狀態與

獨占力確實存在的證據十分關鍵。基本上，獨占力之存在必須訴諸前條相關市

場之判斷，然具體的獨占力臨界線何在，卻始終是一個純粹法律分析難以解決

的困境。是以在早期美國的司法實務中，便不得不訴諸量化的市場占有率來加

以處理。美國最高法院甚至認為：「[壟斷]力量的存在大概可以從市場控制比率

推論而知。」 

11.  而今，這些市場占有率的判斷逐漸被轉換為法律分析獨占力存否的工具，

進而轉換成許多國家的立法一部 7。這點台灣亦然，除原先即已在施行細則中加

以規定外，更在 2002 年 6 月 19 日的修法中，將之納入母法第 5 條之 1 中，使

之成為獨占界定之要件的一部。基本上，此種作法應與國際立法趨勢一致，也

能符合獨占界定之功能目標。 

12.  然不可諱言者，市場集中率的概念並不是非常精確，是以要以此作為處理

市場占有率問題的基礎容有疑慮，故此在獨占狀態之分析上，主要的立法例仍

然係回歸市場占有率的計算，此點在我國亦然。首先，係在最初提出的施行細

則第 3 條中，將「特定事業在市場的占有率」與其他時間、空間的替代可能性、

影響市場價格能力、進入市場參與競爭的難易度及進出口的情形等，同列為五

種在從事獨占認定時之應考量因素。基本上，這是避免獨占事業的認定呈現出

                                                 
7 依據我國最初立法背景的說明，我們參考了日、韓的立法。基本上，在我國立法之際，日

英德等國法規均有市場占有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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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無限制的狀態，所設下行政機關自由裁量之界線；此外這也是對應經濟分析

對於獨占之關切所條列出的分析要素。 

二、本條各項構成要件 

（一）市場占有率之計算方法 

 綜上所述，依據我國公交易法之相關規定，市場占有率之計算應包括下列之兩大事項：

１、確定特定市場以作為占有率之計算分母 

13.  特定市場之計算包括傳統經濟理論下有關產品市場及地理市場之界定，以

及在新經濟理論 8的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研發、技術與產品市場等三種層面之

界定。其相關敘述請參見前揭第 5 條之相關說明。至於此間所謂之市場究係何

指？我國之法律實務雖也引用經濟理論加以詮釋，但基本上之個案處理且著重

「準則」與「測量方法」之運用，並未具體就法律適用上所須之安定性特別加

以著墨。換言之，並未如美國司法部曾經對於必須加以分析之市場特別給予定

性，9藉以判斷所界定出之市場是否確實具備公平交易法所關切之結構。 

２、確定系爭事業在特定市場中之占有率 

14.  在以特定市場為分母之計算基礎上，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5 條之 1 的規定來

計算占有率，並判斷其是否符合法條之門檻條件，即「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

有率達二分之一」、「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三分之二」或「三事業

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四分之三」。至於計算之方式雖可以是依據地理市場

占有分佈之概念或事業年度總銷售額在特定市場（產業）中所占比例來計算，

然目前公平會之實務顯示，事業之年度總銷售額為最主要之計算依據。 

15.  依據這三個列舉條件，系爭事業在單純的依據本條各款認定其占有率達法

                                                 
8 新經濟係網路經濟（web economy）、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知識經濟（knowledge 

economy）之綜合稱謂。 
9 例如美國在 1984 年公佈之企業結合指導原則便對於產品市場有下列之說明：「A market as a 

group of products “such that a hypothetical firm that was the only present and future seller of those 

products could profitably impose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其

次，也對於產品市場之需求面及地理市場同樣加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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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門檻時，往往會面臨所謂干預「小孩舞刀」之尷尬。例如，系爭市場之總銷

售金額可能微不足道，從而二分之一之占有率仍是微不足道，或者在第二及第

三款之「二事業」或「三事業」之場合，其第二或第三之占有率極小，然其占

有率仍在與排列第一者之市場占有率合併計算時滿足法條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之要求。基本上這是單純數量計算所顯現出的不足，因這些在形式上滿足數量

要求之事業，本身並不具備反壟斷法所欲規範之市場力量（獨占力量）。故此，

公平交易法第 5 條之 1 於第 2 項中特別敘明「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占有率未

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年度事業總銷售金額未達新臺幣十億元者，該事業不列

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換言之，明文排除顯然不具獨占力量之事業。從法

律之效果言，原第 1 項之效力被第 2 項相對化。 

16.  至於在計算過程中得被援用的資料通常攸關重大，尤其在涉有爭議時會與

執法時所須遵守之證據法則有關。故此，施行細則第 4 條特別針對從事占有率

計算時得據以為基礎之資料加以規定，依據該條之規定，應以系爭「事業及該

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 值 （量） 之資料」作為計算市場

占有率所應審酌之資料。其次，依據同條第 2 項之規定，在面臨資料來源多元

化之狀況，權責機關「得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料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

料為基準。」以杜爭議。 

（二）其他獨占類型 

１、法令限制 

17.  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5 條之 1 第 3 項之規定，事業之市場占有率即便未達門

檻，仍可能因其具備足夠之市場力量而被認定為獨占者。依據該項之規定：「事

業之設立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令、技術之限制或有

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不列入認定範圍

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這種規定是對應於因政府自

身行為或技術之快速發展乃至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之重大因素所作規定。嘗有學

說認為，政府才是真正市場最大的壟斷者，在我國公平交易法頒行之初，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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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在公營公用乃至黨營事業充斥的台灣，除非政府有決心落實競爭政

策，讓公平交易法發揮促進市場競爭機制的功能，否則公平交易法將會淪於「只

准州官放火，不許百姓點燈」。這種疑慮其實普遍存在於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之

公平交易法規執行過程中，而我國將法令之限制納入反壟斷體制，其實也對應

出了此種關切。 

18.  基本上，法治國家對於市場之介入通常必須本諸依法行政之原則，故此透過法令創設市

場、建構市場進入障礙、干預市場機制正係國家行為中足以牽動公平交易法適用問題的介面。

加以國家之法令所創設或形成之市場，通常具備獨占或寡占結構，是以在公平交易法的適用

上，獨占地位之認定即成為前提要素之一。 

19.  在立法之初，嘗藉由第 46 條將所謂「依照其他法律規定之行為」（第 1 項），

或在本法公布後五年內「公營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行政院許可

之行為」（第 2 項），排除在公平交易法之適用外。然一般見解仍認為該條之排

除應係針對行為而訂，不及於單純的獨占地位之認定，因獨占之認定僅為市場

結構之認定，在進一步依據第 10 條規定為獨占力濫用行為之處分前，並無援用

除外規定之必要。而今第 46 條之規定已在 1999 年之修法過程中有顯著修改，

除第 2 項業已刪除外，第 1 項部分更將單純的不適用加以調整，而強調該些行

為不應牴觸公平交易法之立法本旨（參照：第 46 條）。準此，獨占之界定更不

應有其他法律之規定而被排除。 

20.  基本上，因法令而形成之獨占結構主要出自於政府管制，而管制之類型主

要有二：其一為市場進入之管制，其二為價格或獲利率之管制。這些管制型態

都普遍存在於公營或公用事業所存市場中，例如，在現階段市場自由化與法規

鬆綁後仍然存在的公營自來水事業，鐵路事業、大眾捷運、電力事業或產銷合

作社及農產品交易市場等；此外，許多特許或管制性產業也有許多程度不一的

相似管制，例如在我國市場自由化後的油品、煤氣、電信、公路、菸酒、金融、

廣播電視等均屬之。基本上，這些產業往往因市場進入之法令障礙或因價格管

制無法滿足經濟規模需求，導致其中之經營者能享有控制價格或排除競爭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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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力量。 

２、技術限制 

21.  就專利權之行使而言，其本身具有一定程度的排他性、獨占性及專屬性，

是以，解釋上應屬公平交易法所管制之對象，但專利權既為權利，本有其行使

之自由，解釋上並不應該有所限制。從而，為了避免法律間之衝突而造成適用

上之爭議，公平交易法第 45 條規定「依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

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以解決法規適用上之衝突。惟如波瀾尼爾氏所

云：「權利濫用之極，違法之極。」故公平交易法第 45 條之適用乃以「依法行

使權利之正當行為」為其適用前提，故若非屬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則仍

有公平交易法之適用（參照：第 45 條）。就專利權人專利權之行使行為而言，

因與涉及專利權人自身經濟利益之實現，故應屬專利法所保障之範圍內。但須

注意的是，就授權之限制約款之本質以觀，畢竟有分割市場、限制競爭之作用，

是以若容許專利權人對授權作過度之限制，如此一來對於市場競爭之機能將可

能產生嚴重妨礙，亦即該行為雖仍屬權利之行使，惟就性質而言，並非正當，

所以仍應受公平交易法之拘束。 

３、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形 

22.  本諸公平交易法第 1 條可知，其立法目乃在於為維持公平競爭之交易秩序，

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參照：第 1 條）。從而舉凡具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

交易行為，均應受公平交易法之制約。然而，法律之訂立並無法窮其極盡地對

各事物作一描述，但又為防有所缺失之憾，故以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

競爭能力之情形來作為公平交易法保障公平競爭之交易秩序之最後一道防線。

是以，縱非公平交易法明文規定之獨占事業，若有影響市場供需而可排除競爭

力可排除之情形，主管機關亦得將之認定為獨占事業。（關於可排除競爭之能

力，參見第 5 條邊碼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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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結合之定義 
 

 

現行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 

一、與他事業合併者。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計算前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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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結合之定義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一）相關條文 

１、休曼法第 1 條及第 2 條（Sherman Act Sections 1 & 2） 

２、克萊登法第 7 條（Clayton Act Section 7） 

３、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 5 條（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Section 5） 

４、威爾森關稅法（Wilson Tariff Act） 

５、克萊登法第 7A條（Clayton Act Section 7A） 

６、韋伯 • 包米爾法（The Webb-Pomerene Act）及出口貿易公司法（The Export 

Trading Company Act） 

（二）規範原則與制度架構 

（三）實務見解與學說主流 

二、日本 

（一）一般集中規範 

１、擁有過大事業支配力之公司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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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銀行、保險公司持股之限制 

（二）市場集中規範 

１、實體規範 

２、程序規範 

三、德國 

（一）結合概念 

（二）管制門檻與程序 

（三）結合之許可 

１、聯邦卡特爾署准駁結合之標準 

２、聯邦經濟部部長特許結合之標準 

四、歐洲聯盟 

（一）基本規定 

（二）規範對象 

１、經濟力集中 

２、共同體規模 

３、產生或強化支配地位 

（三）規範程序 

１、事前申報 

２、審查程序 

３、等待期間 

４、結合申報簡易程序 

（四）專屬管轄權 

（五）規則效力 

１、域內效力－結合規則與會員國法 

２、域外效力 

（六）規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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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合規則與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之關係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經濟分析概述 

（一）水平結合 

（二）垂直結合 

（三）多角化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亦有稱聚集結合或聚合結合） 

二、本法第 1 項構成要件分析 

（一）結合類型－第 1項 

１、與他事業合併者 

２、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３、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４、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５、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二）關係企業持股之併計－第 2項 

１、關於「控制與從屬關係」之認定 

２、具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集團企業持有被結合事業股權如何計算 

肆、本法第 6條與其他規範之適用問題 

一、結合行為與聯合行為之關聯性 

二、與其他法律之適用問題 

（一）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 

（二）其他結合法律規範 

三、域外結合案件之管轄權問題 

伍、管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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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一）相關條文 

 在美國，與企業結合有關的公平交易法規主要如下： 

１、休曼法第 1 條及第 2 條（Sherman Act Sections 1 & 2） 

1.  休曼法因係側重對於市場獨占力之管制，故在結合行為之適用上，便將重

點放在對於足以促成獨占或有導致市場集中疑慮之結合行為的管制。由於其範

圍如此狹隘，是以在克萊登法案頒行後，美國司法實務通常將休曼法與克萊登

法併用，以便能更完整地將結合規範適用在所有足以影響美國產業競爭的結合

案件上。 

２、克萊登法第 7 條（Clayton Act Section 7） 

2.  本條之規定主要適用在因收購股份或資產之結果而有足以促使收購者因生

產力遽增而有發生實質上減損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的企業合併案件上。其規

範對象為從事商務者（any corporation engaged in commerce），故此涵蓋各類商業

組織。惟本條文之適用並不及於單純之投資行為，因此，只要能證明收購之目

的在於投資而無關企業結合，則該收購行為將無本條規定之適用。 

３、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 5 條（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Section 5） 

3.  由於本條規定之主要目的在於禁止以不公平競爭或欺罔不實（deceptive）之

行為來降低或影響競爭對手之競爭能力，由於在實務上違反休曼法者通常也會

違反本條規定，是以本條也因此成為足以用來規範結合行為之法律。惟其重點

則在於規範「有違公序良俗」（Public Policy）、「不道德、具脅迫性（oppresive）」

或「足以對於消費者或競爭者產生實質損害（substantial injury）」之行為，準此，

本條用於結合管制通常屬於附隨性質。 

４、威爾森關稅法（Wilson Tariff Act） 

4.  依據本條之規定，當二以上同樣從事貿易業務者其中有一人係從事進口業

務時，該二人等不得基於限制他人從事合法貿易或商業行為，或係基於提高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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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品價格之目的，而有允諾（promises）、信託（trust）、協議（agreement）或契

約（contract）之安排。本條主要係針對維護貿易市場之開放而制定，然因本條

之規定實已與休曼法有所競合，故此近來已較少適用。 

５、克萊登法第 7A 條（Clayton Act Section 7A） 

5.  本條之重點在制定結合前之通知及審核期限，其中更對於涉外合併案之外

國兼併者所需資金制定規範，其目的在於幫助政府權責機關儘早了解結合案，

並充分取得所需資訊以利審查。 

６、韋伯 • 包米爾法（The Webb-Pomerene Act）及出口貿易公司法（The 

Export Trading Company Act） 

6.  這兩個法案主要在針對前述之規範提供豁免（exemption）空間。 

（二）規範原則與制度架構 

7.  關於美國對於結合之管制規定，主要是基於休曼法第 2 條而來，然而，由

於休曼法第 2 條適用上之不確定性，國會於 1914 年時，制定克萊登法以對於結

合作進一步之控制與掌握。在克萊登法的實踐上，主要是透過第 7 條之規定來

預防結合之反競爭情況，在實際操作上，無論是否屬於結合之情形，實務上率

皆以克萊登法第 7 條作為規範評價之依據。克萊登法第 7 條的寬鬆控制創設出

一些例外，僅基於投資而取得股票或以子公司之形式取得股票，即得豁免。此

外，在克萊登法中，尚有規定其他特殊之形式。 

8.  在美國，結合之完成需要事先通知反托拉斯法之主管機關，因為如在結合

完成前先通知主管機關，則對於反競爭結合之禁止而言，將更有效率。因此，

1976 年之哈特-史高特-羅帝諾反壟斷改進法案第 7 條，即要求關於股票或資產之

獲得，在符合一定條件時，需通知司法部及貿易委員會。儘管如此，對於事先

通知的制度而言，司法部及貿易委員會仍在尋求一個清楚的處理程序使這種結

合之事前通知更具體化。 

9.  對於結合之指導原則，司法部首先於 1968 年頒訂企業結合指導原則（Merger 

Guideline），並於 1982 年及 1984 年時分別加以修正。就 1984 年之指導原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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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 HHI 指數作為衡量市場集中度的標準：１、結合後若 HHI 指數低於 1000

者，通常司法部並不會對此類的事業結合加以管制；２、若結合後 HHI 指數介

於介於 1000－1800 者，此時司法部對於結合後指數超過 100 點者加以規範，惟

若考量廠商財務狀況、市場進入障礙、市場效率等因素後，認為結合並不會帶

來反競爭之效果時，則不加以管制；３、若結合後指數超過 1800 點者，則屬於

高度集中市場，司法部對於因結合而使指數增加低於 50 點者，並不加以管制，

惟若指數增加大於 100 點者，通常即對之加以管制，至於介於 50 點至 100 點之

間者，則會基於考量其他要素後，始決定是否加以管制，其他考量要素如：市

場進入障礙大小、產品特性、經濟效率、市場特性、垂直廠商抗辯及其他影響

市場占有率、市場集中度之因素等。 

10.  迄至 1992 年司法部及聯邦交易委員會復共同發表水平結合指導原則以修正

1984 年的結合指導原則及 1982 年的水平結合原則，藉以釋放兩各聯邦部門間對

於反托拉斯法執行管轄之爭議。司法部及聯邦交易委員會的水平結合指導原則

認為結合之執行是美國自由企業體制下的基本要素，也因此而能增加美國企業

間的競爭利益及消費者的福祉，且認為結合之執行可以預防反競爭之結合，以

避免破壞對於有利競爭之整體或中立之結合。1992 年的水平結合指導原則透過

對於結合基礎的分析來作為結合執行之依據並提供結合之須知予企業，促使企

業免於觸法。至於 1968 年的結合指導原則，則加以廢棄不用。同時，1992 年的

指導原則亦融合 1982 年及 1984 年的操作經驗而成。此外，最重要的是，此一

水平結合指導原則第 2 條更明確的指出，結合是如何導致反競爭之效果以及市

場因素之實踐上所應注重之要素為何。 

（三）實務見解與學說主流 

11.  依據美國的規定，所謂的結合是指二以上各自獨立之事業，經由緊密之結

合而成為一個經營的實體，形成了一個僅有單一所有權及控制關係之單獨主

體。在產銷秩序上，一般分為水平合併（Horizontal Merger）、垂直合併（Vertical 

Merger）及多角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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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謂的垂直結合，是指不同層次間產銷產業間之結合，諸如製造商、批發

商和零售商等之結合，因有限制競爭自由狀態之可能，故加以規範之。其類型

又可分為順向垂直結合與逆向垂直結合，前者是指供應者主動收購客戶之情

形；後者則是指供應者遭客戶所收購。1963 年的 Brown Shoe 一案，實為第一個

具體指出結合具有反競爭之案件，本案中，法院確立垂直結合違反反托拉斯法

之判斷標準，茲歸納如下：１、需先判斷何謂相關之地理市場及產品市場；２、

依結合後可被封閉之市場占有率，來衡量結合後可能帶來的效果；３、若其上

述市場占有率及潛在反競爭威脅並不顯著時，法院即會考慮其他與案例相關之

經濟及歷史因素，包括產業集中趨勢、結合造成的進入障礙，以及結合的目的

及性質等。而在 1957 年的 United States v.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一案

中，則是法院第一次嘗試對於垂直結合加以管制，而且引用市場力量與壟斷可

能性等相關法理，可以說是垂直結合管制中的指標性案例。1972 年的 Ford Motor 

Co.一案，不同於 DuPont 一案，其認為判斷之標準並不在於市場阻絕（market 

foreclosure），而在排除可能的競爭者及妨礙新進者進入市場。而 Fruehauf Corp.

一案的見解則不同於早期 Brown Shoe 一案之見解，尤其對於反競爭可能性、阻

絕及進入障礙等理論，採取較懷疑的態度。 

13.  水平結合，係指一家產業收購另一家產業，而此二家產業是處於同一地理

市場，生產製造相同或可密切替代產品之產業。因結合後，市場占有率可能提

高，甚至造成獨占之可能，所以就此一限制競爭自由之可能狀態，反托拉斯法

自然需要加以規範。至於美國處理水平結合之管制標準，在 Brown Shoe 一案中，

劃分了兩種不同的分析模式：質與量的分析。所謂質的分析，是指就個案對於

特定市場之結構、歷史及未來的可能趨勢，加以研究以確定真正的反競爭效果；

而所謂量的分析，則是以市場占有率為主要數據。然而，這樣的一個方法，並

未為其後判決加以遵循。反之，其後之判斷，多側重於量的分析而忽略了質的

分析考量。例如 1963 年之 Philadephia National Bank 一案，即僅側重於量的分析。

而 General Dynamic 這個案子，則被認為是 Brown Shoe 的第二版原則，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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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額外分析的架構也受到爾後最高法院的肯認，甚至到了 Marine Bank Co.一

案中，更認為數據分析下的集中率，不過僅是一種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

而已。 

14.  多角結合，是指不同種類間事業之結合，其產品市場完全不同，較常見者，

乃在於其生產與配銷在功能上具有關聯，藉事業之結合而達其產品市場擴張之

目的。雖然美國立法資料中並未對於多角結合有特別規定，然而透過實務的發

展，多角結合仍需受到克萊登法是否顯著的減損競爭力的檢驗。例如，在 Proter 

＆Gamble 一案中，法院認為其結合會產生阻斷市場上出現新競爭的之可能性，

所以認為結合違法，然而與此法院並沒有說明此一原則的認定標準，從而這種

可能性的標準，嗣後遭到業者嚴重的批評。 

二、日本 

15.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四章係有關結合管制之規範，其原文名稱為「股份持有、

董監事的兼任、合併、分割及營業讓受」；惟須注意者，本章規範並不僅止於合

併等可能導致特定市場集中度升高的規範，其尚包括所謂的「一般集中」規範。

所謂一般集中，係指事業所擁有之經濟力或資金力量過大、社會財富過份集中

之現象，其對特定市場或許並未擁有市場支配力，但其事業活動橫跨數個以上

市場，使得其整體資金、財富量甚為龐大，而有必要對之予以一定的規範，避

免其優勢地位的形成或更加強化。相對於此，吾人對於合併、股份持有等一般

結合態樣，所著重者乃是此類結合可能導致特定市場的集中度上升、市場結構

發生反競爭性的變化，從而有必要對此類導致「市場集中」之結合，從預防獨

占力或市場支配力形成的觀點，予以規範。 

16.  具體而言，在日本獨占禁止法第四章的各該條文中，屬於一般集中規範者，

計有第 9 條的禁止設立擁有過大事業支配力之公司、銀行及保險事業持有他公

司股份比例之限制；屬於市場集中規範者，則包括第 10 條及第 14 條的股份持

有之限制、第 13 條的負責人兼任之限制、第 15 條的合併之禁止、第 15 條之 1

的公司分割之禁止、第 16 條營業讓受規範以及第 17 條的脫法行為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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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集中規範 

１、擁有過大事業支配力之公司的禁止 

17.  1997 年以前的獨占禁止法，於其第 9 條規定中秉持防止財閥再度復活之理

念，禁止於日本國內設立或成為控股公司。然而，鑑於最近經濟情勢的急遽變

化，日本產經界多認為，嚴格地禁止控股公司之設立，可能會阻礙日本企業國

際競爭力的提升，影響整體國民經濟之發展，因而要求修正獨占禁止法第 9 條，

以容許控股公司的設立。1997 年的獨占禁止法修正，於一定程度上，回應此一

產業界要求，第 9 條修正為僅禁止導致支配力過份集中的控股公司之設立；其

後，於 2002 年再度修正，其規範對象不再限定於控股公司，而係針對一般擁有

過大事業支配力之公司，予以規範。 

18.  現行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藉由持有其他國內公司之股份（包括

其他股東之出資額，以下同）而導致其事業支配力過份集中之公司，不得設立

之」；同條第 2 項則規定：「公司（包括外國公司，以下同）藉由取得或所有其

他國內公司之股份，而成為於國內事業支配力過份集中之公司。」 

19.  由上述二項規定可知，不僅不得於日本國內新設立事業支配力過份集中之

公司，現存之公司亦不可轉變為事業支配力過份集中之公司。此時之重要概念，

厥為何謂「事業支配力過份集中」？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如是說：「『事

業支配力過份集中』者，指公司、其子公司及其他為該公司藉由股份持有而支

配其事業活動之國內公司整體之事業規模在相當多數的事業領域顯著過大，或

因此等公司之資金交易所生對他事業之影響力顯著過大，或因此等公司於具有

相互關連之相當多數的事業領域都擁有力之地位，致對國民經濟產生重大影

響，妨礙公平且自由的競爭之促進。」因此，事業支配力的過份集中，乃是因

為公司及其關係企業全體在相當多數的產業領域，擁有相當有力之地位，且因

其優勢的資金力量，可能對其他事業發生不當影響，從而有加以規範之必要。

20.  在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現行的實務運作上，所謂的事業群整體規模過大，

係指總資產額超過十五兆日圓者，相當多數的事業領域，則指五以上的事業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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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為了更有效監督此類擁有過大事業支配力之公司，獨占禁止法第 9 條第 4

項並規定，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資產總額超過下列各款之基準額時，應於每會

計年度終了後三個月內，向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該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事業活

動報告書：（1）於控股公司之情形，基準額為六千億日圓；（2）於銀行、保險

公司及證券公司之情形，其基準額為八兆日圓；（3）其他公司，其基準額為二

兆日圓。此外，同條第六項並規定，新設之公司與其關係企業之資產總額，若

合乎上開三款規定之基準額，則應於設立後三十日內，向公平交易委員會進行

申報。 

２、銀行、保險公司持股之限制 

21.      鑑於銀行及保險公司所享有之龐大資金力量，其若意欲藉由收購他公司股

份以達控制他公司事業活動之目的，實屬輕而易舉，從而銀行及保險公司持股

對競爭秩序可能產生之不當影響的危險性，就不可忽視了。於此理解下，獨占

禁止法第 11 特別針對銀行和保險公司所得持有他公司股份之比例，予以嚴格的

限制。根據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銀行取得或持有其他國內公司之股

份時，不得超過其有表決權股份之百分之五，保險公司的此一持股禁止比例則

為百分之十。 

22.  然而，於部分特殊情況，銀行或保險公司並非於一般正常股份交易情形下，

取得他公司有表決股份，因此特殊情況所取得之股份，自不應受上開比例限制。

獨占禁止法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列舉了六種例外情況：（1）因代物清償或

擔保權之行使而取得股份之情形；（2）因公司買回自己股份，致超過各該持股

比例限制之情形；（3）因信託關係而取得股份表決權之情形；（4）成為中小企

業投資事業有限責任合夥之有限責任合夥人，因合夥財產而取得股份之情形；

（5）成為民法上之合夥的非執行業務合夥人，因合夥財產而取得股份之情形；

（6）其他由公平交易委員會所制定，無拘束發行公司事業活動自由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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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集中規範 

１、實體規範 

（1）股份持有之限制 

23.  Ａ、規範概要及沿革 

日本獨占禁止法上有關股份持有之規範，計有二條條文，一為第 10 條之公

司股份持有的限制，一為第 14 條之公司以外之人之股份持有的限制。第 10 條

第 1 項規定如下：「公司因取得或所有他公司股份，而有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

域之競爭之虞者，不得取得或所有該當股份，亦不得以不公平交易方法，取得

或所有他公司股份。」第 14 條規定如下：「公司以外之人因取得或所有他公司

股份，而有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之虞者，不得取得或所有該當股份，

亦不得以不公平交易方法，取得或所有他公司股份。」 

24.  由上述二條條文規範內容可知，二者除主體要件外，其他行為要件（取得

或所有，或以不公平交易方法取得或所有）以及對市場效果之要件（實質地限

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之虞）完全一樣。之所以有如此區別，並非規範理論之

要求所致，而係日本獨占禁止法的特殊沿革歷史有以致之。當初，之所以在第

10 條規定外，尚有第 14 條規定，乃係意欲針對財閥家族的股份擁有，予以較諸

一般更為嚴格的限制； 因此，過去對於公司以外之人擁有公司一定比例以上股

份數時，要求其必須提交報告書。惟隨著財閥家族勢力的逐漸凋零，加上日本

戰後經濟的發展，持股的重心已逐漸由個人轉為法人，甚至有因此稱日本式的

資本主義為「法人資本主義」者。於此情勢推展下，獨占禁止法有關持股規範

之案例，幾乎都集中於第 10 條規定上。 

25.  Ｂ、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之虞 

由前述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14 條的條文中，亦可窺知，其最重要之構成要

件在於其「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之虞」的對市場效果要件。此一對

市場效果之要件，不僅是有關股份持有限制之規範前提，亦是獨占禁止法第四

章中其他所有有關市場集中（結合管制）之規範前提要件。此一要件文言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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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者，如同獨占行為及聯合行為等規範中之

解釋，係指「競爭本身減少，致使特定事業或事業團體得依其意思，於某種程

度上自由地左右價格、品質、數量及其他各種條件，導致得以支配市場之情事

發生，或至少達到可能發生此一情事之狀態。」（高等法院民事判例集第 6 卷第

13 期第 868 頁）問題在於「之虞」如何解釋。 

26.  通說認為，鑑於結合管制乃係獨占行為及聯合行為的補充性或預防性規

範，從而所謂「之虞」者，只為到達競爭的實質限制之階段，而只要是有限制

競爭的可能性時，即滿足對市場效果要件。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於其「企業結

合指針」中指出（第三 1（2））：「『之虞』者，指企業結合雖不必然產生競爭的

實質限制，但只要其有產生令其容易發生此一結果之蓋然性即可。」由此可知，

所謂的「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之虞」，係指因為企業結合導致市場結

構朝向非競爭性的方向發展，使得企業較諸結合以前，更容易單獨或與他企業

共同實施限制競爭之行為的狀態。 

27.  於判斷是否有實質地限制競爭之虞時，應就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結合

型態、替代商品或服務之有無、市場進入的難易程度等等條件，進行綜合判斷。

其中，最重要者乃是，市場占有率。此一市場占有率所指者，乃是參與結合之

事業的市場占有率之合計。在前述的「企業結合指針」中，認為於下列情形將

不會有限制市場競爭之虞：（A）結合事業全體之市場占有率在 10％以下者；（B）

包含進口在內的市場進入相當容易，且相關市場並非寡占結構時，結合事業市

場占有率合計在 25％且不含市場占有率第一名之事業；（C）該當企業結合並未

帶來事業市場地位或競爭者數的變化（易言之，及垂直結合或混合結合），且未

生有市場封閉性或排他性之結果者。 

28.  另一方面，「企業結合指針」亦具體明示出，可能造成限制市場競爭之虞的

三種情形：（A）當參與企業結合之一方其市場占有率相當的高（47％），因合併

所增加之市場占有率亦多（13％），致使市場占有率第二位之事業其市場占有率

僅為結合事業的三分之一；（B）企業結合後，成為市場占有率第一名之事業（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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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率 33％），因結合所增加之市場占有率為 10％，前三名事業之市場占有率合

計達 66％；（C）企業結合後之新事業其銷售量之市場占有率為 50％，其生產量

之市場占有率亦遠超 50％，與此新事業有競爭關係者僅有一名。 

29.  Ｃ、取得或所有 

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4 條規定在限制公司或公司以外之人因「取

得」或「所有」他事業之股份，造成限制市場競爭之虞。根據「企業結合指針」，

此等取得或所有行為，係指因此而使得複數事業可以於相當程度或完全地進行

一體化之事業活動，進而對市場競爭發生一定的影響，具體而言，指下列情形：

（A）一事業單獨或與其關係企業共同擁有他事業超過 50％以上之股份者；（B）

事業擁有他事業之股份數超過 25％，且其持股比例高居第一者；（C）於股份持

有比率超過 10％之情形，考量股份持有比率之程度、股份持有排名、股東間持

有股份數的差距、股東人數之多寡等情形，綜合判斷之。 

（2）負責人之兼任 

30.      獨占禁止法第 13 條規定：「公司之負責人或其員工（指負責人以外，持續

性地從事公司業務之人，以下同），因兼任他公司負責人之地位，而有實質地限

制一定交易領域競爭之虞者，不得兼任該當負責人之地位（第 1 項）。公司不得

以不公平交易方法，對與自己在國內處於競爭關係之他公司，強制該公司應容

許自己之負責人兼任其負責人或員工之地位，或自己之員工兼任其負責人之地

位。（第 2 項）」 

31.  由上可知，公司間負責人等之兼任，不得因此導致競爭可能受到實質的限

制之虞，或是藉由拒絕交易、濫用優勢地位等不公平交易方法，強制他公司必

須接受本身所指派之負責人。公司負責人間的兼任，可能導致公司針對部分競

爭行為採取一致性的作法，成為聯合行為發生之溫床，從而有必要對此藉由負

責人兼任進行結合之作法，予以管制。 

32.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所公布的「企業結合指針」中，認為以下之負責人情

形，得認定為本條所欲規範之對象：Ａ.所兼任之公司中，一公司之負責人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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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數為他方公司之負責人時；Ｂ.具有代表權限的負責人同時兼任雙方公司之負

責人時。「企業結合指針」同時也認為下列事項，得認定為非本條規範之對象：

Ａ.僅發生於無代表權之負責人間的兼任，且兼任之負責人之比例在全體負責人

10％以下；Ｂ.股份持有比率 10％以下的公司間之非常任董事的兼任，且各公司

所擁有之兼任負責人未達全體負責人數 25%之情形。 

（3）合併 

33.  獨占禁止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該當於下列各款之一時，不得進行

合併：一、因該當合併致有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競爭之虞者。二、該當合

併以不公平交易方法為之者。」較諸其他結合型態，合併可謂最為徹底的結合

形式。公司間因為合併不僅使其經營指揮置於同一權限下，亦發生法人格合一

的情況；因此，雖然本條規定文言如對市場效果之「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

競爭之虞」或「不公平交易方法」等要件，基本上與本章其他條文中之相同文

言，解釋上應有同樣之內涵。惟如同上述，合併乃是最為徹底的結合型態，對

於競爭秩序產生危害的可能性，實際上較諸其他結合型態更大。因此，在實務

運用上，有關上述要件的解釋及適用，有更為嚴格的傾向。 

與一般公司法規範無異，本條規定所稱的合併，指吸收合併及新設合併。

（4）分割 

34.  配合日本商法於 2000 年時，引進公司分割制度，日本獨占禁止法亦於同年

修正，增訂第 15 條之 1，將可以危害競爭秩序的公司分割行為納入該法之規範。

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作出類似於合併的規範，其如是說：「公司該當於下列各款

之一時，不得為共同新設分割（只公司與他公司共同進行新設分割者，以下同）

或吸收分割：一、因該當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致有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

域競爭之虞者二、該當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以不公平交易方法為之者。」

35.  所謂分割，係指公司將可獨立運作或可單獨發揮其營業功能之一部分營

業，分割予其他新設公司或既存公司。當他公司係為分割而新設立者，稱為新

設分割；反之，他公司屬現存公司者，稱為吸收分割。原本，分割多係企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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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生產或營業效率，而就組織或營業本身所為之瘦身動作。從而，若僅係

單純地新設分割，因其將原本屬同一法人格之組織，一切為二分割成二個企業

組織，其結果不僅對競爭不帶來負面影響，有時甚而因為可促進生產、經營效

率性或增加新競爭單位，而可以帶來正面的效果。然而，當分割型態係為二以

上事業所為的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時，其結果又不同了。於共同新設分割

之情形，由參與分割之事業將其營業中具有共同目的者，統一分割予一新公司，

新公司因此繼承各公司相關營業之市場占有率，合計而成一擁有相當比例的市

場占有率之公司，由於其結果類似新設合併，故而亦應仿效新設合併，予以規

範。同樣地，於吸收分割之情形，一公司將其與他公司營業具有共同目的之部

分營業，分割給予他公司時，其效果則類似吸收合併，亦應施予與吸收合併同

樣之規範。 

基本上，分割除因其行為類型係針對前述共同新設分割與吸收分割，而與

其他企業結合型態有別外，本項規定中之「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競爭之虞」

或「不公平交易方法」等要件，與其他結合規範相同，不再予以敘述。 

（5）營業讓受 

36.  獨占禁止法第 16 條第 1 項針對可能妨礙競爭機制運作的營業讓受行為，予

以規範，其謂：「公司因下列各款之行為，而有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競爭之

虞者，不得為之，亦不得以不公平交易方法為下列各款行為：一、受讓他公司

營業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二、受讓他公司營業上之固定資產的全部或主要部分。

三、租賃他公司營業全部或主要部分。四、受他公司委任經營其營業的全部或

主要部分。五、與他公司締結營業上全部損益共通之契約。」 

37.  上述各款之營業讓受行為，由於讓與（出租、委任）之一方將因此等讓與

行為而致其原有營業無法繼續有效獨立運作，而受讓（租賃、受任）之一方將

因實際上就該等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享有獨立自主的經營處分權，其結果類

似於合併，從而當此等營業受讓行為有導致市場競爭受到實質限制之虞，或者

事業為遂行此等受讓目的，而利用拒絕交易或濫用優勢地位等不公平交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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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有予以規範之必要。惟須注意者，主要部分營業之判斷，並非依循一般

公司法法則，從讓與公司之面向進行判斷，而係從受讓公司之方面予以判斷。

蓋獨占禁止法規範之著眼點，並非讓與公司股東權益有無受到應有的保障，而

係受讓公司因此可能增加之市場力量為何。此外，在損益共同之第 5 款規定上，

因鑑於當事業間的損益共同企業之締結，已無法期待其間發生競爭的可能性，

從而亦有必要予以如同營業讓受或合併之規範。 

（6）脫法行為之禁止 

38.  預料到隨著經濟情勢的變化，新的結合型態可能層出不窮，立法可能無法

劍及履及地配合修正，對新型態的結合行為，予以合理的規範。為去除事業僥

倖之心，並防止不當的脫法行為之生，獨占禁止法乃於第 17 條規定：「不得以

任何方式，規避第 9 條至前條各條規定所欲禁止或限制之行為。」因此一概括

條款或規範補遺條款的存在，事業將不能有倖存之心，冀望可以藉由新型態結

合手段的設計，實施反競爭行為，並能免除獨占禁止法的適用。 

２、程序規範 

39.  前述各種的結合規範類型，之所以受到禁止，乃是因為因其結合可能導致

市場競爭受到實質限制之虞，惟究竟在何種情況下，始該當此一市場效果要件，

因各個具體的結合事例，而有不同的判斷結果產生。如此法律適用的不確定性，

將會帶給事業活動推展、規範上之困擾，為減低此一不確定性，在結合管制的

運作上，乃配合以事後報告或事前申報異議制之程序規範。事後報告乃是適用

在有關股份持有之結合型態上，事前申報異議制則適用於合併、分割、營業讓

受等結合型態。 

（1）事後報告制 

40.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10 條第 2、3 項規定，本身之總資產超過二十億日圓之

公司，且其關係企業全體之總資產超過一百億日圓者，於持有總資產額超過十

億日圓之國內他公司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10％、25％、50％的各個階段，都必須

於持有超過各該股份數比例後三十日內，向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股份持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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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當外國公司之日本國內子公司或營業所，年度營業額超過十億日圓時，持

有該外國公司有表決權股份各超過 10％、25％、50％之比例時，亦同。但當他

國內公司係新設立之公司，而於其設立階段即取得百分之百股份時，無此一股

份持有報告書制度的適用。 

（2）事前申報異議制 

41.  在合併、分割、營業讓受等結合型態之情形，參與結合之一公司其全體關

係企業的總資產額超過一百億日圓，其他參與結合之任一公司其資產額超過十

億日圓時，就有必要於結合前，向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申報，惟超過 50％的控

制從屬之關係企業間的結合，無提出此一申報之義務。事業於提出申報後三十

日內，不得進行結合，此即一般所稱之待機期間，但公平交易委員會認有必要

時，得為縮短此一待機期間之決定。公平交易委員會未於上述待機期間內，對

結合事業作出勸告或為開始審判之決定時，事業得逕行結合。 

三、德國 

（一）結合概念 

42.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37 條規定：「下列情況為企業結合： 

Ⅰ、一企業取得他企業財產之全部或重要部分者； 

 Ⅱ、一企業或數企業經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一企業或數企業之全部或

部分控制權者。該控制權之行使乃透過權利、契約或其他方式為之，

且綜觀其事實上或法律上條件，有可能對一企業之活動產生一定影響

者。特別係指： 

（Ⅰ）具有一企業之全部或部分財產之所有權或使用權者；或 

（Ⅱ）以權利或契約方式，對一企業內部單位之決議或諮詢，具有特

定影響力者； 

Ⅲ、取得一企業之股份，且該股份單獨計算或與該企業已經持有之股份合

計達到該企業資本或表決權之（Ⅰ）50%者；或（Ⅱ）20%者。計算企

業持有之股份時，若該企業所有權人為獨資商人者，屬於該商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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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之股份，亦應計算在內。多數企業同時或先後就一企業取得上述

範圍之股份者，於該企業所經營事業之市場上，參與企業相互間亦視

為結合； 

Ⅳ、其他各種的企業結合方式，使一企業或數企業得直接或間接地於競爭

關係上，對另一企業施加重要之影響力者。參與之企業早已結合者，

亦為本法所稱之結合；但該結合並未促使既有企業之聯繫力更為強化

者，不在此限。金融機構、財務機構或保險企業取得一企業股份之目

的在於出售者，非本法所稱之結合；但以其未行使該股份之表決權，

且在一年內出售該股份者為限。若股份之出售無法預期能再期限內完

成者，聯邦卡特爾署得經由當事人申請，延長上述之出售期限。」 

43.  按欲為是否准許事業結合之判斷前，需先審查系爭事業是否該當本法所稱

之「結合事業」，如其根本不符合本法之結合概念，則亦無須再進一步依結合之

規範准駁。舊法規定之結合概念（Zusammenschlußtatbestände）基本上係窮盡式

之規定，只要事業合併不符合舊法第 2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之規定，即不受營業

競爭限制防止法之監督，然其結果卻造成法律規範無法因應新型態之經濟合併

現象，也易促使部分事業為尋求法律漏洞而做各種模糊地帶之合併嘗試，歐洲

共 同 體 有 鑑 於 此 種 成 員 國 法 之 經 驗 ， 於 歐 體 「 結 合 監 督 規 則 」

（Fusionskontrollverordnung）之立法初始，即於第 3 條設計一概括條款以普遍規

範結合，亦即一事業或數事業直接或間接取得對他事業之控制（Kontrollerwerb）

者，構成結合，至於控制的手段，則於結合監督規則第 3 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3

項例示之，德國第六次修正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一方面參酌共同體結合監督

規則第 3 條之精神，另一方面欲保留德國過去規範事業結合之傳統，因此新法

一則於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款引進了歐體法「對他事業取得控制」之一般條款作

為結合概念之構成要件，一則於第 37 條第 1 項第 1、3、4 款仍保留了結合之個

別構成要件，亦即結合者，包括他事業財產之取得、股份之取得、或其他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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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使事業得直接或間接對他事業產生重要影響 1。至於德國新修正第 37 條

第 1 項第 2 款中「對他事業取得控制」應如何解釋，一般以為因歐體在此已有

非常豐富的實務經驗可資參考，譬如執委會還曾於 1998 年發表「關於結合概念

之公告」（Mitteilung über den Begriff des Zusammenschlusses）以羅列事業結合之

範例，因此就德國內國法而言，多參酌歐體法之精神而為解釋 2。 

（二）管制門檻與程序 

44.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第 35 條就企業結合監督之適用範圍之規定如

下：「企業結合前一個會計年度，符合下列情形者，適用企業結合監督之有關規

定： 

Ⅰ、參與結合企業之全球營業額合計超過 10 億馬克者；且 

Ⅱ、至少有一參與結合之企業，其國內營業額超過 5 千萬馬克者。 

    下列情形不適用前項規定： 

Ⅰ、二個企業之結合，其中一企業非本法第 36 條第 2 項所定之從屬企業，

且其結合前一個會計年度之全球營業額未達二千萬馬克者；或 

Ⅱ、於所涉及之市場上，商品或營業上給付至少持續五年以上，且於上一

曆年該市場之營業額未達三千萬馬克者。 

若因結合而使報紙、雜誌或其構成部分之出版、製作或販賣之競爭受到限

制者，僅適用本項第 1 款規定。 

依歐洲共同體 1998 年 12 月 21 日決議之「歐體 4064/89 號」規則（EWG 

Nr.4064/89）所定，專屬於歐洲共同體執行委員會所管轄之企業結合案件，不適

用本法規定。」 

45.  關於結合監督之適用範圍在最新之修正中，基本上係提高了本法的管制門

檻，也就是所有參與結合事業上一會計年度之全球總營業額達到 10 億馬克（修

正前舊法為 5 億馬克），以及至少一參與結合事業在內國之總營業額達到 5 千萬

                                                 
1 Vgl. BGHE 88, 273＝NJW 1984, 2886 "Springer/Elbe Wochenblätte "Ⅱ  
2 Vgl. Emmerich, Kartellrecht, 8. Aufl. 1999, S. 281ff., 47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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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時（第 35 條第 1 項），始受本法之規制；另一方面如事業在某市場只有不

到 3 千萬之營業額時，依第 35 條第 2 項第 2 款（又稱小市場條款，

Bagatellmarktklausel）也不受本法之結合規制。此外，對小型企業之結合，也有

不受管制之情形，即依新法第 35 條第 2 項第 1 款，營業額少於 2 千萬馬克之一

事業與他事業結合，可不受本法之結合監督。 

46.  關於結合之審查程序與期限，依營業競爭防止法第 4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

規定，「聯邦卡特爾署需於收受當事人完整的申請資料後 1 個月內，通知當事人

該結合案已開始審核程序（主要審查程序）；否則其無權禁止企業結合。結合案

之進一步審核為必要者，始需進行主要審查程序。」「於主要審查程序，聯邦卡

特爾署本於職權決定結合案之准駁。若准駁程序未能於收受當事人之完整之申

請資料後 3 個月內完成者，視同核准該結合案。」對於違反結合管制之法律效

果，規定於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41 條第 1、第 3 及 4 項，「未經聯邦卡特爾署

許可之結合案，參與企業不得於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第 2 段所定期限屆

滿前，實施結合行為或使其行為產生結合之效果。法律行為違反結合禁止者，

無效。……」「已實施之企業結合，為聯邦卡特爾署所禁止或撤銷其許可之結合

行為，且未獲得經濟部長依第 42 條所定之特別許可者應解散之。結合解散所必

要之措施，由聯邦卡特爾署以命令決定之。除回復結合前之狀況外，亦得以其

他方式除去結合所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聯邦卡特爾署為執行其命令，得採

取下列方式：１、單次或連續處以一萬馬克至一百萬馬克之罰鍰；２、於一企

業擁有其他企業股權之情況，禁止或限制其行使表決權；３、任命一管理人，

負責結合之解散事宜」。惟依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參與結合企業主張具有正當

理由，特別係指為避免其中一參與企業或第三者受到嚴重損害者，聯邦卡特爾

署得經由當事人之聲請，豁免結合行為實施之禁止。該豁免得隨時為之，於當

事人提出申請前亦同；就禁止結合行為實施之豁免，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47.  德國本次修正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就結合管制部分，已全面改採「事前申

報」制度，即結合事業在進行結合行為前，須先向主管官署提出申報，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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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署未作任何調查決定前，或法定一個月審理調查期限未屆滿前，原則上事業

不得進行結合，違反此禁止結合規定所締結之法律行為無效。只有在例外的情

形，即參與事業證明確有重大理由，譬如參與事業之一瀕臨破產、或已負擔巨

大債務損失時，則可向主管官署申請免受禁止結合規定之限制，換言之，只有

在例外的情形，事業可在向主管官署提出是否准駁結合之申請案前，即先行結

合，但就此例外，仍須向主管官署另為申請，而主管官署則保留隨時得變更或

撤銷此免受結合管制決定之權限 3。但在實際運作上，德國之結合管制偏向如同

美國之「異議制」，蓋在德國其對結合之審理分成兩個階段，於主管官署收到結

合申請案時，最長於一個月，官署應將明顯不觸法，即不會加強或形成市場控

制地位之虞之結合案發回（Freigabe）。至於可能加強或產生市場控制地位之結

合案，又顧慮其對競爭條件之改善有益，則始進行下一階段之主要審查程序，

主要審查程序應於事業提出申請後之 4 個月內完成，其結果不論為「許可」或

「駁回」，均係行政處分之形式，應附理由並應加以公告 4。 

48.  新法為保障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受結合案影響之權益，於第 54 條第 2 項第

3 款新增規定，如第三者己身權益受卡特爾署准許結合處分之影響時，得申請加

入「主要審查程序」，並對審查之結果向法院提出異議以撤銷該處分，是為第三

人之異議權（Drittklagebefugnis）。此外，依第 56 條規定，卡特爾署應給予當事

人表達意見之機會，併依一造之聲請，傳喚當事人到場進行言詞辨論。卡特爾

署認為適當者，得給予受程序影響之業者代表表達意見之機會。而此處所謂當

事人之範圍，依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包括「因卡特爾官署之裁決將使其利益受

有重大影響，並向卡特爾官署聲請參加程序之個人及團體」。 

（三）結合之許可 

49.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36 條就企業結合之判斷原則規定如下：「企業

                                                 
3 Vgl. GWB § 41 Abs. 2，§ 12 Abs. 2 
4 參閱劉華美，論結合管制，收錄於廖義男等合著，公平交易法施行九週年論文集，2001，

元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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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後取得或加強市場控制地位者，聯邦卡特爾署應禁止之；但參與結合企業

若能證明，結合亦能同時改善競爭條件，且該改善利益大於市場控制地位之不

利者，不在此限（第 1 項）。參與結合企業之一，若為股份有限公司第 17 條所

定之從屬企業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 18 條所定之關係企業者，該企業與其有

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數個以上企業共同對一企業產生控制性之影響力者，

每一企業均視同控制企業（第 2 項）。非為企業之個人或眾人團體，對一企業擁

有多數之參與者，視同本法所稱之企業（第 3 項）。」 

50.  與競爭法有關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聯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與

聯邦經濟部（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在地方為各邦之最高行政官署（邦

卡特爾署Landeskartellamt），然與我國相同者，就結合案之准駁，依營業競爭限

制防止法第 39 條之規定，一律向聯邦卡特爾署提出申請，並由其核准，如聯邦

卡特爾署為禁止事業結合之決定時，結合事業可再向聯邦經濟部部長申請特別

許可（Ministererlaubinis），如聯邦經濟部部長不予特別許可之決定，當事人不服

者，或當事人雖未向聯邦經濟部部長申請特別許可，而對聯邦卡特爾署之禁止

結合處分不服時，可向聯邦卡特爾署或聯邦經濟部所在地之邦高等法院出異

議，對邦高等法院決定不服者，得於一定情形向聯邦最高法院提出異議。聯邦

卡特爾署在組織上雖隸屬於聯邦經濟部下，然對其結合案之調查與決定，依法

係獨立行使職權，不受其他行政機關之指揮 5。 

１、聯邦卡特爾署准駁結合之標準 

51.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企業結合後取得或加強市場控

制地位者，或可預期有此情況者，聯邦卡特爾署應禁止之；但參與結合企業若

能證明，結合亦能同時改善競爭條件，且該改善利益大於市場控制地位之不利

益者，不在此限。」故以德國法言，因結合可能產生之不利益為「取得或加強

市 場 控 制 地 位 」（ Begründung oder Verstärkung einer markbeherrschenden 

Stellung），因結合可能產生之利益為「改善競爭條件」（Verbesserungen der 

                                                 
5 Vgl. GWB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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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tbewerbsbedingungen），而須結合之「利益大於不利益時」（Überwiegen），亦

即參與結合企業能證明「改善競爭條件之利益大於市場控制地位之不利益」時，

得不予禁止，換言之，如事業結合，預期其不會產生「取得或加強市場控制地

位之不利益」者，則聯邦卡特爾署即不應禁止之。 

52.  所謂競爭條件之改善是指在德國市場之內，結合可促使有效競爭（Wirksamer 

Wettkewerb）之條件獲得重要的改善，惟「競爭條件」在此僅限於考量市場「結

構」（strukturelle Voraussetzungen）上的條件，不包括一些與公共利益有關之條

件，譬如勞工保護、結構政策、區域平衡、媒體多元政策或有助於國際競爭力

之改善等等，因其依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42 條屬於經濟部長特別個案許可之

範疇（參見邊碼 53-56），非屬聯邦卡特爾署之權限。又競爭條件之改善也不包

括因結合而產生對結合企業本身一些企業經濟上的優點或組織上、財務上的優

點。如何衡量在不同市場間之利益大於不利益亦為難度極高之問題，特別是在

當個別市場之競爭條件因結合而有不同程度之反應時，基本上卡特爾署會優先

取向於結合對「競爭者」的影響，因結合管制核心目的之一即在維持市場之開

放與自由競爭，此外結合會否產生去集中化（Dekoozentrative Wirkung）之作用

也在衡量範圍內，譬如經由財產或股份之出賣分散，或結合可使原本寡占之市

場趨向更競爭 6。 

53.  市場控制地位之涵意規定於第 1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即「無競爭或未有實

質之競爭，或與其他競爭者相較，擁有優越市場地位」，換言之，只要可預期結

合行為將產生或加強市場控制地位時，卡特爾署即應禁止該結合案。所謂「產

生」或「加強」市場控制地位必須所涉及之市場在結構上確實因結合而有所改

變（Veränderung der Markstruktur），故雖為有市場控制地位之事業所申請之結

合，但其結合之結果並不會造成市場結構任何有意義之改變時，則該結合案即

無限制市場競爭之虞。再者如申請結合之事業間在進行結合前，本來就有極密

切和多方面之來往，並且在該等事業間不待結合即不存在實質之競爭時，對於

                                                 
6 參閱劉華美，論結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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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結構即不會因許可其等結合而改變。除考慮市場結構之變化外，聯邦卡特

爾署亦將考慮結合事業之行為可能性（Verhaltensspielraum），如結合事業因結合

後將有過度不當或可預期將難以控制之行為空間時，亦將為主管機關認定為有

限制競爭之虞，惟對事業行為之考量份量不如對市場結構之考量重要 7。 

54.  對於市場有無改變之觀察，包含將關於該市場一切可預期之發展納入考

量，譬如因歐洲共同市場之開放，或如因新科技之發展，再如消費者消費行為

之改變，都可能對是否結合會加強市場控制地位之判斷有關，至於各個考量因

素之分別重要性如何，應視個案情形而定，不可一概而論，然一般而言，以取

向結合事業之競爭者之角度的市場占有率之變化數據，為核心之考量，惟事業

雖因結合而提高其市場占有率，但如市場上仍存在有效之競爭者和競爭時，則

不會被認定為妨害競爭。 

２、聯邦經濟部部長特許結合之標準 

55.  實務上對於結合案之審理與准駁，主要是在聯邦卡特爾署進行，只有少數

案件，會因當事人之申請而由聯邦經濟部給予特別許可。迄 1998 年，共有 16

件結合案向聯邦經濟部提出申請，其中五件遭駁回，六件成功獲得特別許可，

其餘案件為業者自行撤回 8。 

56.  依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4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規定，聯邦經濟部部長之

准駁標準為：「經聯邦卡特爾署禁止之結合行為，若個案審查該結合所帶來的整

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或該結合有益於重大公共利益者，經濟部

長得依申請，就該結合行為予以特別許可。於此情況，亦需斟酌參與結合企業

於本法適用範圍外之市場所具有之競爭能力。惟有在限制競爭之規模不會危及

市場經濟之秩序者，始得為上述之特別許可。」依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該特

別許可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依本規定顯示，特別許可之要件為結合對「整體經

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或結合「有益於重大公共利益」，且結合「不

                                                                                                                                            
7 劉華美，前揭文。 
8 Vgl. Emmerich, a.a.O., S.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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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市場經濟之秩序」。 

57.  經濟部長為許可之程序與期限為，「特別許可之申請，需於禁止命令送達後

一個月內，以書面方式向經濟部提出。當事人對該禁止命令有表示異議者，上

述期限自不得再表達異議時，開始計算。經濟部於收到特別許可申請後，需於

四個月內作成決定。作成決定前，應先聽取獨占評議委員會之意見，參與結合

企業所在地之邦最高行政官署，亦應有機會表達意見」9。 

58.  通常經濟部長於依第 42 條規定為特別許可時，會對結合事業為附款之處

分，或作其他的限制。從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此次最新修正可看出德國立

法者並未遵從過去結合實務上「全有或全無」，（亦即「不是許可就是禁止結合」）

的僵硬法則，例如本法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結合之許可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但附加之條件或負擔不得成為對參與結合事業的持續性行為監督。第 12 條第 2

項第 1 句第 2、3 款之規定（許可之廢止）準用之。」此條規定的另一個產生的

背景是為了配合歐洲聯盟結合規則第 8 條的規範。因此，歐盟執委會及德國聯

邦卡特爾署必須遵守比例原則，亦即在「附加條款許可結合」對憲法保障之事

業結合自由的侵害較「禁止結合」小時，均必須做出「附加付款許可結合」之

處分。至於附款之性質，通說認為須與市場結構有關，因結合管制的目的就在

於防止市場結構的惡化，所以若只是行為導向的附款，既無法改變市場的結構，

而且事後監督上不是極為困難就是必須耗費大量行政成本。是故德國營業競爭

限制防止法第 40 條第 3 項第 2 句明文禁止「附加附款許可結合」變為對結合事

業之持續的「行為監督」10。 

四、歐洲聯盟 

（一）基本規定 

59.  歐體結合管制規則固屬競爭規範之一環，但發展較晚。競爭政策立法之初，

共同體會員希望藉著共同立法維持域內不受扭曲之自由競爭。然而在 1957 年歐

                                                 
9 Vgl. GWB § 42Ⅲ、 .Ⅳ  
10 參閱劉孔中、莊春發，結合管制之個案研究，收錄於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集，元

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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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羅馬條約訂立之初，並未將「結合管制規範」納入條文中。究其主因，一則

以訂約當年，事業結合尚未風行，經濟力的集中猶未到重視，故歐體當局對事

業結合可能產生的反競爭議題，傾向依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來處理；再

則以訂約當時，歐體會員國（主要係英、法、德三國）原來已具有各自的結合

管制政策及立法，不願將此經濟管轄權讓渡給共同體統一執行。實則隨著事業

面臨競爭壓力，不得不擴充本體以維生存的演進，事業結合現象因勢蔓延，相

繼而生的反競爭課題亦非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可以完全解決，於是獨立制定

共同結合管制規則之呼聲高漲，歐體當局再也不能逃避此項整合。早期歐體執

委會對結合規範，強調與產業政策間之平衡，故在 80 年代中期前，未有重大立

法進展。然自 80 年代中期以後，歐體當局積極打破原狀，希望進入結合規則之

立法階段。歷經十六年醞釀，先後五次修正，歐體結合管制規則－理事會 4064/89

號規則，及其施行細則－理事會 2367/90 號規則，終於在 1990 年 9 月通過生效，

全文計二十五條。本規則排除傳統以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適用事業結合

之困難與不足，配合 1992 年的共同單一市場，成為獨立規範結合之立法。 

60.  4064/89 號規則適用至 1996 年，執委會檢討法律適用實務，在公布的Green 

Paper11中表示，應重新審視結合管制規範，某些未受規範之結合行為應予納入，

有關之程序規範應予改善，關於合資事業、涉及信用及金融機構之結合案件，

亦應有明確處理。執委會於檢討結合規範後，歐體理事會於 1997 年 6 月頒布理

事會 1310/97 號規則 12，修訂原 4067/89 號結合規則中部分規定，於 1998 年 3

月 1 日起生效。故現行歐體結合之管制乃由 4067/89 號規則以及 1310/97 號規則

共同架構而成 （ 以下簡稱「結合規則」） 。另外，447/98 號規則及其附件（annex）

13對於結合規則之申報、期間、聽證、申報形式及內容等，有明確規定 14。 

                                                 
11 Community Merger Control, COM （96） 19 final. 
12 Council regulation 1310/97 （O.J. L180, 9. 7. 1997） 
13 Form CO relating to the notification of a concentration pursuant to Regulation （EEC） No 

447/98 （Annex to Regulation 447/98）. 
14 此外，另有 Commission Decision （EC） No 462/ 2001 on the terms of reference of 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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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結合乃市場經濟力量之整合，故歐體結合規則以「經濟力集中」為規

範對象，以下分別說明歐體結合規則之規範內容及其程序規定。 

（二）規範對象 

61.  本規則著眼於經濟力集中 （concentration） 之管制，其要件為：１、經濟

力集中（concentration）；２、需達共同體規模（Community dimension）；另外，

依歐體條約著重預防阻害單一市場之機能而言，該經濟力之集中必須對共同市

場之競爭秩序產生相當影響，始有規範必要，即產生或強化支配地位（create or 

strengthen a dominant position）。就具體個案而言，結合行為只要符合前述兩要

件，當事人即需向執委會提出申報，由執委會審視該結合行為是否有產生或強

化事業支配地位、是否妨礙共同體有效競爭、結合行為是否相容於共同市場。

１、經濟力集中 

62.  依規則之規範目的，所謂「集中」係指兩個以上原各自獨立事業為合併；

或持有一以上事業控制權之人（一人或數人）控制其他一個或數個事業之全部

或部分 15。徵諸結合規則第三條特別針對集中加以定義，修正前之結合規則包括

所謂「集中式合資」（concentrative joint venture），當企業間之結合、合資或彼此

間合作不構成集中時，則不受本規則規範。但鑑於集中式合資與合作式合資分

別適用不同競爭規範及程序，所造成之「一事二法」疑義，故 1997 年之 1310/97

規則修正將合資規範統一，凡達共同體規模之「完全功能合資」，不區分集中式

與合作式，均納入該規則之規範。 

63.  該當結合規則下的經濟力集中之類型有：合併獨立事業、取得事業控制權。

另外，雖該當此等經濟力集中定義，但亦有例外不受管制者：（1）合併獨立事

業（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1 項（a）款）：合併獨立事業類型又可分為創設合併及吸

收合併。參與合併的企業必須在法律上和經濟上相互獨立。（2）取得事業控制

權（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1 項（b）款）：取得事業控制權之態樣有：Ａ、事業單

                                                                                                                                            
officers in certain competition proceedings （OJ L 162/21）. 
15 Regulation 4064/89,Artic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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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取得控制權；Ｂ、兩個以上事業對一事業之共同支配形式；Ｃ、兩個以上事

業設立完全功能合資（full-function joint venture）。 

（1）取得控制權之定義 

64.  所謂取得控制權係指獲得具有影響策略決定之能力。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對此之具體定義為：由權利、契約或任何方式構成，而於斟酌所有

法律上或事實上情形後，其單獨或共同得對事業行使決定性之影響力。特別是

指下列情形：Ａ、對事業資產之全部或部分有所有權或用益權；Ｂ、經由權利

或契約對事業的組成、表決或其機關之決定「有決定性影響力」。 

65.  需特別注意者為，取得事業資產或股權固然乃具備決定性影響力之重要表

現，但單純經濟上的依賴性或經濟關係，此等基於事實基礎所構成之控制權，

亦屬之，例如：事業間存有長期供應協議或資金提供關係 16。此外，透過取得事

業資產而擁有控制權者，此等事業資產亦可能為商標或技術，但須對事業經營

具有相當貢獻者 17。 

66.  持有他事業股權亦為擁有控制權表現，但需擁有多少股權始可謂擁有控制

權，司法實務上並無絕對定論，亦不以擁有 50％以上股權為必要 18。在

Arjomari/Wiggins Teape案 19，一事業僅持有他事業 39％股權，但執委會亦認定

具有控制權，因為其他持股人之股權均不超過 4％，受控制事業之股權過於分

散，相較於此，擁有 39％股權即可決定該事業經營方向。歸納執委會歷來結合

案件審視結果，事業未握有 30％以上股權者，執委會不認為係屬取得決定性影

響力。蓋股權低於 30％，代表該項決定性影響力隨時可能易主，難以符合結合

管制規則之「長久、持續性經營結構改變」要件。 

                                                 
16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concept of a concentration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No.9. 
17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concept of a concentration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No.11. 
18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concept of a concentration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No.13. 
19 Case IV/M25, Arjomari/Wiggins Teape [1990] OJ C 3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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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支配 

67.  以取得共同支配方式控制他事業，並不要求具控制權之母公司需持有相同

股權，持有股權數目亦非重點，端視公司章程關於重大決定之股東權行使規定。

例如：僅持有少數股權，但基於合資協議或其他協議約定內容，對於策略性決

定或經營政策卻有否決權；或是事業重大決定，均需全部股東同意。另外，否

決權內容並不需全部包含，僅具其中一項經營策略具有否決權者，亦屬之 20。但

需要特別注意者為，少數股權股東聯合起來，使原有主導力量之股東屈服，若

僅為一時性的股東權行使，乃通常稱之為「影子效果（shadow effect）」，則非控

制權之取得；反之，少數股權股東之聯合乃持久性、事業內部結構之改變亦屬

持續者，則屬結合規則之控制權取得。以MBB/Aerospatiale案 21為例，MBB及

Aerospatiale出資成立合資事業，經營直昇機業務，母公司分別擁有合資事業 40

％及 60％股權。執委會認為，雖然MBB僅擁有 40％股權，但母公司彼此協議，

合資事業之策略性決定，需取得雙方一致性同意始得為之。因此，股權擁有比

例雖不對等，仍屬擁有共同支配之結合行為。 

（3）完全功能合資 

68.  原歐體事業結合規則－理事會 4064/89 號規則對合資規範限以「集中式合

資」為對象。至於「合作式合資」則不適用結合規則，而適用條約第 81 條規定。

集中式合資之基本要件有二：Ａ、積極要件，事業在持續性的基礎上實行一獨

立經濟體之所有功能；Ｂ、消極要件，不造成獨立事業間或獨立事業與合資事

業間競爭行為之協調 （co-ordination）。 

69.  執委會為進一步釐清集中式合資與合作式合資之區分，於 1990 年發布「集

中式及合作式營運通告」，並於 1994 年修正之 22，使更多的合資得依結合規則提

                                                 
20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concept of a concentration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No.21-24。但此等少數持股權人

之否決權，必須超越一般公司法之少數股東權保護機制範疇。 
21 Case IV/M17, MBB/Aerospatiale [1992] 4 CMLR M70. 
22 1994 O.J.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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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報。但業界及會員國對於將合資區分為集中式及合作式，並分別適用不同

的競爭規範及程序意見分歧。從經濟觀點言，兩種合資所帶來的效果實相去不

遠，卻在法律適用上大相逕庭，時遭詬病。特別是對「合作式合資」所適用的

規範使其「法律確定性」嚴重動搖 23。針對此點，執委會過去亦試圖以「快速程

序」（fast-track procedure） 加以彌補，通過非拘束性的內部規則，加速「結構

性合資」之公告程序。在收到結構性合資申請二個月內，以書面通知該合資有

無違反第 81 條之疑問，及其將如何追訴之要件。自 1993 年起已有眾多結構性

合作式合資案例依此程序在二個月內完成相關通知及處理。 

70.  儘管如此，仍不免業界及會員國對此種「一事兩法」之疑議。故 1997 年 6

月理事會終於通過結合規則修正案，將合資規範統一整合，凡達共同體規模之

完全功能合資，不分集中式或合作式，均納入該規則之規範。此一重大修法突

顯出歐體對合資是否適用結合規則之判斷標準，改以合資是否為「完全功能合

資」為標準，先前區分合作式與集中式合資之標準不再適用。 

71.  何謂完全功能合資（full-function joint venture）？執委會配合新修正規則文

義，對完全功能合資之概念作成通告（Commission Notice, 98/c 66/01）24。於本

通告執委會特別指出：Ａ、合資為由二家或二家以上母公司共同控制之事業（通

告第 3 條）。Ｂ、根據 4067/89 號規則前言 23 點，集中是指會造成涉案事業結構

上持久改變的行為（通告第五條）。Ｃ、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2 項所規範的完全功

能合資係指，在持久性的基礎上，合資實行一獨立經濟體之所有功能（通告第 7

條） 

72.  歸納言之，構成結合規則第 3 條定義下之合資必須兼具共同控制及產生結

構性變化之本質。根據通告第 11 條，所謂完全功能合資是指，合資必須在市場

上運作，實施一般事業營運之所有功能。為達此目的，合資必須有專司日常營

運的管理部門及獨立充足的資產（包括財務、人員、及為建立持久性商業活動

                                                                                                                                            
23 按適用條約第 81 條及理事會第 17 號規則，在判定期間上不受限制。 
24 O.J. 98/C 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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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有形、無形資產）。此外，通告亦提出當合資只承接母公司之某項特定功

能時，例如研發性合資、生產製造或行銷販賣的合資，則只能視為輔助性質的

合資，而不具備完全功能。但若合資利用母公司之行銷網或銷路，只要母公司

居於合資之代理人地位，則無損合資之完全功能地位（通告第 13 條）。由此可

知受到結合規則規範之完全功能合資，其要素為：Ａ、為母公司共同控制；Ｂ、

須實行一獨立經濟體之所有功能；Ｃ、須建立在持久性的基礎上。 

73.  至於是否因合資之產生而協調了母公司間之競爭行為（合作性因素），則不

影響合資適用結合規則，但執委會在本通告最後一部分明確指出「完全功能合

資」可能直接導致獨立事業間競爭行為之協調，此部分則依新修正規則第 2 條

第 4 項規定，將此合作性因素依條約第 81 條第 1、3 項之評估標準評定是否與

共同市場相容（通告第 16 條）。 

74.  新修正結合規則於 1998 年 3 月 1 日生效施行。該規則最大修正重點在於：

Ａ、降低結合規範門檻，擴大結合規則之適用範圍，藉此減少同一案件之多重

國家申報；Ｂ、將合作式合資納入結合規範，以「完全功能合資」做為判斷合

資是否適用結合規範之依據。 

75.  新規則對於「集中」之定義刪除原規則第 3 條第 2 項排除合作式合資之規

定，凡所有完全功能合資皆適用結合規則。至於完全功能合資可能衍生的合作

性因素，新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4 項明文規定應依條約第 81 條第 1、3 項之標準

加以評估，以確定行為是否與共同市場相容。並強調其評估考量應特別注重：

Ａ、母公司是否繼續在合資所在市場、其上下游市場或相鄰市場中保有相當範

圍的活動。Ｂ、因合資之形成所直接產生之協調，是否可能使相關事業在產品

或服務之實質部分減少競爭。亦即，合資造成母公司間之協調，是否有減少競

爭之可能性。 

76.  新修正條文對合資規範之改變主要引發兩大效果：Ａ、將合作式合資一併

納入結合規範，使其得以享受結合規則之時效利益，縮短審查時間，並提高其

法律確定性。Ｂ、在條文中增加條約第 81 條第 1、3 項之評估，使原合作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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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所考量之合作性因素在結合規則程序規定下，受到上開條項規定之審查。 

77.  故對於合資之規範，歸納如下： 

Ａ、以「完全功能」或「非完全功能」決定適用結合規則與否。 

Ｂ、結合規則對於完全功能合資之合作性因素，須依條約第 85 條規定之標

準審查，即合資是否有違該條第 1 項，若是，則進一步視其有無該第 3 項之豁

免事由，若無法依該條第 3 項豁免，則應禁止該合資交易。新修正規則亦舉例

說明可能適用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之情形，即當合資母公司與合資並存於同一市

場，或出現在合資之上游下游市場或其鄰近市場，並保有相當範圍之活動時，

則可能適用上述規定。 

Ｃ、例外不受管制之經濟力集中：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5 項明定例外不受管

制之經濟力集中：（A）信用、財務金融或保險機構為其經營目的之正常收購或

控制權行使行為；（B）依據會員國清算、解散、破產、債權讓與、打折後償還

債權人等相似程序之法令規定，所取得之控制權；（C）金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之業務行為。 

２、共同體規模 

78.  結合規則所規範者，乃具有共同體規模之經濟力集中（結合規則第 1 條第 1

項），亦即參與結合事業之營業額（turnover）需達到一定門檻；否則，僅有會員

國內國競爭法之適用。所謂共同體規模 25，依結合規則第 1 條第 2 項規定須具備

三個條件：（1）所有相關事業之全球營業額超過五十億歐元（ECU）；（2）至少

有兩個參與事業各自在共同體內之營業額合計超過二億五千萬歐元（ECU）；（3）

參與結合各該事業在同一會員國內之營業額未逾其於共同體內之總營業額之三

分之二。 

79.  設定此門檻意旨在於過濾規模太小之結合，使其不受共同體層級規範。然

而在規則前言中亦指出「緣規則之適用範圍，因此依事業活動之地理區域加以

                                                 
25 事業結合或合資符合規則所定義的集中之後，應依據理事會 4064-89 號規則第 4 條規定向

執委會提出申報，符合申報之初步門檻為「共同體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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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並受數量門檻之限制，俾涵蓋具共同體規模之結合；緣本規則第一階段結

束時，前述門檻應依執行經驗檢討之」可見規則之規範對象雖要求達一定規模

之結合，但並非僵硬不變，乃視執行之情形及實際之狀況，配合修改，保持彈

性。 

80.  1996 年執委會在公布的Green Paper中表示，部分事業營業額三分之二雖集

中在單一會員國、未達結合規則之門檻規定，但對於其他會員國市場亦有相當

大的影響力；過高的共同體規模門檻，將造成超越國界性事業結合行為，需個

別向不同會員國主管機關申報，其申報程序、要件、時間等各不相同，進而會

造成共同體內事業組織調整成本之極大差異，因此，共同體規模之門檻標準有

降低必要 26。但會員國並不希望降低門檻標準、賦予執委會更大管轄權，尤其是

德國與英國 27，在各方意見折衷下，乃增加第二種結合管制門檻 28。 

81.  故 1997 年新結合規則－理事會 1310/97 號規則增訂除了前述情形外另一共

同體規模要件，結合規則第 1 條第 3 項規定：（1）所有參與結合事業之全球營

業額需超過 25 億歐元；（2）所有參與結合事業，在至少三個以上的會員國內，

營業額超過 1 億歐元；（3）至少兩個以上參與結合事業，個別在至少三個以上

的會員國內，營業額超過 2 億 5 千萬歐元；（4）至少兩個以上參與結合事業，

個別在共同體內營業額超過 1 億 1 歐元。但個別參與結合事業之三分之二的共

同體內營業額，發生在同一會員國者，不屬共同體規模，係屬內國結合行為。

82.  第二種認定標準目的在於降低原有門檻，擴大結合規則適用範圍，並藉以

減少同一案件重複建檔、申報之繁雜不便現象，達成結合管制「一次處理」（one 

                                                 
26 曾有提案將營業額門檻改為：全球營業額為 10 億歐元，且共同體內營業額為 1 億歐元。 
27 主要原因乃英德二國已有相當完整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因而不願意將行政權限移轉至共同

體。 
28 關於結合管制之門檻標準問題，一直為會員國所熱烈討論，不僅 2000 年執委會對此曾公

布研究報告（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Thresholds, COM（200） 399 final），之前（2001 年 12 月 11 日）執委會最新公布

之結合管制 Green Paper （Green Paper on the Review of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COM（2001） 745/6 final）附件，亦對管制門檻問題有大幅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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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shopping） 之原則。修正條文第 1 條第 1 項（c）款並規定在 2000 年 7 月 1

日前，執委會須向理事會提出門檻運作及適用標準之報告。理事會根據執委會

之報告及提案，可依條件多數決修訂門檻及標準。 

３、產生或強化支配地位 

83.  具共同體規模之結合行為，當事人需主動向執委會申報。執委會接獲申報

後，需先界定特定市場 29，進而判斷參與結合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地位有無改變、

該等經濟力集中是否有產生或強化支配地位、是否因支配地位而產生限制競爭

效果、是否符合共同體利益、是否相容於共同市場。 

84.  結合行為是否相容於共同市場之審視標準，明定於結合規則第 2 條第 1 項：

（1）結合行為對於共同體有效競爭之維持或促進情形，諸如特定市場結構、事

業所在之實質或潛在競爭情形。（2）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經濟力與財

務力量、供給與需求之接近機會、法律或其他進入障礙、相關產品或勞務市場

之供給與需求趨勢、技術及經濟改善增加消費者利益等。 

85.  結合規則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事業結合雖然對共同體或其重要部

分之有效競爭產生顯著妨礙，但結合行為並不會產生或強化支配地位，執委會

仍應宣告該結合行為相容於共同市場；但結合行為不僅會產生或強化支配地

位，其結果亦對共同體或其重要部分之有效競爭產生顯著妨礙，該結合行為即

屬不相容於共同市場。 

86.  支配地位之表現方式有兩種：（1）單一事業支配地位；（2）聯合支配地位。

2000 年底之Framatome/Siemens/Cogéma 30結合案即為單一事業支配地位之案

例，法國Framatome SA與德國Siemens AG核電業之共同設立合資事業。最初的

結合申報案尚包含Cogéma（法國第二大核電業者）之參與，經由三方合資設立

之合資事業，存有產生或強化核能反應爐產業市場支配地位之疑慮，在Cogéma

                                                 
29 特定市場界定方式則回歸競爭法一般規定，依照相關地理市場（the 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相關產品市場（the relevant product market）或受影響市場（the affected market）界

定。 
30 Case M.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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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合資事業、Electricité de France宣布將釋出Framatome持股以退出核能反應爐

產業後，始消除執委會對本案限制競爭疑慮。 

87.  另外，2000 年Volvo/Scania31結合申報案，執委會調查發現，Volvo及Scania

兩大重型卡車、公共汽車製造業水平結合後之事業體，將在瑞典有 90％市場占

有率、在愛爾蘭、挪威、芬蘭市場占有率亦達 50％至 70％間，因而產生前所未

有的市場力量，對於相同產業競爭者產生直接威脅。基於此等競爭秩序考量，

執委會最終決定禁止此一結合案。接獲執委會禁止決定後，兩大汽車製造業也

隨即尋獲其他合作對象（Renault及Volkswagen）。 

（三）規範程序 

１、事前申報 

88.  設置結合規則，目的在於防止因事業集中，致產生或加強市場支配地位

（dominant position）之濫用。故對結合行為採事前申報制，令參與結合之事業，

於結合之前，須向執委會提出申請，俟經審核通過始得實施。依據結合規則第 7

條規定，當事人向執委會提出結合申報後，未獲得結合相容於共同市場宣告前，

結合行為之效力乃暫時中止（Suspension）。結合規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達本

規則所稱共同體規模之結合案，應於訂約或公開招標公告或取得控制權後，一

週內通知執委會」違反此申報義務者，執委會得課以相當罰緩（第 14 條第 1 項

（a）款）。至於應申報內容細目，已規定於施行細則之中。 

２、審查程序 

（1）初步門檻 

89.  對於事業提出之結合申報，執委會必須於申報次日起一個月內做成下列任

一項決定。但執委會接獲會員國依據結合規則第 9 條第 2 項所為之通告時，得

將此等期限延長為六個星期 32。執委會若未於期限內做成決定者，視為該申報之

結合符合共同體利益 33。若該結合案：Ａ、不屬於本規則之適用範圍，此時應以

                                                 
31 Case M.1672. 
32 結合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 
33 結合規則第 9 條第 5 項集第 10 條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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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記錄之；Ｂ、屬於本規則之適用範圍，但並無與共同市場不相容之疑慮，

則應宣告其適於共同市場。該相容宣告應及於為實現結合所為直接相關且必要

之限制協議；Ｃ、屬於本規則適用範圍，且是否與共同市場相容有重大疑問，

則應予起訴，進入調查程序。 

（2）調查與裁決 

90.  對於初步審查中，可能與共同市場不相容之結合案，執委會必須展開全面

性調查。並在四個月內，決定結合是否對共同市場之有效競爭產生阻害 34。當結

合申請進入調查程序時，執委會得對事業及公會為一切必要之調查 35。故在作成

對當事人不利的決定前應給予事前陳述意見的機會 36。但是，對於繼續停止實施

結合及免除該停止之相關決定 37，則可例外不予陳述意見之機會。惟亦應於作成

決定後，儘速予當事人表達意見之機會 38。為確保當事人防禦權之行使，應給予

卷宗審閱權，但須顧及事業之營業秘密權 39。 

91.  據規定，執委會得對所調查之結合案件做成下列決定：Ａ、若認為結合案

未產生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即不致妨礙共同市場中之有效競爭者，應宣告該

結合與共同市場相容 40；Ｂ、若認為結合案產生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致妨礙共

同市場中之有效競爭，則應宣告該結合與共同市場不相容 41，此時若實施之，則

為違法；Ｃ、若結合已經實施，則執委會得以決定，令結合參與人分設事業，

處分資產或停止共同控制，或採取其他適當措施俾恢復有效競爭。 

92.  經許可之結合行為若有如下情形者，執委會得撤銷相容於共同市場宣告：

Ａ、調查之相關資料乃不實或欺罔者；或Ｂ、參與事業違反相容宣告所附加之

                                                 
34 結合規則第 10 條。 
35 規則第 13 條。 
36 規則第 18 條。 
37 規則第 7 條。 
38 規則第 18 條。 
39 規則第 18 條。 
40 規則第 2 條。 
41 規則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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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或義務（結合規則第 6 條第 1 項）42。 

執委會若超過四個月期間，仍未做成上列決定之一，則應將結合申請視為

與共同市場相容 43。 

３、等待期間 

93.  相關事業在申報前或申報後三週內不得逕行實施結合 44。申報屆滿三週後，

執委會為維持日後所為決定之效力，得自行決定繼續停止全部或部分結合，俟

其做成最終決定或採取其他具相同效果之暫時性措施為止 45。在公開取得股份的

情形，若取得人尚未行使股份表決權，或僅為保全投資之完整價值,應基於執委

會所通過的豁免許可行使表決權 46。為避免結合對關係事業及第三人造成損害，

執委會得以申請例外免除上述等待期間義務 47。 

 

４、結合申報簡易程序 

94.  有鑑於多數結合申報案並無引發妨礙競爭之嚴重疑慮、乃相容於共同市

場，因此，執委會乃於 2000 年公布結合申報簡易程序。結合案不會產生任何競

爭政策疑慮者，得適用此等簡易申報程序，以使執委會能專注於真正對競爭秩

序有影響之結合案件調查、審理。 

95.  得適用簡易程序之結合案件有： 

（1）兩個或兩個以上母公司取得合資事業之共同支配，而實際上或可預期

該合資事業在共同體境內並無經濟活動，或在共同體境內僅有相當少

數之經濟活動。亦即：Ａ、合資事業在共同體境內之營業額或資產少

於 1 億歐元；且Ｂ、移轉至合資事業之總資產，在共同體境內需少於

                                                                                                                                            
42 事業違反結合申報、正確資料提供等規定者，結合規則第 10 條及第 15 條有罰則規定。 
43 規則第 10 條。 
44 規則§7。 
45 規則§7。 
46 規則§7。 
47 規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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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億歐元。 

（2）兩個或兩個以上事業合併、一個或兩個以上事業取得另一事業之單獨

或共同支配，而參與結合事業非處於相同產品或地理市場，或參與

結合事業並非特定產品之上下游產業關係。 

（3）兩個或兩個以上事業合併、一個或兩個以上事業取得另一事業之單獨

或共同支配，而Ａ、參與結合事業處於相同產品或地理市場（水平關

係）；或Ｂ、參與結合事業乃特定產品之上下游產業關係（垂直關係）。

但參與結合事業水平關係之市場占有率總計不超過 15％，垂直關係之

市場占有率總計不超過 25％。 

96.  符合前述要件之結合案，雖可適用簡易申報程序，但有如下情形者，執委

會仍得採取正常審理程序： 

（1）結合行為將增加當事人之市場力量，特別係指結合當事人非處同一相

關市場，但涉及技術、財務或其他資源之整合（亦即異業結合）。 

（2）參與結合事業處於新的或低度開發市場。 

（3）特定市場之進入障礙高。 

（4）特定市場屬高度集中狀況，或已知存有競爭困難性。 

（5）結合案件涉及結合規則第 2 條第 4 項協調（coordination）競爭關係之

情事者。 

（6）會員國依據結合規則第 9 條表達反對適用簡易申報程序意見者。 

97.  適用簡易結合申報案件之事業，負有義務提供特定產品或地理市場相關資

料，執委會亦將進行特定市場認定。為利於簡易申報程序進行與相關事實認定，

申報程序進行前之接觸乃執委會所鼓勵 48。若特定市場認定或市場占有率計算不

易時，執委會則不會採用簡易申報程序。適用簡易申報之結合案，執委會將於

一個月內完成許可決定，並公布於正式公報（OJ），但不特別以新聞稿方式對外

                                                 
48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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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簡易程序所為之結合許可，亦及於實現結合所為直接相關且必要之限制

協議。結合申報簡易程序之適用，不僅可簡化當事人申報程序、執委會審查負

擔，會員國及其他利害關係人亦得有相同機會瞭解或反對結合案 49；必要時，執

委會亦得隨時對簡易結合申報案件改採正常調查程序。 

（四）專屬管轄權 

98.  結合規則適用於所有達到共同體規模之事業結合，除受歐洲法院審查外，

執委會享有適用本規則之絕對權力。為貫徹結合規範「one stop shopping」原則，

執委會為歐體內唯一具有執法權利之機關，結合一旦落入共同體結合規範，則

不再適用各會員國之國內法。惟當涉及會員國之合法權益、安全保障及媒體多

數意見等事宜時，此專屬管轄則出現例外。亦即，當會員國當局認為其境內之

有效競爭可能遭受重大妨礙，且其本身之競爭利益無法依規則獲得充分保護

時，仍得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會員國採取此保護措施前，應知會執委會，並

遵照執委會之命令負起審查義務 50。 

（五）規則效力 

１、域內效力－結合規則與會員國法 

99.  歐體將結合區分為兩個規範層級：對於達到共同體規模之結合案件，專屬

結合規則－共同體層級；規則對象外之結合，始歸屬會員國法規範－會員國層

級。故不產生雙重適用之困擾。但規則本身亦設有若干例外規定，突破共同體

與會員國法之管轄界線： 

規則第 21 條第 3 項：會員國為保護規則考慮外之合法權益，例如為維持公

共安全、或媒體之多數意見，得為適當的保護措施。 

規則第 9 條：當執委會接受結合申報，並將副本通知相關會員國時，會員

                                                                                                                                            
49 會員國在收到執委會寄送之申報副本三個星期內，得表達意見；利害關係人亦得於法定期

間 內 表 達 意 見 ， Commission notice on a simplified procedure for treatment of certain 

concentrations under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No.9. 
50 規則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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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應於三週內通知有關產生或強化市場支配地位，致妨礙該會員國內有效競爭

之虞之事實。此時執委會若承認會員國之主張，則得以決定通知將結合案委託

移送相關會員國主管機關處理。受委託之會員國在適用本國之競爭法後，須四

個月內公告移送案件之處理結果 51。 

100.  受會員國委託：相對於上述情況，對於未達共同體規模，但可能產生或加

強市場支配地位，致生損害於會員國內有效競爭之結合案件，執委會得以「該

結合將影響會員國間之交易」為條件，依會員國之請求而適用歐體結合規則。

此規定係受到荷蘭、比利時等本身不具備有效結合規則的國家之要求而加入者

52。 

101.  依規則第 9 條所作成之重要決定有： 

（1）Varta/Bosch（M12, 31, 7, 91）－執委會自行審查，並予許可。 

（2）Alcatel/AEG Kabel（M165, 18, 12, 91）－本案德國聯邦卡特爾署認定

限制競爭市場僅在國境內，故要求執委會移送；但執委會則認為該案影響及於

歐體全區，故仍自行審查。 

（3）Tarmac/Steetly（M180, 12, 2, 92）－本案因所涉範圍僅及於英國境內，

故執委會受英國當局要求，將本案委託英國獨立暨結合委會員審查。 

（4）Mannesman/Hoesch（M222, 12, 11, 92）。 

（5）Mccormick/CPC/Robobank/Ostmann M330。 

２、域外效力 

102.  關於結合案涉及外國事業參與的情形，歐體結合規則並未明文論及。 

結合規則並未要求參與結合的相關事業必須在歐體境內營業（具體成立子

公司或分公司）。有關競爭規則之域外效力，其判決先例為Woodpulp Case53。根

據此判例，結合即使為歐體外之事業所為，只要該結合符合規則所定全球營業

                                                                                                                                            
51 規則§9。 
52 規則§22。 
53 O.J. 1984 L85/1: [1985] 3 CMLR 474，本案建立了共同體競爭規則之域外效力：即競爭規則

同樣適用於在共同體外簽署但卻在共同體內實施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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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歐體境內營業額等門檻要件，不問其是否在歐體境內設立子公司或分公

司，仍應受本規則管制。在實際案例中，執委會亦對松下MAC案（CASE 

IV/M.073），協和埼玉銀行案（CASE IV/M.069） 等非歐體事業間之結合、收購

案件要求提出申報。 

（六）規範機關 

103.  執委會為專門處理事業結合事務、受理結合申報案件，特別於第四總署 （DG 

IV） 中設置結合作業組 （Merger Task Force）。執委會於 2001 年底公布的 Green 

Paper 中表示結合規則施行迄今有十八件駁回案。被禁止的案例如 de Havilland

案 ： 本 案 源 自 Aerospatiale and Alenia-de Havilland 企 圖 接 收 Canadas de 

Havilland。執委會以本結合案將使被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達到百分之五十以

上，故拒絕此結合案。1994 年，執委會再度禁止德國付費電視市場（the MSG）

中之合資案。一方面隨著企業結合的浪潮，向執委會申報的企業數量越來越龐

大，另一方面，至 1994 年底僅有兩件結合案件被禁止，但至 1996 年底即增加

至七件，且尚有四件得到附條件批准，由此可知，執委會在控制企業合併的態

度越來越強硬。 

（七）結合規則與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之關係 

104.  結合規則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本規則單獨適用於第 3 條所稱之結合。」同

條第 2 項明文將所稱結合排除理事會第 17 號規則之適用。由此可知，凡屬本規

則定義涵蓋內之事業結合，皆優先適用本規則，而排除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及其施行細則－理事會第 17 號規則之適用。然而，對於未達到本規則規範臨

界之結合，究應如何適用，則缺乏規定。 

105.  有主張應同時適用共同體層級及各國既存規範者，但遭到極大反對。來自

英國的委員則提案排除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及理事會第 17 號規則之適用，

僅適用共同體層級規範。然此法亦有不妥之處，理由在於依此，則會員國無法

在各自的國內法院，對特定結合案件依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提起訴訟。

故一般意見咸認為對未達共同體規模之結合應適用條約第 81 條、第 8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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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執委會傾向對於全球營業額二十億歐元以下，歐體內營業額一億歐元

以下結合持「保留但不予介入」的態度。 

106.  由於新修正之結合規則將合作式合資一併納入結合規範，使其得以享受結

合規則之時效利益，縮短審查時間，並提高其法律確定性。並在條文中增加條

約第 81 條第 1、3 項之評估，使原合作性合資所考量之合作性因素在結合規則

程序規定下，受到上開條項規定之審查。故對於合資之規範，首先以「完全功

能」或「非完全功能」決定適用結合規則與否。結合規則對於完全功能合資之

合作性因素，須依條約第 81 條規定之標準審查，即合資是否有違該條第 1 項，

若是，則進一步視其有無該第 3 項之豁免事由，若無法依該條第 3 項豁免，則

應禁止該合資交易。新修正規則亦舉例說明可能適用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之情

形，即當合資母公司與合資並存於同一市場，或出現在合資之上游下游市場或

其鄰近市場，並保有相當範圍之活動時，則可能適用上述規定。 

107.  1997 年修法特別增訂結合規則第 2 條第 4 項，明定執委會依據羅馬條約第

81 條審視完全功能合資適法性時，需特別注意：１、母公司是否繼續在合資事

業所在市場、其上下游市場或相鄰市場中保有相當範圍的活動；２、因合資事

業設立所直接產生之協調（co-ordination）效果，是否可能使相關事業在產品或

服務的實質部分減少競爭。亦即：合資事業造成母公司間之協調，是否有減少

競爭之可能性。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108.  按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立法理由謂：「事業結合之發展結果有導致獨占

之可能，世界各國對其多有明文規範，本法為配合當前事業大型化之政策，並

對事業之結合弊害預作防範，對事業之結合或其他方式取得他事業之財產、股

份或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人事任免等列為規範之對象。」可知該法結合管

制之目的，係於配合事業大型化之政策同時，對其可能發生之弊害預作防範。

同條文第 2 項則明定前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隻股份或出資額，應包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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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以免

該事業利用關係企業規避本法之適用。 

109.  由上述規定可知，本法所規範之事業結合類型，包括：一、合併；二、股

份取得；三、資產取得；四、董事兼充；五、其他直接或間接之控制型態。結

合之要旨在於事業或企業集團直接或間接對其他企業施加決定性影響控制者。

簡言之，所謂事業結合，指在特定市場上之經濟活動，已落入（或正進行）單

一或少數企業控制之狀態。從而，結合之精義應在於企業對企業之控制支配，

原在法律及經濟上各自獨立之企業，為因應經濟環之需要，或滿足彼此間之利

益追求，而建立一種控制從屬的關係。至於結合之主體，依公平交易法第 2 條

規定，除包括公司法所稱「公司」結構的事業體外，尚包括「獨資或合夥之工

商行號」、「同業公會」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參照：

第 2 條）。 

110.  企業結合後，因經濟力集中及規模經濟之影響，雖有助於提高生產效率，

降低生產成本，減少投資費用，並促進事業經營之現代化、合理化，以迎接國

際競爭之挑戰。惟事業結合之結果，亦可能造成市場為少數大企業所壟斷，並

進而導致競爭效益之減損或損及消費者利益。尤其市場經濟力集中後，可能造

成市場結構產生變化，造成壟斷獨占局面，危害市場競爭之自由與公平。職是，

對於此種利弊併存之事業結合現象，各先進國家均立法加以管制。公平交易法

自 1992 年施行以來，對於事業結合即採取事前監督之管制，要求達到一定規模

之事業於結合前，應事先申請許可，即採所謂主管機關之「事前許可制」；嗣於

各界改革之聲浪中，最新一次修正（2002 年 2 月）已將公平交易法之結合管制

制度作大幅度之變更，將原來之「事前許可制」改為「事前異議申報制」（參照：

第 11 條）。至於本條文關於事業結合之定義規定，則自 1991 年公平交易法制定

以來，迄未有任何修正。 

111.  事業結合原則上並不受限制，惟於符合門檻規定時，始須先向主管機關申

報，俟一定等待期間經過後主管機關不提出異議者，即可逕行結合。至於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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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對於事業結合之衡量標準，依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

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

其結合。」亦即，主管機關必須就「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

二者進行利益衡量，當前者大於後者時，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反之，如

事業結合經衡量結果，後者之不利益大於前者時，主管機關即得禁止其結合（參

照：第 12 條）。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經濟分析概述 

112.  競爭法與經濟分析存在著密不可分之關係，因此於進入構成要件分析之

前，有必要先略述其經濟分析概念，俾易於理解競爭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思

維。 

由於事業結合可能導致市場結構及市場力量之變更，並因而帶來限制競爭

之不利益，故政府管制有其介入之實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結合之現象

十分普遍，結合規模大小不一，結合之形式亦有所不同。若就結合生產、技術

及行銷上關係之不同，結合可分為水平（horizontal），垂直（vertical）以及多角

化（conglomerate，或稱複合式結合）結合等三類。此三種結合型態對市場競爭

所造成之影響並不相同，故執法考量上自應分別以觀。 

113.  如就結合對社會福利之優點以觀，同一市場競爭事業間之水平結合，可使

結合事業從事大規模或專業化之生產，以增加效率、提高品質及創新技術；垂

直結合，則可節省交易成本、穩定供貨來源及保障商品之銷售；至於多角化結

合，其利在於分擔風險、避免因同一產業之不景氣而使事業之經營陷於困境。

反之，就結合對社會福利之缺點以觀，在水平結合方面，乃使原本存有競爭關

係之同業，將因企業決策之歸於統一而失去競爭；在垂直之結合，因其可利用

結合後之上游產業對他事業斷絕供給原料、拒絕購買商品，而阻礙其他同業之

競爭；至於在多角化之結合，則可利用同一事業集團在某一產業之盈餘，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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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關係企業在另一產業進行低價傾銷或排擠（廖義男，1995）。如前述，由於此

三種不同型態之結合對社會所產生之影響並不相同，因此在規範的評價上，宜

視其性質予以不同之管制。 

以下即就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等三種不同結合型態，其具體

意涵及對市場之影響，簡要說明如下： 

（一）水平結合 

114.  指生產相同或高度替代性產品或服務之事業結合。申言之，廠商以合併或

其他方式，在同一地理市場內，生產相同或類似（具替代性）之產品，且於同

一產銷階段所為之事業結合，即為水平結合。例如同一區域市場內，二家從事

生產製造汽車之 A 汽車公司與 B 汽車公司之結合即是。事業結合透過合作雖可

使生產達到專業化，降低生產成本，提高技術與效率；但另一方面，因水平結

合將導致市場結構之變化，亦可能對競爭產生負面影響。 

（二）垂直結合 

115.  指在同一地理市場內，同一產品於不同產銷階段之事業間所為之結合，如

製造商與經銷商或產業關聯上下游廠商之結合。申言之，製造廠商以合併或其

他方式取得屬於同一產業，不同生產流程之其他廠商之股票或財產之一部或全

部者，即為垂直結合，亦有稱為一貫化作業或產銷一元化之結合。例如在同一

區域市場內，汽車製造廠商與汽車經銷商之結合，即為典型。此外，垂直結合

又可分為「向前的垂直結合」（forward vertical merger）與「向後的垂直結合」

（backward vertical merger）二種。前者係指一事業與從事次一產銷階段事業間

之結合，如汽車製造廠商取得汽車經銷商之資產：後者則指一事業與從事前產

銷階段事業間之結合，如汽車製造廠商與車體製造廠之結合。 

（三）多角化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亦有稱聚集結合或聚合結合） 

116.  廠商以合併或其他方式，取得不屬於同一產業之其他廠商之股票或財產之

一部或全部，謂之多角化結合（或稱「複合式結合」）。亦即，非生產同一產品

之事業間所為之結合。例如，汽車製造商與傢俱製造廠商之結合，或 A 汽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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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 B 紡織公司共同經營等行為均屬之。此外，多角化結合又可分為「純粹多

角化結合」與「非純粹多角化結合」，前者指非屬同一地理市場，亦非同一產品

市場之事業間之結合；後者依其地理市場與產品之不同，又可分為非屬同一地

理市場，但為同一產品市場之「地理市場擴張之結合」（geography market extension 

merger），及同屬一地理市場但非同一產品市場之「產品市場擴張之結合」（product 

market extension merger），二者均屬非純粹之多角化結合。 

117.  承前所述，事業結合依其型態原則上可分為水平結合、垂直結合以及多角

化結合等三種，此三種結合型態因形成之市場結構不同，其對競爭所造成之影

響亦有所異，從而在經濟分析上，不同結合型態所考量之規範原理即未盡相同。

118.  水平結合之主要型態，係將生產銷售具競爭性商品或服務之事業予以合

併，而由結合後之組織予以控制，因此自會減少市場上競爭之存在。此種結合

型態雖可能在某種程度上促進生產，然就競爭之觀點而言，同產業中同一產銷

階段之事業結合，基本上應係處於競爭狀態，渠等事業結合之結果，除非同一

市場上尚有其他為數甚多之競爭者存在，且參與結合事業非屬大型事業，否則

將不可避免地削弱市場上之競爭活動。換言之，當市場上競爭者不多，且結合

事業之市場占有率甚高時，水平結合所產生之結果可能提高市場之集中趨勢，

甚至可能形成獨占力量而壟斷市場，造成造成市場結構變化之負面效果（Posner, 

R.A.，1975）。在此情況下，該等事業如從事反競爭行為，如卡特爾或濫用市場

地位之行為，其市場競爭之維持將變得十分脆弱，且隨時有被扭曲之虞，故各

國政策多以限制水平結合以防止市場力量之過分集中，危害市場競爭之自由與

公平（Williamson, O.E.，1987）。 

119.  其次，在垂直結合方面，由於其結合型態主要係將具有產銷垂直關係之事

業予以統合化，因此其被認為具有反競爭效果主要即來自於封鎖（foreclosure）

與剝削（squeeze）（Sullivan, L. A，1977）。前者例如製造商與經銷商結合後，原

供應予該經銷商之製造商受排擠於市場外，或結合事業因結合而取得特定之生

產要素或原料，使潛在廠商面臨掠奪性訂價或原料供給來源不確定之風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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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市場參進阻礙，並使該結合事業得以享有長期獨占利潤（Klass, M. M. & 

Salingler, M. A.，1995）；後者，如製造商與經銷商結合後，可減少生產及分配過

程中無謂之價格累積，或經由範疇經濟與分配經濟所致之成本節約，而提高其

產品價格競爭力，使其他經銷商因交易價格較高，而難與之競爭，造成市場占

有率提高，或迫使其他既存廠商退出市場等情形。似此，垂直結合所致之廠商

市場獨占力因具有反競爭效果，有危害社會福利之虞，自亦應受競爭法之規範。

120.  至於多角化結合之管制理由，同樣著重於大型企業進行多角化結合後，可

能產生之反競爭效果，而其主要關切點乃在於該等大型企業結合之聚合力

（conglomerate power）效果（Hill, C.W.L.，1985）。所謂聚合力效果，係指多角

化廠商在其所經營之各個市場之市場力加總後，其相對於各個市場之其他廠商

具有優勢之市場地位，因此其可能利用此優勢將產品之價格提高，甚至壟斷以

獲取利益。此外，經濟力雄厚者亦可能利用交叉補貼（cross-subsidization）或互

惠交易（reciprocal buying）之方式，排除被取得事業之競爭者，或削弱其競爭

力量。此外，倘結合事業為增加其市場之支配優勢，而採取掠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或搭售（tie-in sales）等侵略性之商業競爭行為，亦將無可避免造成社

會福利之損失（Felton, J. R.，1971）。從而可知，多角化結合同樣無法排除事業

結合所導致之反競爭效果，有以競爭法予以規範或監督之必要。 

二、本法第 1 項構成要件分析 

（一）結合類型－第 1 項 

121.  事業結合之法律規範，立法例上主要有列舉及例示二種方式。前者之優點

為明確，易於實務執行，惟有漏列之虞；後者因涵蓋較廣，解釋上較具彈性，

故無漏列之慮，惟恐失之明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對於結合之定義不採例示

方式，而以列舉及概括方式予以併列，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為列舉規

定，而第 5 款則具有概括之功能（何之邁，1997）。其以第五款之概括規定，填

補前四款可能產生之漏列之弊，兼取列舉與例示之長，實務上運用最為廣泛。

以下就公平交易法第 6 條之規範類型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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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與他事業合併者 54 

122.  公司之合併一般可分為創設合併（或稱新設合併）及吸收合併兩種。所謂

創設合併者，係指二以上之企業結合為單一個體，各失其法人人格，並另以一

新的人格取代之；吸收合併，則為二以上企業結合為單一個體，由吸收公司繼

受其他企業之資產與負債而保存其法人人格，被吸收公司之人格因而完全消失

（柯芳枝，1991）。事業之合併，為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型態中，結

合程度最高者。蓋一般而言，事業結合通常僅注重其經濟上獨立自主地位之喪

失，外形上各企業仍得保有其獨立的法律人格，而合併之結果，被合併之參與

事業不論在經濟上或法律上，其獨立人格將一併消失，從而使得多數企業轉變

為單一之企業，市場經濟力因而匯集，競爭關係隨之消弭於無形。而競爭關係

之消滅，不可避免地將影響整個市場結構，而有減損市場上有效競爭之虞，故

公平交易法對之採取事前監督之管制，冀以維護市場之競爭效率。 

                                                 
54 代表案例如聯華電子公司與其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包括合泰公司、聯誠公司、

聯嘉公司及聯瑞公司等四家公司進行吸收合併，合併後將以聯華電子公司為存續公司，合泰

公司、聯誠公司、聯嘉公司及聯瑞公司為消滅公司，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

事業結合（公平會（88）公結字第 616 號）。唯本案乃原已存在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合

併，經公平會認定為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結合型態。本案於公平法修正後，如屬於該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款「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

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當無須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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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55 

123.  股份取得乃指事業持有他公司之股份，以取得股東的地位，藉表決權之行

使以控制該公司之股東會及董事會 56。而欲控制公司之股東會，經由取得公司有

表決權股份是為便捷之途 57。又，股份取得固屬事業結合之一重要方式，惟並非

所有事業間涉及股份之取得皆屬公平交易法所稱之結合，就事業結合之目的係

在於建立企業統一管理關係之觀點言，競爭法所關切者係該事業是否因此項取

得而進入控制從屬關係。故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必須持有或

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者，形式上始得認定具有統一管理關係，而屬於該法規範之結合類型。 

本款規定於實務適用上，曾發生若干爭議，舉其要者略以： 

124.  （1）事業以收購委託書方式「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是否

屬於本款之結合？ 

                                                 
55 代表案例如台灣王安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王安）之國外控制公司－－美國王安電

腦公司因經營不善，發生財務危機，於 1992 年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並於 1993 年 2 月 22

日獲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依公司法、民法等規定讓與其原擁有台灣王安 69.3％及

安源公司 49％之股份予台灣王安，以抵償其積欠台灣王安之新台幣三十六億五仟餘萬元之債

務。台灣王安乃於同年 3 月 30 日以債權人身分，依我國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規定收回上開

股份。由於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規定，台灣王安對於前開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換言

之，於此六個月期間內實際享有表決權之台灣王安股份僅 30.7％。本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台

南紡織）、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企業）及南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南紡企業）等三家

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台灣王安股東，所持有之股份合計雖僅為 10.94％，然於此情況下，已

占該公司上開表決權股份 30.7％中之 35.64％，而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結合

規定（公平會（82）公結字第 061 號）。 
56 公司的意思須透過其機關之決議及實施而表現，股東會為公司的最高意思機關，並實質控

制董事會，控制企業若欲支配從屬企業建立從屬關係，最直接的方式即為控制從屬公司之股

東會。股份取得為事業可能採取之重要手段，美國克萊登法第七條早在 1914 年，即有禁止藉

股份取得而妨害市場競爭或造成獨占之規定。 
57 經由表決權代理亦能達到一企業控制他公司股東會之目的。惟依公司法第 177 條第 2 項之

規定，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不

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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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依公平會公研釋 106 號解釋：「事業或藉收購委託書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

股份三分之一者，即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範之結合態

樣」，由此可知，實務見解認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之「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並不一定要實際上之持有或取得。從而公開

發行公司股東若收購之委託書達到該公司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亦屬於本款

所規定之「結合」。 

125.  （2）本款規定：「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所稱「他事業」之適用範圍，是否包括

「新設事業」？ 

按公平會第 26 次委員會曾作成公研釋 012 號解釋 58：「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所稱之他事業，以結合時既存之事業為規範對象，故二以上既存事業共同投

資設立新事業之行為，尚非該條規範對象，故縱使參與投資對象之一有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定各款情形，亦無須向本會申請結合之許可；……」據此解釋結

果，公平交易法對於結合之規範對象，係以「既存事業」為限，至於事業與他

事業共同投資新設事業之行為，即無公平交易法之適用。由於此號解釋限縮公

平交易法對於結合管制之適用範疇，自發布以來即引起外界相當之質疑，該會

歷次委員會議亦曾多次對此提出檢討（按：該會第 32、186、202、215、239、

398、468、551 次委員會議），迨至第 4 屆委員於 2002 年 8 月 8 日第 561 次委員

會議討論後，始決議廢止，將「新設事業」納入結合管制之規範。 

126.  實者，公平交易法對事業結合之規範目的，主要乃為預防獨占形成及市場

力量過度集中所生之弊害，是凡事業結合之結果，易致壟斷市場，而有影響交

                                                 
58 公平會於 1992 年 6 月 4 日以（81）公壹字第 00640 號函作成公研釋 012 號解釋，依該解

釋後段：「……惟參與投資之既存事業如有利用設立新事業方式進行聯合行為或濫用獨占地

位，或從事不公平競爭之情形，仍當依公平交易法有關規定處理。」似認為既存事業之行為，

如係以共同投資新設事業方式，而遂行公平法所禁止之聯合行為、濫用獨占地位、或從事不

公平競爭等行為者，仍應援用相關條文之規定加以規範，而非因其為投資新設事業不符「既

存事業」之結合形態即可豁免於公平法之規制，進而造成該法管制之遺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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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秩序之虞者，即有管理之必要。從而，上揭解釋文將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範對象侷限於「既存事業」，而排除二以上既存事業轉投資新設事

業行為之適用，自非妥適。故公平會於執法 10 年後，將此號解釋予以廢止，值

得肯定。 

127.  （3）事業依信託法之信託行為取得財產之情況，是否為本款所定結合？ 

公平會之研究見解認為，二事業彼此間之實質或形式關係，合致公平交易

法所規範之事業結合類型者，不論其形成該結合型態之手段係收購、無償受讓

或信託等，均無礙於其相互間成為結合事業之認定。從而，判斷事業結合是否

構成本款之結合型態，僅需單純就名義上之持有及被持有股份或資本額之事業

間為斷，尚無須深入探究其取得股份或資本額之原因事實。是就「信託取得」

而言，事業於信託關係成立及存續中，將其股東權信託予受託人，而致使受託

人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者，即合致本款之規範型態，如其達於第 11 條所定之門檻時，即應依法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報。至信託關係消滅後所生之財產權變動，如其最後結果亦合

致本款所定之結合型態者，亦同。 

３、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59 

128.  由民事法之觀點言，所謂「受讓」，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基於契約關係而取

得他方所讓與之權利或標的物之所有權而言；所謂「承租」，則指當事人約定，

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金之契約。一般而言，事業將其全

部資產讓與另一企業，即可明顯表徵其間之控制關係；至於取得他事業營業或

財產之使用收益權，雖不若前述所有權讓與來的直接，惟其於反托拉斯法上事

業結合規範的評價上亦不容忽視。蓋營業財產的使用收益權透過契約之訂立，

而為他事業所掌握，其經營決策直悉為他事業所支配控制，實質上即與所有權

為他事業取得無異。營業財產使用收益權之取得，最典型者為營業租賃契約，

                                                 
59 代表案例如荷商荷蘭安利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申請來華設立分行，概括承受荷商荷蘭銀行在

我國境內各分行資產負債及營業之結合許可案（公平會（82）公結字第 0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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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委託經營契約及共同經營契約 60（即同條項第 4 款），亦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129.  所謂事業之營業或財產，原則上應包括設備、商品等有體財產及債權債務、

信用、銷路及商號等無體財產之集合物等（何之邁，1993）。一事業之營業或財

產之全部或重要部分，為他事業所持有或取得者，縱其仍保有法律人格，惟事

實上已受制於他事業。是觀美國克萊登法第 7 條於 1950 年修正時，即將資產取

得列為結合之重要類型，另如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及日本獨占禁止法，亦

皆有資產取得之限制規定。至於本款所稱「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認定，公

平會實務見解認為，除應從系爭財產之「量」占事業總財產之比例，及其「質」

相較於讓與事業其他財產之重要性外，更應衡酌參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地位是否

因此而有所改變，綜合加以評斷 61。 

４、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62 

所謂「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及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之涵義，說明

如次： 

                                                                                                                                            
60 所謂營業租賃契約，係一企業將其營業財產出租於他企業，他企業以其名義，為自己計算

且自負盈虧而為經營，並負支付租金或權利金之義務。申言之，出租企業將其營業財產之占

有移轉於承租企業，並保證其合於使用收益之狀態，惟仍保有所有權。承租企業以自己名義

使用收益所承租之營業財產，並負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保管及支付租金之義務。 
61 公平會第 420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認定可參酌下列因素就具

體個案綜合考量：（1）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占讓與事業之總財產價值之比例及其營業額比

例；（2）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得與讓與事業分離，而得被視為獨立存在之經營單位（例如

行銷據點、事業部分、商標、著作、專利或其他權利或利益）；（3）從生產、行銷通路或其他

市場情形，讓與部分之財產或營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4）受讓公司取得讓與部分之財產或

營業，將構成受讓事業經濟力之擴張，而得增強其既有之市場地位。參「認識公平交易法」

增訂九版，頁 59。 
62 代表案例如潤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潤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及大潤發流通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擬分別以 32%、12%、19%之持股比率，合計取得亞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63%之股份；又

潤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潤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大潤發流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亞太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擬共同經營量販業商品採購業務，屬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4 款之事業

結合行為。公平會以本結合案尚無礙於整體經濟之發展，且其結合之經濟利益應大於限制競

爭之不利益，依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規定准予結合（公平會（87）公結字第 7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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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130.  指數事業間制定損益共同之契約，制定此種契約關係之事業均須服從統一

指揮，以求經營之一體化。至於損益之分配，原則上依照各公司的投資比例或

其實際價值比例為之，且需經常共同經營，如僅係偶爾為之，則無本款之適用。

共同經營契約，也可能是二以上公司合資經營某一事業時簽訂者，此即所謂合

資經營 63。其共同經營之結果，數家事業實際上就某一業務具有經濟上之一體

性，從而具有結合之意義，而納入本款之規範。 

（2）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131.  所謂委託經營，係指一事業將全部營業委由他事業（受託事業）利用，惟需

以委託事業之名義經營，且營業上的損益概歸委託事業負擔。在此情況下，因委

託事業之經營控制指揮權，操諸於「受託事業」手中，使受託事業之市場力量增

強，從而有規範之必要。是就委託業務之經營而言，委託事業與受託事業間具有

類似於控制事業與從屬事業之關係，而構成公平交易法上所稱之結合。 

５、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64 

132.  本款規定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任免，亦屬結合。然而人事任免之

                                                 
63 此所謂之合資經營，概念上應為「契約式合資」之型態，亦屬「合資（Joint venture）」概

念之一。至於「合資」之要件，論者不一。公平會之見解則認為應包括：（1）從事合約經營

事業契約關係之存在；（2）共同利益之存在；（3）共享利潤及共同負擔損失；（4）對事業有

共同經營權；（5）股東間基於誠信原則有互相信賴之關係（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九版，頁

59）。據此，則「合資」將不限於設立新事業之情形，而應含資本或股份之「收購型合資」，

及「契約性合資」等三種型態。而此三種型態，充其量亦僅為組織型式有所差異（是否進一

步落實為組織體），實質上，其合資成員均彼此共享損益，則並無不同。 
64 代表案例如美商雅虎公司（Yahoo! Inc. 下稱「雅虎公司」）與其百分之百控股的子公司美

商雅虎國際控股公司（Yahoo!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Holdings Inc.下稱「雅虎控股公司」）

與開曼商奇摩站（開曼）股份有限公司（Kimo.com （Cayman） Corporation）之簽訂「股份

買賣合約」，並計劃為中華民國境外結合。依據合約條款，雅虎控股公司將取得開曼奇摩 99%

以上已發行股份；雅虎公司則將發行其本身普通股 225 萬股作為賣方移轉開曼奇摩股權之對

價。本案結合後開曼奇摩國內子公司台灣奇摩站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將由雅虎集團之最終

母公司即雅虎公司所控制，已符合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

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

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之結合型態（參見公平會 89 年 12 月 21 日第 476 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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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極廣，應有加以限縮之必要。公平會實務上認為「董事會係股份有限公司

之業務執行機關，依公司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對於公司經理人亦享有

任免權」，故掌握董事七席中之四席者，已超過半數，應認其已符合本款規定 65。

觀諸修正前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4 款及歐體之結合管制規

定，亦認為掌握董、監事半數，爰為結合所必須之「控制」，故公平會上開實務

見解，應值贊同。 

133.  其次，就嚴格意義之董事兼充而言，係指一人同時兼任二以上公司之董事。

我國公司法原則上並不禁止董事兼充，但如所兼者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

為者，應對股東會說明其兼任董事之重要內容，並取得特別股東會之許可 66。其

立法原意在防止董事利用其職位上之便利，為自己成他人謀利，致損害公司之

利益。惟從反托拉斯法的角度觀察，所以限制董事兼充者，乃避免企業利用此

方式，作為控制其他企業的手段。職是，於此所謂董事兼充者，實不應限於董

事，舉凡企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理及其他一切有決定營業權限之人似皆應

包括在內 67。 

134.  再者，加盟是否適用於本款所稱之「結合」？就構成要件而言，本款所稱

之業務經營，其控制主要表現在營業表徵的選擇、採購、銷售對象及交易條件

之決定；所謂人事任免，則主要指經理級以上管理人員之任免。事業之結合，

只要滿足控制之要件，並非必須達到全部控制的地步，易言之，只要達到一事

業基本上受他事業之控制，從而達到足以影響該事業之重要經營決策或經營成

敗即可。基此，公平會實務見解認為 68，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只要

                                                                                                                                            
65 參見公平會 85 年）公處字第 195 號處分書；另該會 86 年公結字第 123 號許可決定書中，

亦重申此見解。 
66 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

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67 透過實際負責企業經營人員之兼任，在水平結合方面，因企業間處於競爭狀態，明顯的因

此兼任而消弭彼此間的競爭；在垂直或多角化結合方面，亦可藉此達到累積經濟力的效果。

由是可知，結合規範之於董事兼充者，兼含水平及垂直及多角化經營等型態。 
68 公平會民國 81 年 11 月 30 日（81）公壹字第 04799 號函釋，此為公平會對於加盟行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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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其一，即具有控制關係，聯盟總部（即公平會在「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對加盟業主資訊揭露之規範」第 3 點所稱之「加盟業主」）因對於加盟主有「直

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的情形，從而構成本款所稱之結合。惟若進一步審

究加盟行為之本質，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之經濟力聯繫關係，及其對市場競爭

之影響效果，上述公平會之見解實不無研求餘地。 

（二）關係企業持股之併計－第 2 項 

135.  按事業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

本額三分之一者，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結合；同條第 2 項

規定：「計算前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應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

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本項之立法意旨，主要係

為避免事業利用關係企業規避該法之適用，而明定於計算前項第 2 款規定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應包括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

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69。此與公司法於控制公司持有他公司之股

份或出資額之計算標準類似。然則，如何計算「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取

得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三分之一以上」？此涉及事業間控制與從屬關

係之認定，以及具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集團企業持有被結合事業之股權如何計算

等二方面問題，分別說明如後。 

１、關於「控制與從屬關係」之認定 

136.  公平會實務見解認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2 項與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之

規定相近，但其規範意旨不同，不宜等同以觀，而應自「競爭法」之角度觀之

為妥。具體言之，事業間倘具有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5 款規定之一者，則

其彼此間已具有緊密之經濟連結關係，應認其已具有同條第 2 項之「控制與從

屬關係」70。此見解應可贊同，蓋競爭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要義，主要在於事

業因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取得而達成經濟一體化，進而評估其對市場結構可能產

                                                                                                                                            
結合規範所持之一貫見解。 
69 詳參公平交易法第 6 條之立法理由後段。 
70 公平會第 366 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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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影響；公司法關係企業之規定，則著重於保護少數股東及債權人，二者規

範意旨並不相同。此外，公司法關企業專章對於控制與從屬之概念，係源自正

面控制理論，其對於關係企業之規範為狀態後結果之監督，故所要求之持股比

例較高；競爭法則自反面控制理論著眼，只要形成牽制作用，即可認定有控制

從屬關係，並於市場結構形成前為事前之把關，故其所要求之持股比例較低。

137.  承上，關於事業間控制與從屬關係之認定問題，鑒於上開二法無論在規範

意旨或管制時點上，均有相當之差異，故本文認為在此並無比附援引之必要。

蓋於解釋競爭法適用之際，當然應自競爭法之角度出發，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計算持有他事業之股份比例時，應將所有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持

股併計，如甲公司擁有Ａ、Ｂ、Ｃ三個子公司，應將持有甲及Ａ、Ｂ、Ｃ同屬

一集團之Ｘ公司股份一併計入，依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逐一檢視，當

母、子公司持股比例達三分之一時，即應認其已達於公平交易法上之控制與從

屬關係。從而，事後甲及ＡＢＣ再取得Ｘ公司股份超過三分之一時，即持股即

須合併計算，否則，如何落實當初之立法旨意？故本文認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2 項所稱之控制與從屬關係，即指同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5 款之結合型態

所產生之控制與從屬關係。 

２、具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集團企業持有被結合事業股權如何計算 

138.  按如前述，計算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之規定，計算事

業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有無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

三分之一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

合併計算。從而，本條文在實務上，即應以被結合事業之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

本總額為分母，再將相關具控制與從屬關係之參與結合事業其分別持有或取得

被結合事業之股權或資本額分別加總後為分子，計算後認定之。 

 

肆、本法第 6 條與其他規範之適用問題 

139.  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結合型態，包括：一、與他事業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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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

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等五種型態。在此定義下，本條文之適用在公平交易法規

範本身，與聯合行為之規範之介面應如何區分，俾免引發適用上之疑義，例如

事業之合資或策略聯盟行為，應以聯合或結合行為視之？其次，涉及其他法律

之規範者，例如：其與公司法所定關係企業專章、企業併購法及金融控股公司

法等，對於事業結合均有特別之規範，其間適用關係如何？又，除國內法之適

用問題外，公平交易法對於在我國領域外，事業所從事之結合行為，應為如何

之管轄權主張？諸此問題皆有釐清之必要。 

一、結合行為與聯合行為之關聯性 

140.  事業結合與競爭者間所進行之聯合行為，所產生之影響競爭效果並不相

同，公平交易法對之規範自亦有別。質言之，事業之結合行為因形成經濟一體

化之結果，理論上將完全消除結合事業間之競爭關係；反之，聯合行為之事業

間並未達成經濟一體化之結構性變化，且仍保留其間之競爭關係。一般而言，

結合關係的存在是永久的，而競爭者間之聯合行為通常係以限定一定存續期間

為常態。因之，聯合行為之參與事業相對於彼此，通常仍是潛在競爭者，未來

仍有相互競爭之可能性，此與事業結合之本質有極大差異，故其在競爭法之管

制上自亦有所不同。 

141.  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原則上並不禁止，而僅對於結合達一定

規模者始予介入；另一方面，同法對於聯合行為之管制，則採取較高密度之管

制，即所謂「原則禁止，例外許可」（參照：第 14 條）。此二種不同規範模式之

主要差異，在於結合係強調事業對事業之支配控制關係，蓋因事業結合後，被

結合事業將失去經濟上之獨立性，而與結合事業建立一控制從屬關係；相對於

此，事業間之聯合行為，並不以前述控制從屬關係之存在為要件，且各該參與

事業仍保留經濟上之獨立性，僅其競爭行為受到限制（何之邁，1999）。前者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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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場結構變化之預警管控，後者則對已呈之市場經濟力濫用行為之懲禁。 

142.  按二以上既存事業共同投資設立新事業之行為，一般稱為「合資（Joint 

venture）」。惟「合資」之概念原則上並不限於設立新事業體之型態，尚包括以

收購既有事業之資產或股份之「資本式合資」，以及不涉及資本股權之「契約式

合資」。一般而言，合資具有資源整合、促進效率、降低研發成本、增加產品銷

售及改善中小企業競爭力等優點，惟倘合資之結果導致瓜分市場，進入市場障

礙及市場力量集中時，亦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例如，母公司間或母公司

與合資事業間不從事競爭、合資事業於控制市場後造成進入市場障礙，以及合

資組成員間從事商情資訊之勾結等情形 71。 

143.  對於事業間所進行之合資行為，究應適用結合或聯合行為之規範予以規

制？公平會實務上並無明確之見解。本法第 6 條雖未明文，惟如前述，公平會

於成立之初係採否定之見解（公研釋 012），惟目前已變更見解，認為新設事業

型合資可納入結合管制規範。然則，此並未完全解決前述問題，蓋如新設事業

型之合資同時伴隨事業間之合作或協調行為者，究應認定其所進行者為結合或

聯合行為？公平會過去曾有見解認為：「應視其參與事業間係真正之結合，抑或

名為合資而實為遂行參與事業間競爭行為之協調整合為斷。」72此見解乃係源自

歐盟 4064/89 號結合管制規則之基本分類。雖然該號規則經歐盟理事會第 1310/97

號規則修正後，其對於合資之規範已由原來的「集中式」／「合作式」之區分，

整合為凡達共同體規模之「完全功能合資（full-function joint venture）」73，不分

集中式或合作式，均納入結合規則之規範（何之邁，1999，頁 181）。亦即，是

                                                 
71 指原本互相競爭之合資組成員間，藉由合資業務之推展過程中，就彼此競爭項目之價格、

銷售及技術等資料之交換或協調而導致反競爭效果。此種資訊之共用，可能構成「勾結」，而

消弭原先各組成員間之競爭狀態。 
72 公平會第 00398 次委員會議有關「合資案件究為結合行為或聯合行為，其適用法條究為公

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5 款」討論案。 
73 歐體第 1310/97 號規則所謂「完全功能合資」，依其所發布之通告（Commission Notice, 98/c 

66/01）之說明，應包含以下要件：（1）為母公司共同控制；（2）須具備實施一獨立經濟體之

所有功能；（3）須建立在持久性之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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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因合資之產生而協調了母公司間之競爭行為，並不影響該合資行為適用於結

合規則，惟於「完全功能合資」可能直接導致獨立事業間競爭行為之協調時，

執委會將就此合作性因素依歐體條約第 81 條（即適用於聯合行為之規範）第 1

項及第 3 項之標準，判斷其是否與共同市場相容。要之，目前集中式與合作式

合資之區別，程序上不再成為適用結合規則與否之標準，惟此種區分仍是適用

何種實質評估（結合或聯合）之判斷依據。 

144.  除前述歐盟之規範外，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事業間之合作行為，

亦 訂 有 「 競 爭 者 間 合 作 行 為 之 反 托 拉 斯 準 則 （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作為究應適用結合或聯合規範之執法依據

74。反觀我國競爭法的執法實務上，由於公平會對於合資行為之規範向來並無明

確見解，且未制定相關處理原則足供業者依循，致使本項爭議遲遲未決。而無

論對於合資採取何種定義或區分，目前公平會較迫切的應是儘速制定「合資案

件處理原則」，以清楚之定義或類型化之方式，將其管制方式予已確分，以杜爭

議，並使外界得所依循。本文以為如涉新設事業之合資案型，按其是否生事業

間協調競爭之效果，而分別依聯合或結合規定施以規範間度，第屬可採。 

二、與其他法律之適用問題 

（一）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 

145.  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與公平交易法第 6 條規定之事業結合行為，外觀上有

極大之雷同。惟深究其實，公司法所定關係企業之型態，必為公平交易法第 6

                                                 
74 該「競爭者間合作行為之反托拉斯準則」附錄之範例一、首先即引用一競爭者間之合作協

議，作為應適用聯合行為或結合行為之規範分析：（一）事實：二家石油公司同意將其提煉

用產品及精練產品之行銷活動，完全整併。依據是項協議，雙方合作關係於十二年後到期，

在失效日期，只要其中一方在六個月前通知對方，即可隨時終止該協議。而此二家石油公司

仍維持獨立進行之原油生產製程。分析：此項共同行為之機制包含整合煉油與精煉產品之行

銷活動，產生效率強化之結果，同時亦抵銷雙方相關市場之競爭關係。故而，主管機關認為

十二年之存續期限並不符合「在相當有限之時期內」終止之要求；而參與者得隨時於六個月

前通知對方終止共同行為，亦非一個「具體而明確的期限」。從而，主管機關對於該共同行

為將依水平合併之指導準則予以評估，而非將之視為競爭者間合作。任何有關原油產品之限

制競爭協定，亦將在此一指導準則下予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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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所定之結合；而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所定之結合，則未必為公司

法上之關係企業。 

146.  關係企業與一般獨立事業間最大之不同，在於其具有經濟上之統一管理關

係（經濟一體性），而缺乏一般獨立事業所具有完全之經濟自主權。從而，關係

企業個組成份子間進行結合時，雖表面上看來已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

之規定，但因實質上並不當然擴大該等事業之市場力量，應無經濟力集中之問

題。惟公平會實務上對於關係企業間之結合，向採「法人人格實體說」之見解，

將關係企業之各個組成員均視為個別之法人，從而渠等之結合行為倘符合公平

交易法第 6 條所稱之形式要件者，仍以該法所規範之結合行為視之。此參諸公

平交易法 91 年 2 月修正前之相關解釋例自明 75。 

147.  然就競爭法對於結合管制之目的與任務而言，結合管制所關切者，在於市

場上因事業競爭數減少而造成經濟力集中問題，予以事前防範，而非形式上事

業之組織型態如何轉變（例如由持股變更為合併）之問題。是以，當關係企業

間之股權持有結果（例如母公司與其百分之百持有子公司進行合併之情形），該

子公司本身已失獨立之意思自主、決定之能力，經濟上亦與母公司融為一體，

渠等彼此之間所進行之結合，充其量僅為組織型態之重整，並不影響市場上之

競爭數或造成市場力之不當集中。從而可知，關係企業間之結合行為是否有公

                                                 
75 公平會在 2002 年 2 月最新一次修正前，有關關係企業之解釋例，以下列二者為代表：（1）

公研釋 021 號解釋：「……貴公司與子公司間亦有可能合併經營，屬於公平法第六條第一項第

一款之結合態樣。」本號解釋並未區分母公司對於其子公司之持股比例大小，故依其解釋適

用之結果，無論母公司與其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或低於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間進行結合

者，不論該等關係企業間是否存在控制或從屬關係，均可能構成公平法所稱之事業結合。（2）

公研釋 095 號解釋：「……跨國企業集團為調整其組織結構，企業集團所屬之各關係企業於我

國境外相互移轉股權，致其投資於我國境內之子公司持股比例因該境外結合，並使集團內關

係企業之一持有我國公司股份達三分之一以上，是否須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向

本會申請許可，須視參與結合之一事業是否有符合本法第十一條各款，及該境外結合有無引

發我國管轄境內該集團所屬企業間有本法第六條第一項各款所稱之結合情形而定。……」由

此解釋內容可知，企業集團內部組織結構之調整結果，如造成所屬企業間合致於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之情形者關係者，公平會原則上亦認其屬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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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易法結合管制規範之適用，首要考量者，乃該關係企業間是否具有「經濟

上之一體性」。蓋關係企業間倘得認有經濟上之一體性，則該等事業間已無競爭

關係之存在，其對市場之影響力將不因內部組織型態之變更而有擴大或更動，

故無以競爭法上之結合規範加以管制之必要。此種「經濟上之一體性」之概念，

公平會於 91.2 月最新一次的修法中，已將之納入，而明定若干種不須事前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報之結合類型（參照：第 11 條之 1）。 

（二）其他結合法律規範 

148.  事業間之「結合」行為，除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外，亦可能涉及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相關法令之規範 76，或與其他法律競合適用之情況（如：「企業併購

法」）。一般而言，因其他法令之規範目的通常並非基於競爭之考量，且在法無

明文排除之情況下，公平交易法自得逕予介入規範，而無雙重管制之問題。亦

即，事業間之結合倘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之規定者，即應依法向公平會提出

申報，違者得依法予以處分。然公平交易法第 46 條亦明文規定，事業關於競爭

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於不牴觸該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

其他法律之規定。從而，事業之結合倘符合該條規定，自得優先適用該其他法

律之規定（參照：第 46 條）。 

149.  據此，如檢視現行法有明文排除公平交易法之規定者，最早完成立法者，

為銀行法第 62 條之 477及金融機構合併法第 13 條 78等規定，該等條文各有其立

                                                 
76 例如農會法第 7 條即規定：「各級農會以行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並冠以各該區域之名稱。

同一區域內以組織一個農會為原則。但依事實需要，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同一直轄市之區農會

或縣（市） 之鄉、鎮（市）、區農會合併於直轄市或縣（市）農會，或若干鄉、鎮（市）、區

農會合併組織一個農會，其名稱由主管機關定之。」漁會法第 8 條亦規定：「區漁會因漁區狹

小、漁業或經濟條件不足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其合併之。」 
77 銀行法第 62 條之 4 第 1 項第 4 款：「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處理之必要，且對金融巿場競

爭無重大不利影響時，免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請許

可。」 
78 金融機構合併法第 13 條第 3 項第 2 款：「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處理之必要，且對金融市

場競爭無重大不利影響時，免依公平交易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申

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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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的，且有明文之排除規範，故公平會對於此等結合尚無介入空間。另值得

注意的是，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19 條亦有類似之排除規定 79，明文金融控股公司

於實施緊急結合時，「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緊急處理之必要，對金融市場公平競爭

無重大不利影響者，免依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會申請許可（申報）」80，得排除依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規定向公平會申請申報之

適用。此條文與前述銀行法第 62 條之 4 及金融機構合併法第 13 條規定相仿，

原則上尚無適用爭議，惟對於非屬上開條文所定之金融控股公司所為之結合，

既無法定豁免依據，則於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6 條及第 11 條規定情形時，自仍應

於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然而，金融控股公司法就此部分之適用，於該法

第 9 條設有一特殊規定：「主管機關為前項許可設立金融控股公司時，應審酌下

列條件：一、財務業務之健全性及經營管理之能力。二、資本適足性。三、對

金融市場競爭程度及增進公共利益之影響者。（第 1 項）主管機關對於金融控股

公司之設立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6 條之事業結合行為，應經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會許可（申報）；其審查辦法，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會同主管機關制定。（第

2 項）」 

150.  前述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9 條第 2 項要求公平會對於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構

成公平交易法第 6 條之結合時，應會同該法主管機關制定審查辦法之立法目的，

或係考量簡化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審查程序，以減省行政成本與設立許可之審

查時效，所設之特殊規範，為我國其他法令所無，相當值得關注。該條文所稱

結合申請之審查辦法，性質上應屬有授權依據之法規命令，並應由公平會會同

該法之主管機關制定之。然此審查辦法之內容既須由公平會與該法主管機關會

同制定，可想見的是，除前述立法目的外，亦賦予金融控股公司法主管機關對

                                                                                                                                            
79 金融控股公司法係於 2001 年 6 月 27 日立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召開第一次臨時會三讀通

過，2001 年 11 月 1 日施行。 
80 現行金融控股公司法第 9 條及第 19 條並未配合公平法最新修正之文字，將公平法第 11 條

第 1 項規定事業之事前「許可」改為事前「申報」，本文為配合該法現行條文之文字，將此二

者併列，惟其真正涵義應解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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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出產業政策觀點之機會，從而其運作結果，將不無使競爭

政策與產業政策有調和之可能 81。 

三、域外結合案件之管轄權問題 

                                                                                                                                            
81 關於外國法上金融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彼此間的協調規定，最有名的例子即為美國的

銀行合併法（12USCS1828（c））。依據該法規定，為取得一致的標準，在核准銀行併購案件

以前，除非發現為了防止參與的銀行或存款機構的可能倒閉，主管機關應徵求司法部以及其

他兩個聯邦銀行主管機關針對競爭因素（Competitive factors）的報告。該報告應於受徵求後

的 30 日內完成，如徵求機關告知司法部門以及其他兩個聯邦銀行主管機關，有緊急狀況存在

而須迅速採取行動時，則該報告應於 10 日內完成。其並指出，主管機關對於下列情形不應核

准該合併案：（一）該結合交易，將會導致獨占，或將會促進聯合或共謀以形成獨占或是意圖

獨占美國任何地區之銀行業務；（二）該結合交易，將於美國任一地區產生實質減少競爭，或

是傾向形成獨占，或是以任何其他方式限制貿易的影響，除非發現從公共利益的角度，該交

易因提供便利與符合社區需要而可能產生的效果，顯然勝過該交易的反競爭影響。其原文如

下：” 12USCS1828（c）（4） In the interests of uniform standards, before acting on any application 

for approval of a merger transaction, the responsible agency, unless it finds that it must act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robable failure of one of the banks or savings associations 

involved, shall request reports on the competitive factors involved from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other Federal banking agencies referred to in this subsection. The reports shall be furnished 

within thirty calendar days of the date on which they are requested, or within ten calendar days of 

such date if the requesting agency advises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other Federal banking 

agencies that an emergency exists requiring expeditious action.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sentence, a banking agency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file a report requested by the responsible agency 

under this paragraph if such banking agency advises the responsible agency by the applicable date 

under the preceding sentence that the report is not necessary because none of the effect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5） are likely to occur as a result of the transaction. （5） The responsible agency 

shall not approve—（A） any proposed merger transaction which would result in a monopoly, or 

which would be in furtherance of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to monopolize or to attempt to 

monopolize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in any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B） any other proposed 

merger transaction whose effect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may be substantially to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or which in any other manner would be in restraint of 

trade, unless it finds that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are clearly 

outweighe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by the probable effect of the transaction in meeting the 

convenience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o be served. In every case, the responsible agency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inancial and managerial resource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existing 

and proposed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venience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o be 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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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涉及外國公司結合案件之類型，主要有二：（一）我國公司與外國公司的結

合（含分公司）；及（二）外國母公司於我國境外的結合，影響及於我國境內之

子公司者。前者乃跨國結合的典型，其當事人一方既為我國事業，依照「領域

原則」，適用我國公平交易法固無疑義；後者則無論依「效果理論」或「單一經

濟實體理論」，基於子公司的聯繫因素，管制上亦尚無爭論。值得討論的部分是，

當二個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外結合，而該結合主體在我國境內均無分公司或子公

司，倘其結合仍對我國市場有重大的影響時，是否仍應予管制？又應如何管制？

此所涉及之首要問題，即我國公平交易法之域外適用效力，即管轄權之主張問

題。 

152.  處理上開域外結合的問題，首先須面對者，乃一國管轄權的有無。長久以

來，各國雖已針對不同法律領域發展出各種管轄權原則，如領域原則（territorial 

principle，或稱屬地原則）、效果原則（effect principle）、履行地原則（place of 

implementation，或稱實施原則）、國籍原則（nationality principle）、保護原則

（protected principle）、國民保護或被動人格原則（passive personality principle）

及禮讓原則（comity principle）等等（羅昌發，1994），然而，其中亦僅有「領

域原則」82之適用較無爭議，而為管轄權之一般基本原則。蓋因國家依據「領域

原則」對其領域域內之人、事、物行使管轄權，係基於國家主權行使的本質，

原則上並不會因此而與其他國家產生重大衝突；然而，當一個國家依照其他管

轄權原則而將管轄權擴張到域外時，即面臨與其他國家法域產生適用上之重

疊，從而產生法律適用的扞格與衝突。職是，管轄權的選擇自始即為國際間的

一個重要課題。 

153.  現行公平交易法對於域外效力之問題，於條文中並無明確規範，因此公平

會實務上，早期係透過公研釋宣示其管轄權主張 83。當時最著者，為公研釋 014

                                                 
82 所謂領域原則，一般係指行為完全（或主要行為）在其國家領域內發生；或相關的人或物

在一國領域之內，則該國即得對之行使管轄權。 
83 早期公平會之見解，得以公研釋 014 及 095 號為代表：（一）公研釋 014 號：「外國母公司

於國外之合併行為雖非本會管轄之範圍，惟其於我國境內分公司之結合行為，對國內市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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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095 號，其解釋意旨謂，公平交易法域外適用之前提，乃須結合事業之一方

或雙方（母公司），在我國境內有分公司或關係企業（子公司）時，或結合主體

之一方為我國事業者，始須進一步考量該結合行為有無我國公平交易法結合規

範之適用餘地；至於參與結合事業在我國境內均無任何子公司或分公司之情

形，早期見解並無適用餘地。 

154.  迨至該會 2000 年 8 月 3 日第 457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行政院公平交易

委員會域外結合案件處理原則 84」（以下域外結合處理原則），始一改過去見解，

於條文第 2 點明定二個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領域外之結合，只要其符合公平交

易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而其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可

合理預見之影響者，即須依相關規定向公平會提出申報。另為避免因此管轄權

原則的變更，過度擴大公平交易法之管轄領域，造成與他國衝突或引起不必要

的爭議，該處理原則第 3 點乃導入美國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與法院於權衡是否

行使管轄權時，所考量的相關因素，即國際禮讓與利益衡平原則等概念，以限

縮前述效果原則的適用。其內容包括： 

（一）結合行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二）結合事業之國籍、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三）意圖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度及其預見可能性； 

（四）與結合事業所屬國法律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度； 

（五）行政處分強制執行之可能性； 

                                                                                                                                            
爭環境可能造成影響，仍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二）公研釋 095 號：「有關跨國企業集

團為調整組織結構，企業集團所屬之各關係企業於我國境外相互移轉股權，致其投資於我國

境內之子公司持股比例因該境外結合而改變，並使集團內關係企業之一持有我國事業股份達

三分之一以上，是否須依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向本會提出結合申請，須視參與結

合之一事業是否有符合本法第十一條各款規定，及該境外結合有無引發我國管轄境內該集團

所屬企業間有本法第六條第一項各款所稱之結合情形而定。……」 
84 本處理原則經公平會以 2000 年 8 月 18 日（89）公法字第 02838 號函發布；其後於 2002

年 7 月 1 日配合新法之修正，以（91）公法字第 0910006094 號令修正發布。參「公平交易法

相關法規、處理原則、行業導正彙編」，2002 年 10 月，頁 155。亦可至公平會網站查詢 http：

//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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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對外國事業強制執行之影響； 

（七）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八）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 

155.  此外，對於域外結合事業應於結合前事先提出申報、外國事業在我國領域

內銷售金額的核算及結合申報主體之認定等事宜，亦有明確的規範。同時，為

使相關涉及外國事業之結合案件處理，有一致性規範，俾便於外界遵循，上開

處理原則亦規定，當結合主體分屬我國及他國領域內的事業結合，或外國事業

於我國領域外進行結合，而導致其所屬在我國領域內的關係企業或分公司間，

有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情形的結合行為者，亦準用之。 

156.  上開規定為公平會對於公平交易法之域外效力，採取「效果原則」之最明

確揭示，其對於二個以上的外國事業在我國領域外從事結合行為者，該會將採

有條件予以管制之修正效果原則，並導入其伴隨發展的國際禮讓原則等基本概

念。此等見解係參考前述美國管轄權的發展實務，採所謂修正之「效果原則」，

而將域外結合行為從此納入我國公平交易法予以管制。徵諸該條文之理由說

明，略謂：「……鑑於全球經貿自由化、國際化之趨勢及競爭法所規範商業行為

本質之跨國性、其效果影響之國際性，有關限制競爭行為之規範管轄，似不宜

過於自我設限。故本條文所揭示之管轄權原則，係參酌美國『效果原則』修正

之『直接、實質且可合理預見之效果（direct、substantial、and reasonably foreseeable 

effect）』等要件，納為本法域外適用之處理原則」即可得證。 

157.  此外，查前述處理原則第 3 點第 2 項規定：「域外結合案件，如參與結合事

業在我國領域內均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理商或其他實質銷售

管道者，不予管轄。」此規定顯然亦係為限縮前述效果原則而設。蓋參其條文

說明，謂該規定原係參考美國法院及澳洲對境外結合事業的管轄趨勢，考量該

事業如在我國領域內並無任何生產設備或經銷商、代理商等實質經銷管道者，

縱其結合符合前項要件規定，公平會仍得不行使管轄權，即可得證。此外，本

處理原則雖原則上採修正之效果原則，然為防範效果原則之過度擴張，故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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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禮讓及管轄權合理原則等考量與其他限制要件，故並非純粹之效果主張，

而可視為一綜合之管轄權原則 85。 

 

伍、管制概況 

158.  本法第 6 條第 1 項所定之五種事業結合態樣，公平會實務上均有其相當數

量之適用案件。自 1992 年公平交易法施行以來，迄 2003 年 9 月底止，公平會

所許可及不禁止結合之案件數計 5952 件，其中最常見之結合型態，為第五款「直

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之情況，共有 5525 件 86，達總

件數之九成以上，足見此種業務或人事之控制型態，為企業結合策略上最喜好

之選擇。其次則為第 2 款關於股份或出資額之取得，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

                                                 
85 迄今為止，公平會已處理過數例域外結合案件，諸如：美商休斯控股公司擬於中華民國境

外吸收合併美商雷神公司，該結合行為將改變部分境外子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所設之子公

司、分公司、辦事處，與集團母公司間之隸屬關係案（86 年公結字第 360 號）；美商英代爾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外收購美商經濟開發公司之全部股份，該等事業結合行為將改變美商經濟

開發公司之子公司美商晶技開發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控制關係，美商英代爾公司將間接取得美

商晶技開發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權案（87 年公結字第 118 號）；美商花旗公司與美商

旅行者集團公司擬於中華民國境外進行合併計畫，合併後，改變部分境外公司在中華民國境

內所設之子公司，與集團每公司間之隸屬關係（87 年公結字第 459 號）；瑞士蘇黎士金融服

務公司因瑞士商蘇黎士保險公司與英商英美菸葉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外進行合併計畫之結果，

直接或間接控制中華民國境內華僑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統

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案（87 年公結字第 563 號）；美商眾銀股份

有限公司與美商美銀股份有限公司於境外進行合併，而直接或間接持有美商美銀公司於境內

所設子公司之股權，並直接或間接控制該等公司之業務或人事任免案（87 年公結字第 687

號）；加拿大商施格蘭公司於境外收購荷蘭商寶麗金公司股權後，直接或間接控制中華民國境

內幅茂唱片音樂股份有限公司、寶麗金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寶麗金音樂出版管理股份有限公

司、上華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飛特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案（87

年公結字第 839 號）；美商Ｔｅｒａｄｙｎｅ， Ｉｎｃ．與美商ＧｅｎＲａｄ， Ｉｎｃ．進

行域外結合， 致Ｔｅｒａｄｙｎｅ取得ＧｅｎＲａｄ百分之百有表決權股份（90 年公結字

第 1000 號）；百慕達商 Tyco International Ltd.經由購併美商 C. R. Bard, Inc.而間接控制我國境

內巴德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90）公結字第 1038 號）等均是。 
86 適用本款案件中相當多數屬於便利商店之加盟類型者，在學理上是否屬於事業結合行為尚

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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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結合型態者，計 208 件；第 3 款關於受讓或承租他

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型態，有 141 件；第 1 款所定結合密度最

高之合併，為 92 件；至於第 4 款所定「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

經營者」，為所有結合型態中，企業最少採用之型態，公平交易法執法十年來僅

有 30 件，平均一年約僅 3 件結合案採取此種結合模式（詳見表一）。 

159.  表一：核准或不禁止結合案件統計－按結合型態分 

單位：件 

按結合型態分（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一項） 
 結合件數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總  計 5 952 92 208 141 30 5 525 

八十一年 6 3 1 2 - - 

八十二年 107 3 9 1 - 94 

八十三年 259 5 10 4 - 240 

八十四年 426 4 12 2 1 408 

八十五年 339 3 14 3 6 314 

八十六年 535 5 11 10 5 506 

八十七年 843 3 23 16 15 791 

八十八年 1,032 6 14 14 - 998 

八十九年 1,177 25 16 59 1 1,079 

九 十年 1,087 24 59 23 2 997 

九十一年 117 6 23 2 - 93 

九十二年 25 5 17 4 - 3 

 一 月 1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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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月 1 - - 1 - - 

 三 月 1 - 1 - - - 

 四 月 2 1 - 1 - - 

 五 月 6 - 6 - - - 

 六 月 2 - 1 1 - 1 

 七 月 9 3 6 1 - 2 

 八 月 2 1 1 - - - 

 九 月 - - - - - - 

附註： 

１．部分結合案適用二種上型態，因此各結合型態件數加總超過結合

總  件數。 

２．公平交易法於 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結合申請許可制改為申

報異議制。 

３．以上數據參見公平交易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2003 年 10 月 
 

 

 

 

第七章  聯合行為之定義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本法所稱聯合行為，謂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

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

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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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聯合行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足以影響生產、

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契約、協議以外之意思聯絡，不問有無法

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者。  

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

活動之行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聯合。」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本法所稱聯合行為，謂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

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

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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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聯合行為之定義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一）相關條文 

（二）規範原則與制度架構 

（三）實務見解與學說主流 

 二、日本  

（一）聯合行為 

  １、主體  

  ２、共同性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七條—劉華美 
 

 270

  ３、行為類型  

（二）事業團體之禁制規定 

  １、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  

  ２、締結第 6 條所規定之國際協定或國際契約  

  ３、限制一定事業領域之現在或將來的事業數  

  ４、不當限制其成員之功能或活動  

  ５、使事業為不公平交易方法  

（三）同步漲價行為之規範 

 三、德國  

（一）立法例 

（二）最新修法重點 

（三）構成要件 

  １、互有競爭關係  

  ２、合意  

  ３、限制競爭  

  ４、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可感覺性  

  ５、限制競爭與合意之關連  

  ６、輕微聯合  （Bagatelkartelle）  

 四、歐洲聯盟  

（一）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 

  １、行為主體間須有卡特爾之合意  

  ２、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  

  ３、有影響會員國間交易之虞  

（二）聯合行為之例示性規定 

  １、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之聯合  

  ２、生產、銷售、技術開發或投資等之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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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分配市場之聯合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聯合行為主體  

（一）個別事業 

（二）同業公會 

（三）其他事業團體 

二、合意  

（一）契約、協議 

（二）其他方式之合意 

１、決議  

２、建議  

３、君子協定  

４、一致性行為  

（三）非屬合意之行為 

（四）間接證據 

三、限制競爭手段  

（一）例示之限制 

１、價格  

２、數量  

３、技術、產品、設備  

４、交易對象  

５、交易地區  

６、其他類型  

（二）非屬限制競爭者 

１、非出於競爭目的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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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律公約  

３、聯合承攬  

（三）限制競爭與合意之關連性 

四、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一）市場範圍界定 

（二）量的標準 

（三）質的標準 

（四）最低門檻 

五、第 7 條與其他相關條文之關連性  

（一）第 7 條與第 19 條第 4 款 

（二）第 7 條與第 18 條 

（三）第 7 條與第 19 條第 6 款 

（四）第 7 條與第 19 條第 1 款 

（五）第 7 條與第 6 條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一）相關條文  

23.  美國有規範聯合行為之主要依據為休曼法第 1 條（section 1）以及第

3 條（section 3） 1，其條文主要如下：「就數州間或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

以托拉斯或其他方式的每一個契約，共同和共謀以限制數州間或與外國間

之貿易或交易者，將被宣告為違法。任何任簽訂此一契約，或從事於這樣

                                           
1 兩條之差異只有在適用之地理範圍，第 1 條係適用於州際及國際貿易，第 3 條則

係適用於聯邦轄區及哥倫比亞特區。之所以如此則係基於美國乃聯邦體制國家，聯

邦之立法並不當然適用於各州，故此只有在洲際貿易、國際貿易或其他聯邦管轄之

領域始有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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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或共謀者，應負重罪之刑事責任。若經定罪，由法院裁量，處法人

一百萬元以下罰金，其為個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三十

五萬元以下罰金。」「任何在美國區域內，或哥倫比亞特區間，或區域與

區域間，或特區與其他區域間，或州際間，或與特區間，或與外國間就貿

易或商業，以托拉斯或其他方式的每一個契約，共同和共謀以限制數州間

或與外國間之貿易或交易者，將被宣告為違法。任何任簽訂此一契約，或

從事於這樣的結合或共謀者，應負重罪之刑事責任。若經定罪，由法院裁

量，處法人一百萬元以下罰金，其為個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或併科三十五萬元以下罰金。」  

（二）規範原則與制度架構  

24.  基本上休曼法之制定意在呈現案例法用以規範交易限制（restraint of 

trade）之傳統原則，並使之正式的適用在州際與國際貿易中。申言之，休

曼法主要以反托拉斯、控股公司所造成之獨立現象為立法背景，即禁止廠

商藉由結合或共謀，用以限制貿易或商業行為。而就聯合行為之要件與證

明而言，其要件及證明如下：１、行為人之平行一致（plurality）；２、共

同遂行之行為（concerted action）；３、不當限制之效果。  

25.  至於如何證明聯合行為之相關規定如下：  

1、平行一致的要求部分：這個要件主要探討內容為是否有兩個以上之

行為主體（actor）的問題，目前主要涵蓋之內容有四：（1）公司與其受僱

人或代理人間之合意；（2）公司與其非法人之分支部門（division）；（3）

母公司與其部分或全部擁有之子公司（subsidiary）；（4）不同類型的關係

企業。  

26.  2、共同遂行之要件及知覺性平行 2：（1）客觀要件：若為明示協議時，

                                           
2 在美國，知覺性平行行為屬於共謀的範圍。法院以發現犯罪事實的態度，來處理

知覺性平行為，透過共謀動機、聯絡可能、聯絡證據之研判或舉證，以及常識上是

否有大家從事聯合之價值，來初步推斷涉嫌違法者之犯罪事時，然後再由涉嫌人來

反證其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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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依據直接證據判斷；至若為其他協議時，則可依情狀證據。在Monsanto

一案中，最高法院即要求，證據至少應足以排除參予者間應無獨立個自行

事之可能性。（2）主觀要件：在民事案件中，僅需要一般之意圖（general 

intent）即足，至若在刑事案件中，則必須有反競爭效果之認知的主觀要件

（knowledge of anti-competitive effect）。  

27.  目前，美國嘗試納入管制之聯合行為類型，計有下列幾種：１、價格

聯合行為：這類行為除價格漲跌之協議外，尚包括聯合收費標準的制定、

價格情報之交換、有關貸款及其他交易條件之協議及有關供需條件之協

議。２、市場分割行為：關於這種行為，計有三種類型，即地域市場、消

費者市場及產品類型、生產線（product line）三者。３、聯合杯葛及其他

集體拒絕交易行為：這類行為可依案例區分為典型杯葛行為、集體拒絕交

易行為（例如：商業團體之成立、產品標準化以及阻斷他人獲取關鍵設備

之管道），非商業目的但足以影響競爭之拒絕交易商業同業公會之行為，

以及合資行為（joint venture）。  

28.  美國法對聯合行為之管制最早，架構最簡單，但執行上最為困難，幾

乎必須完全取決於法官之判斷。依據 1890 年休曼法之規定，所有足以產

生不當限制（unreasonable restraint）之聯合行為均屬違法，換言之，美國

法是依據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來處理聯合行為是否具有不當限制之

效果而違法的問題，故而對美國之管制架構而言，可稱之為合理原則。此

外，所謂的當然違法，是指該協議之內容幾乎或常常造成價格之上漲或產

出之減少之情況而言。例如，固定價格或產出、圍標（rig bid）、或約定

顧客、供給者、區域及營業項目等以劃分市場者，均屬於當然違法之範疇。

但是，如果此一協議對於經濟活動效率之提昇具有合理之關聯性時，或其

係為促成競爭力所必須者時，則需適用合理原則進一步加以檢視。 3而針

對合理原則之分析模式而言，主要著重於比較相關協議存在與否對市場競

                                           
3 Section 1.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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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差別為斷，申言之，其概念近似於假想原因協議不存在時，對於現有

競爭狀態有何影響輔之以協議存在之現實狀態來加以判斷。簡言之，即以

有此協議或無此協議為其根本之分析模式。既然如此，合理原則本身即是

一個及具彈性與靈活度的論理方式，亦即需以協議本質、市場狀況等洵依

個案斷之。  

（三）實務見解與學說主流  

29.  針對美國經驗的分析模式，就總體經濟利益及公共利益之判斷上，美

國是認為若具有顯著之反競爭效果時，始需進一步地分析其限制之促進競

爭效果。在整個過程中，因無法發現總體經濟利益及公共利益所扮演之角

色，所以只能以合理原則加以判斷，法院採用一些原則來嘗試歸納出其內

容及對整體判斷之影響如下：  

１、產業結構：例如是否為寡占市場，價格情報之交換是否會導致價

格產生受限制 4。  

２、涉案事業在整個產業中之特殊營運事實，例如其市場力量及地位。

３、限制之歷史及持續期間（此即長短效果之判斷）。  

４、採行限制之理由是否在促進整體市場之競爭以及限制前後之市場

狀態 5。  

５、是否採行限制之目的足以增進效率。 6 

６、社會利益或公共安全（social benefit or public safety）是否能構成

互免事由為國會考慮之事項，非立法者得用來允許限制競爭行為

之事由。  

30.  而美國模式的特點在：其一，將總體經濟利益及公共例亦加以區分；

其次，在總體經濟利益的判斷部分係將之納入合理原則之分析中依並加以

                                           
4 Eastern States Retail Lumber Dealors Ass. v. U.S., 234 U.S. 600（1914） .  
5 Chicago Board of Trade v. U.S., 246 U.S. 231（1918） . 
6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  Publisher （ ASCAP ）  v. Columbia 

Brocasting System（C135） , 441 U.S. 1（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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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最後，在公共利益部分，則不認為法院應當然考慮其足以構成例外

許可之理由。  

31.  綜言之，對於聯合行為，美國係依聯合行為之市場效應來判斷聯合行

為之合法性，亦即依市場效果之良否來決定其是否為合理或不合理之聯

合，只有不合理之聯合才有涉及違法之問題。  

二、日本  

32.  日本獨占禁止法上聯合行為之規範體系，除一般所認知之事業間的聯

合行為規範外，尚針對經常成為聯合行為溫床的事業團體所為的各種反競

爭行為，特別抽離單獨予以規範。此外，鑑於寡占市場結構中，事業間遂

行聯合行為的容易性，但意欲證明其間有聯合行為的合意又較諸一般情形

困難，為克服此一兩難困境，日本獨占禁止法乃針對寡占市場中外觀上同

時價格上漲之行為，要求相關事業必須針對其如此行為，提出報告書，以

另一種思維方式，因應上述困境。以下，針對此三類聯合行為系列規範，

分述之。  

（一）聯合行為  

33.  日本獨占禁止法於第 2 條第 6 項針對聯合行為（日文原文直譯時，稱

為「不當的交易限制」）予以定義，並於第 3 條禁止聯合行為之實施。第 2

條第 6 項如此定義聯合行為：「本法稱聯合行為者，指事業以契約、協定

或其他任何方式，與他事業共同決定、維持或提供價格、或為限制數量、

技術、商品、設備或交易相對人等相互拘束其事業活動、或遂行之，致違

反公共利益，實質地限制特定交易領域之競爭。」。本項規定其構成要件

大略可以分解為：１、主體；２、共同性；３、行為類型；４、對市場效

果；５、違反公共利益等五項要件。其中，第四、五項要件之對市場效果

（特定市場上競爭之實質限制）及違反公共利益二項要件，與獨占行為中

之同樣要件，具有相同內涵，於此不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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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主體  

34.  與獨占行為可由單獨事業為之不同，聯合行為必須有二以上之事業為

其行為主體，此由第二項要件的共同性，即可窺知；從而，縱令於法律形

式上，分屬不同法人格，但實際上其間乃屬於控制從屬之關係企業時，因

為指揮、經營的一體性，二者間之行為難能視為獨立事業間之共同行為，

故而無法構成聯合行為。  

35.  在與聯合行為之主體要件的關連上，最重要者厥為，聯合行為的各該

事業間是否定須為水平的競爭關係，抑或垂直的上、下游事業間，亦可成

立聯合行為。易言之，獨占禁止法所稱之聯合行為，除水平的聯合行為外，

是否亦包括垂直的聯合行為。就此問題，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法律施行

後初期之見解主張（公平交易委員會審決集第 3 卷第 4 頁），由於第 2 條

第 5 項對於聯合行為的主體並沒有特別的限制，而且雖然事業間的相互拘

束為聯合行為構成要件之一，但此時之拘束並不以各事業間受同一拘束內

容為限，從而縱令是不具有競爭關係的不同交易階段之垂直事業間所為的

共同行為，亦可能該當於聯合行為。  

36.  然而，法院對公平交易委員會上述看法，並不表贊同。東京高等法院

在 1953 年的報紙經銷商所為之銷售區域分割的案件中，否定報紙發行事

業與其下游之經銷商間，可以成立聯合行為，其認為（高等法院民事判例

集第 6 卷第 9 期第 435 頁），「聯合行為中之事業，係指相互具有競爭關係

之獨立事業。共同行為之成立乃係由該等事業共同於其相互間課予一定的

限制，進而拘束自由的事業活動。因此，其乃係以各該事業所受事業活動

之限制，其內容具有共同性為其本質。」由此可知，東京高等法院認為，

聯合行為之本質乃是各該事業因聯合行為而其行動自由受到限制時，此一

限制其內容應相同，從而上、下游的垂直事業間，縱令約定各自行動應受

到限制，但鑑於上、下游之關係，各自所受到之限制內容並不相同，從而

其間不具有相互拘束性，而不能成立聯合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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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從東京高等法院上開判決後，一直到最近為止，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

之實務運作，都依循上開判決之意見，認定聯合行為僅能存在於水平競爭

關係的事業間。然而，近來日本市場上部分排外性的行為，屢屢受到美國

方面的批判，其中尤以日本事業間的共同杯葛行為，最有可能造成共同排

除外國事業之可能，美國政府對此批判尤其嚴厲。於此情勢發展下，日本

公平交易委員會最近似有針對共同杯葛行為，改變其長期以來堅持聯合行

為規範僅限於水平的聯合行為之實務運作方式。申言之，在其於 1991 年

所頒佈的「流通、交易慣行指針」第一部第二 3（註 3）中，日本公平交

易委員會如是說：「事業活動的拘束，並不以所有事業受到同一內容的拘

束為必要，只要是為達成排除特定事業之共同目的，而制約了各個事業的

事業活動，」即應認定相互拘束性的存在。若此，則所謂的相互拘束並不

以事業受到同樣的拘束內容為限，縱使是上、下游的垂直事業間，其拘束

內容具有相對性，但只要各自所受限制係為了同一目的，即可認為其間具

有相互拘束性。由此似可窺知，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的實務運作，有逐漸

傾向肯定垂直的聯合行為存在之可能性。  

２、共同性  

38.  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5 項要求事業必須「以契約、協定或其他任何方

式，與他事業共同」為各種行為類型，明示出聯合行為中共同性的要件。

此一共同性包含二種要素，一為實體要素，一為證明要素；前者乃係有關

事業間意思聯絡存在的問題，後者則為如何舉證意思聯絡存在的問題。  

39.  最近東京高等法院曾在有關價格聯合行為的事件上表示：「為該當於

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6 項之共同性要件，於複數事業為價格上漲行為時，

解釋上必須認定其相互間有『意思聯絡』為前提。然而，此處之『意思聯

絡』係指，複數事業間認識甚至預測到將相互實施同一內容或同類的價格

上漲行為，並且有調整自己步調配合此一行為之意思。僅是一方單純地認

識到或知道他方之價格上漲行為，並不足以認定其有意思聯絡的存在。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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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間之合意的成立並不以此相互拘束係以明示方式為之為必要，只要是

相互間認識到他事業互有價格上漲行為，並有默契認識到此事即可（即一

般所謂之默示的『意思聯絡』）。」  

40.  若欲藉由直接證據證明上述意思聯絡之存在，於多數情形下，幾乎無

異於緣木求魚，從而實務上採行利用間接證據證明之作法；亦即，經由各

項間接證據所認定的間接事實，並由各種間接適時的累積，推展出意思聯

絡的存在。東京高等法院曾針對此點有如下見解：「特定事業與他事業間

就價格上漲行為進行資訊的交換，而出現同一或類似之行為時，除非有特

別的證據可以認定，上開行為與他事業之行為毫無關係，而係基於本身之

判斷認此價格上漲可以對抗交易市場之價格競爭，否則吾人應可推定此等

事業間乃處於可以相互期待對方採取一致的行動之關係，而有『意思聯絡』

的存在……鑑於本件各當事事業於事前有資訊交換，且召開意見交換之會

議，而所交換之內容並為有關系爭商品之價格漲價事項，結果亦發生各事

業在對國內需求者的銷售價格漲價一事上，採取一致的行動」，從而應可

謂其間存有意思的聯絡。由本案之判決理由，似可窺知，當事業間於事前

有就特定事項為資訊交換，而於事後出現同一或類似之行為時，除非有特

別的反證可以推翻之，否則將會被認定其間有意思聯絡的存在，而滿足聯

合行為之共同性要件。  

41.  由上可知，雖然實務運作為減輕有關意思聯絡、尤其是默示的意思聯

絡舉證之困難，傾向意思聯絡之存在得以間接證據證明之。惟此種立場亦

同時顯示出，意思聯絡仍為聯合行為成立不可或缺之要件，從而若事業間

並無意思聯絡，其行動之外觀一致僅是有意識的平行行為之結果，仍無法

認定其間有聯合行為的存在。  

３、行為類型  

（1）價格聯合行為  

42.  價格乃為市場競爭機制之核心，從而競爭法對於限制到價格機制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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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之行為，亦施予最嚴格之規範。雖然，日本獨占禁止法實務運作至今

為之，仍未有明言宣布對於價格聯合行為，採取類似美國當然違法之作

法，但在實務運作上通常只要是有價格協議以及外觀行為的一致，多毋庸

在一一證明其對競爭的實質限制。故而，實際上，有接近於美國當然違法

之作法。一般而言，只要是價格聯合行為即應視之為違法，不用去論證該

當價格水準的妥當性；蓋吾人對於價格聯合行為所懼者，乃是其所存在對

於市場的支配力，而非其行使的結果為何。從而，縱然是設定價格上限的

聯合行為，亦屬違法之聯合行為。  

（2）數量聯合行為  

43.  數量聯合行為係指事業間藉由限制彼此的生產量或銷售量，而左右市

場之供需數量，進而影響價格之形成。由於亦對價格造成直接的影響，故

而一般與價格聯合行為受到同樣嚴格的規範。  

（3）技術聯合行為  

44.  技術聯合行為主要發生在事業間共同限制對新技術的開發或利用，或

共同拒絕技術授權。  

（4）商品聯合行為  

45.  所謂的商品聯合行為，並非指有關商品規格之標準化等情形，而係事

業共同限制特定種類商品之生產及銷售，或締結生產分工協定分配各個參

與事業其得生產之對象商品。  

（5）設備聯合行為  

46.  設備聯合行為主要係以事業共同限制現有設備的操作率或限制設備

的汰舊更新期間、甚而限制事業可得新增之設備對象及數量等型態出現。

此類設備聯合行為，間接扮演著生產數量限制的功能，而接近於前述的數

量聯合行為。  

（6）交易相對人聯合行為  

47.  交易相對人聯合行為指事業共同協議限制其得交易之對象，即一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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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市場分割，此時之市場尚可區分為顧客市場、地區市場等。而一般所

稱的圍標行為，實質上亦屬限制交易相對人之聯合行為類型，而受聯合行

為禁制規定之規範。當然，聯合行為規範的核心不在於其係以何種內容或

類型呈現，而在於事業間經由合意達成限制彼此間競爭之狀態時，即應受

到獨占禁止法的規範，從而上述六項類型外，其他滿足其他構成要件之行

為，亦為本法意欲規範之聯合行為。  

（二）事業團體之禁制規定  

48.  日本獨占禁止法於第 2 條第 2 項針對事業團體予以定義後，於第 8 條

對事業團體不得為之事項，加以規定。依據獨占禁止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

事業團體不得為下列各款行為之一：  

１、實質地限制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  

49.  本款規定與事業間的聯合行為禁制規定相互呼應，惟與聯合行為之禁

制規定不同，本款規定不僅欠缺所謂的共同性或相互拘束性之構成要件，

亦無「違反公共利益」之特殊要件；因而解釋上，其違反僅以對特定市場

造成實質的競爭限制即以足，而難能以公共利益為其違反阻卻事由。違反

本款規定的行為類型，實際上與聯合行為的類型相同，有對於價格、技術、

設備……等等的限制。  

２、締結第 6 條所規定之國際協定或國際契約  

50.  獨占禁止法第 6 條禁止事業締結以聯合行為或不公平交易方法為內容

之國際契約，事業團體所引發之限制競爭可能性既然更大，理所當然亦應

對其締結此類國際契約，予以禁止。  

３、限制一定事業領域之現在或將來的事業數  

51.  在健全的市場競爭機制中，事業對於該當市場的進入或退出之自由，

理應予以充分保障，以維持競爭機制之正常運作。若使事業團體得以控制

市場上之事業量，間接地可能就可以控制產量、價格等其他市場要素，至

為不當，從而有必要對其如此行為，予以嚴格的規範。惟須注意者，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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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一定事業領域」的用語，與其他規定之「一定交易領域」不同；

於後者之情形，乃指具有競爭關係間之事業所構成的特定水平市場，而前

者則包含垂直的關係之事業所為對一定產業領域的事業數之限制。  

４、不當限制其成員之功能或活動  

52.  雖然，社會上的次級團體得要求其團體成員遵守該次級團體的特別規

範，獨占禁止法上的事業團體亦然；然而，若此種特別規範之要求，實質

上係為限制市場上之競爭，則為法所不容。惟如對於成員之事業功能或活

動的限制，已達到實質地限制市場競爭時，應直接適用第一款規定，而非

本款規定；因此，解釋上，本款規定於適用上，並不要求市場上競爭必須

受到實質的限制，方得介入，縱使尚未達到實質限制之程度，但若任令事

業團體得限制其成員之事業功能或活動，未來將有可能導致實質限制競爭

的情形發生，從而於此階段即應適用本款，預防如此不當情事發生之可能。

５、使事業為不公平交易方法  

53.  鑑於事業團體經常可能擁有之優勢地位或相關的同儕壓力，使得事業

團體時而可以要求其成員事業對非成員事業為該當於不公平交易方法之

行為，例如拒絕交易、差別待遇或其他排他性交易行為等。其結果可能不

當拓展事業團體之力量，而有必要予以禁止，故而有本款規定之設。  

（三）同步漲價行為之規範  

54.  在寡占市場結構中，有時可見事業於同一時間或短期間內，發生同樣

或近似的漲價行為，對於此類行為，獨占禁止法之規範有其先天上之制

約。導致此一制約的情形有二：其一，如同前述，獨占禁止法上聯合行為

的成立以事業間有意思聯絡為前提，惟當事業間之意思聯絡係以默示的方

式為之，如何證明此一意思聯絡的存在實屬至難之問題，進而影響有關聯

合行為規範的實效性；其二，有時同步漲價行為並非事業間有意思聯絡的

結果，而係類似價格領導之情形，乃是事業間意識性的平行行為之結果。

不論何種情形，都使得寡占市場中，聯合行為規範顯得更為困難。為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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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問題，並對相關事業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獨占禁止法乃有有關同步漲

價行為的特別規定。  

55.  依據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8 條之 1 規定：「國內供給之同類商品（不含

出口，以下同）的金額（扣除相當於直接課徵該當商品之稅額）或國內供

給之同類服務的金額（扣除接受服務者因此服務而被稽徵之稅額），於該

等商品或服務所屬之事業領域其最近一年之前述供給總額達到政令所定

不低於六百億日圓之金額時，於供給量（指一事業所供給之該當商品或服

務的數量，依數量計算顯屬不恰當時，以其金額計算，以下同）佔前三名

之事業，其合計供給量超過該當商品或服務之國內總供給量的十分之七之

之情形，包含供給量佔前二名在內的主要事業（指其供給量為總供給量之

二十分之一以上，且供給量佔前五名之事業，以下同），於三個月內，對

照於該當同類商品或服務之基準交易價格，有同一或近似之漲價額度或比

率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得向此等主要事業徵收其漲價理由之報告。但商品

價格之上漲須經該當事業之主管機關的認可、承認或需申報時，不在此

限。因經濟情勢之變化，致國內製造業者之出貨狀況及批發價格發生顯著

變動時，應考量此等情事依政令規定另外計算前項之價格。」此外，獨占

禁止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並要求，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每年向國會所提出

的法律施行狀況報告書中，應有此上述同步漲價理由報告書之概要的記

載。  

56.  雖然，對此同步漲價行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可資運用之權限，僅是要

求此等事業必須針對其為何有此漲價行為，提出報告，而無其他行政處分

權限；惟藉由此一漲價理由報告書制度，至少可以將其漲價理由付諸社會

公斷，尋求國民全體之諒解，間接地促使事業必須小心謹慎地處理其漲價

行為。  

三、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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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立法例  

57.  關 於 聯 合 行 為 在 德 國 法 係 規 定 在 營 業 競 爭 限 制 防 止 法  （ 以 下 簡 稱

GWB）之第 1 條，依新修正後之第 1 條規定：「互有競爭關係之事業、事

業團體以協議、決議、或其他互為一致行為之合意方式，並以阻礙、限制

或破壞競爭秩序為目的，或可產生相同效果者，應禁止之」，採取歐體條

約第 85 條第 1 項之立法例，放棄了卡特爾法自 1993 年起所採接近公司法

關於卡特爾的定義（：「事業或事業團體為共同目的締結之契約以及事業

團體之決議，足以經由限制競爭而影響商品或交易市場關係者，無效。但

本法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58.  事業以聯合行為之方式限制市場競爭在德國由來已久，而自 19 世紀

後則有愈來愈重要之意義，惟對聯合行為以立法方式加以定義並規範者，

始自 1923 年之聯合行為規則（§1KartVO），而此定義規範一直到第六次修

正 GWB 以前都影響著德國競爭法，而第六次修正 GWB，則將第 1 條規定

朝與歐體競爭法調和之方向加以重新定義。  

59.  聯合行為德國立法例上係採取附許可保留（Erlaubnisvorbehalt）之「禁

止原則」（Verbotsprinzip）。亦即德國法關於聯合行為之立法特色，係將屬

於構成要件規定之定義部分與法律效果部分均規定在第 1 條，而第 1 條雖

然禁止事業為聯合行為，但在限制競爭防止法的第 2 條至第 8 條則規定了

若干不同管制密度之例外情形而使事業能夠豁免於第 1 條的禁止。  

60.  此外 GWB 第 1 條亦僅規範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至於垂直聯合

則不在本條規範範圍內。第六次修正之目的雖然在於調和德國法與歐體法

之差距，但在聯合行為之規範方面，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對事

業間之協議或共同行為之管制，並未區分其行為係水平聯合（Horizontale 

Kartelle）或垂直聯合（Vertikale Kartelle），德國本次修正仍然保留了傳統

卡特爾的體系，並未放棄水平聯合及垂直聯合之分類，其理由仍然是水平

聯合除例外許可之部分外，一般認為弊多於利，而應予禁止，而垂直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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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例外應允禁止之情形外，在競爭政策上一般認為利多於弊，因此本次修

正仍然使事業之垂直聯合僅受濫用之監督 5。  

（二）最新修法重點  

61.  相較於舊法，在聯合行為之構成要件方面，本次修正刪除了過去引發

爭議之「共同目的」（gemeinsamer Zweck）之要件，而代替以「有競爭關

係之事業間」（Zwischen miteinander im Wettbewerb stehenden Unternehmen）

為要件，此處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在解釋上包括實質競爭者與潛在競爭者均

屬之（Vgl. Begr. RegE., BR-Drucks. 4/8/98, S. 31）。  

62.  過去規定於舊法第 25 條第 1 項事業互為一致行為之禁止（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n），如今則一併規定於第 1 條中。從新法對聯

合行為之整體規範觀之，在立法技術上第 1 條之用語已明顯較舊法為精簡。

63.  此外，聯合行為「足以影響市場關係」之外部效果（Außenwirkung des 

Kartells）雖然亦從本次修正之構成要件中刪除，但實際適用上，於參酌歐

洲 共 同 體 條 約 第 81 條 第 1 項 之 精 神 ， 仍 應 依 照 可 感 覺 性 之 標 準

（Spürbarkeit）判斷適用之（Vgl. Begr. RegE., a.a.O., S. 31.）。  

64.  在 法 律 效 果 方 面 ， 舊 法 僅 規 定 事 業 間 之 聯 合 行 為 不 生 效 力

（unwirksam），事業間依此所為之協議，則因抵觸法律之強行規定而依民

法第 134 條無效。  新法則參酌歐體法之精神，直接在第 1 條本身即宣示

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verboten），事業違反本法規定所為之協議，除非另

具有法定例外之事由，依本法第 1 條及民法第 134 條當然無效（nichtig）

（Emmerich, 2001, S. 56）。而依照新修正之營業競爭防止法第 81 條第 2

項規定，締約事業並將遭到最高得處 1 百萬馬克之罰鍰，及因違法所得利

益之最高 3 倍之罰鍰。在是否違反聯合行為禁止規定之事實尚不明確之情

形，依照新法第 32 條規定，主管官署仍得依法禁止事業或事業團體之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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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成要件  

65.  聯合行為之構成要件包含行為主體（互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及事業團

體）、合意（協議、決議或互為一致行為）、限制競爭（阻礙、限制或破壞

競爭秩序）。關於事業及事業團體之部分，參照公平交易法第 2 條德國法

之說明，就此不再贅述，以下即就其他聯合行為要件分述之。  

１、互有競爭關係  

66.  互有競爭關係係本次修正聯合行為所新增之內容，其亦在區別所謂水

平聯合與垂直聯合之區別。「競爭」之概念在德國並未立法明確定義，惟

凡實質之競爭、潛在之競爭、需求競爭等均包括在內，但並不包括違法之

競爭。又事業與事業間具有競爭關係，亦表示須有 2 以上事業才可能成立

聯合行為。  

２、合意  

GWB 第 1 條所稱，事業或事業團體可構成聯合行為之意思聯絡方式

有 3 種類型：  

（1）協議（Vereinbarungen）  

67.  自 1998 年第六次修正 GWB 時，對於第 1 條卡特爾之合意，已由舊法

規定之「契約」（Verträge），修正為「協議」（Vereinbarungen），如同歐體

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之規定方式，換言之，任何事業或事業團體就限制競

爭所存在之意思聯絡形式均屬之，除具有法律拘束力之契約外，自也包括

所謂無法律拘束力而僅有道德上、事實上拘束力之「君子協定」。  

（2）決議（Beschlüsse）  

68.  決議是指由事業團體所為之共同性決定，雖決議可能僅是由事業團體

之多數成員，而非全體成員所為之決定，但由於其可導致事業團體成員均

採行相同之限制競爭方式而影響市場機能，故亦有必要加以禁止。實務上

如自由業之團體所為之決議而影響競爭秩序時，亦應受第 1 條之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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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為一致行為（aufeinander abgestimmte Verhaltensweisen）  

69.  互為一致行為受到 GWB 之聯合行為管制由來已久，因其意在避免

GWB 第 1 條規範上的可能漏洞，自 1973 年以來迄今仍未變更。其與前述

協議和決議之差別在於，互為一致行為不須有法律拘束力甚至事實上之拘

束力，只要二以上事業基於自由意志為市場上的一致行為即屬之。唯在證

明事業間有互為一致行為時，在大多數案例仍然仰賴間接證據，此時即需

考量，系爭市場之特殊性、相關事業所存在之具體行動可能性等因素。  

３、限制競爭  

70.  第六次修正 GWB，關於「限制競爭」之要件，立法者表述了 3 種情

形，即阻礙競爭（Verhinderung）、限制競爭（Einschräkung）以及破壞競

爭（Verfälschung），均屬於第 1 條以聯合行為妨礙競爭秩序。就阻礙競爭

而言，通常意謂競爭機制之完全排除，故阻礙競爭亦屬於限制競爭之下位

概念，然破壞競爭是否亦屬於限制競爭之一種表現型態，亦或具有單獨之

構成特徵，則學界看法容有差異。通說認為破壞競爭應仍可歸為限制競爭

之一種（詳細討論參照 Emmerich，2001， .S. 38 ff.）。  

至於限制競爭在實務上之重要態樣雖未在 GWB 本身加以例示，而學

說及實務多年來已累積相當之成果，包括：  

（1）價格限制  

71.     價格聯合之態樣可有約定最高價格、最低價格、固定價格、制定

價目表、毛額價格或計價公式等，此為實務上最重要之聯合行為態樣。  

（2）數量限制  

72.  例如供貨量之限制或減少，限制生產數量等。  

（3）市場分割  

73.  市場分割之類型除傳統之劃分型業區域、銷售區域外，還包括特許經

營契約、保護顧客條款、競業禁止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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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營業時間之限制  

74.  約定營業時間亦屬於聯合行為，包括開業時間之限制、結束營業時間

之限制、以及營業休假日之約定等。  

（5）共同廣告行為、商品標示行為  

75.  事業聯合從事銷售廣告之行為，或使用共同之商品標示或事業團體之

標示等。  

（6）集體銷售或購買行為  

76.  凡事業合意設立共同之購買或銷售組織，或互相約定放棄零售行為，

亦構成限制競爭行為。  

（7）圍標聯合  

77.  圍標之情形亦出現在德國許多行業當中，其意指參與圍標行為之事業

有義務在招標時共同促成其中一位成員獲得標案，而其他未得標成員通常

在事後可從此標案及得標成員另獲得其他佣金，此種行為直接影響到招標

市場之價格競爭機制，此類案例在聯邦卡特爾署實務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不論是聯邦卡特爾署，或聯邦最高法院（BGH）均認為，圍標具有限

制競爭之作用，屬於聯合行為應予禁止之一種型態，特別是在第六次修正

GWB 後，刪除了第 1 條之「共同目的」之要件，在學說上也漸漸對於圍

標構成第 1 條之卡特爾較無爭議。  

78.  圍標的認定，不論在招標前或招標中均可成立，唯同樣地，是否存在

圍標之事實，實務上仍多仰賴間接證據之認定。一則主要案例為聯邦卡特

爾署針對多數德國電車標示事業（Fahrbahnmarklerungsunternehmen）間行

之數十年之圍標聯合體系所給予之制裁，本案中共計處分了 33 個事業，

29 個公司負責人，罰鍰數額則高達 2 千 5 百萬馬克（BkartA 20.3.1996，

WuW/E BkarA 2871”Straβenstrich”）。  

４、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可感覺性  

79.  只有對於生產或市場關係之可以感覺的影響才該當於德國限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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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法第 1 條。「可感覺性」在此是指當一個限制競爭行為不再只是具有

理論上的可能性而已（WuW/E BGH 486,491, “Spar”），亦即當其他參與市

場者，因此必須反應，特別是當市場上之相對方因此受到妨礙時，即可論

為有可感覺性。反之，一個影響的舉動，倘其影響理論上固可想像，但其

他參與市場者都不難無害的自其他的方式滿足其需要，或以同等條件銷售

其商品，則該舉動之影響便非可以感覺，從而也就無關緊要。惟另有其他

客觀同等價值之商品可供選擇之情況，必須在主觀上的偏好存在時，始得

斟酌。其具體之判定必須在個案權衡一切情狀審慎地決定。  

80.  在個案認定聯合行為之協議，對於市場到底有無可以感覺的影響，有

許多標準，例如參與聯合行為者之市場占有率、家數、參與聯合行為者與

不參與者之家數比例，參與聯合者的競爭參數投入情況等，這些標準大致

不外乎係從限制競爭對於市場關係之「量」的意義及「質」的意義著眼。

81.  量的標準係普遍的認定標準，其重心在於「市場占有率」的認定，實

務運作上，認定市場占有率對於市場功能影響的可感覺性，是否需要一數

量 上 的 客 觀 最 低 標 準 （ minimum ） 規 範 ？ 德 國 聯 邦 法 院 曾

在”Kohlenplatzhandel”一案判決中表示，由於參與聯合事業的市場占有率

不到 5﹪，故不存在可感覺性地影響。學者間有支持此看法者認為，其一

方面可減少行政成本，另方面又符合競爭法規範目的上之必要性，並且 5

﹪之限制將可促進中小企業合作之意願，故如協議成員市場占有率並未超

過 5﹪，（可稱為輕微聯合，Bagatelkartelle），則在影響市場關係的預測上，

即 缺 乏 可 感 覺 性 。 但 以 上 情 形 在 聯 合 協 議 係 涉 及 一 些 核 心 領 域

（Kernbereich）的競爭參數時，則另當別論。原則上每一聯合行為個案均

應調查其市場占有率以為判斷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依據，但如在一相

關市場中之大部分事業都已參加聯合協議時，這種調查將不再必要。  

５、限制競爭與合意之關連  

82.  聯合行為之合意與限制競爭、影響市場關係三要件間應具備一定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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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連，始為應予規範之聯合行為。至於關連的緊密程度應如何，學說上

有不同看法。  

83.  首先標的說（Gegenstandtheorie）認為，限制競爭應成為事業協議之

客體，亦即當事人就限制競爭行為應負有契約之義務，始才受聯合行為之

規範。目的說（Zwecktheorie）認為限制競爭僅須成為協議之目的，不須

要成為協議的義務，即應受聯合行為之規範。效果說（Folgetheorie）則認

為既不須使當事者負有限制競爭的義務，也不須使限制競爭成為協議的目

的，僅協議執行之結果，事實上可產生限制營業競爭之效果者，即應構成

聯合行為。由於上述諸說皆有其缺點：客體說失之過狹，目的說失之過廣，

效果說失之不明確有礙法的安定性，因此學說上又發展出關於上述學說之

各種修正理論，以期在聯合行為要件關連程度之判斷上得到最妥適的解

決，例如修正的效果說（又稱限制的效果說，eingeschränkte Folgetheorie）

即認為，並非可以不問何時發生事實上的限制競爭效果，而是必須在合意

成立之當時，依一般之經濟經驗，可以預見該合意通常即會發生限制競爭

之效果，並因此而可以歸責於當事人者始可認為是聯合行為合意。此說已

逐漸為大部分學者所接受而成為多數說。  

６、輕微聯合  （Bagatelkartelle）  

84.  GWB 第 1 條所禁止之聯合行為須其是以對市場競爭機制有所影響

（Eignung zur Beeinflussung），否則即非第 1 條立法目的所欲規範之行為。

聯邦卡特爾署有鑑於此自 1980 年即公布了「對限制競爭影響輕微之不遵

守合作協議」之公告，並適用至今。唯此卡特爾署之公告並不拘束法院，

原則上卡特爾機關亦得為與此公告內容不同之決定。歐體執委會也有相同

之公告，於水平聯合係以 5﹪之市場占有率為準（Jestaedt/Bergau，WuW 

1998，S.119）。至於中小企業之聯合，原則上係直接依照 GWB 第 4 條之

標準來考量其合法化，而非對第 1 條做限制性解釋。  

四、歐洲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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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按歐體對共同市場內之聯合行為，洵以羅馬條約第 85 條為規範依據。

概言之，該條規定計有三項：第 1 項厥屬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乃係就聯

合行為規定其違法構成要件；第 2 項則屬聯合行為之效果規定，即規定違

法聯合行為之任何契約或決定應屬自動無效；至於第 3 項，乃屬聯合行為

之除外規定，即係就符合一定要件之聯合行為，得宣告予以例外許可。復

就聯合行為之態樣言之，其於學理上本有所謂水平聯合行為與垂直聯合行

為之分；惟不論何者，均屬羅馬條約第 85 條規範範疇。易言之，不問聯

合行為係發生於水平性競爭者間，抑或垂直性供需者間，其均有羅馬條約

第 85 條規定之適用。  

（一）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  

86.  羅馬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有影響會員國間的交易之虞，並

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的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所有事業間

的約定，事業團體的決定，及一致性行為，與共同市場不相容並應禁止。

分析上述規定得知，構成歐體所禁止之聯合行為，其要件有三：  

１、行為主體間須有卡特爾之合意  

行為主體進行卡特爾合意之情形，計有下列三種：  

（1）事業間之約定  

87.  所謂「事業」（undertakings），參照公平交易法第 2 條比較法制之說明。

另值注意者，乃子公司與持有其 100%股份之母公司間所進行之意思聯

絡，究否屬於卡特爾之合意。就此問題，不論執委會抑或歐洲法院，均持

否定之見解；例如在相關判決中，歐洲法院即認為第 85 條第 1 項之規定

不適用於屬於同一企業集團之事業，或其母公司與子公司間之約定或一致

性行為，如果該等事業形成一個經濟單一體  （unité économinque），於其

中子公司在市場行為決定上未有實際獨立自主能力，且事業間之約定或一

致性行為目的在於企業集團內部工作任務者之分派者 7。職是，於此「企

                                           
7 CJCE, 31 oct. 1974, Centrafarm, Rec. CJCE, p.1147; adde, CJCE, 4 mai 1988, Bo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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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一體論」（theory of enterprise entity）下，如子公司係依母公司之指示進

行相關行為時，固無卡特爾之合意可言；反之，雖數事業皆為母公司 100%

持股之子公司，惟其俱違反母公司之指示，依獨立之意思而決定為聯合行

為者，即應對其所為之反競爭行為負責。  

（2）事業團體之決定  

88.  按本條項所謂之事業團體，係指由數個相互獨立之事業所組成之結合

體。其成立之原因，除基於事業間之合意外，亦有基於國家法律而設者。

至於其性質，不以有營利之目的為必要，亦不問其是否具備法人資格。因

此，凡係基於其事業構成員之利益而成立之事業結合體，即使係公法上之

團體或組織，亦屬羅馬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所稱之事業團體。  

89.  依歐洲法院於個案顯示之見解，其對事業團體決定之認定，可謂頗為

廣泛。亦即，除基於其全體事業構成員或執行機關構成員一致決議所為之

決定外，尚包括事業團體之機關、機關構成員及代表人所為事實行為之決

定。同時，如因上述行為致生一定之市場效果者，即使僅係對其成員之建

議性行為，亦屬本條項之事業團體決定 8。  

（3）一致性行為  

90.  按上述所謂事業間之「約定」，其形態除具有法拘束力之契約外，亦

包括「君子協定」及「默示的合意」。相對於此，所謂「一致性行為」，即

係指事業間雖未達約定之階段，然彼此為迴避市場競爭，爰有意採行的一

種相互營業策略調整行為。要言之，其合意之形態，主要顯現於事業間營

業策略之協調性上。至於達成行為一致性之手段，其客觀上未必先存有預

定之計劃方案，而係事業間藉由直接或間接之方式，例如利用市場資訊之

公開化，間接傳達相互之營業策略，或直接進行商業情報之交換 9。  

                                                                                                                         

c/SA Pompes funèbres des Régions libérées, Rec. CJCE, p. 2479. 
8 Frubo v. Commission, 1975 ECR 563; NAVEWA-ANSEAU v. Commission 1983 ECR 

3369. 
9 Suiker Unie v. Commisson, 1975, ECR 1663, para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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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惟應值注意者，乃歐洲法院認為 10，於事業間有所謂有意識之平行行

為  （consciously parallel behaviour）  時，固不得逕行認定此即為一致性

行為  （concerted practice）；惟非不得以其作為間接證據，並參酌涉案商

品之種類，涉案事業所占比例、相關市場之範圍及其特性，如有生異於正

常市場下之競爭條件狀況者，即得據以推定其間存有一致性行為。  

２、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  

（1）限制競爭之意義  

92.  為實現羅馬條約之立法目的，該條約爰於其第 3 條  （f） 款設有「保

障共同體內之競爭不致扭曲」之規定。亦即，歐體於市場經濟體制之架構

下，其對於共同市場所期待之市場秩序，洵屬以「有效競爭」為內涵之競

爭。準此而言，聯合行為必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的競爭為目的，

或有此效果者，始受羅馬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之禁止。  

93.  至於可能構成聯合行為之協議，依歐洲法院之見解，除卡特爾構成員

間，所為限制競爭之協議外，尚包括其他足以限制卡特爾成員與第三者從

事市場競爭之協議 11。蓋其立論基礎，乃係著眼於事業自主性原則。申言

之，凡事業於共同市場上採行如何之經營策略，本應由各事業自主決定

之；依此自主性原則，各事業皆享有市場參進自由、交易對象選擇自由、

交易與否之自由及交易條件決定之自由等。準此，凡有礙於上述事業自主

性原則之協議，即皆屬第 81 條第 1 項所稱之限制競爭。至於實際判斷上，

歐洲法院認為凡對於顯在或潛在競爭者之市場行動有所影響，或意圖為此

影響而直接或間接為意思聯絡者，均係違背事業自主性原則 12。  

（2）選擇性構成要件  

94.  依第 85 條第 1 項之規定，聯合行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

                                           
10 ICI v. Commission, 1972, ECR 619. 
11 Consten & Grunding v. Commission, 1966, ECR 299. 
12 Ahlström v. Commission, 1993, 4 CMLR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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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是選擇性的構成要件，僅充足其一即應禁止。準此，倘以聯合行為具

限制競爭目的之理由加以禁止時，則無庸審視聯合行為是否具體產生限制

競爭之效果。惟所謂限制競爭之目的，非指當事人主觀之意圖，而係由該

等協定客觀上所表現之態樣或屬性加以判斷。例如，依據進口商與出口商

所為禁止平行輸入之協議；或供應商與經銷商間所為使用限制、轉售價格

拘束、經銷區域限制等協定；或保險事業團體對其構成員為一致提高保費

之建議等情形，皆可能被認定具有限制競爭之目的傾向，因而合致第 85

條第 1 項之適用。  

95.  抑有進者，倘無從確認是否具備限制競爭之目的時，即須檢視該等協

定有無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此之效果，乃包含經濟性效果及法律效果。

要之，即在第 85 條第 1 項之規範下，檢視相關市場之競爭秩序有無受影

響；且所謂該影響效果，不以有直接影響效果為限，尚包括一切有影響可

能性之限制競爭效果。  

96.  由歐洲法院之判決以觀，其於審視某協定有無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時，除該協定之本身，乃另綜合其他同類協定一併觀察。其判斷重點，即

係視該等協定有無對競爭者形成市場參進障礙。亦即，該等協定是否具備

所謂「排他性效果」，恆為判斷其是否該當限制競爭效果之要素 13。  

（3）顯著性要件  

97.  誠如先前所述，並非所有事業間之協定均受羅馬條約第 81 條之禁制；

亦即，除因符合該第 81 條第 3 項之要件而排除該第一項之適用外，某些

卡特爾倘欠缺「顯著性要件」（suffisamment sensible），認為聯合行為理論

上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但實際上並不顯著者，即使條文無明文排除之規

定，亦可除外不適用第 85 條第 1 項之規定 14。  

98.  歐洲法院於若干具體案例上，亦企圖將此顯著性要件予以量化。例

                                           
13 Grundig-Consten v. Commission. 1966, ECR 299. 
14 Völk v. Vervaecke 5/69 1969, ECR 295; 1969, CMLR 273; CMR 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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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曾認為參與協定之事業，因市場占有率合計尚不足 1%，爰不符顯

著性要件；另對於數參與協定之事業，因市場占有率合計已逾 5%，即已

達顯著性程度。基此實務案例，執委會爰於 1986 年 9 月 3 日發布一項通

告 15（communication），對顯著性要件訂出具體之認定標準，俾將下列不

具顯著性程度之卡特爾，排除於第 81 條第 1 項適用之外：為聯合行為標

的之商品或服務，及聯合之成員事業因其特性、價格及用途使用者視為類

似之商品或服務，在卡特爾產生效果之共同市場區域內，其市場占有率不

超過 5%，及所有參加聯合之成員事業會計年度營業額之總合不超過 3 億

歐元  （ECU）。又應值注意者，乃上述之通告，並不適用於事業間參與數

個同種協定，因而累積一定程度對相關市場之影響。再者，該通告僅係執

委會用以作為有無第 85 條第 1 項適用之判斷標準，其對歐洲法院及各會

員國之法院或競爭主管機關並無拘束力。  

３、有影響會員國間交易之虞  

99.  對於有影響會員間的交易「之虞」，其判斷標準何在？就此，實例有

採廣義見解者，認為凡對會員國間之交易具有妨害可能性者，即為已足；

亦即，衡量諸客觀條件，倘聯合行為對於會員國間之經濟流通予以直接或

間接性影響者，均該當此一要件。惟對此廣義性見解，有批評其過於擴大

解釋，致使該要件失其規範之意義。抑有進者，所謂有影響會員國間交易

之虞的聯合行為，不以參與之事業分屬不同會員國為必要；亦即，雖同一

會員國之數事業締結協定，致對其他會員國之市場產生影響者，亦有第 85

                                                                                                                         
15 Cf. Communication concemant les accords d’importance mineure qui ne sont pas visés 

par les dispositions de l’article 85-1 du traité instituant la CEE du 3 déc. 1986 JOCE 12 

sept.1986, n° C231, p.2. 本項微小不罰通告最早發布於 1970 年，嗣經 1977 年及 1986

年二次修正，現行有效者為 1997 年 12 月 9 日之通告  （Communication Comm. CE n° 

97/372/04, JOCE 9 déc. 1997, n° C372, p. 13）。97 年通告指出事業聯合市場占有率之

規範門檻，水平者為 5%，垂直則為 10%；聯合為水平與垂直混合，或難辨其為水平

抑或垂直者為 5%。惟值注意者，不論為水平或垂直卡特爾，如其目的在限制價格或

分配市場者，雖其市場占有率未逾上述門檻，仍不排除受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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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之適用。易言之，聯合行為雖係以某一會員國領域為相關市場範

圍，惟倘因此足以使該會員國相關市場自整體共同市場脫離者，即該當此

有影響會員國間交易之虞要件。具體言之，判斷有無有影響會員國間交易

「之虞」之要素，包含聯合行為之標的、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數目、參與

事業之企業規模，及衡量與其他限制競爭協定間在經濟上之關係。例如，

卡特爾網羅了某會員國多數經銷商為其成員，因而對其他會員國形成一閉

鎖性之經銷體系，即可能就該商品之銷售，生有影響該會員國與他會員國

間交易之虞。又如，合計擁有 60%市場占有率之數製造商，以維持市場占

有率為目的而組成卡特爾，縱使該卡特爾未為有關排斥外國事業之條款，

惟基於其所擁有之市場占有率之考量，執委會與歐洲法院均肯定其有影響

會員國交易之虞 16。  

（二）聯合行為之例示性規定  

羅馬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a）款至（e）款以例示性規定之形式，將該

條項所禁止之聯合行為包含下例五種類型：   

１、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之聯合  

100.  按第 85 條第 1 項（a）款規定：「直接或間接決定採購或銷售之價格，

或決定其他交易條件」。蓋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本質上係屬市場競爭不

可或缺之重要因素，故以此為聯合行為之標的者，執委會與歐洲法院恒認

定其對競爭秩序有所侵害；尤以水平的價格聯合行為，更被認定本質上當

然有限制競爭之效果。易言之，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所為之價格聯合行

為，因其於根本上有悖於羅馬條約之宗旨，故不僅於制度上無適用除外規

定之可能，並且實務上亦趨於嚴格認定之態度 17。亦即，縱使於國家實施

價格管制之場合，凡事業直接或間接對價格變更之時期、額度等進行協

                                                                                                                         
16 Delimitis v. Commission, 1991, ECR 1935. 
17 Cimbel JO 1972, L303/24; 1973, CMLR D/167; CMR 9544; Bnic v. Clair 123/83 1985, 

ECR 391; 1985  2 CMLR 430; CMR 1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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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不論其形態係採行固定價格、最低價格、最高價格或目標價格，均

屬違反第 85 條第 1 項。此外，就違法之態樣而言，亦不僅限於同業間直

接就價格本身進行協議；即凡一切對價格具有影響效果之間接性協議亦包

括之。例如，就生產數量、銷售數量、折扣比例、成本計算方式等進行協

商者，亦足合致水平價格卡特爾。  

101.  至於「決定其他交易條件」之聯合行為態樣，歸納若干實例以觀，以

金融事業間對於利率高低進行協議為典型。此外，亦有事業間就供貨條

件、營業時間等交易條件進行協定而構成聯合行為者。惟就類如商品樣本

之陳設、展示會場之場所進行會商之行為，原則上固屬限制競爭之行為，

然倘其具備合理化之效果者，仍有除外適用之可能性。  

２、生產、銷售、技術開發或投資等之聯合  

102.  第 85 條第 1 項  （b）  款規定：「限制或控制生產、銷售、技術發展

或投資。」首先，就文義以觀，本款涵蓋之事項範圍頗為廣泛；惟典型事

例，可謂係事業間就各相關事項共同為比例分配之協議。就水平之形態言

之，通常為同業間進行共同銷售或共同購買之協定，並各依協定所分配之

比例從事生產、供給。不過，如係產業間為因應不景氣時機所必要，因而

共同協議如何調整設備以限制各別之生產者，就此構成所謂「不景氣卡特

爾」，固該當第 85 條第 1 項本款規定，惟因可能依同條第 3 項之規定，予

以除外適用。  

103.  至於垂直關係之限制，則包含有廠商對經銷商課以銷售區域、使用目

的、使用區域等多種限制態樣；此外，如於智慧財產權授權契約附加限制

性條款、或於投資協定中課予投資前須經由其他當事人同意之限制等，均

可能有本條款之適用。  

３、分配市場之聯合  

104.  第 85 條第 1 項  （c）  款規定：「分配市場或資源之供應。」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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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市場區域為典型 18 （  通常係以會員國別為分配標準  ）；另亦有以產

品種類或依交易相對人之業種別為分配市場之標準者。至於所謂「分配資

源之供應」，則係指由買方事業所為分配市場之聯合。實務上常見者，厥

為供應商彼此進行市場區域分配之聯合。且此類行為亦係根本違反羅馬條

約建立經濟共同體之目標原則；蓋依條約第 3 條  （a） 款及  （c） 款等

規定，為達成建立共同市場之目標，各會員國應廢除進出口貨物數量之限

制及除去勞務流通之障礙。此外，同條約第 30 條亦禁止各會員國實施進

口數量限制及其他具有同等效果之一切措施。準此，凡依會員國各別據以

分配市場區域者，不啻限制了對相關會員國之進出口，亦屬牴觸上述規定

之立法意旨。  

105.  具體言之，分配市場區域之合意內容，有約定各卡特爾成員僅得在其

所分配之區域進行交易者；有約定其成員對某區域僅得供應一定數量或品

質之商品者；亦有約定不得於特定區域積極從事銷售行為者。此外，於不

同會員國之廠商間互為產品經銷之委託，且基於避免發生品牌間競爭效

果，爰於各會員國內區分其經銷市場區域之情形，執委會認為其仍屬分割

市場之聯合行為 19。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106.  事業透過人為之串連、勾結並達到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聯合行為，為

相當典型而古老的一種競爭手段，由於具有排除或減少市場競爭機制的作

用，為現代各國之反托拉斯法普遍加以管制或禁止之行為。唯各國立法例

對於聯合行為之認定及管制方式因各國國情及需要而存在若干差異性。因

此競爭法在立法原則上有所謂「禁止原則」與「濫用原則」，前者係鑑於

                                           
18 Solvay/CFK, Commission Decision, 1991 L 152/16. 
19 Kali & Salz AG/Kali-Chemie v. Commission, 1975, ECR 499; 1975, 2 CMLR 154; 

CMR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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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行為之高度競爭性而採取事前禁止之模式，並為目前多數國家之競爭

法奉行之原則。但此處之禁止原則在大多數國家均係一相對禁止之概念，

而非絕對禁止之概念。換言之，在滿足特定要件之情形，聯合行為即得依

一定行政程序豁免於禁止；濫用原則係指聯合行為只有在事業發生濫用之

情形始加以管制（例如比利時早期在歐體法調和之前即係典型採取濫用原

則管制模式之國家）。  

107.  此外，在聯合行為之定義方面，競爭政策上有立法明文區分「水平聯

合」與「垂直聯合」者，前者是指由同一產銷階段之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

所達成之聯合行為，後者是指由不同產銷階段之競爭者所合意形成之限制

競爭行為，在競爭法上並給予不同之評價與管制方式；但在立法例上  亦

有聯合行為規範並未加以區分係水平合意或垂直合意，而都涵蓋在「聯合

行為」之上位概念下。  

108.  我國公平交易法立法初始，即區分水平聯合及垂直聯合，前者規定於

公平交易法第 7 條、第 14 條，後者主要規定於公平交易法 18 條及第 19

條第 6 款，並對水平聯合行為採取「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管制方式，

依修正前第 7 條之立法理由謂：「一、明定聯合行為之定義。二、事業以

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為共同行為時，足以

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關係，實務上最為常見者，如統一

價格、限制產量、交易對象或劃分營業範圍等，各國立法上稱之為「卡特

爾」（CARTEL），亦即一般所謂之「聯合壟斷」。其對於競爭所加之限制，

將妨礙市場及價格之功能，暨消費者之利益。三、按所謂聯合，在學理上

可分「水平聯合」與「垂直聯合」兩種，目前各國趨勢，對於垂直聯合係

採放寬之立法，本法初創，亦不宜過於嚴苛，除第 18 條（又稱轉售價格

維持契約之禁止）係就垂直聯合為規範外，本條則僅就「水平聯合」加以

規定。」  

109.  至 2002 年修正公平交易法時，此立法基調亦未有所變更。而學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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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見就此提出重大質疑者，唯考量行政機關在聯合行為採證上所存在之

困難性及行政成本之有效運用，故針對公平交易法相對禁止概念下之管制

方式，學說上亦提出若干積極性之建議，容待後述。  

110.  公平交易法最近之一次修正為 2002 年，主要因配合行政程序法之實

施，將若干規範於施行細則之內容直接規定於母法，並就實務上經常發生

之有關同業公會適用聯合行為之疑義加以明文釐清，本次修正第 7 條之修

正理由謂：「一、第二項至第四項新增。二、本法施行細則第五條有關聯

合行為之意義之補充規定，其內容似有限縮本法第七條聯合行為之適用範

圍，而有逾越母法之虞。爰將之提升至本法位階，以符行政程序法第一百

五十條規範之本旨。」。但針對聯合行為若干構成要件上之解釋疑義，本

次修正仍未完整地處理，故仍存在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空間。  

 

參、構成要件分析 

111.  聯合行為之構成要件，包括聯合行為之主體、合意、限制競爭手段，

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以下分述之：  

一、聯合行為主體  

112.  聯合行為之主體依第 7 條規定為「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所為之限制

競爭合意，學說上就聯合行為主體一般可分為三種情形:由兩個以上個別事

業所為之聯合行為、由同業公會所為之聯合行為、以及由其他事業團體所

為之聯合行為。  

（一）個別事業  

113.  所謂「有競爭關係」，依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係指在同一產銷階段具實

質或潛在競爭關係之事業，例如製造商與製造商之間，或經銷商與經銷商

之間。關於競爭之定義可參照第 4 條之說明，而事業之範圍依本法第 2 條

規定，包括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同業公會、及其他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參照第 2 條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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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業公會  

114.  按同業公會可否成為聯合行為主體於公平交易法立法初始曾引起疑

義，而立法院於審議草案時，鑑於我國國情之聯合行為多由同業公會所主

導、促成，故將之納入公平交易法之規範中。另自公平交易法實施以來，

同業公會之理、監事會議決議，或藉由其他方法所達約束其成員營業活動

之行為是否可構成聯合行為之合意要素，亦迭有爭議，特別是決議未必全

體成員均參與做成，故與典型之合意特徵不符，其是否亦可構成聯合行

為，則有待法律加以明定。有鑑於此，於 2002 年 2 月修正公平交易法時，

特增訂第 4 項以資明確規範同業公會之聯合行為，公平交易法第 7 條第 4

項明確規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

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亦為第二項之水平聯合。」。同業公會之範圍，

依本法施行細則（2002 年 6 月修正公布）第 2 條規定，包括「本法第二條

第三款所稱同業公會如下：  一、依工業團體法成立之工業同業公會及工

業會。二、依商業團體法成立之商業同業公會、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輸

出業同業公會及聯合會、商業會。三、依其他法規規定所成立之職業團

體。」，施行細則第 5 條亦規定：「同業公會代表人得為本法第七條聯合行

為之行為人。」唯上述修法並不意謂困擾實務多年之同業公會為聯合行為

處分主體之疑惑已充分獲得解決。  

115.  由於聯合行為同時涉及行政制裁及刑事制裁，而由同業公會所發動之

聯合行為態樣繁多，例如定期或臨時之會員大會、理事會、監事會或理監

事聯席會，則行政機關之處分主體為何，即須釐清。此外，如由不具公法

人性質之其他事業團體所組成之聯誼協會等，行政機關為處分時，又應如

何看待處分主體，特別是是否亦應考量處分相對人如對處分不服時，該處

分主體是否即具備訴訟上當事人能力。學說上就此問題可有三種不同看

法，一為僅以同業公會本身為行為主體與處分主體，二為仍以個別業者做

為行為主體與處分主體，三為同時以公會與個別事業為行為主體與處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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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莊春發，2002，頁 5）。  

116.  實務案例如彰化縣房屋仲介同業公會案中（87 年公處字第 117 號），

被處分人係彰化縣房屋仲介同業公會，該公會係藉其「理監事會議決議」，

制定有關會員向賣方收取服務費之標準，並持續向所屬會員宣導該標準。

同時亦以若違反決議開除會籍方式維持其收費標準之拘束力，構成公平交

易法之聯合行為，違反同法第 14 條禁止規定。在台北市影片商業同業公

會案中（89 年公處字第 034 號），被處分人係台北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與

台北市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兩公會透過雙方與美僑商會電影組所組成

的「中華民國電影廣告委員會（其前身為中華民國電影廣告節約執行小組）

會議決議」方式，限制報社電影廣告價格與版面分配，並以停刊為反制手

段，構成公平交易法之聯合行為。在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一案中（89

年公處字第 091 號），被處分人係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該公會係藉

其轄下「採購業務暨加工技術發展委員會」招開之年終會議及下屬「採購

業務組」之每季或不定期召開分配暨配船會議，由參加會議之會員以協議

方式達成合意，分配會員之庫存量並據以決定會員之採購數量，並將決議

內容通知所屬會員遵守，構成公平交易法之聯合行為。高雄市醫師公會一

案中（91 年公處字第 091194 號），被處分人係高雄市醫師公會，該公會係

藉「會員代表大會與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發函要求所屬基層診所醫師

會員實施週日隔週分區輪休，並擬制定罰責約束未配合之會員，構成公平

交易法之聯合行為。其他有關同業公會可能違反聯合行為之態樣，參照「公

平交易法對同業公會之規範」（（88）公法字第 01873 號函）。  

（三）其他事業團體  

117.  除同業公會以外其他事業團體，有時亦稱為協進會、聯誼會、同心會

等，由相關業者自行加入而舉行定期或不定期之聚會，以達到協調同業團

體，增進彼此交流之目的，此類事業團體，通常未具備章程、未必具備嚴

謹之組織形式，而多透過少數核心事業單位之穿針引線所組成，此類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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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有時本身亦從事特定商品或服務之交換活動，亦或純粹為聯誼組織，

並未提供商品或服務，故此類事業團體在我國於論斷聯合行為時，究屬公

平交易法第 2 條第 3 款或第 4 款，學說上即有不同觀點（蘇永欽，1994，

頁 185；吳秀明，2001，頁 168）。  

118.  就事業團體之聯誼會組織而言，由於我國第 7 條僅規定「事業」而未

及於「事業團體」，故實務上多以各該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為行為主體及

處分主體。實務案例如台灣家具參展廠商協進會違反聯合行為案（90 公處

字 030 號）「本案被檢舉人為台北縣、市家具公會、台灣區家具公會及台

灣省家具公會等四公會，惟經調查知悉，本案實際運作者為「台灣家具參

展廠商協進會」，而該組織係由主要之參展廠商組成，屬於前開四公會會

員者，僅占二分之一強，且該組織行文時，均署名「台灣家具參展廠商協

進會」，故該組織之行為不能視為前開四公會之行為，無法以渠等作為行

為主體；又「台灣家具參展廠商協進會」為一未完成合法登記程序之團體，

故亦無法以該組織作為行為主體。「台灣家具參展廠商協進會」之會員同

屬「展覽攤位承租人」，渠等成立該組織之目的，即在藉由該組織之運作，

促使渠等之交易相對人－展覽公司減少家具展檔次及洽談相關權益（如攤

位租金等），渠等更以收受三十萬元保證金作為干預、約束會員間彼此之

家具銷售方式（即是否參展），自可論為本案之行為主體。」，本案中公平

會認為協進會成員之行為並不能歸為前開公會之行為，故依目前法制既不

能以同業公會為處分對象，亦無法以該非法人組織  ─ 協進會之名為處分

對象，故應係以該參與事業為處分對象，可資認同，唯行政罰法草案第 16

條已將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亦列為行政罰之對象，可加以執行，此或將對

公平會實務運作產生一定影響。  

119.  另 在 台 北 市 家 禽 批 發 市 場 業 者 代 表 會 一 案 中 （ 88 年 公 處 字 第 088

號），公平會則以該台北市家禽批發市場業者代表會本身為處分對象，其

論述理由為：「被處分人之會員係於台北市家禽批發市場內，從事家禽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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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買賣與屠宰有關之業務為營業，且自負其盈虧，具有事業之獨立性與營

利性，該被處分人之會員均屬公平交易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事業」，

殆無疑義。而被處分人，雖非依據人民團體法或工、商業團體法所組成，

惟其係依據建設與市場主管機關等相關法規所設，並業將相關成立宗旨、

選任代表及會長等會務組織成員之變動情形，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

查，接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理與輔導。另查被處分人係提供同一產銷

階段之事業間協商折衝與交換資訊之渠道，對市場秩序之影響與競爭法上

之地位，性質上與同業公會並無差異，且查被處分人之經費來源，係向會

員按月收取新台幣一千五百元，並向會員提供相關市場資訊之服務，顯有

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行為，是被處分人應屬公平交易法第二條第四

款規定所稱：『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之『事業』定

義，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亦即其雖非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所稱之

同業公會，但就該家禽批發市場之運作而言，功能上與同業公會無異，且

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理與輔導，執行上亦較無困難。故本案中，係由

在台北市家禽批發市場從事家禽批發之營業業者，藉「臨時會員聚會」之

形式，會中形成共同休市的具體共識，並以若違反共識就沒收所繳交之保

證金方式維持其休市行為之拘束力，故構成公平交易法之聯合行為。  

二、合意  

120.  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必須基於一定之合意，亦即以契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之合意共同為限制競爭行為，始構成第 7 條之聯合行為。而所謂其他

方式之合意，依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指契約、協議以外之意思聯絡，不

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者。  

（一）契約、協議  

121.  契約與協議是指包含書面與口頭、明示與默示、當事人間所為具有法

效意思表示、並產生法律拘束力之合意，學說上有認為契約原則上是指「對

向式」或交換式的合意，而協議是指「同方向」之合意（黃茂榮，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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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84），由於均為當事人間一致性之合意，具有法律拘束力，故就其內容

之履行，理論上得成為請求權之基礎。惟實際上，由於聯合行為在我國採

取「原則禁止」之立法例，故除少數得依法申請例外許可之聯合行為外，

事業間以簽訂契約或協議之方式來達成聯合行為者，為數較少（例如 81

公處字第 016 號處分案），主要爭議仍集中於所謂「其他方式之合意」之

射程範圍。  

（二）其他方式之合意  

122.  公平交易法對於聯合行為之規範，除以契約及協議達成合意者外，尚

包含因意思聯絡而事實上可導致一致性行為之其他方式之合意，故公平交

易法對於聯合行為之規範，係採實質之認定方式，除以契約及協議達成合

意外，倘因意思聯絡而事實上可導致一致性行為（或稱暗默勾結行為）之

其他方式之合意，亦為公平交易法「聯合行為」規範之標的。就此學說上

經常加以討論者有下列幾種情形：  

１、決議  

123.  決議是指事業團體通常以多數決之方式所形成內部之共同意思，其與

協議不同者在於協議須要求所有當事人之意思表示一致並因此而受協議

之拘束，而決議多係以表決方式達成共同意思，而其拘束力則可透過事業

團體之內部規約（如章程）而及於全體事業。故前述協議之範圍尚不包括

事業團體所為之決議，而依第 7 條第 4 項之規定，「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

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亦為第

二項之水平聯合。」明訂其屬於水平聯合行為，應可認為決議係屬於事實

上可導致共同行為之意思聯絡。  

實務案例如前所述，包含理監事會議決議之型態（彰化縣房屋仲介同

業公會制定收取服務費標準案，87 年公處字第 117 號），會員代表大會與

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之型態（高雄市醫師公會要求所屬基層診所醫師會員

隔週分區輪休案，91 年公處字第 091194），臨時會員決議之型態（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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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批發市場業者代表會案，88 年公處字第 088 號）等等。  

２、建議  

124.  建議是指不具法律拘束力之但與事業從事市場競爭有關之行為，建議

如係由行政機關所為，則為一種「行政指導」（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165 條

以下），如由個別事業或事業團體所為，雖其不具法律拘束力，但一旦由

多數事業採納、遵循時，亦而將對競爭秩序有所影響，故各國競爭法亦有

對事業之建議行為多予以規範（德國 GWB 第 22 條）。有疑問者為，建議

之採納與否，完全出於其他事業之自主意思，故欠缺聯合行為要件中須具

備之「意思聯絡」特徵（廖義男，1994，頁 111），故應不屬於聯合行為之

範疇。但建議如進一步涉及以不正當方法促使他事業參與聯合行為時，則

有可能觸犯第 19 條第 4 款  （88 公處字 019 號）。  

３、君子協定  

125.  君子協定是指無法律上拘束力而僅有道德上、情分上拘束力之協議，

故與一般所稱之契約、協議意義不同，但其事實上亦可因此導致事業之共

同行為，故應屬契約、協議以外亦可形成聯合行為之一種合意，實務上亦

早有承認君子協定可構成聯合行為之相關案例（例 88 公處字第 129 號）。

４、一致性行為  

126.  一致性行為（亦有稱為默契行為），是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事業，在明

知且有意識的情況下，透過類似聚會等機會交換經營意見，就其未來的市

場行為達成不具拘束力的「共識」或「瞭解」，形成具有意思聯絡的外在

市場行為的一致性。若事業一致性之行為外觀，經調查確實有「意思聯絡

的事實」或經其他間接證據（如誘因、經濟利益、類似的漲價時間或數量、

不同行為的替代可能性、發生次數、持續時間、行為集中度、、、）等之

証明，則構成第 7 條之聯合行為。  

一致性行為其與君子協定之差別在於後者尚具有道德上，情誼上所生

之事實拘束力，但一致性行為則不必具備此種事實上之拘束力，此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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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行為與寡占市場中「有意識平行行為」之差別在於後者事業間並無主觀

之意思聯絡行為，僅為一事業向另一事業看齊，跟進之行為。唯如何從外

觀上之同一形式行為而進一步探究出是否出於勾結，共謀之一致性行為，

涉及證據之蒐集與判斷。  

127.  公平會第 397 次委員會議  （1999 年 6 月）曾對一致性行為之認定提

出若干標準：  

（1）至少必須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獨立的事業，參與此一具有限制競

爭效果的行為；至於參與的事業是否為獨立自主的單位，在經

濟上是否被視為同一體，並非從表面的關係加以規定，而應從

評析其實質的關係如何。  

（2）「一致性行為」是一種不具形式、且沒有法律拘束力的合作方式。

在主觀要件上，必須參與的事業間有「意思的合致」，只不過該

合致的意思尚未達締結契約的程度而已；在客觀的要件上，必

須有事前的協議或意思聯絡行為存在。  

（3）參與一致性行為的事業之間必須具有「相互依存性」的要素，

若僅是偶然一致的行為或縱使是有意識的模仿他人的行為，並

非本概念所要規範的對象，蓋此時行為人仍未喪失其獨立性，

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市場行為。在主觀因素方面，只要事業

是明知且有意識地採行某一具有共同目的的市場行為，並且可

以期待他人也會遵照事前的約定而為行為即足，並不以參與者

共同擬訂計畫為必要。  

128.  實務案例如在金門縣煤氣商業同業公會案（88 年度判字第 1985 號），

最高行政法院以為金門地區各瓦斯零售商係處於同一市場之水平競爭狀

態，其購氣及經營等成本各有差異，於自由競爭市場正常機能運作下，應

依本身各自成本考量，對於商品價格作不同之調整，而其調整時點，如未

經協議，亦無同一時間開始之理。況中油公司每公斤調漲 1.07 元，而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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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零售商一致僅調高 1 元，與市場正常機制有違，原告又提不出造成此

不正常市場現象之正當理由，顯有人為因素干預市場自由競爭機能之運

作，應屬業者間有意思聯絡之行為，而非各業者獨力考量決定之事業行為。

在北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鋼瓶檢驗費案（89 訴字第  2290 號判決），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為，公平會原處分推論同業間有意思聯絡，係瓦斯鋼

瓶檢驗市場因檢驗時程、運距及運輸成本等考量下，有其區城性，而以台

南、高雄及屏東為同一區城市場，而位於上述南部同一瓦斯鋼瓶檢驗市場

之四家業者於民國 86 年 10、11 月，在相近之時間，相互將驗瓶費調漲為

每只 180 元左右，並維持至 88 年 6 月，於長達約二年之期間內，呈現價

格一致狀態，互不為價格之競爭，各業者就該項設備之投資金額有相當差

異，實際使用粉體漆塗裝之時間亦不一，差距甚達十個月，此種固定成本

不同，變更設備或成本發生時間不同，卻於相近之時間調整至同一幅度之

價格，乃背離一般經濟原則及市場機制，且業者亦自承於調查期間驗瓶量

僅占產能之三到五成，卻不以降價方式爭取客源，亦異於一般之市場競爭

機能，因而推論此種於相近時間內同幅度調漲價格之行為，乃業者互有意

思聯絡所致，而業者亦無法合理證明其價格調整乃市場上客觀之供需變化

因素所致，故合理推論業者係基於意思聯絡而導致之「互為一致之行為」。

行政法院支持原處分此種推論方式。上述見解原則上應可贊同。  

129.  公平會對部分產業有時亦以行業導正之方式以避免業者可能之勾結

行為。例如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公會每年不定期招開廠商聯誼會，從事經

營決策、價格策略等資訊交換之行為，易形成暗默勾結行為或導致經營決

策之一致性，公平會以行業警示，促使相關業者注意或知所遵循（90 公貳

字第 8904336011 號）。再如為處理國內教科書出版事業針對國民中小學教

科書參考書之銷售行為，涉及聯合行為，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範之

虞，「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審查合格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參考書之

銷售行為適法性行業警示」指出，各相關出版事業於台北縣政府辦理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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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聯合議價前曾聚會討論，意圖抵制或希望教育部出面處理教科書定價過

低狀況，而於議價後勉為接受議價之餘，卻出現調漲參考書批價與定價之

行為，且以事後重貼價格標籤或重印價格等方式進行，此等行為若有藉資

訊交換方式導致相關事業採行一致性行為時，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四

條相關規定之虞（92 公貳字 0920000410 號），故此乃在預防相關事業不得

從事聯合行為。  

（三）非屬合意之行為  

130.  數事業在外觀上雖出現相同之競爭行為，但有時該行為並非基於事前

之合意所為，故應與聯合行為加以區別。例如：因市場整體供需情況之變

化，出於交易習慣之行為、因政府機關呼籲或請求而形成之業者共同行

為，但如基於政府機關呼籲或請求而事業間進一步達成限制競爭之協議或

同業公會做成決議，則仍為事業有意思聯絡之行為而可構成聯合行為。  

131.  實際案例如公平會在 2002 年度遠東航空等四家航空業者集體航機減

班乙案，認為遠東航空等四家航空公司經由減班後的機隊外租或航線調

整，當可減少各航空公司固定成本支出或增加營業外收益，可有效改善該

等財務結構，是該等減班尚難謂無合理之經濟理由。又各航空公司減班後

時間帶及額度使用情形均已瀕臨被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收回之風險，是各航

空公司同時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申請保留時間帶及額度，自屬公司之合理

商業判斷。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航空業者一致性減班行為，應係

配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政策所致之事業平行行為，故不構成聯合行為

（本案之發展過程，可參閱公平會，2003，公平交易法重要案例研討會）。

（四）間接證據  

132.  唯上述不構成聯合行為之情形在實務上則與真正出於合意所為之聯

合行為時常難以區別，特別是事業為逃避公平交易法各種民、刑事責任之

規制，更易藉由證據之不足而脫法於上述非合意行為。因此在「合意」與

「非合意」之間接證據之認定，則為行政機關與法院間咸感困惑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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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大多數案例均須仰賴間接証據構成聯合行為之推定（關於間接証據

之認定可參閱吳秀明，2001，頁 209 以下；公平會 2001，頁 66 以下）。  

133.  例如台北高等行政法院於六順藥局等涉及聯合行為案（90 年度訴字

4423 號）判決，曾認為被處分人「以監察小組為核心，負責以試買方式，

調查會員是否流貨或降價，資為處罰依據，並依據上游廠商提供之流水

號，核對監察小組試買回來之藥品之戳印，判斷和會員流貨」尚不足以認

定該會員之售價建議表係由被處分人之議價人員與上游廠商協商廣告藥

品之售價」。亦即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以為，公平會原處分（89 年度公處字

第 163 號）僅以王紹興等人所組成的連心會及有關章程有相互流貨、降價

之約束，但對於連心會成員出售之藥品、藥品銷售量、連心會成員與上游

廠商之契約及上游廠商資料均乏明證，自難以認定構成聯合行為。惟本案

目前已經最高行政法院發回更審。  

134.  另行政法院於實業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參與雲林地區預拌混凝土銷

售價格約定案表示  （90 訴字 4551 號判決），「原處分（89 公處字 213 號）

認定聯合行為之方式，係雲林地區十五家預拌混凝土業者，於 88 年以來

定期聚餐，獲致 88 年以來山線每立方公尺 1200 元，海線 1250 元與相互

調料價位相同之共識，並於 88 年 9 月 22 日，於斗南鎮群星餐廳達成互不

搶客戶及互不調料支援之共識，為足以影響雲林地區合法預拌混凝土市場

供需之限制競爭決議。然而依蘇金淼之供詞，原告於 88 年以來即少出席

該聯誼會，因此是否能以原告參加自 85、86 年間所成立之上述聯誼會，

即認為原告有繼續與雲林地區之混凝土業者合意之共識，不無疑問。」  

三、限制競爭手段  

135.  屬於聯合行為之限制競爭手段依第 7 條之例示為：「共同決定商品或

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

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亦即事業間彼此限制對競爭參數如價

格、數量、交易地區等之投入或使用即屬之，不論此限制係對供方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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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競爭、現有競爭、潛在競爭、或第三人競爭均屬之。  

（一）例示之限制  

 

１、價格  

136.  事業聯合約束彼此之定價行為係常見之案例類型，包括統一定價行

為、烘抬價格行為、制定價目表、或計價公式行為、交換價格情報、禁止

折扣減價等。  

在春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案（86 年度判字第 219 號），最高行政法院

認為水平事業間若共同為交易條件之約束行為，自應論為共同對於價格的

干預，而發生限制競爭之效果時，自應論為共同對價格之干預，又倘有事

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之意思聯絡存在，即屬公平交易法第七條所稱聯合行

為，其嗣後有無依協議執行，與其違法行為之成立不生影響，可資贊同。

在臺灣省砂石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案（88 年度判字第 407 號），最高行政

法院以原告透過會議之協議，並彙整制定各區砂石價格表，交由各縣市砂

石公會配合實施，則該等價格表有驅使市場價格一致化之效果，已影響市

場機能，符合公平交易法第七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 2 條足以影響生產、商

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要件，構成聯合行為，不因少數人之未受

拘束，而影響其認定。在億固公司等預拌混凝土案（90 年度判字第 1316

號），最高行政法院以為事業間聯合行為之構成，不論事業是否有共同一

致之價格或同時實施，縱相互之報價與實際成交價間有差異，就整個聯合

行為合意之形成，係在報價前或當時即已完成，而非在實際成交價時進行

判斷，故聯合行為以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基於限制競爭合意，共同為聯合

行為並生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效果即足當之，不以成交價格一致為要件。

行政法院前述所表示之見解大多數均維持公平會之認定。其他實務案例如

85 公處字第 100 號、85 公處字第 186 號、83 公處字第 131 號、89 公處字

第 213 號、89 公處字第 033 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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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而公平會在其與聯合行為相關之解釋令函中，涉及到價格聯合案件所

表示之見解亦最多，例如「台灣省西藥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制定藥品參考

價格表，足以影響會員之訂價決策、形成價格聯合、及提供上游業者對下

游業者進行價格約定之機會，故不應有制定參考價格表之行為（82 公貳字

第 50775 號）；台北縣電器商業同業公會統一制定家電舊品處理費用以為

會員參考係屬工會對會員銷售商品之價格或服務報酬之協議、制定、公告

維持、變更之聯合行為態樣（82 公貳字第 05388 號）；台北市及高雄市人

力仲介商業同業公會公告制定各種收費參考價格，若事實上可導致所屬會

員為共同行為，而影響市場功能，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虞

（90 公壹字第 9000410001 號）；台灣區拉鍊工業同業公會對會員提供各類

拉鍊原物料成本分析表倘造成廠商對產品價格之合意，影響市場價格呈一

致性變動，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聯合行之規範（84 公貳字第 02950

號 ）； 嘉 義 縣 土 地 登 記 專 業 代 理 人 工 會 擬 定 價 目 參 考 表 一 事 係 屬 聯 合 行

為，非經公平會許可不得為之（84 公壹字第 02886 號）；台北市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於理事會決議制定「手續費折讓自律規則」之行為，除可能限制

市 場 競 爭 機 能 外 ， 亦 將 違 反 公 平 交 易 法 第 14 條 之 規 定 （ 86 公 壹 字 第

8607087001 號）；台北市環保局擬自行或邀集業者制定醫療廢棄物處理費

用收費標準，業者之合意仍可能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所禁止之聯合行

為（86 公壹字第 8609798 號）。  

２、數量  

138.  數量之限制如事業合意依彼此產能做一定產銷配額，或聯合採購時，

分配採購額度、或聯合減少供應量等，或如技術合作契約中常見之產銷分

工、或阻止特定相對人進入市場。  

實務案例如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涉及利用決議實施總量管制暨

定量配合制、不當介入會員廠庫存管理，屬於共同限制產銷數量之聯合行

為（89 公處字第 091 號）。其他案例如 88 公處字第 088 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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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術、產品、設備  

139.  技術產品設備之限制包括事業合意共同限制新技術的開發或利用，、

共同拒絕技術授權、限制特定商品之生產或銷售、或協議分工參與事業之

生產商品、共同限制現有設備的操作率或汰舊率、限制事業可得增購之設

備及數量。為本項聯合行為有時得屬於可豁免之聯合行為（例如第 14 條

第 2 款）。例如公平會表示，台灣經濟研究院所擬邀集相關業者共同研究

開發「燃料電池機車」之行為，應屬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聯合行為（89

公貳字第 8816469001 號）。  

４、交易對象  

140.  例如共同拒絕特定交易對象、或同業公會決議不得供貨、調貨給非會

員。實務常見之圍標案件，為具有競爭關係之數廠商間，於第三人公開招

標時相互約束競標之一種約定，亦屬於對交易對象所為之限制競爭行為

（廖義男，1994 年，頁 164、165）。  

台北市旅行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暫緩信用卡交易行為，核

屬有競爭關係之旅行業間，相互約束並擬共同限制持有信用卡交易對象之

刷卡行為。有鑑於國內使用信用卡刷卡交易行為日益普遍，足以影響市場

供需交易行為，該決議實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首段「事業不得為聯

合行為」之虞（84 公壹字第 07064 號）。其他實務案例如 84 公處字第 127

號、89 公處字第 034 號等。  

５、交易地區  

141.  亦為所謂瓜分市場、例如協議劃分銷售區域、不越區營業之約定、聯

合投標等。實務案例如 89 公處字第 220 號、89 公處字第 003 號、81 公處

字第 016 號等。  

在國油公司等聯合行為案中（92 年判字第 46 號），有關聯合行為之限

制競爭方式認定方面，最高行政法院原則上肯定公平會原處分見解（88

年公處字第 117 號），以為「國油公司等與其他競爭同業透過協議共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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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交易地區及不投標，使該公司等及其他競爭之同業透過相互之合意，減

少或完全排除競爭，致國油公司等及其他業者與系爭招標案之交易相對人

中油公司原應有之交易狀態遭受人為影響，中油公司辦理輕質散裝油料承

運發包招標之選擇可能性及選擇自由，因而受到減縮或排除，損害其在自

由競爭市場機制下可得享有之利益。如前所述，國油公司等與有競爭關係

之他事業，既有約定各事業之營業區域、聯合怠運、阻撓中油公司之招標

作業、協議不投標、協議讓與營業區域等共同限制交易地區、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之合意，即已構成聯合行為之違法，不因事實上有無實施共同行為

而異」。  

又例如鶴記本源股份有限公司等聯合行為案（90 年判字第 225 號），

最高行政法院以為上開公司「實際上係以省自來水公司各區管理處為區域

劃分及分割市場，彼此間不會搶標，整體銷售區域而言，各液氯銷售商基

於運輸成本、服務等因素考量，有共同認識，僅在其固定銷售區域銷售，

前開液氯生產廠之各經銷商並未於其有利之區域參與投標而得標，且縱使

其未參與該區域投標或未於該區域得標，而卻仍可由其供應液氯獲取利潤

等情事，則原處分認原告等共同對於省自來水公司及北水處等液氯招標為

以共同限制交易、不越區競標及相互陪標等分割市場之聯合行為，違反行

為時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規定，即非無據」。  

６、其他類型  

142.  例如共同銷售組織（89 公處字第 075 號）、限制交易時間（88 公處字

第 088 號）、限制入會（84 公處字第 127 號）等。三家電視公司如自行達

成限制某節目於特定時段不得播出之協議（83 公壹字第 65105 號）；台北

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以決議方式區隔影片發行期間，雖對於電影事業之發

展有其正面影響，但仍有限制相關構面競爭，涉及聯合行為之情事（83

公壹字第 635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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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屬限制競爭者  

非屬限制競爭之行為有：  

１、非出於競爭目的之行為  

143.  事業如合意限制從事特定競爭行為，但有時並非出於「競爭」之主要

目的時，是否仍構成公平交易法所禁止之聯合行為，不無疑問。例如基於

環境保護目的所為之限制競爭協議、出於青少年保護之目的限制從事特定

廣告等。唯事業所具有之限制競爭協議外觀是否「非出於競爭之目的」在

個案當中有時難以限制，故有認為其屬於本法第 7 條之「超法規構成要件

限制」（Teichman 著，劉華美譯，2003）亦有認為其為「非限制競爭行為」

（吳秀明，2001，頁 220）因此不構成第 14 條所禁止之聯合行為。  

144.  公平會在相關案例曾表示之見解為，中央銀行以行政指導推行退票及

拒絕往來新制在形式上雖屬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共同限制交易對象之行

為，惟其推行之目的係為金融交易秩序及整體經濟利益之考量，且實施後

亦不致發生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實質效果，尚無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

虞，應不受公平交易法聯合行為之禁制規範（89 公壹字第 8913191003

號）；桃園縣政府承辦台灣區運會擬定「商品特價優待要點」要求參與贊

助活動之事業，其降低價格以提供商品或服務，如係究其本身之商品或服

務自行制定一較低之價格，而非與其有競爭關係之事業統一制定價格，且

事業於該活動中仍為相互競爭，而無限制競爭之虞，尚非公平交易法第七

條所稱之「聯合行為」，易促違反同法第十四條聯合行為禁止之規定（81

公壹字第 02067 號）。  

２、自律公約  

145.  同業公會為防止成員從事不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行為有時會制定自

律公約，由於其制定之目的，並不在限制成員之競爭行為，而係在防止成

員不正競爭或限制競爭行為，應不構成第 7 條之聯合行為。唯實務上，我

國對於事業團體所為之自律公約尚乏相關之監督機制，因此公平會仍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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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中認定究竟係屬自律公約之合意或實為限制競爭之合意。  

146.  公平會曾表示，台北縣金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三重等地區聯誼會會員

自律公約中有關「遵照聯誼會通報知售兌價格買賣，不得惡性競價」、「售

出之條塊顧客攜回本店翻照時，仍需扣除每錢五厘失重」等兩項係屬公平

交易法第 7 條的聯合行為（83 公壹字第 62122 號），故聯誼會應撤銷該類

約定及相關罰則。  

147.  另依「公平交易法對同業公會之規範」（（88）公法字第 01873 號函），

同業公會之自律公約涉及公平交易法之聯合行為規定時，仍須向公平會申

請解釋或許可，例如為提高經營效率及便利消費者之選購，建立一套非強

制性之規格或品質之自我規範標準；為避免不公平競爭行為，例如過度贈

獎或贈品，誇大不實廣告等，建立一非強制性之合理自律規範。  

３、聯合承攬  

148.  聯合承攬係指由數加事業為承攬同一工作而從事之聯合行為，其原因

乃事業為承攬某一特定工程，但因所需資金過於龐大，或因欠缺技術、人

才無法獨力完成該工程  （黃茂榮，1993，頁 277；謝杞森，2002，頁 1189）。

同業的聯合承攬依公平交易委員公研釋字第 031 號解釋認為：  

149.  （1）是否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7 條所規定之聯合行為，不能僅從名稱

加以認定，仍需具體認定其是否符合該條及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之要件，

包括：  

Ａ、使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Ｂ、二以上之事業是否具有競爭關係，  

Ｃ、是否共同決定市場價格。  

如不符合以上三要件及其他聯合行為要件，縱名為「聯合承攬」  或

「共同承攬」，亦非聯合行為，而無公平交易法的適用。  

150.  （2）聯合承攬事業，如符合下列第Ａ項之基準，且符合第Ｂ項（三

點須同時具備）或第Ｃ項基準之一者，不構成聯合行為，但發包機關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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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涉及不公平競爭: 

Ａ、須個案聯合  

聯合承攬按每件工程分別成立，聯合承攬關係於工作完成後即消

滅者。  

Ｂ、關於是否影響市場功能之要件  

第 1 點   具有市場地位之發包機關（如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其

他具有獨占地位之事業），要求投標或承包事業所為之聯合承攬。

第 2 點   發包單位衡量國內外水準及供需關係等因素認為有聯合

承攬之需要，且於招標須知中載明聯合承攬相關規定者（聯合承

攬人不足影響市場功能）。  

第 3 點   非投標或承攬事業所積極發動，而係被動配合 1 點發包

單位之要求，依第 2 點規定而為之聯合承攬，且意圖不在限制競

爭，且無使發包單位受損之虞（意圖不在於共同決定價格及其他

交易條件以限制競爭）。  

Ｃ、關於競爭之要件  

      在未聯合投標之情形下，聯合承攬團體中之個別事業各自均不符

合發包單位之投標資格者。兩以上事業因組成聯合投標團體而符

合投標資格，因此增加投標事業或聯合投標團體之競爭者。  

（三）限制競爭與合意之關連性  

151.  限制競爭手段與事業合意之主觀要素間，究應有如何程度之關連性，

始該當公平交易法第 7 條之聯合行為，學說上存在各種不同之見解，例如

標的說、功能說、目的說、效果說、與限制效果說等（各說之詳細內容參

閱廖義男，1994，頁 115 以下），至於我國實務究採何說似不明確，學者

有認為從「航空公司實施票証應背書轉讓一案」（89 公處字第 033 號）似

可得出我國係兼採效果說與目的說（吳秀明，2001，頁 225）。  

四、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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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事業之聯合行為必須達到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程度，公平會始會介

入。而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要件係以事業合意所為之限制競爭行為「足以」

影響市場功能之程度即可，並不以聯合行為當事人因此獲得實際利益為必

要。關於此要件之判斷標準，各國立法例容有不同。一般而言不外包含市

場占有率等量的標準，以及限制競爭手段之對競爭秩序妨礙程度等質的標

準。而欲確定事業之聯合行為是否影響市場功能，須先界定相關市場之範

圍。  

（一）市場範圍界定  

153.  欲確定事業行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首先即涉及市場範圍之界

定，而市場範圍之界定，主要不外相關產品市場及相關地理市場兩項標

準，實務上，就相關產品市場之分析，多以特定行業作為界定市場之原則，

或以特定產品市場如「台北市土雞批發市場」（88 公處字第 088 號）、「翻

譯認證業務市場」（85 公處字第 100 號）為其相關產品市場，而較少進一

步分析各該產品之替代性，地理市場方面實務上以全國為地理市場者為

多，而以地區為特定市場者較少。  

（二）量的標準  

154.  在量的標準方面，主要是考量事業之市場占有率，實務上並未有一統

一之標準，毋寧依個案特性、產業別而做出不同之認定，例如目前所知最

小之市場占有率僅 8.7%者亦可能構成聯合行為（春源鋼鐵工業聯合訂價

案），有時被認定為聯合行為之個案市場占有率亦有高達 80%或甚至 97.5

％者（公平會，2003）。  

除市場占有率外，實務上也經常考量諸如市場參與聯合行為者的比例

來判斷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一般而言，被認定足以影響市場功能者，

其市場參與廠商之比例多超過該產業之半數以上（莊春發，2001，頁 280）。

（三）質的標準  

155.  實務上對於一些對市場競爭妨礙較鉅之限制競爭方式，通常採取較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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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認定，亦即一旦發生此種限制競爭時，通常不會再採取其他足以影響

市場功能之認定標準，而直接判斷其已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構成聯合行

為。典型的類型有三：  

  １、圍標案件，亦即招標本身即為市場，故如發生圍標的情形，則該

工程發包市場之競標機制即刻遭受破壞，故圍標行為本身即屬直

接限制競爭之行為，毋庸具體論究圍標行為所足以影響之市場範

圍層級（公平會第 367 次委員會議決議，1998 年 11 月）。  

２、為同業公會所發動之聯合行為，一般而言，同業公會所發動者，

多為全體成員或大多數該產業之成員共同參與，故通常亦不會再

做其他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認定，而可直接認為其屬於聯合行

為。  

其他質的標準，實務上尚常見者為市場價格的變動（例如 90 年公處

字第 107 號、90 年公處字第 601 號、90 年公處字第 021 號）等，美國法

上對於價格聯合往往依當然違法原則處理，其理由亦在於價格乃事業極重

要之競爭要素，一旦市場之價格確因事業之聯合行為而變動，則無需再進

一步考量其他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標準。  

（四）最低門檻  

156.  在法制比較上，對於一些明顯影響市場程度輕微之聯合行為，有時會

以 立 法 方 式 排 除 公 平 交 易 法 之 適 用 ， 例 如 德 國 GWB 的 輕 微 卡 特 爾

（Bargartell Kartell），此在我國確有參考之價值，以節省行政成本，亦即

增訂如同聯合申報標準之聯合行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最低門檻標準。  

五、第 7 條與其他相關條文之關連性  

在實務運用上容易發生混淆之情形例如：  

（一）第 7 條與第 19 條第 4 款  

157.  按本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他

事業不為價格之競爭、參與結合或聯合之行為。」係指禁止事業利用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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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方法，迫使他事業參與聯合行為，亦即其規範要旨在於事業之手段具

脅迫性、利誘性等高度不法之內涵（廖義男，2001，頁 172），故與第 7

條屬於事業自發性之意思聯絡行為有所區別。  

158.  實際案例如北誼興業公司案（87 年判字第 2256 號），最高行政法院原

則上肯定公平會原處分見解（86 公處字第 008 號），以為北誼興業公司居

於市場優勢地位，仍透過與相關公會協商之手段，達到其抬高經銷價格之

目的，減損液化石油氣市場之競爭機能，不論其日後市場地位如何或是否

為解決虧損之故，均與其違法行為之成立無涉。北誼興業公司之行為既已

導致相當數量分裝及分銷業者事實上之聯合漲價，則不問其就液化氣體燃

料零售市場是否具絕對影響力，要不影響其違法行為之成立，公平會命其

停止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4 款所禁止之妨礙公平競爭行為，洵無不合。

（二）第 7 條與第 18 條  

159.  第 7 條規定聯合行為係指同一產銷階段業者間所為之限制競爭行為，

而本法第 18 條係規定：「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

定無效。」，則屬於上、下游業者間合意之限制轉售價格行為，此在我國

分別立法，而在歐盟及美國則未加以區分。  

（三）第 7 條與第 19 條第 6 款  

160.  第 7 條規定聯合行為係指水平聯合，而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以不正

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而依公平交

易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

易、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前項限制是否

不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

及履行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故與第 7 條所涵蓋之範圍不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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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7 條與第 19 條第 1 款  

161.      第 7 條規定聯合行為之內容雖包括限制交易對象之合意，而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

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之行為。」主要係以特定事業為加害對象，禁止相

對人不得與該特定交易對象為交易，尚非直接以限制市場競爭為目的，故

屬於不公平競爭行為（黃茂榮，1993，頁 200）。  

（五）第 7 條與第 6 條  

162.  第 7 條係規定兩事業以上之聯合行為，在部分情形例如合資事業之情形，

則究應適用第 7 條或第 6 條亦或兩者皆有適用，即不無疑義。進一步討論

參照關於結合部分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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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多層次傳銷之定義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參加人給付一定代價，

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並因而獲得佣金、獎金或

其他經濟利益者而言。 

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金錢、購買商品、提供勞務或負擔債務。 

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係指就多層次傳銷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

銷行為之事業。 

外國事業之參加人或第三人，引進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

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本法所稱參加人如下： 

一、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計畫或組織，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並得介紹

他人參加者。 

二、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累積支付一定代價後，始取得推廣、銷售商

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者。」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參加人給付一定代價，

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並因而獲得佣金、獎金或

其他經濟利益者而言。 

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金錢、購買商品、提供勞務或負擔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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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多層次傳銷之定義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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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法體系 

一、立法沿革 

二、立法體例 

三、規範功能與定位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多層次傳銷—第 1 項 

（一）二階段規範架構 

１、多層次傳銷之成立 

２、參加人成為事業之階段 

（二）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 

（三）參加人給付一定代價 

１、一定代價之要否 

２、給付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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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給付之時間點 

（四）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 

１、商品或勞務 

２、推廣、銷售、介紹 

３、「及」vs.「或」 

（五）並因而獲得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 

１、並因而 

２、經濟利益 

二、一定代價—第 2 項 

三、多層次傳銷事業—第 3 項 

四、視為多層次傳銷事業—第 4 項 

（一）本項規定意旨 

（二）外國事業之參加人或第三人 

（三）引進 

五、參加人—第 5 項 

（一）第 1款 

（二）第 2款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1.  美國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範體系相當複雜，從公平交易法、消費者保護法、

證券交易法等各種不同法制，進行規範，各州亦多有其各自的多層次傳銷規範

專法。雖然，聯邦層級對於多層次傳銷的規制活動可謂相當積極，尤其是競爭

法主管機關之一的聯邦交易委員會，但聯邦法規本身並未就多層次傳銷有明文

的定義；相對於此，各州有關多層次傳銷的管理法令，多有明文定義，以歷史

較為悠久且經常為外國法例所引用的之麻州法律規定為例，其對多層次傳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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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下： 

    「多層次傳銷事業係指任何人、商業、公司或其他商業個體，經由獨立的

代理人、承攬人或行銷人員等，於各個行銷階段行銷商品或服務，以獲取一定

的經濟對價，行銷計畫之參加人亦可募集其他參加人，並因此等商品或服務的

銷售或因其他參加人的加入、行動或業績，而於此行銷計畫中收受或可能收受

佣金、獎金、紅利、回扣、折扣、利息或其他對價。」 

2.  由此定義可知，參加人係以獨立之個體，參與該當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並可因此銷售商品、服務或介紹他人加入該當傳銷組織，且就其本身之商品或

服務的銷售業績或其所介紹之人的加入或銷售業績，參加入可自多層次傳銷事

業獲取佣金、獎金、紅利等經濟利益。參加人因加入多層次傳銷組織可享有之

權利之利益，大致與本條第 1 項規定內容相同，麻州條文定義與本條第一項規

定最大歧異處在於，本條第 1 項規定要求，參加入為取得銷售商品或服務、介

紹他人加入等權利，以對多層次傳銷給付一定代價為條件；惟由上開麻州條文

之定義中可知，參加人銷售商品、介紹參加等權利的取得，並不以其須給付一

定代價為前提，縱使參加人未給付一定代價，但只要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其商品、

服務等之銷售、介紹他人加入之事實，給予佣金、獎金等一定經濟利益，亦屬

多層次傳銷組織。 

二、日本 

3.  與我國法制不同，日本法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範，並未置於其競爭法相關

條文中，而係在其為保護消費者而定之「特定商業交易法」（原文「特定商取引

に關する法律」）中，單獨列出第三章「連鎖販賣交易」，就多層次傳銷加以規

範。該法第 33 條就多層次傳銷行為，定義如下： 

    「本章稱『連鎖販賣』者，係指商品（含利用設施或接受服務提供之權利，

以下同）的販賣（含販賣之仲介）或有償服務的提供（含提供之仲介）之事業，

以將可獲取特定利益（指因商品的再販賣、受託販賣或販賣的仲介，或同類服

務之提供或提供之仲介，而由第三人所支付之交易金或其他該當於經濟產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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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所定要件之利益的全部或一部分），引誘他人為商品的再販賣（指販賣之相

對人於買受商品後之再販賣行為，以下同）、受託販賣（指接受販賣之委託而販

賣商品之行為，以下同）或販賣之仲介，或為同類服務（指與有償服務同一種

類之服務的提供，以下同）之提供或提供之仲介，而於伴隨著特定負擔（指商

品購入對價或服務對價之支付或交易金之提供，以下同）之情形下，與該他人

就該當商品之販賣或販賣之仲介，或同類服務之提供或提供之仲介，進行交易

（含交易條件之變更）者。 

  本章稱『統籌者』者，指實質地統籌一連串的連鎖販賣活動之人，包括將

自己的商標使用於連鎖販賣相關之商品，或於連鎖販賣相關之服務提供上使用

自己商號或其他特定表示，制定連鎖販賣交易之定型化契約，或就實施連鎖販

賣行為之人持續地提供經營指導等活動。 

  本章稱『交易金』者，指不論稱其交易金、加盟金、保證金或其他任何名稱，

只要是於交易之際或是於變更交易條件之際所提供的金錢給付，即屬之。」 

4.  由日本「特定商業交易法」上開條文可知，若就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其參加人

間之對價關係而言，日本法與我國法較為趨近，參加人同樣是必須給付一定代

價或承受特定負擔，並因此而取得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之權利，且因此銷售或

提供等行為，而可獲得一定的經濟利益。只是，在有關商品或服務之銷售或提

供上，日本法上開條文更詳細地列舉出受託銷售或仲介銷售等行為，亦為其規

範對象。除此銷售行為類型明示之不同外，由上開條文規定內容亦可得知，日

本「特定商業交易法」中之多層次傳銷，與我國法規範最不同者，乃是其並未

將因支付一定代價而取得介紹他人加入此一行為，納入該法所稱的多層次傳銷

概念中。理由在於，日本法認為，僅因介紹他人加入而未伴隨商品或服務之買

賣，即可自傳銷組織獲得經濟利益者，乃屬不當的多層次傳銷組織，對此另有

專門針對不當老鼠會組織之「無限連鎖會法」（原文為「無限連鎖講の防止に關

する法律」），嚴格予以規範 1。於此認識下，「特定商業交易法」基本上承認多

                                                 
1 無限連鎖會法第 2 條對被禁止之「無線連鎖會」做如下定義：「本法稱『無限連鎖會』者，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八條—黃銘傑 
 

 327

層次傳銷屬一合法行為，只是要求其必須與交易前將所有相關交易資訊、條件

等，徹底地予以公開，於此充分資訊的前提下，由受引誘之人自行決定是否加

入該當多層次傳銷組織；相對於此，因為介紹他人加入而可獲取經濟利益之不

當的老鼠會行為，則因其惡行重大，「無限連鎖會法」不僅禁止不得開辦此類老

鼠會行為，亦以嚴格的刑事責任之科罰，作為其執法後盾。 

三、德國 

5.  德國法對於多層次傳銷活動，基本上是採取禁止之態度，不容許有類似多

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的設立，該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6 條之 3 於累進式招攬顧

客或滾雪球系統之標題下，禁止多層次傳銷，條文如是說： 

  「於營業交易中，自己或經由他人，從事誘使非商人購買商品或接受營業上

給付或權利，並承諾後者於誘使他人為同類行為之決定時，將給予特別利益，

此種特別利益亦將因該他人依此宣傳方式而對其他購買者所為之相對應的宣傳

活動，而給予該他人時，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依其種類及範圍，非以

商人方式設立之營業，該經營者視為前段所稱之非商人。」 

6.  由本條規定內容可知，當特別利益之獲得，係以誘使非商人之人購買相關商

品或服務時，原來受誘使而購買商品或服務之人，即有誘因轉而誘使他人購買

商品或服務，並以此內容進行宣傳。如此層層往下延伸，如同滾雪球般，愈滾

愈快、愈滾愈大，對社會影響也就愈為嚴重，從而有必要以刑責嚴格禁止其之

施行。 

 

                                                                                                                                            
指繳納金錢或物品（含表彰財產權之證券或證書，以下同）之參加人將無限增加之組織，先

行加入者為上位參加人，尾隨其後以二以上之倍數增加而連鎖地、於各個階段加入之後續參

加人，於其各該階段成為後順位參加人，當各該上位參加人從其後順位參加人所繳納之金錢

或物品中，受領超過其本身所繳納之金錢或物品的價格或數量時，以此方式及內容為金錢或

物品之分配的組織，稱之。」當無限連鎖會法於 1979 年最初制定時，參加人應繳納之代價限

定為「金錢」，結果使得不法老鼠會業者以要求參加人繳納政府公債，而避免該法之適用，為

修補此一規範漏洞，乃於 1988 年修法將參加人應繳納之代價，擴充為金錢、物品及表彰財產

權之有價證券、證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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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法體系 

一、立法沿革 

7.  在其他國家法制中，鮮見有直接將多層次傳銷的規範，直接於競爭法制中明

文加以規制者，故而縱使是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有關不當多層次傳銷之管制，

亦是藉由擴大聯邦交易委員會法第 5 條第 1 項之不公平或欺罔行為或手段之解

釋而為，而非定有針對多層次傳銷之明文規定。理由當在於，競爭法制所欲保

護之直接法益在於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參照第 1 條註釋），而多層次傳銷規範

則以消費者或投資人為其直接保護對象，不論於規範目的、理念或規範方式上，

二者間存有相當程度的差異性，從而應分別立法管制之，維持各該法律規範邏

輯之一貫性。最初由廖義男教授於 1982 年所研擬的「公平交易法草案」中，亦

復基於如此見解，而未將多層次傳銷明文納入本法規範對象中 

8.    但在經濟部於 1985 年提請行政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因鑑於當

時所俗稱之老鼠會等不當多層次傳銷型態的橫行，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雖亦

有制定專法予以規範之構想，惟為求時效之便，乃於草案中單獨列出第六章「多

層次傳銷」（第 23 條至第 25 條），施予專章方式規範，其中第 23 條為多層次傳

銷之定義規定，內容如下： 

   「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參加人給付一定代價

以取得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並因介紹他人加入或被介紹者再介紹他人加入而

可取得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益者而言。 

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金錢、購買商品、提供勞務或負擔債務。」

9.  此一定義似將參加人因加入多層次傳銷而取得之權利，限定於介紹他人參

加，若此則該條規定所稱之多層次傳銷，實際上即一般所稱之老鼠會，應該一

律予以禁止，而非先予容許後、再行管理。惟其後在 1986 年行政院函送立法院

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不僅刪除 「多層次傳銷」一章，而納入一般不

公平競爭行為規範對象內，其定義規定亦與公平交易法其他有關主體、行為等

定義規定一樣，列入本法第一章總則中之第八條規定，其內容為現行法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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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項等二項規定。於此不僅條文排列順序有所變革，規範內容亦大不相同，

參加人因加入多層次傳銷所取得之權利，不再侷限於介紹他人加入，而係包含

推廣或銷售商品或服務等權利。 

10.  立法院審議過程中，曾有委員發言表示，多層次傳銷規範理念與目的，與公

平交易法整體規範理念和目的，有所迥異，應另定專法規範（立法院秘書處，

1992，頁 160-163），惟多數立法委員鑑於多層次傳銷規範之重要性，另行立法

恐緩不濟急，其時出席法案審議會議的行政機關代表亦稱，「其他國家對於多層

次傳銷已單獨立法，但國內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單獨立法，希望能於本法中規

範」（立法院秘書處，1992，頁 267）。鑑於當時景況，「沒有時間」或許為真，

但「沒有必要」單獨立法，就完全與前一句話之「其他國家對於多層次傳銷已

單獨立法」，生有相互矛盾之感了。無論如何，最後立法院的決議，乃是照行政

院原草案條文通過，未加修正，而為現行法第 8 條第 1、2 項規定。 

11.  公平交易法於 1992 年 2 月正式施行後，有關多層次傳銷的管理，多依照公

平會於 1991 年 2 月所制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為之。該辦法其後於 1999

年 6 月修正，在與本條規定之關係上，辦法的第 3 條（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定義）、

第 4 條（參加人之定義）、第 24 條（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等規定，就與多層

次傳銷定義相關用語，再加闡明。此一規範分工方式，一直延續至 2002 年 2 月

前。2002 年 2 月公布施行的公平交易法部分條文修正，基於行政程序法第 150

條所要求之法規命令不得逾越法律授權範圍的規範理念，為避免與該當規定產

生衝突，乃將原先以「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定義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外國多

層次傳銷事業、參加人之定義等，提升至法律位階，於第 8 條中分別追加第 3、

4、5 項等規定，成就現行法規定之全貌。 

二、立法體例 

12.  若回顧本條之前第一章總則的各條規定之排列順序，當可知悉其規範邏

輯，除第 1 條立法目的外，首先乃是就本法規範之行為主體的事業、交易相對

人予以定義，其次方是就各重要的競爭、獨占、結合、聯合行為等客體，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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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原先，第八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定義，原則上亦屬後者之行為客體的定

義系列；惟此一規範邏輯因 2002 年 2 月的公平交易法修正，呈現不同面貌。是

次法律修正所追加之第 3、4、5 項規定，不論是多層次傳銷事業，抑或是參加

人，皆屬行為主體之定義規定，前者類似於本法第 2 條的事業定義規定，後者

則亦可視為第 3 條之交易相對人外，在與被介紹人的關係上，亦有可能視為事

業。若貫徹本法之立法邏輯，理論上或應將此等屬行為主體之定義規定，分散

至第 2、3 條規定中。惟如同立法沿革所示（參照邊碼 7-10），多層次傳銷於最

初納入本法規範對象時，本就是基於便捷、時效等考量，而與是否符合本法之

規範邏輯或理念無關；或因此故，使得 2002 年 2 月之法律修正，雖然係鑑於多

層次傳銷事業、參加人等於多層次傳銷規範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基於行政程序

法之重要性理論，而有提升至法律位階的必要，但在條文體系編排邏輯上，就

沒有那麼講究。於此認識下，或毋庸過份苛求本條規定體系或邏輯與本法其他

規範條文間之關連，只要其規範內容合適、合理、合法即可。 

13.  本條規定整體構成係由二大部分所組成，一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一為

多層次傳銷事業；前者包括第 1、2、5 項規定，後者由第 3、4 項規定所構成。

第 1 項為本條之核心規定，定義出多層次傳銷組織的基本體系，第 2 項有關一

定代價之定義、第 5 項有關參加人之定義，則是定義規定中的定義規定，對於

第 1 項多層次傳銷定義中的二個重要概念─一定代價與參加人，藉由更為詳細的

文字敘述，再加闡明其意義。三者構成本條規定之基礎，與本法第 23 條被禁止

的多層次傳銷行為，形成對照。本條另一規範意義，則在於界定出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意義，並藉由第 4 項規定捕捉外國多層次傳銷在我國境內的責任主體，

令其負起多層次傳銷的最終法律義務與責任。 

三、規範功能與定位 

14.  於本條規定之規範功能與定位的探討上，亦應就本條二大規範重心─多層次

傳銷計畫或組織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分別予以觀之。 

  首先，就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定義部分而言，其乃界定出應受本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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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層次傳銷組織類型，不符本條定義之多層次傳銷者，縱令其有多層次傳銷

之實質（例如實際運作上，確實不以一定代價的給付為前提而成立之多層次傳

銷），即非本法所得規範之對象。而且，本條規定與本法第七條聯合行為之定義

規定不同，定義內容本身並未摻雜有關多層次傳銷組織的違法性之價值判斷，

僅是基於價值中立之立場，客觀地描繪出可能有的多層次傳銷組織類型，至於

其究竟屬本法第 23 條應受禁止之違法的多層次傳銷，抑或是可合法推廣其事業

活動的多層次傳銷，則在所不問。有關於此之判斷，乃係交由第 23 條之實體規

定，依其所建立的判斷基準為之。 

15.  其次，在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定義方面，則是藉此以釐清多層次傳銷的法律效

力與責任之歸屬主體。由於多層次傳銷之特性，在於其組織層級可能無限延伸，

縱使原來可能只是處於事業之交易相對人地位的參加人，亦可能因其後之銷售

或推廣等行為，而成為本法第 2 條第 4 款所定義之事業（參照第 2 條註釋）。若

此，則單一多層次傳銷組織中，可能有過多「事業」主體的存在，若其皆因此

而必須負起本法第 23 條之 1 至第 23 條之 4 所要求各種類型的作為和不作為義

務，則將導致多頭馬車的窘境，不僅可能造成眾人事、無人做的共有地悲劇之

結局，亦難能收其規範的實效性。於此情形下，若能針對實際上規劃多層次傳

銷組織之運作、統籌主導其推廣者，課其特別的法律義務與責任，不僅於規範

上可兼收實效性與經濟性，此一統籌主導者亦將有誘因嚴格監視其各層級之參

加人或推廣人的行為，避免違法行為的發生，落實先自治、後管制的規範理念。

本條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定義，實具有如此之規範功能與定位。惟須注意者，

於此並非謂參加人事業不受本法之適用，所強調者僅是，由於本法第 23 條之 1

至第 23 條之 4 等規定的義務主體，僅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而不包括參加人事業，

因此參加人事業雖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同受上開四條規定以外之實體規定的規範

外，但並非該當四條規定之規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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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多層次傳銷—第 1 項 

（一）二階段規範架構 

16.    若不就參加人可介紹他人加入一事而論，而純粹從商品的流通方式觀之，正

當的多層次傳銷類似於製造商經由大盤商、批發商、零售商等各階段的行銷業

者，將商品流通至消費者手上之作法 2；惟從本項規定之內容可以窺知，造成多

層次傳銷偏離一般流通銷售方式者，在於參加人須給付「一定代價」與獲得佣

金等「經濟利益」等二項要件。然而，此處之「一定代價」與「經濟利益」二

者間，並非處於同一契約交易行為中的對價關係，而係從參加人之角度出發，

各自界定其於二個階段、不同契約交易關係中，應負之義務與可享之權利。在

第一個階段之交易行為中，參加人因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一定代價，取得參加

人之地位，因而可享受相關權利；於第二階段之交易中，參加人因其本身的商

品或服務提供行為，獲得經濟利益，符合本法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定義規定，

而成為本法之規範主體。 

１、多層次傳銷之成立 

17.  本項規定中的第一階段交易行為存在於，「參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

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此時之對價關係，存在於參加人

給付「一定代價」與多層次傳銷事業所賦予之銷售或介紹等「權利」二者間。

申言之，於此交易中，交易客體乃是該等「權利」，參加人因一定代價的給付、

取得相關權利，此一交易實質上近似於投資契約，故而將投資契約亦納入其規

範客體的美國證券交易法制，對於具有投資契約性質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於向社

                                                 
2 惟觀諸我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實際，絕大多數並非如一般商品流通管道般，層層往下流通

最後至消費者手中，而係由被參加人直接與多層次傳銷事業進入交易關係，取得所需商品或

服務。因此，於有關此之規範時，多層次傳銷成立的認定，就不在於其商品或服務是否多層

次「傳銷」，而在於參加人與被其所介紹而加入之人間的多層次「介紹或引介」之關係。因此，

縱令無所謂經銷商的存在，只要有此多層次介紹或引介事實的存在，即構成本條規定之多層

次傳銷組織（89 公處字第 061 號，錢威企業管理顧問公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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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眾推展前，亦將其視同如股票之募集、發行般，課予各種義務、特別是充

分公開或揭露（disclosure）之義務。由此亦可窺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

成立，並不在於後續的參加人實際上是否獲得經濟利益，而在於多層次傳銷事

業以銷售、介紹等權利，並進而可能因此取得佣金等經濟利益為誘餌，要求欲

參加之人須給付一定代價，並進而依此向不特定人宣傳、推廣其計畫；符合此

等要件，多層次傳銷組織即應視為成立，應受本法規範。至於一定代價給付之

有無，僅係給付之人是否因此取得參加人的地位，並進而享有銷售商品或服務、

介紹他人參加等權利的問題，與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的成立與否，實無直接

關連。無論如何，當參加人實際上給付一定代價，履行第一階段交易中之義務

後，取得參加人的地位，並因此而於第二階段的交易中，得以提供商品或服務

之主體出現，就其商品或服務的提供，換取佣金、獎金等「經濟利益」的對價。

２、參加人成為事業之階段 

18.     當參加人於第一階段取得相關權利後，並不意味著其可立即因此而獲得佣

金、獎金等經濟利益，該等經濟利益之受領，仍必須以一定的商品或服務的提

供為前提，參加人若未有如此作為，則理所當然地，其將無法憑空獲得該等經

濟利益。因此，嚴格言之，參加人於第一階段交易中所取得的權利，實質上並

非一種權利，而應屬一種地位，正如同所謂的股東權乃是股東對其公司之法律

上的地位，股東因此取得受領股利等資格，與公司間處於一種特定的法律關係。

甚而，更適當的類比，或許不應稱為「股東」，而是事業的業務推廣人員，例如

在「共享人生國際電訊網路公司一案中，公平會認定參加人因加入而「取得業

務人員卡號，與業務人員同具推廣 E 卡及 L 卡，並介紹他人加入之權利。」（91

公處字第 091021 號）同樣地，於鴻森公司一案中，被處分人乃是以公開報徵各

類「職員」的方式，推廣其多層次傳銷（83 公處字第 060 號）。由此業務人員的

類比中，亦可突顯出參加人所有者乃是地位、資格，而非一般吾人所認知之「權

利」。此外，就比較法觀點而言，外國法制亦鮮有將參加人於多層次傳銷組織中

所處之地位，稱為權利者（參照：邊碼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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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無論如何，立於此一地位的參加人，因為推廣或銷售商品、服務或介紹他人

加入等作為，而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享有給付「經濟利益」的請求權。易言之，

參加人實際上乃是因為其推廣或銷售商品、服務或介紹他人加入等作為，而取

得經濟利益給付之請求權。由此可知，於第一階段交易中，作為交易客體之權

利，在第二階段交易中，成為參加人意欲取得經濟利益給付前，必須事先履行

之作為要件。此一作為可能是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所提供之服務，以代辦商或居

間之角色，銷售商品或服務、或介紹他人加入多層次傳銷組織；另一方面，參

加人亦可能以行紀或經銷商之地位，直接以自己名義為交易當事人，向其他參

加人（尤其是於多層次傳銷組織中，居於較下層級之參加人）或傳銷組織外之

第三人，提供商品。不論參加人是向上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提供代辦商或居間等

服務，抑或是向下以供給者之身分提供商品，皆符合本法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

定義，而為本法之規範主體。 

20.  綜合上述，多層次傳銷因其「一定代價」、「經濟利益」等二項要件的存在，

而與一般行銷流通組織有別，惟須注意者，此二要件並非同一交易行為中之債

權、債務的對立關係，而係於本條第一項規定所區隔的二個不同交易階段中，

參加人於第一階段應負之義務及於第二階段中可能取得之利益，各該階段並因

此而有其相對應之權利與義務。因此，正確而言，參加人並非如本項規定所言，

「取得……權利，『並因而』獲得……經濟利益」。本項規定中之「權利」乃是

多層次傳銷計畫下「一定代價」之對價，屬第一階段交易中之事項；而「經濟

利益」係因參加人歷經第一階段交易，並於第二階段交易中，因其個人本身的

作為成果或績效方始獲得，參加人並因此而成為本法之事業。 

21.  實務上，對於特定期間內購買量超過一定數量之參加人，會給予較低廉的

售價或較優惠的折扣，並稱參加人因此減少支付之代價為佣金或獎金者；若此，

則該等佣金或獎金等經濟利益，乃與代價之支付同時取得，不符上述二階段交

易架構。毫無疑問地，設若多層次傳銷係以參加人先行買入、再賣出間的利差，

作為佣金等經濟利益，則為對銷售績效卓著之參加人給予更大的鼓勵與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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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有必要擴大此一買賣間的利差之差距，作法之一除於事後針對銷售績效另外

給予獎金外，亦可設計於其購買時即給予其較優惠的進貨價格，除可達到相同

之鼓勵與誘因效果外，並可避免事後獎金可能拿不到的不確定性。不論是商品

購買時取得優惠折價之事前獎金制或事後獎金制，參加人若欲實際取得此等經

濟利益，仍以其有從事第二階段的交易為前提，僅是其領取方式可能因為事前

或事後之設計方式不同，但皆不妨礙其屬本項規定所稱經濟利益之屬性。對此，

或有疑問，若參加人事後並未將所進貨之商品銷售出去或僅是為自己消費之用

而進貨，則該當優惠折價等，是否還可以視為第二階段之獎金？於此，吾人必

須再度強調，本法多層次傳銷之成立，並不問參加人實際上是否已履行二個階

段之交易（參照：邊碼 17），只要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係以參加人可因一定代

價之給付，取得銷售、介紹等權利，並因此而可能獲取經濟利益為餌（且於此

更進一步以可因大量購入、享受優惠折價、獲取更高額獎金為餌），進行勸誘或

宣傳等活動時，即已成立，不問實際上參加人是否有推廣、銷售之舉動。 

22.  此一分析之啟示有三。首先，多層次傳銷之成立，並不以實際上是否有「一

定代價」或「經濟利益」的給付為前提，只要欲向不特定多數人所推廣的多層

次傳銷計畫中，含有此「一定代價」、「經濟利益」等項目，多層次傳銷即屬成

立，應受本法之規範。 

23.  其次，參加人如欲於多層次傳銷計畫中獲得具體的經濟利益時，必須完成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二個階段的不同交易行為，惟須注意者，參加人雖可因第

一階段之交易取得特定的權利或地位，但並無義務定要履行第二階段之作為，

完成第一階段交易者，僅取得多層次傳銷組織中之參加人地位，此等參加人中

進一步進入第二階段交易，並依傳銷計畫實行其作為者，不僅可獲得特定的經

濟利益，並因而成為本法所稱之事業，其行為應受本法規範。從而，若其彼此

間有限制競爭行為、或有垂直性競爭限制行為、抑或從事不實廣告、表徵仿冒

等不公平競爭行為，即應受各該實體規定之規制，公平會第 26 次委員會議肯定，

本法第 18 條之維持轉售價格禁止規定，亦可適用於多層次傳銷之定價行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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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於如此想法。惟須注意者，鑑於多層次傳銷規範的消費者保護或投資人保

護等性質，以維持競爭秩序為職責之公平交易法，除多層次傳銷規範本身的實

體規定（參照：第 23 條至第 23 之 4 條）外，若欲利用其他實體規定介入規範，

應謹慎為之。 

24.  最後，本項規定因使用「並因而」之連接詞，不僅可能引起「一定代價」

與「經濟利益」係屬同一交易階段之對價，亦導致本項規定無法突顯出其所意

欲定義之「多層次」傳銷的內涵。眾所周知地，多層次傳銷之所以享有「多層

次」之稱號，乃因參加人介紹他人參加、後者又介紹他人參加……，而衍生出

之多層級的銷售組織網，而上位參加人經濟利益之獲取，不僅繫於其本身之銷

售或介紹成果，亦因其所介紹之人、該人所介紹之人……等各層級之下位參加

人的銷售或介紹成果，而依組織規定之計算方法，取得其經濟利益。公平會實

務運作於處分書中，亦經常謂多層次傳銷之特徵在於其「層層銷售網路」（例如

91 公處字第 091079 號，麗奇人生互助合會案）然而，很可惜地，本項規定過份

追求條文內容之簡潔，無法呈現出上開「多層次」傳銷之內涵，使得條文讀起

來，感覺上似乎只有多層次傳銷事業募集參加、參加人銷售商品或介紹他人加

入之至多二層次的傳銷。未來或有必要從上述參加人之二階段交易架構出發，

仿照美、日等國法制，重新定義本項規定；具體而言，或可為如下之規定：「本

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銷售或推廣之計畫或組織，各個階段之參加人給付一

定代價，取得銷售、推廣商品或服務、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參加人因其銷售、

推廣或介紹之成果、或因其他參加人銷售、推廣或介紹之成果，獲取佣金、獎

金或其他經濟利益者。」 

（二）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 

 

25.  本項要件道出多層次傳銷的性質，其係一計畫或組織。所謂計畫者，當是

從動態面出發，說明多層次傳銷的事業活動之推展過程和步驟；組織者，應是

著眼於靜態面，強調多層次傳銷各個傳銷階段的結構關係。從而，稱計畫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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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實係就同一事業活動，從不同側面觀察所得出之結論，多層次傳銷不因

其被稱為計畫或組織，而異其內容。至於推廣或銷售乃係多層次傳銷成立之事

業目的，藉由推廣或銷售獲取營業利益，擴展事業版圖；之所以使用「推廣」

或「銷售」之用語，當係配合之後的「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的用詞，其意

義參照後述（參照：邊碼 33-34）。 

（三）參加人給付一定代價 

26.  有關「一定代價」與「參加人」之要件，本條另於第 2 項、第 5 項有專門針

對二者之定義規定，其釋義參照各該項規定之註釋（「一定代價」參照：邊碼

41-42，「參加人」參照 54-58）。於此，就「一定對價」要件是否需要、給付之對

象、給付之時點等三點問題，進行探討。 

１、一定代價之要否 

27.    從比較法之觀點來看，不少國家於有關多層次傳銷的定義上，並不以被勸誘

之人必須於給付一定代價後，始得成為參加人。基於此一觀點，將一定代價之

給付列為多層次傳銷成立的要件之一之本項規定，不僅可能使得多層次傳銷事

業藉此合法化其一定對價之收取行為，亦可能導致事業以不收取一定對價規避

本法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範（徐火明，2002）。然則，如同前述，區別多層次傳

銷與一般行銷流通組織不同者，乃在於「一定代價」及「經濟利益」二要件上

（參照 16-20），其中又以一定代價最為重要。蓋一定代價乃係參加人取得經濟

利益之來源，無此一定代價之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將無由對有實際進行推廣、

銷售之參加人，發放佣金、獎金等經濟利益。雖然，事業可能對於第一層之參

加人，以無須繳付一定代價，即可取得參加人之地位，銷售商品或服務，但若

所有參加人皆無須給付一定代價，即有銷售商品等權利，則此一事業組織將僅

能停留於事業與其第一層參加人之關係，難能稱為「多層次」傳銷，此時之參

加人地位近似於一般公司之業務員或推銷員。欲成為真正之「多層次」傳銷組

織者，縱使第一層之參加人無須給付一定代價，但第二層以後之參加人定須繳

納一定代價，並以此作為支付其上層參加人之經濟利益的來源。由此可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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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之所以納入「一定代價」之要件，乃係為徹底區別多層次傳銷與一般行

銷流通組織之不同，而須就其有特別規範。 

28.    上述對於一定代價要件要否的質疑，癥結點或在於，當多層次傳銷事業尚

未有實際的一定代價收取行為，或其組織現時所擁有者，僅是無須繳納一定代

價的第一層參加人時，對此多層次傳銷本法可能無從規範，但若任令其大肆宣

傳、坐大，未來可能會對社會大眾帶來重大不利益，故而有必要刪除此一要件，

令多層次傳銷縱令未有一定代價的收取行為，亦應受本法規範。此時，其所想

像之案例，乃是優勢國際資訊有限公司一案（90 公處字第 103 號；院台訴字第

0910082810 號；徐火明，2002，頁 93-94、107-109）。該案中，優勢國際利用網

路方式宣傳，宣稱只須上網登記即可成為會員（參加人），無須繳納一定代價；

惟從該公司所精心設計的「無限衍銷分紅」之制度中，可以得知，縱使第一層

參加人無須繳納任何費用，但第二層以後之參加人都以某種方式，支付一定代

價，就此其已構成多層次傳銷一事，概無疑義。因為，如同前述（參照 17、22），

實際上是否有一定代價之支付行為，並非多層次傳銷成立之要件，僅是參加人

是否可取得其推廣、銷售之地位，進入第二段階段交易行為之前提；只要多層

次傳銷計畫中，訂明有此一定代價之收取行為，其即立刻該當於本項規定所定

義之多層次傳銷，應受本法相關規定規範，實際上代價支付之有無，與多層次

傳銷是否成立間，實無必然關連。 

29.    雖然，理論上，吾人可對一定代價之給付，作如同上述之認識，從而主張多

層次傳銷計畫中，一定於某一個點上有此一定代價之給付，進而針對此一給付

行為，認定屬本項定義之多層次傳銷組織或計畫的存在。惟既然從經驗法則上，

吾人幾乎不能發現有無須給付一定代價之多層次傳銷組織或計畫的存在，則從

法規範之時效性與實效性的觀點來看，似亦毋庸定要堅持一定代價的給付為構

成本法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要件；反而因此要件的存在，可能使得不當多層次傳

銷事業可以藉由各種不同機制設計或宣傳手法，令一般消費大眾產生誤解，且

因法律解釋觀點的不同，加深執法機關的困擾，法律規範的有效性因而大大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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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若基此觀點，則未來或可檢討刪除「給付一定代價」之可行性。 

２、給付之對象 

30.    一般而言，一定代價之給付對象，多係多層次傳銷事業本身，但亦不可否認

地，有時多層次傳銷組織之設計，乃係由各層級之參加人，個別與其上一層級

之介紹人進行接觸或進入交易關係，而非直接與多層次傳銷事業接觸或進入交

易關係。例如，當多層次傳銷事業規定，參加人必須購買商品之後，再轉售予

其下一層級之參加人，再由此下一層級之參加人，轉售其下一層級參加人……

等，此時若該當商品的購買係得成為參加人之前提要件時，一定代價之給付對

象，即為其上一層級之參加人。此外，一定代價之給付對象，亦可能同時包含

其上一層級參加人和多層次傳銷事業本身。例如，於上述例子中，若加入多層

次傳銷之要件，除須購買一定額度以上的商品外，尚須對多層次傳銷事業繳納

一定金額之加盟費、入會費等各種名義之費用時，一定代價之給付對象就包含

其他參加人及多層次傳銷事業。由此可知，於多層次傳銷中，一定代價之給付

對象是誰並不重要，重要的是參加入是否為了加入該計畫或組織，而必須對任

何人有一定代價之「給付行為」。 

３、給付之時間點 

31.  如同前述（參照 17-20），一定代價乃係多層次傳銷第一階段交易關係中，

銷售、推廣、介紹等權利之對價，惟於此並未嚴格要求二者必須同時履行。欲

加入之人可能於給付一定代價後，尚須滿足其他要件，譬如接受一定時數的專

業講習或取得特定的證照後，方能取得參加人之地位；另一方面，多層次傳銷

事業亦可能宣稱無須給付任何費用，即可取得參加人之地位，但必須於實際進

行推廣、銷售前，接受多層次傳銷事業所開辦的專業講習，並支付一定金額的

講習費、講義費等，此時之講習費、講義費等，即應視為此之一定代價。無論

如何，只要參加人若欲進入前述多層次傳銷之第二階段的交易關係，乃是以其

已繳納任何費用為前提，若此則不論該等費用之名稱為何，亦不問其權利取得

時間為何，此等費用皆屬本項規定所稱之一定代價。職是，無論一定代價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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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間點，是在權利取得之前，或是於取得權利後，實際上並不重要，且亦與

參加人實際上是否有為第二階段之交易行為無關，只要是多層次傳銷事業或其

參加人，係以可因商品或服務之推廣或銷售、獲得經濟利益為誘，使參加人為

此付出任何費用時，即屬一定代價之給付。甚而，由於一定代價之意涵，包含

為多層次傳銷所為之「介紹」、「推廣」等的勞務，於此吾人甚至可將參加人於

第二階段所為之行為，視為其於第一階段關係中之一定代價的給付行為。 

（四）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 

１、商品或勞務 

32.      「商品」之意義，與本法第 2 條第 4 款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意義相同（參

照：第 2 條第 4 款邊碼 39）。有疑問者，厥為勞務之意義。本法於界定事業之內

涵時，以其有無商品或服務之提供行為，作為判斷基準，多層次傳銷事業既為

本法之事業，雖鑑於其推廣或銷售計畫（組織）的特殊性，而有予以特別定義

及規範之必要，但就事業之本質而言，渠等與其他事業並無重大差異。故而若

一般事業所提供之交易客體，係為商品或服務，則多層次傳銷事業所提供之交

易客體，理應與此相同。惟本項規定並未使用「服務」一語，而係以「勞務」

稱之。惟此處「勞務」之意義，當非僱傭關係或勞動關係中，受雇人或勞工所

提供之勞務，而應係與本法其他規定所稱之服務，具相同內涵之語。之所以未

使用「服務」、而用「勞務」，當非草案起草者或立法者有意區別二者之不同，

而是因為多層次傳銷規範乃係以時效急迫之理由，於中途利用插枝法方式，納

入本法規範體系中。結果導致，原本應係由其他專法規範之條文，於插枝至本

法時，未能詳細檢討與本法其他規定用語是否配合，而仍沿用其過去用語，方

有此一「勞務」用語的出現。其本質及內涵，實與服務相同，就本法規範目的

而言，亦無硬將二者區別解釋之必要（參照：第 2 條第 4 款邊碼 40）。 

２、推廣、銷售、介紹 

33.      參加人因給付一定代價而取得之權利包括，商品或服務之推廣、銷售及介

紹他人參加三者。本法第 2 條第 4 款於界定事業時，利用「提供」一語，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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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所有的商品或服務之供給行為；相對於此，本項規定於用語上，不用「提供」，

而使用「推廣、銷售」，其意亦當非有意區別二者之不同，而應與前段作同樣解

釋，乃是因急迫的插枝立法方式結果所使然（參照 8-10）。易言之，推廣、銷售

二語加起來，即等於提供，從而並非狹義的買賣契約所意味之銷售，其他諸如

轉售、代售、受託銷售等皆屬此處所謂之銷售，縱令不將銷售之意作如此擴張

解釋，亦不妨礙其可納入推廣之意義。因此，從立法技術之觀點來看，不應是

概括用語的推廣，置於例示用語的銷售之前，而應是「銷售、推廣」之排列順

序，方屬正確。無論如何，只要參加人所為行為，係依據多層次傳銷計畫可獲

得一定經濟利益者，該當行為必當為此處之銷售或推廣行為之一。另一方面，

第三種類型的權利之「介紹」，乃係參加人以仲介人或居間之角色，促使第三人

與多層次傳銷事業進入特定契約關係，令前者亦取得因此參加人之地位。 

34.  於親旺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消費者於購買商品達一定點數以上並向該公

司取得一定的領獎號碼後，其後可因本身或其他消費者的商品購買，促使序號

增加，購買者可因後續特定號碼出現時，領取一定額度的現金和禮券。於此活

動中，消費者或可積極勸誘他人購買，期能儘早令特定號碼的出現，亦可完全

不作為而僅消極地等待特定號碼之出現，結果可能是完全不作為的消極消費者

可能因其他消費者的積極介紹行為，享受到特定號碼的出現，而取得經濟利益。

申言之，該當經濟利益之獲取，與消費者本身是否有介紹行為或介紹了多少人

購買等事無關。對此，公平會認定其中仍有「介紹」行為的存在，於處分理由

中謂：「系爭活動每名加入者無論經由他人介紹與否，均由被處分人透過公排方

式授與序號，均可藉由介紹他人加入及購買商品，促成個人領取各項獎金之條

件，即具備多層次傳銷之運作機制，而應受規範。又被處分人既實施公排，加

入者是否給由他人介紹已非重要，而前開規定亦未以參加人加入或購買商品均

須經由他人推薦或介紹為要件……」「系爭活動參加人領取獎金或禮券，繫於整

體活動人數之發展情形而定，加入者介紹他人加入及購買商品，雖無從直接受

益，但必將促使整體活動人數及序號增加，其所介紹之人如仿效為之，又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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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累積活動人數即使序號推進。」（92 公處字第 092033 號）如此擴張「介紹」

之意，將消極性的不作為亦納入「介紹」一語中，是否恰當，實有疑義。依公

平會之論理，只要消費者可以因其他人的後續消費行為而取得特定的經濟利

益，則毋庸再為「介紹」所困，而可從後往前推出定有「介紹」行為存在。甚

至，極端之事例，消費者之購買行為，可能根本不是經由他人介紹（參照上開

處分理由之「無論經由他人介紹與否」），而係所有的消費者都是因為被處分人

的廣告宣傳，誘發其購買行為。於此，依公平會之論理，多層次傳銷事業本身

所為之「推廣、銷售、介紹」等行為，就等同於參加人本身之「推廣、銷售、

介紹」。然而，很明顯地，本項規定所言者，乃是參加人之「推廣、銷售、介紹」

行為，而非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推廣、銷售、介紹」。將二者主體各自所為之行

為混同的結果，使得公平會在本案之事實敘述中，完全未舉出有任何消費者有

任何的「介紹」行為，而只是推論依理消費者會去介紹他人購買，如此的處分

事實依據，實難能謂可令人信服。 

３、「及」vs.「或」 

35.    本項規定在連接「推廣、銷售」與「介紹」時，以「及」而非「或」作為連

接詞，是否意味著，參加人取得經濟利益之前提，必須是其已有推廣、銷售和

介紹二者之行為？從規範目的之觀點出發，實不應作如此解釋。蓋如同前述，

本項規定並未就多層次傳銷之違法性，做任何價值判斷，而僅係客觀地描述出

多層次傳銷可能之各種類型。從而，符合本項定義之多層次傳銷，可能是本法

第 23 條所禁制之違法的多層次傳銷，也可能該條規定外之合法的多層次傳銷。

因此，吾人若因條文用語為「及」，而認為參加人取得經濟利益之前提，乃是其

必須同時有銷售、推廣和介紹二者作為，結果不僅限縮本法可適用之多層次傳

銷類型，亦可能導致不肖之士藉此規避本法的適用。極端之情形，例如於老鼠

會之情形，由於參加人所須為者，僅是介紹他人加入，而無須同時有銷售或推

廣商品之行為，就規範理念而言，理應受到本法第 23 條之嚴格禁止；但該老鼠

會會頭，或許可以辯稱，因為其參加人僅有介紹行為，並無商品或服務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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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故非本項規定所定義之多層次傳銷，因此亦當然無第 23 條規定之適用。

36.  雖然，從規範原理而言，吾人主觀地認為，上開連接詞應為「或」，而非「及」，

但本項規定卻明明白白地用了「及」字，公平會於相關實務運作上，亦都以參

加人同時有推廣、銷售和介紹，為其處分之前提。對於前面所述可能發生的老

鼠會之弊端，則認為可利用銀行法第 29 條、第 29 條之 1，規範此類違法吸金活

動。然而，該等銀行法條文所規範之客體，乃係有關資金、存款等金錢行為，

若多層次傳銷事業所要求之參加時的一定代價，並非金錢款項，而係金錢以外

例如公債、股票、金飾、鑽石或其他動產、不動產時，銀行法相關條文之適用，

就面臨窘境了。觀諸日本無限連鎖會法 1988 年的修正，即可約略窺知其規範漏

洞之嚴重性。原本，具有多層次傳銷規範之「普通法」性質的本法規定，僅是

於「特別法」之銀行法針對存款行為有所規範時，停止其適用令銀行法優先適

用，而非就限定自己的適用對象，希冀其他特別法律能夠補充其規範漏洞。惟

因本項規定所用之「及」的連接詞，使得惡性最為重大、最應該予以嚴格管制

的多層次傳銷，反而不受本法規範，生本末倒置之嫌。此一結果，當非本法有

關多層次傳銷立法規範之本意，在無法可以無視「及」之情況下，補救之道，

或僅能對此非屬本法所定義之「多層次傳銷」的老鼠會，適用以第 24 條之一般

條款規定，惟如此作法實屬下策，最好的解決方式，當是將此一「及」字，改

為「或」字，避免無謂的困擾。 

（五）並因而獲得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益 

１、並因而 

37.  本項規定係由二階段交易行為所構成，第一階段交易為參加人給付一定代

價，取得實施銷售、推廣或介紹之地位；第二階段之交易，則係因參加人從事

實際之銷售、推廣或介紹等服務的提供，而自多層次傳銷事業或其他參加人，

獲得一定經濟利益。若能徹底認清此二階段交易之內涵，當可清楚知悉，參加

人並不會因為第一階段地位之取得，就可自動地獲得任何經濟利益，而一定代

價與經濟利益間，亦不具有對價關係。不僅如此，參加人所支付之一定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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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係其介紹人、或其介紹人之介紹人……經濟利益的來源，而非參加人本身自

其所支付之一定代價中，取得其應受領之經濟利益 3。若此，則本項於規定參加

人取得推廣等地位後，立即加上「並因而」獲得佣金、獎金等經濟利益，實有

引人錯誤之嫌，誤認為一定代價乃係透過推廣等地位之中介，而與經濟利益處

於對價關係。事實上，在第一階段交易中所取得之地位，於參加人自願進入第

二階段之交易時，並非本項規定所稱之「權利」，反倒是一種作為要件，成為獲

取經濟利益之必要前提。綜上，本項規定於此使用「並因而」之接續詞，實有

未洽。未來，或可參照美國麻州相關規定「……此等商品或服務的銷售或因其

他參加人的加入、行動或業績，而於此行銷計畫中收受或可能收受佣金、獎金、

紅利、回扣、折扣、利息或其他對價」之文言，修正本項規定。 

２、經濟利益 

38.      除佣金、獎金二項例示外，經濟利益泛指一切因為銷售、推廣或介紹等商

品或服務之提供，而獲得之經濟上利益。其可能是如佣金、獎金、禮券、旅遊

招待等現實上有金錢、物品或服務給付之積極的利益，也可能是未來於購買商

品或服務時，可享受一定比例或金額的折扣或減免等消極利益。例如，在沅鑫

汽車公司所提供之「預約車」或「購車機會」一案中（89 公處字第 015 號），實

際上乃係參加人於未來實際購買汽車時，可依其推廣或介紹參加之多寡，減少

其應支付之價金，此一價金的減少，即屬本項規定之經濟利益。此外，於群鑫

理財顧問公司一案中（88 公處字第 162 號），參加人雖須將其原先自多層次傳銷

事業所取得之「實習基金」，於完成全部期數資格後，按月歸還之，但由於其所

取得之實習基金，「並不須支付利息及負擔抵押擔保，其性質仍屬獎金、佣金或

其他經濟利益之一種。 

39.  無論如何，此等經濟利益之來源，多係源自第三人因購買多層次傳銷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或是為加入該傳銷組織而支付之一定代價，從而經濟利益可能

                                                 
3 因此，縱使實務上間或有以「返還」、「退回」其入會金等方式，稱此經濟利益之給付者，

但其實質仍是參加人因其銷售、推廣或介紹行為，使他人支付一定代價，而自此代價中取回

其過去曾支付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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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第三人所支付價金之一定比率支出，也可能是從第三人所繳付之入會費

中，撥一定比例給介紹之人；甚者，經濟利益不僅來自於參加人之直接交易或

介紹之相對人，亦可能來自其旗下之下一層級的參加人所介紹加入之人、下下

一層級之參加人所介紹加入之人……因此，公平會實務運作認為此一經濟利益

包含所謂的「潛在經濟利益」，其包括「因累積直接、間接介紹加入人數之增加，

或累積直接、間接介紹加入者所購買商品金額之增加，而可取得獲領更高比例

經濟利益之權利。」（92 公處字第 092126 號，台灣雅芳公司案）從而，無論經

濟利益係因參加人就其目前所為之推廣、銷售或介紹等作為，而直接獲得者，

或因其過去之推廣、銷售或介紹等，而自現在欲加入者所支付之一定代價中間

接取得者，皆屬本項規定所謂之經濟利益。 

40.  此外，在與經濟利益之關連上，其給付行為是否完全必須發生於我國境內，

同樣的問題亦可能發生於一定代價的給付行為上。雖然囿於法律適用的屬地主

義原則，惟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適用之前提，並不限於該當行為全部必須於我

國境內實施，只要其行為的一部分於我國境內發生，而對我國市場帶來不當影

響，公平交易法即有適用之空間。由於本法有關多層次傳銷是否受我國法律規

範，重點在於其是否在我國境內有從事推廣、銷售、介紹等活動，而不在於參

加人如何給付其一定代價或如得取得其經濟利益，因此縱使一定代價或經濟利

益係直接國內向外國事業給付或由外國事業直接向國內參加人支付，即該當於

本項規定所稱一定代價的「給付」或經濟利益的「獲得」行為。 

二、一定代價—第 2 項 

41.  本項規定列出一定代價的具體內容，包括給付金錢、購買商品、提供勞務或

負擔債務等四種類型。由於條文文言既未使用「『包括』給付金錢……亦未如同

本條第 1 規定最後使用「『其他』經濟利益」之語，使得解釋上似乎不得不認為

其係屬於列舉規定，而非例示規定。雖然，無可諱言地，為加入多層次傳銷而

必須給付之一定代價內容，幾乎已為本項規定所列舉的四種類型所囊括，但無

可否認地，除因立法疏失而未將購買服務納入外，其亦可能包含上述四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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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之給付，例如購買債權或高爾夫球場使用權等權利等。一定代價之定義，

不應就其內容面為之，而應從其功能面出發，凡是為取得進入多層次傳銷第二

階段交易之地位，而必須事先承受之任何負擔，只要此等負擔依社會一般通念

無法漠視其不利影響者，即屬此之一定代價。因此，縱使是依人民團體法規定

所成立之非營利性社會團體，以招募志工為名，要求入會者繳交新台幣壹千元

之常年會費時，亦屬此之「一定代價」（91 公處字第 091110 號，中華防火安全

協會案）。法案起草者或立法者之本意，當在於此，惟其列舉規定之立法方式，

將可能泯滅其本意，未來或有必要如第一項之經濟利益的立法方式，於本項規

定最後加上或其他任何負擔或代價。於立法修正前，若發生有本項規定所列舉

之四種類型的代價所無法含括者，當應儘可能擴張解釋第四種類型之「負擔債

務」，將任何必須進行「給付」的行為，都視為「債務」之負擔。因此，縱使參

加人之加入無須繳付任何金錢或物品，但若依約負有介紹他人加入之義務時，

即該當於本項規定之提供勞務或負擔債務。 

42.  本項規定中，給付金錢者，例如入會費、講習費、訓練費、保證金……甚

至為晉升至組織中之較高職位，而必須付出的任何費用，亦無妨可視為此之給

付金錢。其次，購買商品者，泛指自多層次傳銷事業或自其指定之第三人處所

購買之商品，如多層次傳銷事業或指定第三人所提供者係屬服務，則購入此一

服務亦應包括在內。第三，提供勞務，「勞務」所意涵者，不僅包含本法其他規

定中所稱之服務，亦包括民法相關規定中所稱之勞務，從而任何基於僱傭、承

攬、出版、委任、經理人、代辦商、居間、行紀、寄託、倉庫、運送……係所

提供之勞務，胥為本項規定所稱之「勞務」。最後，負擔債務者，例如要求欲加

入組織之人，必須先向多層次傳銷事業借貸一定款項，但實際上多層次傳銷事

業並未為對待給付，而係自未來參加人因銷售、推廣、介紹等可得之經濟利益

中，逐筆抵銷借款金額，或要求欲加入之人為債務之保證等。惟如同前段所述，

為補充本條列舉規定定位可能發生之規範不足，「債務」二字應作擴張解釋，包

含任何依法律或約定而為之「給付」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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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層次傳銷事業—第 3 項 

43.  在多層次傳銷組織中，不僅規劃或建立多層次傳銷之人，當然為本法所稱

之事業，其他事後方始加入的參加人，亦可能因其本身商品或服務的提供行為，

而成為本法所定義之事業。因此，在林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相關處分案中，公

平會以該傳銷組織之參加人，因有「支付一定代價，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

務及介紹他人加入等權利」，而為「獨立提供商品及服務從事交易」之人，從而

認定其屬本法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進而以之為被處分人（91 公處字第 091169

號、91 公處字第 091170 號）。若此，則多層次傳銷組織中，得稱為事業者，可

能是過多的存在。然則，為求規範之經濟性、時效性與實效性，執法機關難能

要求此等所有事業，皆負擔起同樣內容或程度的義務；尤其是，從消費者或投

資人保護之觀點而言，多層次傳銷應於渠等決定加入前，給予正確且充分的資

訊，並制定合理且公平的定型化契約條款，惟此類資訊或契約之提供與公開，

實牽涉高度專業知識，一般參加人於勸誘他人加入時，是否有辦法自行吸收、

理解、整理進而提供應有之資訊，實屬疑問。基於資訊公開之理念，且為求取

參加人間資訊取得的平等與公平，實有令此等資訊公開、提供之方式與內容制

式化，並以法律責任為後盾強化其之遵守；此際，具有專業知識且對該當多層

次傳銷內容最為熟悉，而有能力實踐此資訊公開理念者，當屬主導規劃或建立

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統籌其營運之人。職是，本項規定乃特別針對具有此

等資格、能力，於多層次傳銷組織中佔據著決定性的核心地位之人，稱其為多

層次傳銷事業，並對之具體定義為「就多層次傳銷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

規劃傳銷行為之事業」。由上可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認定之重心乃在於資格、能

力、行動等行為面，而不在於其法律形式為何，故而縱使是以無須進行營業登

記之民法上的互助會或合會等方式呈現，但只架構要其符合多層次傳銷定義，

則負責統籌規劃此一合會組織者，縱非一般所稱之公司、獨資或合夥行號等事

業的負責人，而僅是以一個自然人之地位，為此統籌、規劃者，亦屬本項規定

所稱之多層次傳銷事業（91 公處字第 091079 號，麗奇人生互助合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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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雖然，多層次傳銷事業與參加人事業，同屬本法之事業，但如同上述，由

於多層次傳銷事業與參加人事業間，不僅於專業知識或資訊理解、取得上，存

在著高度不對稱的情形，且於事務處理、推動能力上，亦有相當程度的落差，

因而有必要對二者於法律上施予不同對待，以符合對不同事為不同對待之平等

原則理念。此外，鑑於多層次傳銷事業實為多層次傳銷營運活動之最大且最終

受益人，亦有必要從受益人負擔之規範理念，令其就多層次傳銷整體負起相關

法律責任。於此理解下，多層次傳銷事業除與一般參加人事業同樣，必須遵守、

負擔本法第 10 條至第 23 條、第 24 條等實體規定及相對應之法律責任外，並應

特別遵守本法第 23 條之 1 至第 23 條之 4 等條文所規定之作為、不作為義務，

並就其違反擔負起相對應的法律責任。由此可知，被認定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者，

將因此而負擔一般事業所無之特別的法律義務與責任，此一結果使得認定行為

本身具有類似於行政處分之性質，從而公平會於認定特定事業是否屬本項規定

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時，實有審慎為之的必要。可能的話，應訂出具體的認定原

則，惟至目前為止，公平會並未有相關認定原則的制定；此際，可供吾人參酌

者，或為日本特定商業交易法第 33 條第 2 項所例示之四點認定標準：１、將本

身商標使用於多層次傳銷所提供之相關商品上之人；２、於多層次傳銷所提供

服務中，使用自己商號或其他特定標示或表徵之人；３、制定多層次傳銷相關

交易之定型化契約之人；４、對參加人等持續地提供經營指導等活動之人。其

他諸如以自己名義從事多層次傳銷的廣告、宣傳等活動之人，亦可作為是否構

成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判斷要素。 

45.  最後，於實務運作上可能面臨之問題，厥為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認定方式或

步驟。正如同本法第 2 條第 4 款定有關事業之定義，乃係從功能面出發（參照：

第 2 條第 4 款之註釋），本項規定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定義，亦係從功能面著

眼，因此只要是「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者，即應認定其

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而不應拘泥於本項規定文言最後之「事業」二字，而認為

必須先有符合第 2 條事業之認定程序，爾後方以其是否有「制定營運計畫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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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方始認定其屬本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過去實務

多是如此作為，晚近之麗奇人生互助合會一案中，一個人自然人即因其有「制

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而毫無困難地被認定為多層次傳銷事

業。惟最近之案例，卻出現不同之認定步驟，於超速付款計畫一案中（92 公處

字第 092061 號），公平會於處分理由中，首先確認被處分人為本法第二條所規

範之事業，其次再證明該當超速付款計畫，該當於本條第 1 項之多層次傳銷的

定義，最後方始認定被處分人因有「統籌運作」行為，而認定渠卻屬本項規定

之多層次傳銷事業。類似的認定方式，亦發生於立即富集團全球網路商店一案

中（92 公處字第 092055 號），只是該案因所牽涉者，乃是本條第 4 項之「引進」

行為，而略有不同。如此認定方式或步驟，乍看之下，似乎是忠於本項規定文

言所為之認定，但卻完全忽略了本項規定之功能性定義的本質。 

46.  如同前述（參照：邊碼 8-10），多層次傳銷自一開始納入本法規範中，即係

基於便捷、時效等考量，而未考慮與本法之規範邏輯或理念之整合，其後的修

法態度亦復如此。若從一開始就有計畫性地將多層次傳銷納入本法規範中，則

從整部法典設計出發，或應直截了當地於第 2 條之事業定義規定中，增加第 2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指制定多層次傳銷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

之人或團體」之功能性規定，以與現行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定義遙相呼應。雖

然，因為立法過程之錯綜，而無法為如此邏輯性的體系考量，惟於實務運作、

解釋時，不應為立法錯失所牽引，而應從功能性觀點出發，針對行為面之內涵，

明快地將任何「制定多層次傳銷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之人或團

體」，認定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而不是以前述事業→多層次傳銷→多層次傳銷事

業的三步驟認定方式。或許，上述二個最近之案例，乃是因為直接針以以停業

或歇業之事業負責人個人為被處分人，而非原先之公司或行號事業，故而使得

公平會於認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時，必須先行舉證各該個人仍屬本法第 2 條第 4

款之事業後，方始進入多層次傳銷及多層次傳銷事業的認定。惟不論如何，如

此運作方式，實難謂為符合本項規定所具有之功能性定義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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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視為多層次傳銷事業—第 4 項 

（一）本項規定意旨 

47.  本項規定立法旨意，當係決定就原本於我國境外設立、營運之所謂的外國多

層次傳銷，當其欲將營運範圍拓展至我國，而於我國境內從事符合本條第一項

所定義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應該由誰負起本法所課諸多層次傳銷事業

的各種特別規範。原本，就法律適用之屬地原則以觀，外國多層次傳銷若未於

我國有任何行為或活動，則我國法律理當對之無適用空間；惟一旦其於我國境

內有符合本條第 1 項定義之多層次傳銷活動或行為時，針對其於我國境內之活

動或行為，本法即有適用餘地，而實施該行為之人屬本法之事業。此亦係本法

第 2 條規定於定義事業時，並未特別針對本國事業或外國事業，特別加以區分

定義之緣由。若此，則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定義，亦不應著重於其主體面，

而應從功能面或行為面出發，認定誰屬多層次傳銷事業。故而，縱使是已在我

國境外設立、營運之外國多層次傳銷，其後亦於我國境內活動、行為時，就此

活動或行為應負擔特別法律義務與責任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亦應依循本條第 3

項規定，就其是否有「就多層次傳銷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

認定之；只要符合該當要件者，即屬本法所稱之多層次傳銷事業，不論其係外

國多層次傳銷事業本身或其他任何人。 

48.    基此認識，在美商捷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88 公處字第 149 號），該

當美國公司於其台灣分公司設立登記前，即透過我國境內之直銷商，從事多層

次傳銷活動者，卻未事先報備，對此公平會乃直接以該美國公司為被處分人。

就結果而言，此一處分當屬適當，惟從法律適用之觀點來看，有二點值得探討：

１、由於被處分行為乃是於該美國公司之台灣分公司設立前所為，於此遽然稱

被處分主體為「美商XX公司」是否適當；２、本案究竟是應該直接以該美國公

司為被處分人，抑或是以在台灣分公司設立登記前，即「引進」該當多層次傳

銷的參加人之直銷商為被處分人？4再者，鑑於邇來利用網際網路進行傳銷之活

                                                 
4 同樣的問題點，亦發生於美商雷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88 公處字第 135 號）。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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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興盛，公平會實務運作似有直接對外國事業進行處分之趨勢，於NUYU

（MALAYSIA）SDN. BHD一案中（91 公處字第 091044 號），公平會認為「被

處分人以網際網路之方式進行推廣，其傳遞迅速且不受地理限制，舉凡網路所

及之地，均可能成為市場，外國參加人透過網際網路加入傳銷組織及進行交易，

係無可避免且無甚困難。以上特性應為被處分人所明知，可見其既然選擇以網

際網路作為多層次傳銷之主要媒介，即應可預見有他國參加人加入，甚至其目

的在於使傳銷組織不受疆界限制，而有積極招募外國參加人之意。」若僅就此

一文言觀之，可能引起重大誤解。誠如公平會之認識，網路無國界，惟正因其

無國界之特性，乃在有關其管轄權決定上，產生重大的爭議，若僅因我國境內

之人可藉由網路而加入外國多層次傳銷組織，即謂該當組織應受我國法律規

範，則由於德國法嚴格禁止多層次傳銷組織或計畫的存在，任何以網路為媒介

的多層次傳銷組織一經成立，德國法院可能就必須依請求而命令解散該當外國

多層次傳銷事業。對本案的正確認識應當是，本案中除上述網路的應用外，尚

因該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主席等人，曾至我國宣傳、推廣其事業，從而在「利

用網際網路招募我國參加人」再加上「於我國境內從事宣傳」這個重要因素，

方始使得公平會肯定其管轄權的存在。同樣地，於Byte-Cities Network（N） Sdn. 

Bhd一案中，亦因「利用網際網路招募我國參加人」加上「至我國從事宣傳，並

提供會員服務等」二個要素的同時存在，而肯定管轄權的存在（91 公處字第

091120 號）。 

49.  無論如何，由以上敘述可知，縱令無本項規定，亦當不妨礙本法對在外國

設立、而於我國境內有營運行為之外國多層次傳銷的規範。於此認識下，本項

規定之設，當有其特別意義。或許，其部分功能乃係為避免社會一般的誤解，

以為只要是在外國設立或曾有營運行為的多層次傳銷，即不受我國法規範；或

                                                                                                                                            
中，之所以直接以外國事業為被處分人，當是行為時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尚未將引進外

國多層次傳銷之參加人或第三人，亦視為多層次傳銷事業（正式有此一規定者，乃 1999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在法令規範不明確的情況下，公平會實務運作乃不敢

貿然將相關直銷商或參加人視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而以之為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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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本項規定基於注意、提醒之意，強調當外國多層次傳銷之統籌主體與於我

國境內營運時之統籌主體不同時，我國法之規範對象乃係後者，而非前者；或

者，鑑於對於外國設立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執法上的困難，從而乃思藉由將居住

於我國境內之參加人或第三人納入被處分主體，直接禁止不當的多層次傳銷於

我國境內之實施，間接地發揮對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執法成效。各種不同的

認識觀點，可能牽涉到吾人對於本項規定中之「引進」應當如何解釋的問題。

（二）外國事業之參加人或第三人 

50.  本法對於多層次傳銷係就其營運過程面或組織面觀之，從而乃於本條第 1

項規定將多層次傳銷定義為一種計畫或組織，並於第 3 項定義主導、統籌此一

計畫或組織之推動或建立者，為多層次傳銷事業。若此，則就參加人之觀點而

言，其所參加者，並非推動或建立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而係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本身。然而，本項規定於提及參加人時，

將之定位為多層次傳銷「事業」之參加人，而非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之參加人。二者雖同為參加人，但性質上顯然有別，後者之計畫或組織的「參

加人」為本法固有意義之參加人；前者之「事業」的參加人，意義不明，可能

被解釋為該事業有僱傭、承攬或委任關係之參加人，不論何者，明顯與本法所

認知之參加人意義有間。毫無疑問地，本項規定參加人之立法原意，應指外國

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參加人，而非所謂的多層次傳銷事業之參加人。 

51.  無論如何，不管是參加人或是任何不相關的第三人，只要其有本項規定之

「引進」行為，即應視為多層次傳銷事業。使用概括性的「第三人」一詞，可

以避免因為具體列舉之不夠周延，致生規範漏洞。於此必須注意者，本項規定

僅針對外國引進外國多層次傳銷之參加人或第三人，若該當外國多層次傳銷係

由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本身所引進，則應依本條第三項規定，認定其屬本法之

多層次傳銷事業。原本，外國多層次傳銷於我國境內實施時，或由該當外國多

層次傳銷事業本身為之，或由其位於我國境內之經授權的參加人或第三人為

之，使得該等引進媒介之參加人或第三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惟晚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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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上實施多層次傳銷的發達，該等參加人或第三人之重要性有低落之現象，

例如公平會於最近之處分中，即跳過國內統籌人之認定，逕以外國多層次傳銷

事業為被處分人（91 公處字第 091044 號、91 公處字第 091120 號）。 

（三）引進 

52.  「引進」一詞，實為本項規定中最重要之構成要件。蓋因本項要件之操作，

可以將原本範圍不確定、抽象的「第三人」，具體、個別地認定為本項規定所釐

清、界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申言之，此一「引進」要件，實際上具有從功能

面或行為面，界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機能，符合多層次傳銷事業定義應有之作

法。然而，何謂「引進」，其內容如何確定，實屬至難之問題。「引進」所意謂

者，只是單純地基於居間之角色，向有意在我國境內實施該當多層次傳銷活動

者，提供相關資料與資訊換取酬勞，而不參與日後相關設立或營運事項；還是

更進一步地，除了單純地居間角色外，並參與日後的設立或營運事項，但程度

卻尚未達到所謂的「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之地步；或是

更進一步，必須要有「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之作為，始

該當於「引進」要件。從本法之所以特地有多層次傳銷事業定義規定之立法意

旨來看（參照：邊碼 43-44），應就多層次傳銷之營運負擔特別義務與責任者，

當係有資格、能力，且於多層次傳銷組織中之地位，可以合理地實踐此等法律

義務者，毋庸贅言地，有此資格、能力、地位者，乃是「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

統籌規劃傳銷行為」之人。若基於此一觀點，則可認為本項規定雖用「引進」

一語，藉以釐清、界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意義，但其實質實與同樣是從功能、

行為取向出發的本條第 3 項規定所強調的「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

銷行為」之意相同。惟如此解釋，或將限縮本法多層次傳銷規範之適用空間。

53.  基本上，本項規定之所以僅提及參加人及第三人之「引進」行為，而不利

用「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等字眼，實有意與本條第 3 項

規定相互區隔。立法原意乃在於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可能仍於我國境外，負責

「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而利用於我國境內之參加人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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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作為推廣其計畫或組織之媒介。申言之，本項規定之真正立法旨趣，當是

鑑於對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執法之困難度，而藉由針對其位於我國境內之推廣

媒介的參加人或第三人，將之直接視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課予特別的義務與責

任，以求藉此可以直接禁止不當多層次傳銷於我國境內之實施，間接發揮對外

國多層次傳銷事業規範之實效性。參加人或第三人因此而負擔特別的義務或責

任，實是此規範目的下，不得不為之必要措施。於此認識下，有關「引進」之

解釋，就不能嚴格地要求必須達到「制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行為」

之地步，而必須針對上述規範意旨，作較為寬鬆之解釋。公平會實務運作上亦

復基於如此觀點，因此被處分人雖主張其與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間，僅係「代

收代付」之委任關係，但鑑於被處分人對外均表示該計畫尤其推廣，其他參加

人亦多認為其所加入者係被處分人之傳銷組織，發生紛爭時亦係向被處分人主

張權益，從而認定其有「引進」行為（89 公處字第 222 號，世界傳訊行動商務

公司案）；此外，當參加人於我國從事再為介紹他人加入之活動，該傳銷計畫於

國內之會員招募、獎金發放、聯誼中心之設立等，係由該參加人所為時，亦屬

本項之「引進」行為（91 公處字第 091091 號，Worldbis 案） 

五、參加人—第 5 項 

54.  本項規定目的在就本條第 1 項規定中之「參加人」，作更為詳盡的定義。內

容分為二款，二款規定間最大之差異在於，第 2 款之一定代價的支付，全部價

金並非一次支付完畢，而係分期為之，從而其銷售、推廣、介紹等權利之取得，

亦在累積應付之代價後。以下，分別就二款之規範內容觀之。 

（一）第 1 款 

55.  本款一開始之「加入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計畫或組織」中，「事業」一語實屬

贅言，存不存在，對本款規範毫無影響。本款規定最嚴重之問題出在接下來的

這二段話，「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並得介紹他人參加者」。如同本條規定釋

義前面所一再強調地（參照：邊碼 16-23），多層次傳銷規範架構中，有二個交

易階段必須嚴格地予以區別：一是受勸誘加入之人因給付一定代價，取得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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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介紹等地位或資格，因此交易該當受勸誘之人乃成為多層次傳銷之參加

人；另一階段則是已成為參加之人，當實際上因從事銷售、推廣、介紹等行為，

並因實際績效而獲得經濟利益之交易，此時參加人更進一步成為本法所定義之

事業。依照此一論理邏輯，是否成為參加人，與其是否實際上有無從事第二階

段交易中之銷售、推廣、介紹等行為無關，此等行為乃是於給付一定代價後，

可自由決定為或不為者。於同樣的認識下，公平會亦謂：參加入縱使「主觀暫

無推廣及介紹之意圖，其權利仍在。」（91 公處字第 091021 號，共享人生商務

電子案）然而，當本款規定曰「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時，並未如其後之語

加上「得」介紹他人參加，其意似謂，有實際從事商品或服務之銷售或推廣者，

始為本條第一項規定所稱之參加人；此或為本款規定並未如同第 2 款規定般，

特別將一定代價之給付，列為成為參加人之前提要件之緣由。蓋雖然本條第一

項規定已毫無爭議地，將一定代價之給付定位為成為參加人之要件，本款規定

未就此加以言及，並非認為一定代價非本款參加人之前提要件，而係參加人只

有在已經給付一定代價後，方能實際從事本款規定之「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

等行為。果若如此，則本款規定將不當限縮參加人之範圍。 

56.  當然，從立法意旨與公平會實務運作可知，渠等並未有意將參加人的範圍

作如上不當之限縮，僅是在用語上有欠斟酌。事實上，將本款規定與第二款規

定相互比較可知，二款規定所欲區別者，僅係在於一定代價的給付方式上，而

非其他作為或不作為。第一款規範一般之一次給付完畢的付款方式，第 2 款則

強調，縱令未於一次給付完畢，而係分期付款之給付方式，只要其全數給付完

成後，取得銷售、推廣、介紹等地位，該給付主體亦為本法多層次傳銷之參加

人。若立法意旨如此，且實務運作亦依此意旨為之，則只要在有關給付方式的

文言上，予以區別即可，實毋庸在其他文字上做文章，結果反而可能招致不當

誤解。 

（二）第 2 款 

57.  本款規定對於多層次傳銷中之一定代價，其給付方式縱非一次全數給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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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而係分期累積給付之方式，亦屬一定代價之給付，如若可期待未來將可因

一定代價的繳足，而取得銷售、推廣、介紹等地位時，即為本法多層次傳銷之

參加人。較有疑問者厥為，參加人資格之取得與多層次傳銷成立間之關連性。

申言之，是否必須依本款規定，累積支付一定代價，具有參加人之資格後，方

可視為多層次傳銷之成立。例如，若一多層次傳銷其一定代價之支付，乃係採

取本款之分期繳納方式，則當所有意欲加入之人，都尚未繳足應支付之代價前，

是否可認定多層次傳銷的成立。解釋上，多層次傳銷成立與否，與代價支付完

成時點，並無必然之關係，本法多層次傳銷成立與否，乃是於其計畫或組織中，

是否有以經濟利益之授與為誘餌，吸引參加人加入，並要求其須支付一定代價。

只要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中，對未來的多層次傳銷有此設計，則該當多層次

傳銷於其正式對外推廣時，即應視為成立。無論如何，本款規定中之「約定」，

不問其形式為何，是於多層次傳銷之定型化契約中記載，抑或是與多層次傳銷

事業個別約定，只要二者間有合意的存在，即屬本款之約定。 

58.  此外，本款規定應與下列情況相加區別。亦即，設若多層次傳銷事業所規

定之入會費為新台幣拾萬元，但同意欲加入之人可先僅繳納參萬元，其餘則從

後者因銷售、推廣或介紹可得之經濟利益中，逐次扣除之，至達餘額之柒萬元

止；於此情形，縱使其他參加人於一次給付方式時，須繳納拾萬元，始能取得

銷售等權利，但前者之參加人並不以被扣款達柒萬元時，始成為參加人，而應

認係於最先繳納參萬元、取得銷售等權利時，即屬本款規定之參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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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主管機關 
 

 

現行條文（2000 年 4 月 26 日修正公布）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商同各該

部會辦理之。」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在省（市）為建

設廳（局）；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修正理由，參照：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第 3 項；臺灣省政府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省政府與其所屬機關（構）

或學校原執行之職掌業務，依其事務性質、地域範圍及興辦能力，除由行

政院核定，交由省政府辦理者外，其餘分別調整移轉中央相關機關或本省

各縣（市）政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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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主管機關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二、日本  

三、德國  

四、歐洲聯盟  

五、我國法制概況  

貳、立法沿革及規範定位 

一、立法背景  

二、體系定位  

三、規範功能  

參、本條要件分析 

一、主管機關  

（一）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二）直轄市政府 

（三）縣（市）市政府 

二、商同他部會辦理  

（一）本法規定事項 

（二）涉及 

（三）他部會之職掌 

１、職掌與職權、權限、管轄等概念之關係  

２、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跨業別之營業活動監督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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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同辦理 

 

 

壹、法制比較  

1. 競爭法之主管機關，其組織型態、層級、是否設置地方主管機關、與

其他同級機關之相互關係及其職權行使方式，一方面固然隨各國對於競爭

政策之重視程度及其所採取之法律制度不同而異；另一方面，各國憲政體

制、中央與地方關係、內閣與獨立行政機關之建制、司法救濟制度、行政

程序規範等與行政組織法理密切相關之面向，亦各有其內在體系性與深厚

之歷史背景，嚴格而言，在法制比較上不應忽略上述差異而逕為制度之借

鏡。  

一、美國  

2. 美國的反托拉斯法（Antitrust Law），主要乃係植基於休曼法、克萊登

法及聯邦交易委員會法而來，一般而言，休曼法所關切者在於司法部反托

拉斯部門之執行，而聯邦交易委員會法則係確立聯邦交易委員會之執行，

至於克萊登法，則是反托拉斯部門與聯邦交易委員會同是具有裁量權。  

至於私的執行方面，亦可由私人原告提起訴訟，委託反托拉斯律師團

中的律師，致力於尋求其所受之損害賠償。關於私的執行方面，自 1960

年代後，即有急速增加之趨勢。至於在 1890 年至 1940 年間，很少有私人

訴訟案件，更少見其有勝訴可能 1。  

二、日本  

3. 獨占禁止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為達成第 1 條所定目的之任務，基

於國家行政組織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設置公平交易委員會。」同條第 2

項並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由內閣府所轄。」由此可知，日本獨占禁止

法之主管機關為公平交易委員會，其設立之主要任務係為實踐該法所欲實

                                           
1 這一段時間中，私人所提起之訴訟僅有 175 件，最後或得勝訴的亦只有 13 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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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之公平且自由競爭的促進與維持。至於所謂「基於國家行政組織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者，根據日本國家行政組織法第 3 條第 2 項，國家行政機

關之類別包括部、會及委員會，此時之「委員會」即一般所稱之行政委員

會。  

至於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歸屬，自其自 1947 年成立後至 2001 年 1

月前止，該會係置於總理府下；2001 年的日本國家行政組織進行大調整

時，將公平交易委員會移至總務省下；2003 年 4 月又修正相關條文規定，

將該會重新再置於內閣府下。惟須注意者，不論其組織係歸屬於總理府

下，抑或歸屬於總務省下，因其獨立行政職權、不受其他行政機關指揮一

事，受到法律的充分保障，從而歸屬於何一行政機關下，僅為形式問題，

與其法律性質、權限等實質問題無關。  

三、德國  

4. 德國最主要之主管機關為聯邦卡特爾署（§ 48 Abs. 2 S. 1 GWB）。該

署係首長制之三級行政機關，為建制於聯邦經濟部下之聯邦獨立機關；署

長僅就分案及事務之進行，依經濟部長所確認之事務規則綜理之。該署之

個案裁決，則由該署內分設準司法性質之裁決庭作成，各裁決庭一位首席

及兩位陪席組成，首席及陪席應由具有法官或高等行政職任用資格之終身

公務員擔任；該署成員均不得擔任事業、卡特爾、商業或同業公會之負責

人（§ 51 GWB）。  

各邦另設主管卡特爾事務之邦最高機關，職掌經濟影響效果未逾越該

邦之競爭規則、限制競爭或差別待遇行為，以及，卡特爾、結合以外其他

未劃歸聯邦卡特爾署之剩餘事務（§ 48 Abs. 2 S. 2 GWB）。另一方面，聯

邦卡特爾署與歐洲聯盟主管競爭事務之機關間，則依歐洲聯盟相關條約、

指令劃分其彼此權限範圍（§ 50 GWB）。  

此外，聯邦經濟部長執掌卡特爾例外許可（§ 8 GWB）及結合許可權

限（§ 42 GWB）；獨占委員會則每二年提出德國境內之事業集中化鑑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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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接受聯邦政府之委託提出其他鑑定報告（§ 44 GWB）。  

四、歐洲聯盟  

5. 依據羅馬條約第 4 條的規定，歐盟的主要機關為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歐體理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執

委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初審法院（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以及歐洲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歐體

競爭法之執行機關首推執委會，其不但肩負競爭政策之擬定，法定事務之

執行並依循理事會之授權以完成任務，實為歐體競爭法之軸心執法機關。

歐體競爭法之司法審理程序，係指歐洲初審法院以及歐洲法院，對於不服

執委會之決定以及因其他事項，而訴請法院要求審理。透過二級法院之審

理程序，一方面得以監督執委會於競爭法中行使職權之正確性，另一方面

也透過判例法彌補競爭法規範之不足。  

此外，聯合行為及獨占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諮詢委員會）係由各會

員國指派一名有權處理聯合行為及獨占案件之官員組成。依第 17－62 號

規則第 10 條以及第 4064－89 號規則第 19 條規定，執委會執行競爭法做

成有利或不利之決定前，應先徵詢諮詢委員會，故其亦為歐體競爭法中重

要之輔助機關。  

五、我國法制概況  

6. 我國憲政體制目前採取「（修正）雙首長制」，第一級之憲法機關則仍

沿襲行憲時之舊制、維持五權分立之架構，行政院則為「國家最高行政機

關」（參照：憲法第 53 條）並向立法院負責（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

行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應至立法院備詢（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

此外，為推動政府組織改造，憲法增修條文亦授權國家機關之職權、設立

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律為準則性之規定（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3 項）；至

於制憲時所設計之中央與地方「均權」制度，至今已透過地方制度法確立

其「制度保障」之規範基礎（參照：釋字第 527 號、第 532 號、第 5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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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3 號解釋）。  

政府組織改造方案之中，公平會之組織建制將朝向「獨立機關」之方

向調整，其中，「所為決策不受行政院或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

監督」一點 2，尤其重要。  

 

貳、立法沿革及規範定位  

一、立法背景  

7. 關於主管機關的組織型態及層級，在公平交易法漫長立法審議過程中

曾有幾度變動：廖義男教授草擬「公平交易法草案」第 3 條參考德、日立

法例，於經濟部之下設立審議委員會，並以委員應具備之專長條件、身分

保障及較長之六年任期，維護主管機關專業性及實務延續性；第 81 條則

規定「經濟部公平交易評審委員會組織法，另以法律定之」，另以組織法

保障此一部級以下機關獨立行使職權之特殊地位。經濟部所擬草案改依國

內一般經濟行政法體例，於第四條中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第 26

條以下則將公平會定位為經濟部內部之審議委員會，將人事任命及程序主

導相關權限直接賦予經濟部長，且以經濟部名義對外行文、不具備行政機

關之地位。  

8. 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之草案第 9 條，除維持經濟部所擬草案之主管

機關規定外，並仿照經濟部所主管其他法律，增訂第 2 項規定：「本法規

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

理之」。第 25 條以下大體與現行條文相仿，僅於第 28 條、第 29 條保留經

濟部所擬草案精神，將公平會定位為經濟部之內部單位，其組織規程及辦

事細則改由經濟部擬定、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9. 草案進入立法院審議階段後，經濟、司法委員會聯席審查會即提出主

                                           
2 參照：獨立機關建制原則；依此建制原則，行政院會議已於 2003 年 9 月 3 日決議

通過「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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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應改為直屬行政院之公平會。此項提議，在二讀及三讀程序中不斷

獲得立法委員發言支持，並依其精神完成三讀、正式納入第 9 條及第 25

條以下規定之中。推其原因，主要在於「經濟部常居於輔導地位引導及協

助工商事業之企業活動，並且本身亦擁有不少獨占市場之公營事業，因

此，如由其為本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能否積極主動及客觀中立執行本法所

賦予之任務，令人懷疑」（廖義男，1995）。關於公平會之組織及職掌（參

照：第 25 條以下說明）。  

二、體系定位  

10. 本條第 1 項規定揭示本法主管機關，亦即，就本法各條實體及程序規

範為有權適用之行政機關。本法相關監督權限依一般行政法典體例，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者極多，例如：未達門檻之獨占事業認定（第 5 條之

1 第 3 項）、受理結合申報（第 11 條）、禁止結合或附附款（第 12 條）、解

體處分（第 13 條）、受理聯合申請及附附款（第 14 條至第 17 條）、制定

資料閱覽程序規範（第 27 條之 1）、核准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協定（第 47

條）等；亦有配合公平會之特殊組織型態，特別明訂公平會為特定監督措

施之主體者，例如：商同辦理涉及他部會職掌事項（第 9 條第 2 項）、職

權發動原因（第 26 條）、調查程序（第 27 條）、獨立行使職權（第 28 條）、

命違法事業停止或改正（第 41 條）、調查之強制（第 43 條）。至於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雖於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為地方主管機關，卻未具體賦予

其任何執行本法相關權限。  

11. 本條第 2 項規定原係配合本法中央主管機關提升至部會層級所設，改

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已非一般立法文字所慣用之「（中央）主管

機關」，且所謂「商同」之明文規定，亦與二以上主管機關分別職掌同一

事務領域之不同監督管理事項因而「會同」辦理者有別（參照：廣播電視

法第 4 條第 1 項、同法第 9 條、同法第 11 條）。  

三、規範功能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九條—石世豪 

 364

12. 本條第 1 項前段，主要針對憲法上國家最高行政機關之行政院，其以

下各中央部會職掌事務為水平劃分，將本法各條規定之主管權限自眾多行

政事務中劃出、與他機關職掌相互區分，並交由公平會行使。第 1 項後段

則在形式上就管轄權為垂直劃分，雖然，本法並未將違反本法行為之調

查、命為改正及處罰權限交由地方政府行使。  

13. 本條第 2 項規定揭櫫「行政一體」原則，使本法主管機關在事務分工

之基礎上，仍得與他機關就各自所主管事務相互協調，藉以避免積極或消

極之權限衝突。此項規定，係機關之間內部行政程序規範，並未涉及本法

第 10 條以下實體規範之調整或限縮；另一方面，本項規定主要針對機關

之間有關職權行使之內部協調程序，並非規範「作成行政處分、締結行政

契約、制定法規命令與行政規則、確定行政計畫、實施行政指導及處理陳

情等行為之程序」等直接涉及人民權利義務之外部行政程序。實務上雖然

不乏依本條商同辦理之內部決議，隨後另行作成行政處分、制定法規命令

等，進行各項對外涉及人民權利義務之行政程序；然而，本項所規定之商

同辦理於此，亦僅為公平會對外為正式程序前之內部準備或先行程序。由

於此等準備或先行程序並非對外之正式程序，尚未具體觸及人民權利義

務、亦無實體及程序上之「當事人」可言（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20 條）。

 

參、本條要件分析 

一、主管機關  

14. 本法主管機關之職掌，係依事業之行為涉及「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

易」、「爭取交易機會」之「競爭行為」予以劃定（參照：第 2 條至第 4 條、

第 46 條），其跨業別之廣泛監督權限與依業別區分劃定職掌範圍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明顯不同。實務見解認為：跨業別之事業特定行為主管機

關如稅捐機關，就該特定行為「就他機關所為之事實認定認係不合，主管

機關並非即應受其拘束，自得本於其職權，另為認定」（最高行政法院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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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判字第 2300 號判決） 3。  

15. 至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職掌事業之特定競爭行為規範者，例如，電

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2 項賦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市場主導事業之權限，

關於同條第 1 項規定市場主導者濫用市場地位行為固然應以其認定之事業

為適用對象；然而，該事業是否具備公平交易法第 5 條、第 5 條之 1 之要

件，以及，其行為是否已違反本法第 10 條之禁止規定，則仍應以公平會

唯一主管機關，並以其所認定之事實為準。  

（一）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16. 關於公平會之組織、職掌及其程序規範（參照：第 25 條至第 29 條，

以及，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  

（二）直轄市政府  

17. 參照：地方制度法第 62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政府之組織，由內政

部擬訂準則，報行政院核定；各直轄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

經直轄市議會同意後，報行政院備查（前段）」；由於本法並未具體賦予

直轄市政府任何權限，本項規定僅於公平會委託地方政府調查個案資料，

或請求協助宣導活動等實務時有其規範實益。  

（三）縣（市）市政府  

18. 參照：地方制度法第 62 條第 2 項規定：「縣（市）政府之組織，由內

政部擬訂準則，報行政院核定；各縣（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

例，經縣（市）議會同意後，報內政部備查（前段）」；由於本法並未具

體賦予縣（市）政府任何權限，本項規定僅於公平會委託地方政府調查個

案資料，或請求協助宣導活動等實務時有其規範實益。  

二、商同他部會辦理  

                                           
3 最高行政法院因而認為：就土地增值稅是否得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既存之事實認

定，稅捐機關並不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認定事實之拘束。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九條—石世豪 

 366

（一）本法規定事項  

19. 本法明文規定之事項，包括：各項申請之受理與審查、公告及違法事

實之調查（參照：第 10 條至第 24 條、第 26 條）；關於公平交易政策及法

規之擬定（參照：第 25 條、第 46 條）；關於民事請求權之行使（參照：

第 30 條至第 34 條）；關於違反本法規定行為之刑事處罰（參照：第 35 條

至第 39 條）；關於違反本法規定行為之行政罰（參照：第 40 條至第 43 條）；

關於停業或歇業處分、解體處分（參照：第 42 條、第 13 條）。  

20. 此外，公平會依據第 25 條第 1 款規定推動各項促進競爭之一般性政

策措施（例如：四六一專案），以及，針對競爭問題較為複雜或特殊之個

別產業，協調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維護競爭秩序，或自行頒布個別產業

之公平交易法規範說明等，亦屬於本項所稱之「本法規定事項」。  

（二）涉及  

21. 本項所稱「涉及」係指與他機關之職掌事務範圍重疊，或準據法律依

規範對象或行為等不同繫屬要素為規定，致個案事實既為本法規定事項、

又屬於他機關之職掌事項者而言。  

（三）他部會之職掌  

１、職掌與職權、權限、管轄等概念之關係  

22. 本項所稱「職掌」 4，係指組織法律或規程中所規定之機關掌理事項；

亦有個別行政作用準據法針對專業性高、必須去政治化之行政事務，特別

設立獨立行使職權之管制機關或委員會，並於作用準據法中明定其職掌。

例如：公平會即依公平交易法所設，其職掌已於公平交易法第 25 條為例

示性規定；依本法第 29 條所制定之組織條例中，復於第 5 條至第 10 條依

該會處、室建制細分其職掌之具體內涵。  

23. 自職掌之概念所衍生而彼此關係緊密者，則為程序法中有關管轄權劃

                                           
4 此項概念，相當於德國行政法學上所謂之 Kompet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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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規範 5。行政程序法第 11 條規定：「行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

規或其他行政法規定之」；同條第 5 項則規定管轄權之設定或變更應有法

律或授權命令之明確規範基礎。關於機關管轄權之法律規範基礎，除於機

關組織法律或規程中明定之外，個別行政作用之準據法律及目的事業管理

法律中則普遍以「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6、「事業之主管機關」等文字明定

之 7。  

24. 一般而言，組織法規僅就機關之職掌、任務 8、管轄權為例示或概括

性之規範，並未具體授予機關限制人民權利或課予義務之權限 9。反之，

個別行政作用之準據法律及目的事業管理法律除明定該法之主管機關之

外，尚就個別原屬他機關職掌之事務予以揭示；尤其重要者，行政作用準

據法律及目的事業管理法律之中，始有具體授予機關限制人民權利或課予

義務之權限、並賦予其發動營業不利處分或行政罰之法定權限。因此，機

關職掌範圍內之事務如涉及人民自由權利之限制或義務之課予，應有法律

明確之授權始得為之（參照：憲法第 23 條，釋字第 432 號、第 521 號及

第 524 號解釋）；以往逕依「職權命令」限制人民自由權利之行政實務，

亦應依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之 1 規定步入歷史、不再沿襲。  

25. 除法律或授權命令明文規定者外，機關之間亦可能就其既有職權範圍

內之事務相互協商，透過行政契約或行政規則具體劃分彼此重疊之管轄

權。此外，亦有可能依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將職掌

事務委託他機關代為執行。由於機關之間協議劃分彼此管轄事務不得逾越

既有職權範圍，因此，本法規定事項與他機關劃分後之事務管轄範圍仍重

疊者，固屬本項所稱之「涉及」他機關職掌之情形。在行政委託之情形則

                                                                                                                         
5 管轄權之概念，相當於德國行政法學上所謂之 Zuständigkeit。  
6 例如：能源管理法第 3 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 條。  
7 例如：電信法第 3 條第 1 項。  
8 此項概念，相當於德國行政法學上所謂之 Aufgabe。  
9 此項概念，相當於德國行政法學上所謂之 Befug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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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不同，按訴願法第七條規定「無隸屬關係之機關辦理受託事件所為之行

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行政處分」，委託機關之職掌並不因而移轉至受

委託機關。至於下級機關受委任辦理上級機關原職掌事項，或地方政府委

辦中央或上級政府原職掌事項，訴願法基於委任、委辦之行政內部監督關

係，以明文規定擬制為受委任或受委辦機關之行政處分（參照：訴願法第

8 條、第 9 條）。公平會實務上將多層次傳銷之業務檢查委由地方政府辦

理，固然已有法律明確授權依據（參照：第 23 條之 4、組織條例第 3 條），

依行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尚應予公告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  

２、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跨業別之營業活動監督機關  

26. 此外，本項所稱「他部會職掌」之性質及公平會「商同辦理」之方式，

亦因他部會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他營業活動監督之主管機關而有所

不同。屬於前者有：交通部（運輸、通訊等）、財政部（金融、保險等）、

內政部（營建、社會福利等）、衛生署（醫療、藥事等）、教育部（學校、

補習教育等）、新聞局（傳播媒體）、經濟部（能源、公營事業等）等。屬

於後者有：環保、租稅、勞動、公司、證券等跨業別之事業活動監督機關。

大體而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業別職掌事業之設立許可、營業監督及違

章取締等事項，為「事業」之主管機關 10，其所追求之公共利益，亦以促

進事業發展、維持產業結構之方式為之。由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職掌涉

及相關市場參進障礙及競爭條件之人為調整，與本法規定事項極易發生規

範衝突；必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公平會分別就其所主管法律妥為適

用，以避免積極之權限衝突、導致事業之同一行為在法律體系內評價相互

矛盾。1999 年修正前之公平交易法就此，原有特別針對公營事業、公用事

                                           
10 管制經濟上所謂「俘虜（capture）」理論，即著眼於管制機關與被管制者因立法所

創設之利害對立關係，終將發展成兩者相互為用、相互合作以謀取各自利益之情形

而為立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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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大眾運輸事業所設之過渡規範（第 46 條第 2 項）及一般性之調和規

範（第 46 條第 1 項）可資適用（參照：第 46 條）。  

27. 至於其他營業活動監督之主管機關，則與公平會同為跨業別之「行為」

主管機關，各自追求不同之憲法價值或公共利益之實現，分別就各行各業

可能損及環境生態、租稅正義、勞動保護及資本大眾化等法制度之行為施

以監督、導正，其執行工具亦由早期針對特定行為以公權力禁止、限制或

強制，轉為以法律規範引導、進而創設原屬經濟學上所稱「外部性」價值

之交易機制或類似市場之誘因制度，甚至，就此新型態之交易機制進一步

轉型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前者固然可能涉及限制競爭之間接效果，或導

致特定商品或服務成為不得交易之標的，因而涉及本法相關規定適用上之

問題（參照：第 3 條）；後者則涉及市場參進障礙、補貼、強制締約及限

制交易等，將引起極為特殊之競爭規範問題。  

28. 上述兩類他部會之職掌對於競爭規範之衝擊，具體就「本法規定事項」

而言，首先可以透過本法各條中之不確定法律概念加以調和，例如：獨占

事業定價是否正當或所獲取之特別優惠有無「正當理由」（參照：第 10 條

第 2 款、第 3 款）、結合對整體經濟有無利益（參照：第 12 條第 1 項）、

聯合行為是否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參照：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

各種限制競爭或差別待遇行為有無「正當理由」（參照：第 19 條第 2 款、

第）等。其次，亦可透過現行第 46 條規定予以權衡（參照：第 46 條）。

 

29.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與其他行政機關業務協調作業要點之三（2000

年 11 月 9 日公布），可資參考：  

「本會與他機關進行業務分工協商時，應考量下列因素，決定本會介

入之程度：  

（一）各產業法規管制密度之高低。  

（二）各產業法規競爭秩序規範之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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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公共利益影響之程度。  

（四）主管機關所具有之管理資源及手段。」  

（四）商同辦理  

30. 法令規定應由主管機關與「會同」他機關辦理之事務，未經主管機關

與該機關共同為之者，實務上認為並不生應有之效力（最高行政法院 56

年判字第 120 號判例）。依法律授權應由「會同」他機關制定法規命令者，

於機關「會同」制定法規命令之前，後階段行政行為即無法執行（最高行

政法院 73 年判字第 1353 號判例）。於此情形，主管機關即應「會同」他

機關會銜作成行政行為。至於法律規定主管機關「商同」他機關者，則各

機關於「商同」後仍依其職掌單獨為行政行為，與「會同」他機關者應共

同作成行政行為之情形不同。  

31. 我國法律中明定主管機關應商同他機關為特定行政行為者，大致可以

分為三類：第一類為主管機關原即得為該項行政行為，但依法經協商他機

關後始為之者，例如：土地法第 81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得就管轄區內之土地，依國家經濟政策、地方需要情形及土地所能供使用

之性質，分別商同有關機關，編為各種使用地」（使用地種類編定及其變

更，參照該法第 84 條）。第二類有如土地法第 26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同該管市縣政府層請行政院核准撥用」，需地機關

並非撥用機關，實務上亦認為該條係行政監督權之規範，「行使撥用之公

權力」者行政院（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判字第 457 號判決）；亦即，由主管

機關所商同之他機關方為行政行為之作成者。類似規定，例如：私立學校

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私立學校因校務所需之公有或公營事業土地，得

專案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商同土地管理機關依法讓售或租用」；以及，

鐵路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鐵路規畫興建或拓寬時，應勘定路線寬度，商

同當地地政機關編為鐵路使用地」。  

第三類則為主管機關「商同」有權機關促成特定事務之完成者，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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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法第 10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發展電信事業，得商同教育部設立電信

學校或在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增設有關科、系、所，造就電信人才」；

以及，民用航空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交通部為造就民用航空人才，得

商同教育部設立民用航空學校或商請教育部增設或調整有關科、系、所、

學院」。此類法條，由於主管機關及其所商同之有權機關尚應依事實條件、

機關任務及財政狀況等情形，各自具體判斷是否協力完成特定事務，因而

僅係訓示性規定，對於主管機關及其所商同之有權機關並無直接之拘束

力。如主管機關擬完成該項特定事務，依法仍待有權機關許可後始得為

之，因此，自得循上述規定爭取有權機關之協力。  

32. 公平交易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之「商同」，則僅抽象就「本法規定事

項」為規範而未針對特定行政行為，又與上述三類情形不同；其具體情形，

須視其「商同辦理」事項不同而定。本項所稱「本法規定事項」之辦理方

式，除民事責任由被害人循司法途徑尋求救濟、刑事制裁另依刑訴訟程序

規範之外（參照：第 30 條至第 34 條）；在公平會職掌範圍內，如違法事

實之調查處分、各項申請之受理與審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公

平交易政策及法規之擬定等，其法律形式可能為行政處分、法規命令、行

政規則、行政指導等不同行政行為或事實行為。其涉及他部會職掌而有待

他部會辦理之對應事項，則可能為他部會配合本法執行而為相應之行政行

為或事實行為、停止違背本法立法目的之行政措施 11，甚至，頒訂法規命

令或行政規則以調和本法與他部會所執行法律之規範衝突等 12。  

                                           
11 例如：公平會 89 年 11 月 10 日（89）公壹字第 88151261009 號函建請財政部再為

審視保險業費率規章制度之角色及市場發展情形，斟酌廢止之。  
12 其中尤以公平會與他部會劃分彼此執行範圍者最具典型，行政訴訟實務上亦尊重

此類業務管轄範圍之劃分協議；例如，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0 訴 5508 號判決：「因廣

告之內容可能涉及公平交易法、藥事法等法規，被告機關依上開規定，自得與行政

院衛生署會商進行業務協調分工事宜。查被告機關於八十八年五月二十四日再與行

政院衛生署進行業務協調分工，依協調結論，關於瘦身美容相關申訴案件，需行政

院衛生署與該會通力合作，故先請該署受理判定，如屬衛生主管法令規範者，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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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由於公交易委員會與他部會「商同」後各自「辦理」之事項，就其各

自職掌範圍而言所涉事項極多，其行政行為或事實行為之型態不一，無法

僅以第 9 條第 2 項概括規定，一般性拘束公交易委員會與相關部會。就此，

本項規定較近似上述第三類「商同」規定，對於公平會及他部會並無直接

之拘束力。另一方面，公平會就「本法規定事項」原即「依法獨立行使職

權」（參照：第 28 條），不須經他部會許可或同意始得為之，此點又與上

述三類「商同」規定均不相同；理論上，他部會未能配合本法執行而為相

應之行政行為或事實行為、停止違背本法立法目的之行政措施，並不妨礙

公平會依本法獨立行使職權。關於其中所涉及機關權限衝突問題，本項亦

僅提示其可資遵循之程序規範；實體上之解決標準，就公平會而言，應依

第 46 條規定具體判斷。  

34. 至於公平會是否應於「商同」程序中取得他部會之積極協力，否則即

無法單獨就他部會所核准之事業聯合行為依法處分，實務上認為關於違反

本法事實之認定，公平會並無須獲致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同之見解支持

始得處分 13。關於他機關依其所主管法律對事業行為所為之核准處分，是

否足以形成「行政屏障」、進而排除公平會就其違反本法部分依本法予以

處分，則已屬本法與其他法律之間規範競爭合問題 14（參照：第 46 條）。

35. 比較法上，德國電信法第 82 條規定，頗值得我國調整目的事業管理

法律、使其與公平交易法相互調和時之參考。依該條規定，郵電總署

                                                                                                                         

署逕行處理，如非屬衛生主管法令，請該署表示非涉療效，並就申訴案件是否有誇

大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提供專業鑑定意見後，移由該會辦理。本件係行政院衛

生署依上開協調結論移請該會辦理案件，所涉情節係屬被告業務管轄範圍」。  
13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0 訴 1091 號判決即認為：公平會就涉及他部會職掌之事項召

開座談會，縱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持不同見解而未達成共識，仍得依公平交易法處

罰獨占事業之違法行為，亦同此見解。  
14 實務上此類「行政屏障」案件方興未艾，例如：行政院 2003 年 8 月 25 日院臺訴

字第 0920087462 號訴願決定；宜於立法階段即為適當節制，以免架空公平會「依法

獨立行使職權」之制度內涵（參照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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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TP）與聯邦卡特爾署就電信事業濫用市場支配地位行為分別依法

（TKG 及 GWB）行使職權，均應於程序終結前予另一機關表示意見之機

會，兩者並應促成一致且使符合 GWB 意旨之方式解釋該法。此外，兩者

亦應相互通報各自之執法資訊（通案觀察及個案認定），以協助彼此實現

其法定任務。  

36. 類似電信法第 26 條之 1、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等涉及目的事業競

爭行為之規定，未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型為獨立機關、並依法取得個

別產業內「競爭秩序之維護」之職掌後 15，勢必影響本法第 46 條之適用，

立法上尤應及早規劃相應之法律修正，以避免不必要之規範衝突。  

                                           
15 參照：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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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獨占、結合、聯合行為 
 

 

壹、本章條文內涵概說  

1. 第二章名為「獨占、結合、聯合行為」，惟本法將「獨占」、「結合」、

「聯合行為」之定義集中於第一章「總則」第 5 至 7 條中規定，只有行為

規範擺置在本章「獨占、結合、聯合行為」裡，然「獨占」、「結合」、「聯

合行為」等名詞在嗣後第四章至第七章均未出現，原無集中移列於「總則」

章之必要，竟將本應相互關連之條文分章隔離，此等章節安排方式，考諸

立法時的草案說明，也未見任何合理考量，如將定義及其行為規範在同章

中一起規定，在體系上應能更為完整。  

一、獨占  

2. 具有本法第 5 條規定之控制市場地位的獨占事業，由於特定市場上競

爭機能已然失調，無從期待市場競爭之制衡作用予以匡正，經驗顯示，獨

占事業常會濫用其控制市場之地位，使交易相對人在無選擇可能性下，接

受獨占事業的交易安排，或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扭曲競爭之機能，並使

市場結構趨於惡化（參照第 10 條之說明）。因此，為維護市場機能，確

保自由、公平的競爭，便需由國家替代市場，對於獨占事業，特別管控其

營業行為，防止其濫用控制市場的地位。而本法對獨占事業並非如美國休

曼法直接將獨占規定為不法而對於單純的獨占存續狀態作結構面的禁

止，毋寧係採「濫用原則」，僅在事業恃其市場力量遂行上述反競爭行為

時，才作個案式、行為面的濫用控制（參照第 10 條之說明）。值是之故，

本法第二章第 10 條即揭示了應予禁止之的獨占地位濫用行為態樣，其中

第 1 至 3 款是例示規定，第 4 款則為概括規定。  

二、結合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二章—廖義男、梁哲瑋 

 376

3. 雖然，本法對事業具有獨占地位並不作結構面的禁止，但是數事業間

透過本法第6條所列的方式結合，減少現存競爭或潛在競爭者間之競爭，

除了單純造成市場的集中，使市場結構發生變化外，對競爭造也可能造成

的不利影響（參照第11條之說明）。因此，本法對於達一定規模可能產生

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危險之事業結合，即從市場結構面來加以監督與

干預。不過，此種結構面上的監督也限於結合可能達到壟斷市場力量的階

段才有介入之必要，因此，本法第二章第11條第1、2項就以「市場占有率」

和「銷售金額」為篩選之標準，劃定了一定的事業規模作為結合管制的門

檻；同時，在管制的政策上，本法制定初期採「事前許可」制度，即事業

結合須經公平會之許可始得為之。但2002年2月修正之公平交易法則改採

「事前申報異議」制度，使事業在結合前，依第11條第1項規定，便有向

公平會申報接受監督的義務，並藉由第11條第3至5項之規定，容許申報結

合之事業在一定等候期間屆滿，公平會復未提出異議，且無第5項但書所

列二款之情形下，即可逕行結合，無待乎公平會另為正式通知。但要特別

注意的是，關係企業間股權、資產或營業調整之結果，僅涉及原有經濟體

內部之調整，又事業依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但書或證券交易法第28條之2

規定，屬事業負責人依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所行使之正當權利，且其結

合之發生係由於發行股份之公司之行為所致，與本法之結合規範意旨均有

間，並無管制之必要，本法第11條之1即明文排除此等事業結合也須在事

前申報。至於公平會審核的標準，依第12條第1項規定，則須就結合案件

對於「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予以利益評量，並鑑於事

業結合所涉及之經濟情況萬端，為使公平會在准否結合的行政處分上更有

彈性，同條第2項則容許公平會在為有利結合事業之決定時，得附加條件

或負擔之附款。上述管制監督措施的落實，除藉由本法第六章罰則規定（第

40條）的制裁外，本章第13條也特別規定了公平會得禁止結合、限期分設

事業、處分股份、轉讓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其他必要之處分，甚而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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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等的處分權限，使事業結合監督除行政罰鍰的金

錢威嚇外，尚可由公平會對結合事業的結構體下手，貫徹結合監督的意旨。

三、聯合  

4. 數事業間以本法第7條所稱之聯合行為方式在市場上從事營業行為，

不但對交易相對人之選擇自由構成限制或妨礙，並且對於未加入該聯合團

體之其他同業競爭者，以及欲進入該市場之新企業者，也常構成一種壓

力，而阻礙其營業活動之發展，因而危害市場機能，嚴重影響競爭者與交

易相對人的權益。只是事業間的彼此約束，有時亦有其積極正面的功能，

在特定產業中或者是在市場狀況特殊的情況下，某些類型的聯合行為，或

有經濟效率上的合理化價值，或因促進貿易的需求，或因克服經濟危機的

需要，有其必要性與經濟上的正當性，是故本法第14條就採取了「原則禁

止、例外保留許可」之管制政策，使事業間的聯合行為一般地為本法所禁

止，只有合乎第14條第1項但書規範的七種例外情形，方得由事業向公平

會申請許可而為；另本法第15條則規定公平會在為此等許可決定時，應附

容許聯合行為的期限，並得附加條件、限制及負擔，且在第16條安排了追

蹤監控的條款，使例外受許可的聯合行為的管制更為彈性以適應經濟或市

場競爭狀況的變化。至於第17條則另規定了公平會應將許可聯合行為登記

並刊載公報之義務，使對市場競爭本有一定衝擊的聯合行為在經許可實行

的同時，也能保持其透明度，讓市場參與者能輕易瞭解。  

 

貳、獨占、結合、聯合行為彼此間的規範關係 

一、結合與獨占規範之關係  

5. 結合是直接從事市場競爭結構面的監控，其基礎，就來自於結合有可

能產生或加強市場控制地位，形成獨占而危及競爭狀況。換言之，結合管

制可視作是獨占地位形成的預防性監控措施，也因此，結合管制才有一定

市場占有率或銷售金額的門檻限制，只在結合有可能形成控制市場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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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才有必要介入監督。不過本法第11條管制結合與第5條之1認定獨

占事業的的門檻設計上存有一定的落差（參照本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與第

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此等法制設計，使事業因結合市場占有率達1/3

但尚未達1/2時，依法向公平會申報，並經公平會不為異議或許可其結合

後，該結合後的事業雖可認為有一定的市場地位，但並非即屬獨占事業，

該事業縱有反競爭之行為，也只能以如第19條第1款、第2款等規定加以規

制，其背後之經濟基礎，究竟是市場占有率達1/3的事業，立法者即認為其

有相當市場力量，有壓倒性之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不受效能競爭原則

約束，可能產生市場地位濫用的行為？抑或立法者是認為事業結合只要在

有形成獨占事業「危險」的預警階段，就可以進入監管？解釋上即生疑慮

（參照：第11條）。  

二、結合與聯合規範之關係  

6. 結合是對數事業外部擴張行為的結構面監控，一旦主管機關公平會同

意事業結合，肯認此市場結構面的變化，接下來就是行為監督的問題。原

則上，數事業依本法申報得行結合後，依公司法或民法之規定，外觀上仍

屬於數個獨立的法人或團體，但因彼此間有控制從屬關係，其等對外營業

行為如係由控制事業為決策，交由各從屬事業執行者，即如同單一組織體

的事業，經內部單位（如董事會）決策後，交由各業務部門執行者相當。

在此情形下，數相結合的事業彼此間業務約定，縱涉及營業競爭，與各別

對外均能獨立自主從事營業競爭行為之數事業間，以合意方式，從事聯合

行為的情形，尚有不同，原則上非屬本法第7條所稱之聯合行為（參照第7

條之說明）。此時應專注於結合事業一體對外的反競爭性，如是否有濫用

其結合後形成的獨占力量，或以結合事業一體對外從事杯葛、不正當差別

待遇等限制競爭行為。不過，在某些特殊類型案例裡（如合資），數事業

雖經依本法規定結合，但其間涉及營業競爭之約定，亦可能因該行為並非

從屬於控制事業決策下所為，而認定屬聯合行為（參照：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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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占與聯合之規範關係  

7. 一般而言，獨占事業是指具有本法第5條控制市場地位之事業，由於

獨占事業本身已具有排除市場上競爭之能力，得以不必顧慮市場上競爭對

手之反應自行從事營業競爭行為，因此，一家或數傢俱有獨占地位之事

業，通常不會有經濟上的動機，去與其他數家處於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從

事協調限制競爭活動的聯合行為。而數家事業透過聯合行為相互約束事業

營業競爭活動，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結果，雖通常僅使市場實質的自由競

爭受到限制，從交易相對人的眼光來看，市場交易對象（即市場結構面上）

未必產生變化。不過，還是有些聯合行為，因合意約束事業活動的結果，

在市場結構面上足以產生劇烈變化，因而造成獨占現象，甚至藉該聯合行

為一併濫用所形成之獨占地位的情形。單純造成獨占現象者，最顯見的例

子，就是數家廠商以聯合行為劃分勢力範圍的類型，使參與聯合的廠商，

僅能在自己勢力範圍內與交易相對人交易，如此，該勢力範圍內的交易相

對人僅能與一家特定廠商交易，即無異於獨占（最常見便是以地理區域為

劃分，故有稱此為「分區獨占」的聯合行為）。只是，在此等案例受非難

者，多為該造成市場競爭狀況變化的聯合行為，與獨占地位濫用的禁止無

關。但也有聯合行為造成獨占外，再進一步透過該聯合行為濫用獨占地位

的情形，公平會在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事業案例

裡，便一方面以三家事業違反第14條規定從事禁制之聯合行為，另方面又

以該三家事業尚違反第10條第2款、第4款規定，有濫用獨占市場地位之行

為，加以處分 1。因此，獨占與聯合二者間，雖均屬行為層面的管制，且

                                           
1 簡單案例說明：三家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日本新力、太陽誘電、飛利浦公司）

透過聯合授權行為，授予一事業（飛利浦公司）對外獨家作專利授權交易（包括協商、

簽約等事宜）之權利，使有意取得三家事業專利授權的交易相對人，在無其他選擇可能

下，僅能與該特定事業（飛利浦公司）交易，此時該技術授權市場便形成由特定事業（飛

利浦公司）獨占之現象，此等聯合授權行為，因係以合意方式約束事業活動，且已造成

飛利浦公司的獨占地位，顯影響及市場供需功能，故公平會認屬第 7 條之聯合行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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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獨占管制固採取行為濫用監督的立法政策，但由上說明可知，往往

在聯合行為執法上，透過對足以形成獨占地位之聯合行為的禁止，實際

上，也禁止了以人為不當方式企圖造成的獨占狀態。  

四、限制營業競爭行為欠缺完整之規範體系  

8. 本法之立法目的之一乃在「確保公平競爭」（第1條）。為維護公平之

交易秩序，促進市場之機能，一方面需確保事業於市場上相互競爭之自由

性，另一方面事業為競爭時，必須以效能競爭之手段，不得以違反商業倫

理或競爭本質之方法擴張營業，爭取交易相對人，故「公平競爭」實係包

括競爭之自由性和正當性兩個面向。  

9. 具體言之，現行公平交易法第二章所規範之「獨占、結合、聯合行為」，

針對獨占或寡占市場事業濫用市場地位，及事業以排除或減少競爭為目的

所為之結合及聯合加以規範。又第二章所規範之聯合行為，係以水平同業

競爭者為規範對象，然就多數事業以合意方式影響市場供需功能，破壞競

爭自由性之行為，除發生於水平同業競爭者間，亦有發生於垂直之上、下

游業者間。亦即事業為鞏固其商品市場，乃對於交易相對人之營業或經濟

活動自由加以限制，例如：事業對其交易相對人為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

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為轉售時﹐應遵守一定之價格（即

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而除價格外，對其他交易條件所為「拘束第二

手契約」之行為，或阻礙他事業進入競爭市場（「使用限制」或「獨家交

易之安排」），或使受排斥之第三人無從取得商品（「顧客限制」），而搭售

行為更常為某一已取得獨占地位的事業藉以推銷其他商品或服務而壅塞

交易市場。故拘束第二手契約，不僅使交易相對人之營業自由受到不公平

的限制，影響其營業決策自由，亦使他事業進入市場受到不公平的阻礙，

                                                                                                                         

一方面，因有證據顯示，飛利浦公司對外從事專利授權交易時，商品價格（指權利金）

的訂定，不但係經參與聯合授權的三家公司共同決定，且屬不當維持過高的授權金計價

方式，又未能充分揭露授權協議資訊，並限制授權專利有效性，故又合於第 10 條第 2

款、第 4 款規定的濫用獨占市場地位行為（詳細情形，參照第 10 條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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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損及消費者之選擇自由（即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及施行細則第 27 條

第 1 項）。又事業對於在產銷關係中居於相同位階與作用之交易相對人，

在價格、交易條件或交易與否等方面，給予不同對待而言。由於此種差別

待遇，致使受不利差別待遇之事業不能自由及公平競爭（即本法第 19 條

第 2 款）。再則事業之聯合或結合行為應出於自由意願，如他事業不參與

聯合或結合，而竟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之方法，使他事業參與，以

達限制競爭之目的，乃直接危害市場自由競爭運作之基本法則（即本法第

19 條第 4 款）。至於事業對他事業之杯葛行為，不依憑事業本身之經營效

能而借助第三人之力量排擠他人，不但於其手段上已具商業倫理之可非難

性，其結果亦同時影響被杯葛事業於市場上為積極自由地從事效能競爭之

可能性（即本法第 19 條第 1 款）。  

10. 上開行為類型，與第二章「獨占、結合、聯合行為」相同，均偏重於

維護市場自由競爭之結構，本法卻將之分散規定於章名為「不公平競爭」

之第三章第 18 條及第 19 章第 1、2、4、6 等款，而本法對於事業營業競

爭行為的實體規範，除第一章總則裡涉及獨占、結合、聯合與多層次傳銷

等定義規定外，也僅存於上開第二、三章。因此，如果光從章名來理解本

法，實會造成公平交易法對於危害競爭自由的限制競爭行為，僅僅單就「獨

占」、「結合」、「聯合」三種行為加以規範的誤解。另外，從實際條文內容

來理解，在不公平競爭章節裡混雜限制競爭行為之條文，也突顯出立法者

對於維護競爭自由面向上所必要之限制競爭行為規範，欠缺完整之體系思

考。較佳之立法章節安排，或許應將本具有限制競爭性質之獨占、結合、

聯合行為與前述其他限制競爭行為共置於第二章，另更名為「限制競爭」；

抑或考量章節條文變動幅度，不變動第二章「獨占、結合、聯合」之章節

完整性，將其他個別之限制競爭條款抽離出來，另立一章「限制競爭」，

如此，方能為完整體現公平交易法同時維護競爭秩序自由與公平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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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獨占事業禁止之行為 
 

 

現行條文（1999 年 2 月 3 日修正公布）  

「獨占之事業，不得有左列行為︰  

一、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  

三、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四、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獨占之事業，不得有左列行為︰  

一、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  

三、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四、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參考文獻 

劉邦典等（1993），《獨占事業禁止行為之探討》；黃茂榮等（1994），《公平

交易法對於技術授權關係之適用性的研究》；廖義男（1995a），（防止獨占

之濫用並監督企業之結合），《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廖義男（1995b），

（獨占法規與實務之檢討），《公平交易季刊第三卷第 1 期》，頁 1-10；黃

茂榮等（1997），《公用事業（水、電、瓦斯）營業章程適用公平交易法檢

討》；施俊吉等（2002），《知識經濟體系相關樞紐設施競爭規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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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明、楊宏暉（2002），（十年來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管制），《公平交易

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  

 

 第十條  獨占事業禁止之行為 

壹、法制比較 

貳、體系定位 

參、規範功能 

肆、濫用市場地位行為之態樣 

一、概說  

二、以不公平之方法阻礙競爭  

三、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  

（一）商品或服務之意義 

（二）差別待遇 

（三）不當定價 

四、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五、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伍、與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之關係 

陸、其他個別產業法規的相關規定 

 

壹、法制比較  

1. 參照第 5 條  

 

貳、體系定位  

2. 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獨占之管制主要包括第 5 條及第 5 條之 1 之獨占

定義、施行細則第 3 及第 4 條的判斷標準，以及第 10 條有關具獨占地位

事業濫用獨占力量行為之禁止。原本在 80 年 2 月 4 日公布的公平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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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中，第 10 條之條文除了在第 1 項中就四種獨占地位濫用行為加以規

定位，更在第 2 項中明定：「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原本這個規定意在透過公告，讓事業知道或可得預期其為獨占事業，進而

對於第 10 條第 1 項之禁止行為能知所趨避。  

3. 在此種架構下，我國對於獨占之規範體系在某種程度呈現出無法與獨

占所欲規範之市場結構的必要理念。蓋因一般之獨占管制理念係出自對市

場力量集中狀態之不安，從而對於因此種市場結構而具有獨占力量之事業

的濫用市場力量行為有所疑慮，進而欲對之加以管制；這也是獨占管制之

所以被稱之為市場結構之規範的由來。在此種邏輯下，獨占狀態之認定必

須在時點上能與系爭獨占力濫用行為之認定緊密契合始有其意義，蓋因第

10 條第 1 項所禁止之行為，其行為主體必須於行為時具備獨占地位，然則

獨占狀態並非靜態而一時的存在，而是隨市場條件在一定的時間空間條件

下變動，故此，獨占狀態的分析通常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實證分析（positive 

analysis），因其必須對於在系爭行為發生前之一定期間內，系爭事業是否

具備控制價格、排除競爭之能力加以判斷。這種認定必須在系爭禁止行為

發生後加以判斷方有意義，而無法預先認定之。迨至 1993 年公告制度刪

除，我國獨占制度已回歸一般國際間規範獨占力或市場優勢地位濫用行為

之規範模式，亦即在獨占地位之認定基礎上，對於濫用獨占力之行為加以

管制。  

4. 就體系上言，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四款規定應屬於法律禁止

之獨占力濫用行為態樣；凡於行為時具備獨占地位之事業，即應受到本條

之規範，並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35 條之規定加以處分或處罰。惟細究本條

所規定之四種禁止行為，吾等同時得在公平交易法第三章之部分條文中見

到性質類似之規範，例如第 18 條有關維持轉售價格限制之規範與本條不

當之價格決定或維持相當，第 19 條第 2 款之不當差別待遇則與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市場阻絕或第 3 款的獨買力量濫用相關，第 19 條第  3 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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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當爭取交易基會亦與第 1 款的市場阻絕相關，第 19 條第 6 款的垂直交

易限制亦往往涉及獨占者之掠奪性定價或拒絕交易有關。實則，即便是結

合或聯合，亦往往有被認為是趨向獨占的濫用獨占力計畫之一部，而有受

到管制之必要。這點除在美國極為平常外，即便在歐洲，亦在 1992 年歐

洲聯盟整合成功後被認為，將市場集中之管制置於趨向市場獨占之結合與

聯合，應比在獨占者出現後才從事耗費成本的獨占力濫用管制更有意義。

5. 就整體實務之運作流程觀之，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之規定在獨占管制

的法律體系中係針對違法行為加以規定之條文。換言之，相對於第 5 條及

第 5 條之 1 之獨占或獨占力認定應屬狀態之判斷，第 10 條各款有關違法

行為之規定，則應係行為構成要件之界定。  

 

參、規範功能  

6. 目前雖然多數見解均以我國之獨占管制係在規範「獨占力濫用行為」

而非「獨占狀態」，然則此種見解究竟在執法上之意義如何仍有值得斟酌

之處。基本上，從管制理念上來看，管制獨占力濫用行為可以按其意在「保

有市場競爭結構」（preserving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markets）或在於

「規範獨占力量之行使」（regulating the exercise of monopoly power）而有

所不同。就前者而言，係將獨占之管制推衍至獨占形成之前，認為獨占之

結構一旦形成，則福利損失自然可期，故此獨占之管制應同時包括意圖（共

謀）獨占以及實施獨占兩個層面；以美國休曼法為例，應僅係就「規範性」

禁止行為之態樣為規定，以供作具體行為違法性認定之用，並不及於個別

獨占力濫用行為之構成要件「描述」。至於後者，則側重於「行為」面之

規範，亦即強調對於行使獨占力量之行為加以規範，與前述結構管制之理

念相較，此種規範並不及於「導向獨占」行為之規範；準此，其規範架構

必須先出自於獨占狀態之認定，而後方能就其行為加以規範。  

7. 在此兩種理念下，法規之執行容有不同之詮釋空間。就前者而言，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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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之管制以預防獨占之形成為主，規範之功能重在「動態」（dynamic）而

非「靜態」（static）的觀察，換言之，執法者不應以獨占者為中心來判斷

其行為之合法或違法，而應自各種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之角度來判斷涉

案行為人是否正準備或已經在實施獨占力濫行為，準此，任何事業之任何

行為均可以是適用法規範之客體，從而「濫用獨占力之行為」並無法被類

型化，也因此，獨占行為管制規範之發動並不須以獨占之界定為前提，相

對者，反係在規範發動並被認為足以對市場結構產生影響後，成為最後判

斷行為主體是否應適用反壟斷法，抑或應另行適用其他限制競爭規範之依

據。在美國，正因其採用此種規範邏輯，是以經濟學者才有市場地位一經

決定反壟斷責任即已確定之說，此外在實務上，也常見結合案因有造成獨

占之可能而被認係意圖實施獨占而受到禁止之例。整體言之，結構性的管

制規範理念側重市場阻絕（foreclosure）或排除行為之管制，而非暴利或

獨占利益之規範，而係將獨占價格之規範部分納入掠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之管制架構下一併處理，換言之，雖然獨占利益之獲取亦屬獨占

力濫用行為之一種，然在掠奪性定價之規範架構下，其應受規範之行為主

體並不限於獨占者。在美國這種管制理念下，由於不須先行認定獨占者，

而係伴隨動態事實之發現與綜合評價，於最後經過獨占地位之確認才加以

適用，在整體執法的過程中，即便採用行則仍能符合罪刑法定主義之要求。

8. 至於在以「規範獨占力量之行使」為主要理念之規範架構下，在先行

界定獨占狀態及主體之前提下，係本諸於行為違反公共利益之理念來加以

規範，換言之，規範的執行側重對於獨占者行為正當性之檢視。德國法應

係採行此種理念之最佳典範。就其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 2 項之規定

觀之，係先針對市場支配地位所涉「主體」及「市場地位之認定」來加以

判斷，此相當於獨占地位（身分）之認定，其次該法則於第 19 條 4 項就

卡特爾署之權限及發動時機為規定，這其中並納入違法行為類型之態樣。

另次，在發動管制之時機上，卡特爾署則必須就何謂濫用（abuse）優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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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加以判斷，由於德國法此方面之規定未涉刑責，是以卡特爾署得在權衡

公共利益之基礎上享有相當之判斷餘地。  

9. 在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雖在文義上已具體顯示出就行為加以管

制之立場，然在執法之理念上究應以「結構」或「行為」之管制理念為重

則容有討論空間。就條文之結構言，似乎德國之法例與我國較為契合，且

在公平交易法改採先行政後司法之原則後，先依公共利益原則來權衡獨占

管制之發動與否似乎亦能有體系上之吻合。然則不可諱言者，德國法畢竟

未有刑事責任之規定，全然依據德國法來詮釋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之適用

理念恐亦有所不週。實則即便依據德國法之規定，行為之管制（非行政監

督下之作為或不作為義務）若欲依據課人民以民刑責任，通常應另經法律

就其要件加以規定，從而在德國前揭法第 33 條便特別規定，具市場優勢

地位者，若係因故意或過失違反「禁止市場阻絕」或「禁止差別待遇」之

規定，應負民事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準此，若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之

解釋採行德國法之理念，則在「後司法」必須適用刑事規定之部分，將無

可避免的必須考慮到罪刑法定原則之適用以及「要件」之規定問題。此際，

或許日本之立法容有值得我國參考之處。  

10. 基本上，日本對於獨占之管制雖亦採行與德國及歐盟一樣之「行為」

管制理念，然則在罰則上卻援用了與美國「結構」管制理念相同之刑責。

是以在其執法之過程中，除一方面必須依賴其權責機關對於公共利益之判

斷外，並應同時兼顧課人民以刑事責任時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就其獨占

禁止法第 3 條之規定內容觀之，正係美國與歐洲所採兩種執法理念之融

合。該條略謂：「本法稱『私的獨占』者，指事業人單獨或與其他事業人，

以結合、通謀或以其他方法，排除或支配其他事業人之事業活動，違反公

共利益，對於特定交易範圍之經濟加以實質限制。」其次，條文並明文規

定：「事業人不得為私的獨占或不當之交易限制。」這個條文在前段與美

國休曼法相似，以「規範性」之敘述而非要件式之描述為主，此種方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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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滿足罪刑法定原則之檢驗；然在後段，則回歸行為要件及公共利益之標

準之規定，而納入美國法所未及之「排除」及「支配」等要件描述性用語，

以及「公共利益」之判斷標準，乃至「競爭之實質限制」的利益內容等。

此種作法應十分近似於將美國「結構」管制理念的「行為構成要件」化。

此種融合不同執法理念的設計，或許也是全是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之

規範功能時所能借重者。  

11. 畢竟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之立法體例雖在形式上趨近於歐洲，尤

其是德國，然因在罰責部分仍留有近似於美國法之刑責，是以在適用上必

須兼顧「結構」與「行為」理念之規範模式。就長期而言，除非對於罰則

有更進一步的調整，否則參考日本法之體例，讓兩種理念兼具，或許是一

種更佳的抉擇。  

 

肆、濫用市場地位行為之態樣  

一、概說  

12. 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之規定，該條之禁止行為係針對「獨占之事

業」所作之義務規範。有關「獨占」之相關定義，係規定於公平交易法第

5 條及第 5 條之 1 中，至於禁止行為之四種類型，則通常被稱為「濫用市

場地位」之行為態樣。原則上就第 10 條文義來看，我國的獨占管制固然

係以「行為」為規範客體，然則究竟何謂「濫用」則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就經濟學之角度來看，獨占管制的重點有二：其一為對於市場阻絕或排除

競爭行為之規範，其二為對於獨占利益或暴利行為之禁止；這兩種基本的

行為態樣應可說是「濫用市場地位」之典型。  

13. 就前者而言，應係一種水平關係之規範，其規範之重點應側重於防止

市場阻絕或排除競爭行為之發生，此時不論就公共利益或「違法性」的角

度來觀察，其行為應否受到管制之重點應放在其行為對於整體「競爭效益」

所造成減損狀態之考慮。此時，競爭程度、資源配置效率、公平性，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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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福祉等均應納入考量。就經濟學的角度言，在為此種總體經濟的

整體性衡量時，進出口貿易、失業問題，乃至科技因素均應被納入考慮。

至於在操作的實務上，市場阻絕的經濟效益十分難透過量化的方式來加以

呈現，從而只能經由一般所稱之本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來衡斷，

而這種經濟上的不確定性，也容易引發在適用刑罰上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

則所要求之「確定性」的疑慮。在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

中所禁止之「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即屬之。

14. 至於在獨占利益之管制上，基本上應屬一種垂直關係之規範。由於獨

占事業之本身具有強大的談判力量，其上下游之交易相對人自然成為可能

之犧牲者。相對者，獨占事業因此而取得之利益即屬應受管制之「獨占利

益」。簡言之，獨占者經由獨占力量取得之「不當」利益即為「獨占利益」，

而所謂之「不當」，就經濟之角度言係指不符合市場價格機能而係獨占者

本諸其獨占力量所獲取之利益。就管制之理念言，消費者會因獨占者謀取

獨占利益而蒙受「消費者剩餘損失」或「福利損失」（welfare loss），在本

質上，這種因獨占者謀取不當利益所導致的福利損失，係肇因於消費者必

須支付較高的代價使然。從獨占管制的經濟理論來看，這是一種配置效率

的損失，不同於前述市場阻絕所導致的全面性效能損失。故此，在違法行

為之分析上，其公共利益或福利損失之衡量係就特定產業來計算，不同於

市場阻絕必須就總體經濟的角度來思考。故此，在執法的過程中，獨占利

益之管制應係較容易藉由量化之數據來呈現獨占者之利益是否透過其獨

占力量來取得。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禁止之「對商品

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即屬於對於獨占利益之

管制條文。其中攸關重要之「不當」，其實就必須取決於前數量化分析的

結果，藉以顯現其價格究係本諸於市場機制抑獲獨占力量所為。  

15. 至於第 10 條第 3 款之規定，則係學理上所稱獨買力量（monosopoly）

之濫用，易言之，相對於前兩款之規定係針對供給方（supplier）所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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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規定則係就買方之獨占力濫用行為加以規範，其屬性與前述第 2 款之

垂直價格（暴利或獨占利益）行為相當，屬於具獨占地位者追求獨占利益

之一種行為態樣。最後，第 4 款所稱「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則應被

解為，凡不能被歸入前兩款之「阻絕市場」或「獨占利益」之獨占者行為，

當其行為仍足以對於市場產生競爭之不當限制時，仍應依據本款受到獨占

之管制，至於在管制之理念上，應同時涵或前述之「福利損失」及「效能

競爭」損害。  

16. 最後必須再次強調者，獨占力量之管制必不及於單純之狀態，而係以

獨占力濫用行為為核心，故此公平會於處理中油被指控不當行使締約權力

時指出：「中油公司目前就汽、柴油市場雖仍為獨占事業，然公平交易法

僅禁止獨占事業濫用其市場地位，並未剝奪其依照商業經營之合理需求」

（公平交易委員會（90）公貳字第 8914876-010 號函、台（90）訴字第 046636

號決定書）。  

二、以不公平之方法阻礙競爭  

17. 依據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獨占事業不得「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

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這即是學理所稱「以不公平之方法阻礙競

爭」就法律條文之釋義來看，本款應被解為屬於違法行為要件之描述；配

合第 1 項「不得」之義務規範敘述，本款有下列之諸多事項值得重視。  

18. 首先，即為「不公平」之法律意義。就行為之違法性角度來觀察，所

謂之「不公平」應屬於一種實質違法性之判斷因素，用以聯結系爭行為與

受侵害法益之間的關聯性，在本質上，這也是一種法規範要素。其次由於

本條之適用場合兼具刑法、行政法乃至民法之法律體系，是以必須就各自

法律體系所關切之要素加以重視，而當吾等進一步以最廣義之方式來詮釋

法條用語，則吾等得以發現下列法條用語之意義。屬於描述要素者包括「直

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及「參與競爭」等；屬於規範要素者有「不

公平之方法」；屬於客觀要素者有「獨占之事業」、「不公平之方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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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直接或間接阻礙」、「阻礙參與競爭」等；規範要素為「不公平」，

其規範內涵主要為經濟效益之判斷，與一般違法行為之倫理非難性並不相

同。  

19. 至於在行為之類型之判斷上，就比較法之角度來觀察，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 款之禁止行為應可以自德國法的「不公平方式阻礙他事業進行交

易」以及日本法的「排除行為」相關規定，習得以法典來界定違法行為時

的相似規範架構。相對於英美法之規範架構並不特別就特定禁止行為為規

定，我國在管制獨占者之不公平阻礙競爭行為時，必須依據條文對於特定

行為之構成要件及案件所涉相關法規要素加以分析。至於在本質上，本款

之規定屬於水平市場進入或排除障礙之管制，目前在我國有限的實務見解

中可以歸納出下列之重點。  

（一）判斷之因素  

20. 本款之判斷應屬總體經濟條件之綜合判斷，而非本諸於特定市場之效

益分析；此可證諸於公研釋 073 號（本解釋令係作成於刪除獨占公告制度

前，現已經廢止）。本案之系爭背景為代理商之獨占力濫用（「價格擠壓」

與「供給擠壓」）問題，公平會在解釋函文中指出「於個案審酌上，有無

違反前開條款規範，仍應檢視獨占事業採行各該措施之意圖、獨占事業成

本結構及對相對競爭者產生排除競爭的效果等各點論斷。」這與前述應就

總體經濟之影響綜合判斷加以平斷。  

（二）價格擠壓與拒絕交易  

21. 在行為類型上，則有上述公研釋 073 號中所稱之「價格擠壓」或「供

給擠壓」之行為，其中涉及無故「對於同在某特定區域從事競爭之經銷商，

採取價格的不當決定，或減少零件供應之方式」之問題。其次則為不當拒

絕交易之問題，在「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無正當理由拒絕競爭對手之報

價要求，阻礙其參與競爭之機會，以維持其在中正機場國內航線加油業務

之既有市場地位」一案中（（89）公處字第 170 號處分、台（90）訴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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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615 號決定書），公平會認為獨占事業若無正當理由，即不能免除交易

之義務，如公用事業對於新用戶所申請之供應，即負有不得拒絕之義務；

同理，居於獨占地位之油品供應業者，倘無正當理由對於加油站、油品經

銷商或大宗用戶之斷油行為，將涉及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

事業參與競爭，或涉及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 款或第 4 款規定之虞（（89）公處字第 170 號處分）。  

（三）受阻絕之市場是否以同一或水平市場為限  

22. 依據我國公平交易法之實務見解，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

謂「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並不以同一市場或水平市場之競爭為限，倘

獨占事業以其在該市場（如上游供貨市場）之獨占力，對於其他市場（如

下游銷售市場）之其他事業以不公平方法阻礙其在其他市場（下游銷售市

場）參與競爭，亦有該款之適用（台（90）訴字第 044615 號決定書）。不

過參考外國之立法例，第 10 條第 1 款在解釋上應係水平關係的市場阻絕，

若係上下游之間的齟齬，則側重在垂直關係之處理，即獨占利益之規範。

細究之，本裁定書認為此間之競爭不限於水平市場之競爭，而包括獨占事

業在上游對於他市場之阻礙亦屬之，然則此種見解是否允當值得三思。蓋

因獨占之管制必須始自相關市場之界定，而後認定是否有獨占之狀態及事

業存在，至於獨占者必須受到之關切，自係其在業經界定之特定市場中可

能實施之獨占力濫用行為，是以當吾等進一步就該獨占者之行為是否違法

加以判斷時，其目的自在於維護該特定市場之機能與福祉，換言之係對特

定獨占市場中可能造成之福利損失加以關切。準此，宜否跳出該特定市場

之範圍，而去關心其他市場的競爭狀態，實不無疑義。實則，若有獨占者

延伸（leverage）其獨占力於其他市場之場合，通常若非以應受第 19 條第

1 款所規範之杯葛型態或第 6 款之不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型態出現，或應

以第 4 款來加以處理之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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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場競爭趨勢之斟酌  

23. 在「惠暘實業有限公司檢舉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濫用市場地位，以

收取加油站履約保證金方式不當限制民營加油站終止合約，涉及違反公平

交易法規定案」案中（公平交易委員會（90）公貳字第 89148761-010 號函、

台（90）訴字第 046636 號決定書）  1，公平會於處分書所指出之「加油

站油品零售市場自台塑公司參進以來，亦同時帶動油品市場之競爭趨於活

絡。」即屬之。  

（五）交易相對人之選擇與締約自由及合理事由  

24. 例如公平會即在前述實務案件之處分書中指出「中油公司目前就汽、

柴油市場雖仍為獨占事業，然公平交易法僅禁止獨占事業濫用其市場地

位，並未剝奪其依照商業經營之合理需求，發展加油站加盟體系，設定交

易條件或選擇交易相對人之營業自由，且民法第 250 條允許當事人可於契

約中約定懲罰性違約金。中油公司對於加盟加油站收取履約保證金，對雙

方而言均具有穩定加盟體系、降低交易風險之功能，是其對於違約之自願

加盟站及供貨聯盟站沒收其履約保證金，避免其任意脫離加盟體系，尚具

有營業上之合理事由。」此外公平會並特別就系爭保證金在加盟加油站整

年度營收所佔比例加以分析，認為其所要求之金額尚稱合理，加以系爭雙

方締約之初「台塑公司已經上市供油，且中油公司亦提出自願加盟、供貨

聯盟、油品買賣契約書與無約單筆購油等四種交易方式，供加油站選擇。」

準此，公平會認定，「中油公司沒收違約加油站之履約保證金，不僅有其

契約上之依據，且加油站油品零售市場自台塑公司參進以來，亦同時帶動

油品市場之競爭趨於活絡。」  

                                           
1 其他相似案例如「臺灣省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檢舉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塑公司）濫用市場地

位，以收取加油站履約保證金方式不當限制民營加油站終止合約，涉及違反公平交

易法規定案」（公平交易委員會（90）公貳字第 89148761-010 號函、台（90）訴字

第 032259 號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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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  

25. 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禁止行為應屬本諸反壟斷經濟之理念，

對於獨占者謀求獨占利益之禁止。如前所述，所謂決定、維持或變更之「不

當」必須依據市場經濟之基本原則來加以論斷，換言之，在判斷報酬之「正

當」與否必須回歸價格機能之理性，抑即必須就其報酬之決定是否出自於

市場供需法則加以分析，若其不然，則推定其報酬之決定出自於獨占者之

獨占地位與獨占力，而這種報酬自然是一種應受管制之獨占利益。至於相

對於前述第 1 款之相關法律要素分析，本款對應行政法、刑法與民商法之

相關法律要素如下：  

（一）商品或服務之意義  

26. 參照：第 2 條  

（二）差別待遇  

27. 公平會於「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油」）濫用液化石

油氣供應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理由對其南部經銷商採行不當差別取價

行為與無正當理由拒絕其經銷商續約要求案」（（91）公處字第 050 號處分）

中就獨占事業所涉差別待遇行為加以處分，其處分書略謂：「中油係屬居

於獨占地位之液化石油氣供應業者，其對依法所遴選之下游經銷商，倘無

正當理由，不得恃其市場供應者之地位，對於產銷體系中處於相同位階之

下游經銷商，於價格、交易條件或交易與否等方面給予不同對待，否則將

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之虞。」  

28. 在前述案例中，公平會雖援用第 2 款之規定加以處分，然在理由中卻

特別表示涉案獨占者採行差別待遇之理由係在於「阻礙該等進口商及其經

銷商遂行市場競爭」，以及獨占事業「無正當理由逕對其經銷商採行不當

差別待遇行為，核其目的無非在間接打擊新參進液化石油氣進口商李長榮

及台塑，以確保其市場開放競爭後之優勢地位」。凡此種種均顯示維持獨

占地位方係涉案獨占事業之主要目的，而差別待遇之採行乃在藉由打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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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的下游廠商來打擊系爭獨占事業所處市場之新進競爭者。準此，差別

待遇應僅係排除競爭之手段，而非意在追求獨占利益，從而以第 1 款來論

斷獨占者之排除競爭（維持獨占或實施獨占）行為責任，可能比依據第 2

款來處分更為貼切。  

（三）不當定價  

29. 公平會於大臺北瓦斯一案中（（89）公處字第 085 號處分、台（89）

訴字第 34197 號決定書）認為大臺北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

臺北瓦斯」）透過為用戶裝置較大流量之瓦斯計量表（即五號燈表），提高

基本度數，持續獲取不當利益之行為，顯係該當濫用市場控制地位對商品

價格為不當決之要件，核屬違反行為時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

30. 公平會於「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證交所」）不

當收取證券交易資訊使用費」一案中認為，獨占事業之訂價，除依據「成

本」外，固或考量其他類如「國際競爭環境」、「國內經濟環境」、「下游廠

商共同分擔」等因素，惟「成本」之依據，不失為主要之因素。因此，獨

占事業對於商品或服務價格之決定、維持或變更，倘有「巧立名目」、「不

反應成本」、「暴利」、或榨取他人努力成果，以「攫取超額利潤」之行為，

則涉有濫用市場地位，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禁制規定之虞。而

證交所另立名目，藉開放傳輸方式，實則榨取下游資訊廠商努力之成果，

以攫取超額利潤之收費方式，難謂正當，且勢將壓抑資訊廠商追求效能競

爭之意願，有礙公平競爭，進而影響交易資訊之公開及普及化，已該當合

致濫用市場獨占地位之行為。  

31. 公平會於「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日本新力股份有限

公司及日本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在台之 CD-R 可錄式光碟專利技術授權

行為」一案中（（91）公處字第 069 號）即以：１、在 CD-R 出貨量以遠超

出預期的大幅成長下，而在所有製造銷售 CD-R 的廠商，均必須取得被處

分人等對於系爭專利技術之授權，並簽立合約支付其權利金的情況下，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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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浦公司等三家事業因而獲得之權利金收益，遠超出原來預期數額。２、

且在 CD-R 光碟片價格大幅下跌的情況下，其權利金金額倘仍維持每片 10

日圓計算，如以目前平均出廠價格每片美金 0.5 元（現折算約 56 日圓）為

準，將達到出廠價格的百分之 17 點 8，遠超過被授權人可以負擔的範圍，

而被授權人履次向被處分人等反映亦均未能獲得善意回應，使授權金金額

無法做即時有效之變更並反映正常之市場需求等理由，認為飛利浦等三家

公司違反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  

32. 而 2002 年 4、5 月間，由於輿論各界反映台灣微軟公司等相關事業，

利用在國內軟體市場獨占地位，壟斷軟體市場，以不當訂價獲取暴利，涉

嫌違反公平交易法乙案，案經公平會於 2002 年 5 月成立「軟體市場壟斷

問題專案調查小組」主動立案調查，然在事實及法律關係仍尚未明確的狀

況下，為使產業與社會各界能排除不必要之不確定因素，迅速有效達成行

政目的，確保公共利益及維護消費者利益，並解決爭執，爰於同年 10 月

31 日以第 573 次委員會議決議，原則同意因台灣微軟公司之請求，進行行

政和解協商程序，歷經多時折衝，最後台灣微軟公司所提出之「行政和解

要約」，經提 2003 年 2 月 27 日公平會第 590 次委員會議決議：「台灣微軟

股份有限公司 92 年 2 月 26 日所提出之『行政和解要約』，經核尚符公共

利益（確保公平交易秩序、維護消費者利益及促進資訊產業發展等）之要

求，合予照案通過，本件行政和解契約，立即以書面送達台灣微軟股份有

限公司」，關於行政和解契約之締結問題（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136 條以

下之相關規定）。  

四、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33. 相對於前掲兩種對於供給方之獨占力濫用行為之描述，這個違法行為

類型係屬學理上所謂的獨買力量（Monoposony）濫用行為。簡言之，買方

所從事關於市場阻絕或獲取獨占利益之行為均可以被歸為「使交易相對人

給予特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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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34. 《案例一》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油」）濫用液化石

油氣供應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理由對其南部經銷商採行不當差別取價

行為與無正當理由拒絕其經銷商續約要求案（（91）公處字第 050 號處分）

中油於經銷商合興 2000 年 9 月 30 日經銷契約期滿後，拒絕合興續約

要求行為一事，按中油家庭用液化石油氣經銷合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契

約期滿後經銷商如願繼續經銷，須於契約到期之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中

油，經中油同意後，另議訂新約或以換文方式延長，故經銷合約期滿後，

中油於衡酌成本、利潤、交易條件、信用風險、市場競爭結構改變等因素，

決定終止原契約，並無不可。惟查台塑之經銷商北海能源於 1999 年 7 月

間向台塑之提氣價格為每公斤 9.23 元，此價格與中油當時之牌價相同，合

興似無改向台塑提氣之誘因。又查中油自 1999 年 7 月起未比照乾惠、聯

華及和協等經銷商給予合興優惠價格提氣，致合興在提貨價格、運費及進

貨價格上均處於不利競爭之情況下，大量流失中部及南部客源，被迫縮減

向中油之提氣量，中油反而以合興於 1999 年 7、8 月間提氣量減少為由，

拒絕合興續約之要求，依前揭事證，可謂欠缺正當性；又由於中油對南部

經銷商實施差別取價策略後之市場競爭效應知之甚詳，中油在明知合興提

貨量大幅降低，係與中油未允予合興以優惠價格提氣有極大關係，卻片面

以提氣量不足，經銷績效不彰為由，斷然拒絕合興於該經銷契約期滿後續

約要求，實難謂具有正當性。職是，中油憑藉其於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

優勢地位，無正當理由拒絕與合興交易，應已合致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    

35. 《案例二》荷蘭商皇家  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日本新力股份有

限公司及日本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在台之 CD-R 可錄式光碟專利技術授

權行為案（（90）公處字第 021 號）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的認定：１、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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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係指，以維持或強化其獨占地位為目的之行為，亦即其係以獨占力

量來防止、阻礙或封鎖競爭，而不用來從事競爭者；此外，獨占事業憑藉

其獨占地位，在無正當商業理由的情形下，榨取其交易相對人之行為，亦

構成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換言之，除前述所謂封鎖競爭的濫用外，即憑

藉著市場力量使得當初其所賴以取得獨占地位的競爭機制無法運行，市場

上優勝劣敗功能無法發揮，以便其將獨占地位永久化；另以榨取、剝削其

交易相對人為主要目標者，即所謂榨取的濫用，亦屬濫用獨占力量的一種

行為態樣。按獨占事業倘利用其獨占地位，強迫其交易相對人接受許多苛

刻、不公平的交易條件，鑑於獨占事業對其交易相對人產生不利之影響，

及對競爭造成之負作用，故為一種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態樣。２、按技術

授權協議授權人基於授權協議契約之本旨，對於其所為授權協議標的之內

容、範圍或其所有之專利有效期限等基本資料，應即提供給被授權人，以

踐行契約履行之主要義務。另外，所謂有效性異議之禁止，係指在專利授

權協議中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不得提出該授權專利係屬無效，亦即限制被

授權人爭執專利的有效性。按一項原本不應獲得專利之技術，如因審查單

位一時不察而誤予專利，法律上將來皆可能被撤銷，不應獲得專利的技術

而獲得專利，對社會公益必形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又被授權人給付權利

金，當然要以取得合法有效的專利為目的，既然專利已有瑕疵，即不應強

求被授權人接受此種限制約款的拘束，授權人所為此種拒絕提供重要交易

資訊及限制約款等行為，涉有濫用市場優勢地位。３、被處分人等於系爭

CD-R 可錄式光碟授權專利技術市場，為本法所稱獨占之事業，按前揭三

家公司對系爭可錄式光碟專利技術「聯合授權」行為，係由飛利浦公司以

獨家授權方式，代表日本新力及太陽誘電與被授權廠商簽訂系爭標準授權

合約，飛利浦公司在系爭授權協議索取權利金談判過程中，憑恃於系爭

CD-R 可錄式光碟授權專利技術市場之優勢地位，挾日本新力及太陽誘電

之名，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利詳實的內容、範圍或專利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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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交易資訊，即逕行要求被授權人簽訂系爭授權合約及進行權利金之

追索；並在系爭專利技術授權協議中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撤回系爭專利無效

之舉發，始得簽署系爭授權合約， 飛利浦公司顯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

迫使被授權人接受授權協議，對於系爭授權專利技術市場及產品市場，已

有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伍、與公平交易法第 46 條之關係  

36. 公平交易法施行之初，因鑑於我國公營、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

一直肩負著服務社會、照顧社會大眾生活的任務，其部分行為雖未必完全

符合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精神，卻有實際需要與經濟政策的考量。因此，公

平交易法於 1999 年 2 月 3 日修正前第 46 條之原條文規定：「事業依照其

他法律規定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第 1 項）公營事業、公用事業

及交通運輸事業，經行政院許可之行為，於本法公布後五年內，不適用本

法之規定。（第 2 項）」（參照：第 46 條）。  

37. 在本法第 46 條未修正前，公平會即曾頒佈公研釋 010 號解釋指出：「雖

經公告為獨占之事業，但此事業依其他法律規定之行為，依同法第四十六

條第 1 項之規定，則不適用公平交易法。三、臺北市煤氣事業有關分區經

營及瓦斯售價制定，如係依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辦理，得依公平交易法

第四十六條第一項「事業依照其他法律規定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

此外，與獨占事業相關而依修正前的本法第 46 條的規定，於 1992 年經行

政院核定自 1992 年 2 月 4 日起四年內不適用公平交易法，尚有下列四項

國營事業行為：  

１、中油公司以優惠價格供應台鐵柴油行為。  

２、中油公司售予軍方用油價格較低行為。  

３、台糖以優惠價格供受軍用糖行為。  

４、台糖以優惠價格供售外銷食品加工業原料用糖及養蜂業用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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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8. 而鑑於前述延緩適用公平交易法期限，於 1996 年 2 月 3 日屆滿，為

促請各事業儘早調整各項營運行為，以符合公平交易法之規定，公平會爰

擬定「四六二專案」計畫，與相關事業及其主管機關進行協商，各項協調

溝通工作包括，於 1996 年 3 月 30 日邀集經濟部、中油公司、台糖公司、

台肥公司等開會研商相關事宜，針對上述國營事業行為，會中並作成如下

決議：  

１、中油公司以優惠價格供應台鐵柴油、低價供應軍方用油及台糖公

司以優惠價格供售軍方糖等三項行為，將於期限屆滿後，配合公

平交易法規定修正，取消有差別待遇的優惠價格。  

２、台糖公司擬修正為對「所有外銷加工產品用糖」一律給予優惠待

遇。而相關業者亦認為內、外銷產品為不同市場，台糖公司的新

措施不致影響國內市場競爭，且於國際市場競爭上有其實施之必

要。  

 

陸、其他個別產業法規的相關規定  

39. 油品、煤氣、電業等能源市場相關管制；電信事業；鐵、公路、大眾

捷運等運輸事業；自來水事業；菸酒專賣；金融業機構及其市場進入管制；

廣播電視及通訊事業；產銷合作社；農產品交易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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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等待期間及其例外 
 

 

現行條文（1999 年 2 月 3 日修正公布）  

「事業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   

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  

三、參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

公告之金額者。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金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就金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機構

事業分別公告之。  

事業自中央主管機關受理其提出完整申報資料之日起三十日內，不得為結

合。但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

申報事業。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不得逾三十日；對於延長期間之申

報案件，應依第十二條規定作成決定。  

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三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

行結合。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逕行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者。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不實者。」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事業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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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  

三、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

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二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  

 

參考文獻 

廖義男（1995），《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頁 51~87。公平會（1996），

《公平交易法立法目的與條文說明》，頁 2~12。劉孔中（1998），〈論結合

管制之理論與實務〉，公平交易季刊第 6 卷第 2 期，頁 13。何之邁（2002），

〈公平交易法新近修法之觀察〉，《月旦法學第 85 期》，頁 221 以下。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等待期間及其例外 

壹、法制比較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事業結合之監督制度概說 

（一）事業結合之「事前監督」與「事後監督」 

 １、事前監督制 

 ２、事後監督制 

（二）「事前異議主義」與「事前許可主義」之差異 

（三）公平交易法之變革－由「事前申請許可制」到「事前申報異議制」 

二、本法第 11 條之構成要件分析 

（一）事業結合之管制門檻（第 1 項） 

（二）金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機構事業之銷售金額分別公告（第 2 項） 

（三）申報及受理程序（第 3 項至第 5 項） 

肆、本法第 11 條與其他規範之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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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本法其他條文之適用關係  

二、與其他法律之適用問題  

伍、管制概況與案例簡介 

一、公平會之管制概況  

二、案例簡介  

（一）以市場占有率作為門檻標準 

（二）以銷售金額作為門檻標準 

 

壹、法制比較  

1. 參看第 6 條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2. 由第 3 條之分析可知，事業不論從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或多角化之

結合，都因可能造成反競爭之效果而受須競爭法之監督與規範。蓋事業結

合後，一方面可提高生產力，強化國際競爭力；另一方面，卻又可能產生

強大之經濟體來控制市場，並形成獨占或寡占之市場狀態，故各國競爭法

均對事業結合，設一定之條件予以規範。然各國對於結合所採之管制立法

例，未盡相同。總合而言，早期立法例對於事業結合曾有採取敵對之管制

立場者，認為事業結合將造成市場高度集中，對市場產生其他不良影響，

應事前先予防止，從而採取嚴格禁止之管制態度。其後，則有見解從防弊

之觀點出發，認為事業結合所生之壟斷及控制地位之形成，並非競爭法之

規範對象，只有當事業濫用其經濟力量而對市場競爭造成損害時，始應予

以介入管制。時至今日，各國立法例則多傾向採取折衷之管制方式，對於

事業結合達到或客觀上可能達到控制市場之地位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始予

介入管制，惟應併同考量其對於市場之正面效益，如該結合所可能產生之

經濟利益顯然大於其不利益時，則仍應許其自由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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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公平交易法於立法之初，即無意對所有之事業結合都加以干預監

督，惟為防止因事業結合可能對市場造成弊害，乃對於結合時市場占有率

達一定百分比，或參與結合之事業其市場占有率、或銷售金額超過一定比

例或數額等情形，施以國家之監督，強制其應事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由該主管機關負事前審核之責（「公平交易法立法目的與條文說明」，

1996）。揆諸修正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及第 12 條之立法總說明，謂：「事

業結合之結果，易致壟斷市場，足以影響交易秩序，當有限制之必要。惟

對於加強國際市場競爭能力之需要亦宜兼顧，故規定事業結合行為致市場

占有率達一定比例或金額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中央主管機關

並應於收受申請後二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

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得予許可；其應申請而未申請，或雖申請未獲許可

而為結合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為必要之處置與處分。」（「公平交易法立法

目的與條文說明」，1996）由此可知，公平交易法於制定伊始，立法者一

方面認為符合修正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情形之結合，有可能會使

市場結構惡化，而造成限制競爭之危險，故其結合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另

一方面，對於未達上開門檻之結合，縱認其亦可能帶來限制競爭之危險，

然因危害情形不大，原則上可容許之，公權力即不介入干涉（廖義男，

1995）。  

4. 公平交易法所採有條件之管制立法，符合前述現代型之管制立法潮

流，惟因其要求符合一定門檻標準之事業須事前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俟取得許決定書後方得實施結合之管制方式，仍有管制過嚴、影響事

業商機之疑慮，爰 2002 年 2 月公平交易法修正後，已將原採之「事前申

請許可制」改為現行之「事前申報異議」制。修正後之結合管制制度，即

現行法所採者，亦未改變此種有條件之監督方式。揆諸其修正總說明，謂：

「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目的，旨在對於事業因結合所造成經濟

力之集中，事先加以管制，以防範其對市場可能造成之弊害，並維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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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效之競爭結構。我國企業目前正面臨二十一世紀經濟全球化之競爭壓

力，在跨國性大型企業之競爭優勢及國內經濟環境之生態結構下，企業併

購已然成為趨勢。為因應此一產業結構調整及我國現階段經濟環境之需

求，兼顧市場競爭機制之維護，並配合『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產業分組

會議結論要求政府就企業併購，應秉持簡化程序、排除障礙及提供適當獎

勵原則之共識，爰參酌國外競爭法有關結合管制之立法例，擬具『公平交

易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即可理解。  

5. 現行法所採之「事前申報異議制」，簡言之，即事業結合原則上並不

受限制，惟於符合門檻規定時，始須先向主管機關申報，俟一定等待期間

經過後主管機關不提出異議者，即可逕行結合。至於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

合之衡量標準，依同法第 12 條第 1 項：「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

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

合。」亦即，主管機關必須就「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

二者進行利益衡量，當前者大於後者時，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反之，

如事業結合經衡量結果，後者之不利益大於前者時，主管機關即得禁止其

結合。  

6. 2002 年 2 月公平交易法最新一次修正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之理

由，除前述說明外，亦有其實務面之考量。蓋因對於事業結合採取「申報

異議制」者，公平會僅須就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申報案件進行主要之審

核程序，較能集中心力於大型事業之結合案件；且因公平會必須於較短之

時間內為異議之表示，結合企業亦能避免因行政機關審查延宕，延誤結合

                                           
1 該次修正主要內容，在結合管制方面，包括：一、將原條文第 11 條事業結合之「事前

許可」改為「事前申報異議」，並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同條第 1 項第三款之銷售金額

公告，得就金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機構事業分別為之（修正條文第 11 條）；二、增訂對

市場競爭機能並無減損之事業結合除外適用條款（修正條文第 11 條之一）；三、增訂中

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得附加附款之法律明文及違反附款之法律效果（修正條文第 12

條、第 13 條及第 4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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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學者亦指出（廖義男，1995），公平交易法建制之初，對事業之結

合不採異議主義，係考量到建制之初，主管機關人力與經驗皆有不足之

處，因此，不予時間之壓力，而使責任過重。惟本法施行迄今已逾十年，

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已趨成熟，為使我國競爭法對於事業之結合管制得以

配合國際管制潮流，並提升事業結合之時效需求，本次修正乃參酌先進國

家所採異議制之作法，修正第 11 條之結合管制依據為「事前申報異議制」，

將第 1 項事前「申請許可」，改為「提出申報」，刪除該條第 2 項，並增訂

第 3 項至第五項。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事業結合之監督制度概說  

（一）事業結合之「事前監督」與「事後監督」  

7. 對於事業結合之監督，立法例上主要有「事前監督」與「事後監督」

二種體例（廖義男，1995）。  

8. １、事前監督制  

又可分為「異議主義」及「許可主義」。前者配合申報制之運作，係

指事業結合時，須事先將該結合計劃向主管機關申報，如主管機關於一定

期間內不提出異議，則嗣後依該計劃實行之結合，即可合法生效，主管機

關不得再加以禁止；後者又可稱為「許可制」，指事業結合時，須事前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經許可後始能實行結合，否則即應受禁止。「異議主

義」由於主管機關須在一定期間內為提出異議與否之決定，有時間上之壓

力，責任加重，但也因此兼顧了事業結合須把握時機之需要；「許可主義」

主管機關較不受時間上之壓力，但如拖延不決，可能延誤事業結合之目的

與利益。  

9. ２、事後監督制  

指事業結合時，國家機關不為任何干預，但於結合後，倘認事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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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有使市場結構惡化，或對市場上之競爭產生減損或阻礙者，國家

即運用公權力進行強制干預，採取禁止結合或強制解體等處分。採取此制

度之優點，在於事業為結合時有充分之自由，不受限制，可以掌握機先；

至於其缺點，則在於事業為結合後，須承受可能遭國家機關禁止或被解體

之風險；且要求已完成之事業於事後再行解體，實際上困難重重，不易進

行，並且耗費甚钜。  

10. 就事業結合之監督制度而論，採「事前監督」制度者，無論係「事前

許可制」或「事前異議制」，對事業而言均無須負擔可能再受違法認定之

風險，對結合事業而言，較有保障。蓋事業結合獲主管機關許可後，即可

依其結合計畫隨時實施結合，且除有其他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情形

外，原則上不須再受主管機關之審查，其結合行為之適法性已無疑義。採

事前異議制者，主管機關雖無須作成結合許可之決定，然因審查期限已

過，其結合亦視為合法，亦無事後再受違法認定之疑慮。換言之，就事前

監督制而言，無論係採「事前許可制」或「事前異議制」，二者之審查結

果均具有確定之效力。而此等確定效力乃為事後監督制所欠缺者。  

11. 事實上，不論採「事前監督」或「事後監督」制，結合之管制並非毫

無限制。申言之，結合管制所關注者，通常須該等結合事業之規模達於一

定條件或程度，始有必要加以督管制，此即結合規範之臨界，亦稱「初步

門檻」。各國對於結合規範之臨界，有採總資產之標準，有採銷售金額之

標準，有採市場占有率之標準等等，立法不一。我國公平交易法則採部分

監督之方式，明定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或參與結合

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或參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

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應於結合前先向公平

會提出申報。此為公平交易法對於結合管制之門檻標準。從而，事業結合

在我國原則上並不受限制，惟於符合門檻規定時，始須先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報，俟主管機關不於一定期間內為異議或不為禁止之決定後，始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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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亦即，公平交易法對於結合管制之基本立場，係採有條件之介入管制，

而非全面管制或完全不予監督。有應注意者，上述公告性質上核屬法規命

令。  

（二）「事前異議主義」與「事前許可主義」之差異  

12. 承前所述，「事前監督」之立法例尚可區分為「事前異議主義」與「事

前許可主義」二種。「事前許可主義」要求參與結合事業應於結合發生外

部效力前，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俟獲得其許可後，使得為結合之實施；

採「事前異議主義」者，結合事業須事前將其結合計畫向主管機關申報，

倘事業結合之審查期限經過，而主管機關未提出異議者，該申報之結合計

畫即可合法生效，主管機關無須作成結合許可之決定。此二種監督制度各

有其利與弊，惟究以何為妥，尚難一概而論。  

13. 就主管機關之立場而言，對於結合案件採事前「異議主義」者，僅須

就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申報案件，進行主要之審核程序，自得集中心力

致力於審理爭議性較大或對市場影響層面較钜之結合案件，以有效防範市

場經濟力之不當集中；且因此等結合案件多屬市場集中度極高之案件，對

競爭之影響至為重大，原為結合管制主要關切之對象，主管機關自應投入

較大之調查成本，以審慎評估，並作成對整體經濟利益最適之決定。另一

方面，由於主管機關必須於較短之時間內為異議之表示，有時間上之壓

力，責任加重，結合事業亦能避免因行政機關審查延宕，延誤結合時機。

尤其結合之原因可能出於很多不同之考量，倘係事出突然，非參與結合者

得自主控制、規劃，或結合目的在於避免不即時採取結合措施，事後可能

招致難以彌補之損失者，是於現行法律未明文排除此種結合型態之情況

下，類此結合案件似採「異議主義」較為合理。  

14. 至於採「許可主義」者，其弊在於事業須於結合前申請許可，倘主管

機關拖延不決，可能延誤業者之商機，而造成不可彌補之損害。且採「許

可主義」雖然亦能透過法定許可期間之限制、審查及行政程序之簡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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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加速其效率及可預測性。惟因許可主義在制度設計上，原即具有濃厚

之政府干預色彩，倘不分結合案件之類型與大小，規定只要符合門檻者，

一律須經過完整審核程序，並製成許可決定文書寄發，在主管機關有限之

人力及資源下，實為行政資源之浪費。尤其對於某些顯然不甚妨礙市場競

爭之類似案件（如超級商店之連鎖加盟案件） 2，其執行結果往往流於形

式，只要一經申請，即予制式之許可，並無實質上之管制實益，徒然浪費

主管機關與業者之行政成本。其較諸前述「異議主義」主管機關僅為例外

干預之設計相比，不惟較易使申請事業對於結合申請猶疑不前，同時對於

主管機關之執法實務而言，似亦過於僵化。  

（三）公平交易法之變革－由「事前申請許可制」到「事前申報異議制」 

15. 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修正前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符合其

門檻要件者，須事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性質應屬前述「事前監督」

制「許可主義（即事前許可制）」。修正前條文不採「事後監督」之理由，

或係考量到嗣後尚須就市場上之機能是否受有減損之舉證困難及解體工

作之不易；不採「異議主義」者，則可能考慮到公平交易法建制之初，主

管機關人力與經驗或有不足，法定異議時間之壓力容易造成執法人員壓力

過重（廖義男，1995）。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仍維持「事前監督」之制，

惟將「事前申請許可制」更變為「事前申報異議制」，應係考量公平交易

法施行已逾十年，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已趨成熟，原基於執法經驗與人力

之考量因素已不復存在，爰為提昇事業結合之時效需求，並促使我國競爭

法對於事業之結合管制得以配合國際管制潮流，而適時予以修訂。  

16. 現行公平交易法所採之「事前申報異議制」，簡言之，即事業提出申

報後，如主管機關未於一定期限內提出異議者，該結合案件即可合法生

效。該制度係參酌公平會過去執行實務所須審理時間及多數國外立法例之

規定，將中央主管機關之異議期間訂為三十日，並得視個案情形予以縮短

                                           
2 事實上，我國公平法將事業之加盟行為視為結合，是否妥適，亦有待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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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延長。從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顯無限制競爭疑慮者，得在較

短期間內以簡化之作業程序處理後，通知申報事業可提前進行結合；對於

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中央主管機關則須於三十日內通知申報事業

將該期間延長，以取得較充裕之審理時間，並作成最後之審理決定。至於

中央主管機關之延長期間，因可能影響事業結合之商機，現行法明文將之

訂為三十日，以避免過長而減損異議制之實施成效。  

二、本法第 11 條之構成要件分析  

（一）事業結合之管制門檻（第 1 項）  

17. 競爭法並非對所有之企業結合均加以規範，屬於結合定義之結合類

型，一則其於行政成本之考量，二則企業之結合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者，

必須達到規範臨界（門檻）時，國家行政權才有介入之正當性，故各國競

爭法均對於企業結合設有結合門檻。結合申報門檻之指標，各國規定不

同，約有以資產額、交易額（營業額）及市場占有率等為計算。我國現行

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併採市場占有率及交易額二者，作為管制之門檻標準。

18. 公平交易法要求事業結合達於一定規模者，須於結合前先向公平會提

出申報，俟公平會於一定期間不為異議，或作成不異議之決定後，始得為

之。其所謂一定之規模，即事業結合之管制門檻（申報門檻），依公平交

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  

事業結合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一、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  

二、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  

三、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

公告之金額者。（第 1 項）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金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就金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

機構事業分別公告之。（第 2 項）」  

19. 由上開規定可知，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門檻標準有二，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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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率與銷售金額之標準。其中關於市場占有率之衡量標準，包括結合後

事業之總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或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市場占有率達四分

之一等二種情形。所謂「市場占有率」，係指在一定期間內，某事業在國

內之銷售量或銷售額等變數，占該特定市場所有供應廠商總銷售量（或其

他變數總量）之百分率。易言之，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上所銷售之商品或提

供之服務，占該特定市場所有銷售之商品或提供之服務的比例，即為所稱

之市場占有率概念。其可藉由一定期間內，該事業在特定市場之銷售量或

銷售額等變數（輸出部分除外），占該特定市場所有供應廠商總銷售量（或

其他變數總量）之百分率，加以估算，並須考量特定市場範圍、貿易因素、

市場占有率之衡量變數（如銷售量、銷售額、生產量、生產值、產能、員

工人數、營收金額及資本額等輔助認定資料）。其中銷售量包括國產及進

口兩部分，故市場占有率估算公式應加計進口量 3。實務上，因市場占有

率之估算不易，一般多以銷售金額作為審查之門檻標準。國內有學者更進

而主張，應將市場占有率之標準廢除，而採銷售金額之單一門檻為宜（劉

孔中，1998）。  

20. 至於第三款所謂之銷售金額，根據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6 條規定，

係指事業之總銷售金額，並以中央主管機關調查所得資料為基準。實務

上，公平會考量國內產業規模大小分佈狀況、財政部正式統計事業銷售金

額資料及家數統計、獨占事業之銷售金額資料及其他國家金額水準及其經

濟規模等因素後，於 1992 年 4 月 1 日首次對於銷售金額進行公告，當時

之公告金額為新臺幣 20 億元。嗣因國內經濟快速發展，廠商銷售金額日

漸擴增，乃於 1999 年 2 月 1 曰將該門檻標準提高為 50 億元 4。此門檻一

直沿用至 2002 年 2 月公平交易法修正後為止。此二則公平交易法修正前

                                           
3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事業之市場佔有率時，應先審酌該

事業及該特定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輸入及輸出值（量）之資料。」。  
4 公平會第 373 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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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合門檻公告標準，未區分產業，亦不採國外立法例常見之雙門檻制，

從而只要結合事業一方之銷售金額達於公告金額者，即須事前向公平會申

請許可，造成某些對於市場機能並無實質影響之結合型態（例如連鎖加盟

型態），亦須事前向公平會提出申請，徒然浪費主管機關與結合事業之成

本。  

21. 2002 年 2 月公平交易法之修正重點，結合門檻之變革為核心之一。該

次修正將原條文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

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巧妙地修正為「參

與結合之事業」（即刪除條文中之「一」字），從而使得公平會對於結合事

業之門檻公告，不再侷限於單一門檻之公告，而得以雙門檻之方式分別為

之。此觀諸該條文之修正說明：「….此種單一事業門檻之管制方式，將大

型事業與小型事業間所為對市場結構並無實質影響之結合型態，納入本法

結合管制之規範，徒然造成主管機關審查成本與結合事業申報成本之不必

要支出。爰參考國外立法例所採雙重門檻之制，由主管機關對於參與結合

事業之銷售金額門檻分別公告，要求結合雙方之銷售金額均須達到一定標

準，以適度篩選對市場競爭影響輕微之結合申請案件，避免採取前述單一

事業門檻制度之弊。」其立法用意，已極為顯然。  

22. 即據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授權，並配合同條文第 2 項

規定，公平會最新之銷售金額之公告標準如下 5：  

１、與結合之事業為非金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

過新台幣一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

新台幣十億元者。  

２、結合之事業為金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新

                                           
5依據修正後（即現行法）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公平會於 2002 年 2 月 25

日以公企字第 0910001699 號函，公告「事業結合應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申

報之『銷售金額』」標準。詳可參閱公平會網站 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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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二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新台

幣十億元者。  

23. 亦即，現行公告之銷售金額門檻標準為：金融機構之最高結合門檻為

二百億元，非金融機構則為一百億元，至於參與結合事業之最低門檻，則

一概為十億元 6。修正後條文雖仍維持市場占有率與銷售金額併列二種標

準，惟因採雙門檻制，並區分金融機構與非金融機構適用不同之銷售金額

標準，而使得其門檻標準適用上較為細緻，但相對亦顯得複雜。為有助於

理解，可將現行結合門檻之檢驗方法區分如下：  

  1、市場占有率－結合後事業之總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或參與結

合之一事業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或  

  ２、銷售金額→ 金融機構→  高門檻－200 億元  

                 低門檻－10 億元  

          非金融機構→ 高門檻－100 億元  

                 低門檻－10 億元  

24. 事業結合符合上開門檻之一者，即須於結合前檢具完備資料向公平會

提出申報，否則即屬違法結合。惟須注意者，由於我國現行法令對於控股

公司之規定，僅限於持股而不及於業務自為經營，從而其自身並無銷售金

                                           
6 新的結合門檻標準詳公平會 2002 年 2 月 25 日公企字第 0910001699 號公告：「事

業結合應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金額』標準。」其公告全文：「一、

事業結合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申報：（一）參與

結合之事業為非金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

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者。（二）參與結

合之事業為金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新台幣二百億元，且與

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者。二、金融控股公

司或其他控股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

之子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核認。金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或其具控制

性之子公司參與事業結合時，倘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情形者，應

由 金 融 控 股 公 司 或 其 他 控 股 公 司 向 本 會 提 出 申 報 。 詳 參 公 平 會 網 站 ：

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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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問題，是如為對於控股公司之結合為有效、合理之監督，關於銷售金額

之計算乙節，即無法與一般公司等同視之。實務上，公平會於前開銷售金

額之公告中，同時明定金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售

金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司之上一會計年度銷

售金額核認。金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或其具控制性之子公司參與事

業結合時，倘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情形者，應由金融

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向本會提出申報。」  

25. 至於所謂「上一會計年度」之認定，法無明文，公平會原則上係採下

列方式計算之 7：  

１、之事業有實足一年之上一會計年度者，依其所提會計年度期日算

其銷售金額。  

２、之事業不足一年之上一會計年度者，為符公平及管理目的，以 12

個月，計算銷售金額：  

３、設事業者，為落實公平交易法對事業結合之管理，避免該等事業

期間銷售金額雖未達本會公告金額門檻，但依其營業情形情形判斷，倘以

12 足月計算，則其銷售金額顯超過公平會所公告金額之事業結合者，按實

際營業期間之月份相當全年 12 個月之比例換算其銷售額。即上一會計年

度之銷售金額應為：  

實際營業期間之銷售金額×12／實際營業期間之月份  

４、更年度者，基於尊重當事人自由選擇會計年度之意願，以事業結

合時所採之會計年度為基準，往前推算前一年。如結合日為 1993 年月 30

日，且結合當時之會計制度為曆年制，則其上一會計年度為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7 此係經公平會第 181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並作成公研釋 093 號。參「執行公平

交易法之內規與解釋彙編」頁 113，或網路查詢 http://210.69.106.166/cgi-bin/ftc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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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金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機構事業之銷售金額分別公告（第 2 項）  

26. 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第三款之銷售金額，得由

中央主管機關就金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機構事業分別公告之。」此為 2002

年 2 月修正後新增。其立法理由明白指出：「鑑於國內金融機構在現行條

文第 1 項第 3 款公告金額（新臺幣五十億元）之標準下，幾乎每一家之銷

售金額均跨過門檻，從而造成渠等間所為之結合，均無法豁免於中央主管

機關之審查，管制上有過密之爭議。爰於第 2 項增列中央主管機關得就金

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機構事業之銷售金額分別公告之。」  

27. 此種產業特別門檻之設，或係為呼應特定產業之現實需求所致。蓋於

本條文增訂前，即有見解認為，結合管制需要客觀、明確的方式，以真實

掌握參與結合事業之經濟力量與系爭市場之經濟現實，惟公平交易法所採

劃一之銷售金額標準，相對於具有龐大投資、置產之產業，如金融、保險

業等而言，並不能真實反應其經濟力量，爰建議就特定產業另設結合門檻

之標準 8。此理論固非無見，且為現行法所採納，惟查各國競爭法例，卻

無針對特別產業另設門檻之作法；況就結合門檻之功能以觀，其主要係為

篩選具有一定市場地位之事業，並不進行實質之競爭審查，換言之，其僅

為結合案件初步篩選之形式標準，而非一般案件之實質審查基準，是有無

必要於此初步審查階段，即投入如此精細之分類，尚非無疑。  

28. 事實上，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2 項以金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機

構事業之分類方式，係立法者為回應外界對於制定產業門檻之壓力，所妥

協下之產物。蓋就國內產業別言，除金融機構事業外，豈無其他年度銷售

金額相對較高之產業存在？從而，如欲消弭適用同一銷售金額可能之弊，

即須全面制定產業特殊門檻。程序上，於設立門檻之前，首先即須選定特

定產業，再針對不同產業選定不同之銷售金額門檻；特殊產業選定後，為

                                           
8 財政部曾於 1998 年 4 月 20 日以台財融第八七七一七一六四號函請公平會考慮就

特定產業制定不同之銷售金額之可行性；另學者劉孔中亦持相同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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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掌握市場狀況，尚須隨時配合市場現狀更新，始為合理。此種多重門

檻之管制方式，技術上極為繁雜，不易落實，且中央主管機關是否得完全

有效徹底執行，亦非無疑。現行公平交易法將銷售金額之公告由原來全面

劃一之適用標準，變更為就金融機構與非金融機構分別公告之，除未根本

解決銷售金額之適用問題外，並可能引發外界質疑何以僅金融機構之銷售

金額得以適用不同之門檻？進而，如其他同樣銷售金額較優之產業（例如

高科技產業）將來要求比照辦理，不難想像立法上將再度面臨是否制定產

業特殊門檻之挑戰。  

29. 本文認為，針對特殊產業設立不同產業之銷售金額門檻，理論雖佳，

但實務上恐治絲益棼，不宜貿然為之。如欲根本解決劃一銷售金額之適用

問題，可仿襲歐盟或德國之作法，考量對於對於特殊產業之銷售金額以通

盤解釋或另訂規範原則之方式，使其適用不同之計算基準。亦即，在與其

他事業採取不同計算基準之前提下，使該等產業之銷售金額在計算時得充

分考量其行業性質，有一合理之計算基礎，並使其計算結果仍適用同一銷

售金額門檻，以兼顧行業特性並同時保留單一門檻，以杜爭議，並收簡潔

單一之效。  

（三）申報及受理程序（第 3 項至第 5 項）  

30. 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為事前申報異議制度下，事業提

出申報暨中央主管機關受理並為程序審理之主要依據。依本法對於結合監

督之管制設計，事業結合符合第 6 條第 1 項之五種結合型態，並達到第 11

條第 1 項所定市場占有率或銷售金額之門檻時，即應於實施結合前先向公

平會提出申報，由該會就結合案件對於「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

不利益」予以利益評量，為實體之審查。惟如事業提出完整申報資料後，

公平會逾期未於本條文所定期限內提出異議者，除已核發審理期限延長之

通知或同條文第 5 項情形外，事業即可逕行結合，無待乎公平會另為正式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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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就條文結構以觀，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事業自中央主管

機關受理其提出完整申報資料之日起三十日內，不得為結合。但中央主管

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此

所定三十日期間，一般稱為等待期間，可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個案需要予以

縮短或延長。至於條文所稱「受理其提出完整申報資料之日」，係指中央

主管機關受理事業提出之申報資料，符合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且記載完備

之收文日而言。應申報資料之具體內容，依該法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包

括：  

一、申報書，載明下列事項：  

１、結合型態及內容。  

２、參與事業之姓名、住居所或公司、行號或團體之名稱、事務

所或營業所。  

３、預定結合日期。  

４、設有代理人者，其代理人之姓名及其證明文件。  

５、其他必要事項。  

二、參與事業之基本資料：  

１、事業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者，其代表人或管理人之姓名及住

居所。  

  ２、參與事業之資本額及營業項目。  

  ３、參與事業及其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上一會計年度之營

業額。  

  ４、每一參與事業之員工人數。  

５、參與事業設立證明文件。  

三、參與事業上一會計年度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  

四、參與事業就該結合相關商品或服務之生產或經營成本、銷售價格

及產銷值（量）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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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結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利益之說明。  

六、參與事業未來主要營運計畫。  

七、參與事業轉投資之概況。  

八、參與事業之股票在證券交易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者，其最近一期之公開說明書或年報。  

九、參與事業之水平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市場結構資料。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檔。  

32. 事業提出申報時，如未備齊上開資料，或其所提資料不全或記載不完

備者，公平會得敘明理由限期補正。復值注意者，除前述備齊書件資料之

要件外，事業結合之申報義務人為何？依該法施行細則第 7 條規定，為：

１、與他事業合併、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

他事業委託經營者，為參與結合之事業；２、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

出資額者，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３、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者，為控制事業。然而，此項規定因解釋上無法解決未申報事

業尚未設立，以及金融控股或其他控股公司本身或其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

司參與結合等申報情形，公平會爰於其「事業結合申報須知」中明定其申

報人，前者於應申報事業尚未設立時，由參與結合之既存事業提出申報；

後者於金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本身或其具控制性之子公司參與事

業結合，則應由金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向該會提出申報 9。  

33. 符合上開基本申報要件後，依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

事業自提出完整申報資料後三十日內，除非收受中央主管機關縮短等待期

間之通知函，否則仍不得自行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顯無限制

競爭疑慮者，得在較短期間內以簡易之作業程序處理後，通知申報事業可

                                           
9 公平會所訂之「事業結合申報須知」，為行政規則之一種，最新一次修正為 2002

年 8 月 8 日第 561 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2002 年 8 月 16 日公壹字第 0910007986 號

函分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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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進行結合；對於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則須於三十日通知申報

事業將該期間延長，以取得較充裕之審理時間，並作成最後之審理決定。

此項規定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較複雜之結合案件，有較彈性及充裕的時

間進行審查，公平會實務上如能妥善運用，當得以達成對於大型事業結合

之合理管制。另一方面，如中央主管機關之延長期間過長，亦可能影響事

業結合之商機，故同條文第 4 項將延長期間訂為三十日，以促使中央主管

機關加速審查時效，不致延誤業者商機，並收實質監督之效果 10。  

34. 承上，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

長之期間，不得逾三十日；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 12 條規定

作成決定。」本條項除前述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延長期間之限制外，另一重

點在於，申報結合案件之等待期間經延長後，中央主管機關即應對該案件

作成外部決定。蓋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重大結合案件之審查期間既有延長期

間之設，其審查期間已極為充分，則不論最後作成禁止或不禁止之決定，

其考量理由均得對當事人公開，故應作成最後實體之書面決定寄發。且此

實體決定之性質為一行政處分，當事人得對之提起行政救濟。  

35. 末按，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5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 3

項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行結合。」據此可知，事業

結合之申報案件，中央主管機關逾三十日之等待期間而未為延長期間之通

知，或已將等待期間延長而未於該期限內作成禁止或不禁止之決定者，應

                                                                                                                         
10 公平法第 11 條第 3 項修正理由謂：「第 3 項配合本法改採『事前申報異議制』之

旨，參酌本法過去執行實務所須審理時間及多數國外立法例之規定，將中央主管機

關之異議期間訂為三十日，並得視個案情形予以縮短或延長。從而，中央主管機關

對於事業結合顯無限制競爭疑慮者，得在較短期間內以簡化之作業程式處理後，通

知申報事業可提前進行結合；對於有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中央主管機關則須

於三十日通知申報事業將該期間延長，以取得較充裕之審理時間，並作成最後之審

理決定。惟考量中央主管機關之延長期間亦不宜使其過長，以免影響事業結合之商

機，爰參照現行本法所定二個月之期間規定，將其延長期間訂為三十日，以收實質

監督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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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該申報事業得逕行結合，以避免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之延宕而延誤商機。

此外，同項但書規定：「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逕行結合：一、經申

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者。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不實者。」本項

但書之規定之立意甚佳，蓋事業結合涉有限制競爭之虞者，應許其得自行

修正或調整原結合計畫之內容，以袪除中央主管機關之管制疑慮，然因在

此情況下，前述延長期間可能因事業之修正或調整而經過，是為避免影響

中央主管機關之審查權限，爰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因申報事業之同意

再延長其審理期間；又，為避免事業因所申報之事項虛偽不實而致中央主

管機關未能於法定期間為禁止之通知者，但書第 2 款明定其不因法定期間

之經過而得逕為結合，以杜絕業者不法之投機心態 11。  

36. 綜上所述，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明定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第 2

項為銷售金額公告之產業特別規定，第 3 項至第 5 項則為結合事業申報及

中央主管機關受理結合申報案件時，應遵循之程序規定，此構成公平交易

法對於事業結合之主要程序規範，事業應切實遵行，如有違反者，將可能

遭受同法第 13 條及第 40 條之不利益處分。又，除前述法定程序外，實務

上公平會於審理結合申報案件時，尚設有一立意極佳之非正式程序－對外

徵詢意見機制。亦即，公平會於作成最終決定前（結合申報案件受理或製

發延長通知時），將該結合案件登載於該會之公報、新聞紙或網站上（通

常係以登載網際網路為之），使對該結合案件有意見之公眾均得自由表達

                                                                                                                         
11 參照公平法第 11 條第 5 項之立法理由：「…事業結合涉有限制競爭之虞者，應許

其得自行修正或調整原結合計畫之內容，以袪除中央主管機關之管制疑慮。在此情

況下，前述延長期間可能因事業之修正或調整而經過，為避免影響中央主管機關之

審查權限，爰參考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40 條第 2 項之規定，於第五項但

書明文中央主管機關得因申報事業之同意再延長其審理期間。又為避免事業因所申

報之事項虛偽不實而致中央主管機關未能於法定期間為禁止之通知者，參據德、日

等國立法例，於同項但書第二款明定其不因法定期間之經過而得逕為結合，用資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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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解 12。對外徵詢期間為七日，惟得視個案延長或縮短之。  

37. 另者，對結合案件採取申報異議制之國家，通常會搭配採取分級審核

制度，其目的在於進行初步檢視  （initial screen） 之工作，以篩選具有影

響市場競爭之虞的案件，用以進行主要之競爭調查程序；另一方面亦能有

效減輕主管機關之審查負擔，又能減低行政手續對結合事業所造成之困

擾。例如美國之水平合併指導原則，以ＨＨＩ值判斷該結合案對市場之競

爭影響程度，以決定是否須進行進一步之競爭分析。又如 1998 年德國營

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40 條規定，聯邦卡特爾署需於收受當事人完整的聲

請資料後一個月內，通知當事人該結合案已開始審核程序（主要審核程

序）；否則無權禁止企業結合。結合案有進一步審核之必要者，始需進行

主要審核程序。此外，歐盟之結合管制，亦設計有簡式之結合申報制度，

對於營業額或資產移轉受讓未達一億歐元之結合案，採簡式之結合申報。

是無論以美、德法制之分級審核，或如歐盟之分級申報，對於主管機關及

結合事業而言，均得有效減省時效並促進審理績效。我國公平會對於事業

結合採取「事前申報異議制」之時日尚短，實務上有無必要採取此種分級

審核制度，可待公平會累積相當執法經驗後，再考量有無必要參酌各國規

範制定之。  

 

肆、本法第 11 條與其他規範之適用問題  

一、與本法其他條文之適用關係  

38. 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為公平交易法對於結合監督之主要程序規範，事

業結合符合該法第 11 條第 1、2 項之門檻規定者，應事前向公平會提出申

報，俟等待期間過後未獲公平會異議之通知，或延長等待期間後接獲其不

                                                                                                                         
12 公平會 2002 年 4 月 11 日第 544 次委員會議決議，建立該會就事業結合申報案件

對外徵詢意見之機制，並通過「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結合申報案件對外徵詢意見

應行注意事項」，凡依公平法第 11 條規定向公平會為事業結合申報之案件，於受理

後即於該會全球資訊網對外公告，以徵詢社會各界對於該結合申報案件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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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議之通知者，始得為之。事業應申報而未申報，或申報後經公平會禁止

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公平會對於其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公平會除

得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5,000 萬元以下罰鍰外，並得為下列處分：（一）

禁止其結合；（二）限期命其分設事業；（三）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四）

轉讓部分事業；（五）免除擔任職務；（六）其他必要之處分。違反前開處

分者，依同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公平會並得進一步為（一）命令解散；

（二）停止營業或；（三）勒令歇業之處分。  

二、與其他法律之適用問題  

39. 就有關事業結合之審查，與本法第 11 條較有關者，主要為金融控股

公司法 9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構成公平交

易法第六條之事業結合行為，應經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許可（申報）；

其審查辦法，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會同主管機關制定。（第 2 項）」此

規定要求公平會對於金融控股公司之設立構成公平交易法第六條之結合

時，應會同該法主管機關（即財政部）制定具法規命令性質之審查辦法，

因之，公平會於受理金融控股公司之結合申請案件時，即應依該辦法所定

程序為之。惟，公平會對於該結合案件申報之審查權並不因而受限，該辦

法除對於二機關程序上受理之案件有互為告知之義務外，悉依各該母法規

定由各主管機關進行實體審理 13。  

 

伍、管制概況與案例簡介  

一、公平會之管制概況  

40. 公平會自 1992 年成立以來，迄 2003 年 9 月底止，受理結合許可申請

或申報之案件共計 6092 件（參附表一），結合件數為 5941 件。如以 2002

                                           
13 公平會「金融控股公司結合案件審查辦法」第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於收受金融控

股公司設立申請時，應告知申請人如有本辦法前條適用情形，應向行政院公平交易

委員會提出申報。（第 1 項）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依前條第 1 項規定提出之申

報案件所為之相關決議或決定，應函告主管機關。（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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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2 月 8 日公平交易法修正之時點為界，則修正前之申請案件計 6009 件，

獲公平會許可結合者 5904 件，駁回 3 件，中止審理 47 件，併案 25 件。

修正後事業結合之申報案件迄 2003 年 9 月底止，僅 79 件，其中不禁止結

合之案件為 48 件，被禁止結合者 1 件，終止審理 30 件（參附表二）。由

此數據可清楚看出，公平交易法最新一次修正將事業結合由原先之「事前

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異議制」，並將申報之門檻大幅提高後，雖

然審查之標準不變，但事業申報結合之案件數已急速降低。  

41. 就總收辦案件數而言，結合申請及申報案件約占公平會收辦案件總數

約四分之一，可見過去結合許可制度確對於該會業務有相當之負擔，惟修

正後此種情形已不復見。其次，公平會對於結合申請及申報案件之審查，

迄今予以駁回者僅 3 件 14，禁止結合者 1 件，顯示該會在無顯著對競爭不

利益之情況下，對於結合案件之審查，持採極為寬鬆之管制態度。然而，

實務上亦不乏有事業未經申報而為結合者，公平會對於此類案件經查證屬

實，雖得依公平交易法第 13 條對違法事業予以禁止或拆解之處分，然而

                                           
14 此三件案例均為有限電視業者之結合，包括（1）群健有線電視公司擬受讓威達有

線電視公司主要資產申請事業結合許可案，公平會於第四三八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

該結合實施後並無明顯整體經濟利益，復有顯著限制競爭之不利益，爰予駁回；（2）

蓋曼群島商怡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我境內萬象、吉隆、家和、慶聯、三

冠王、長德、麗冠、新視波及港都等九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事業結合許可，經

公平會第 471 次委員會議決議駁回；（3）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聯群、

新臺北、金頻道及新竹振道有線電視公司事業結合許可案，經估平會第 441 次委員

會議決議駁回。歸納前述公平會駁回之考量，在水平結合約為以下幾點因素：（1）

事業結合後將成為該經營區獨家經營而具有高度市場優勢地位，對消費者選擇亦有

不利影響；（2）市場集中度過高且無實施結合之合理必要性；（3）具有市場進入障

礙；（4）尚無明顯整體經濟利益。至於垂直結合部分，則包括（1）有市場閉鎖之限

制競爭效果；（2）結合實施後，其不利益恐將有轉嫁消費者吸收，損及消費者福祉

之虞；（3）有限制競爭疑慮又未能提供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

化之具體措施。由是可知，公平會對於是否准予事業結合之考量，通常均會加入經

濟分析之因素，俾就該結合對於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加以衡量，以增

加其準駁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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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自 1992 年成立至今，迄無依此條文處分之案例，而主要係依第 40 條

科以罰鍰，並要求該事業應儘速提出申請。  

42. 附表一  

公平會收辦案件統計  

單位：件  

 總  計  檢舉案  
申請聯

合案  

申請或申報

結合案  
請釋案  

總 計  24,577 16,242 124 6,092 2,104 

八十一年  1,296 1,039 12 13 232 

八十二年  1,567 1,243 9 112 203 

八十三年  2,020 1,499 11 262 248 

八十四年  2,486 1,768 2 435 281 

八十五年  2,234 1,636 12 334 252 

八十六年  2,277 1,480 23 561 213 

八十七年  2,444 1,335 13 863 233 

八十八年  2,757 1,522 7 1,064 164 

八十九年  2,697 1,372 12 1,187 126 

九 十年  2,556 1,381 4 1,089 82 

九十一年  1,386 1,185 8 132 61 

九十二年  857 782 11 40 24 

一 月  94 88 1 1 4 

二 月  72 67 - 2 3 

三 月  102 92 -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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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124 111 1 7 5 

五 月  98 86 3 7 2 

六 月  88 76 5 5 2 

七 月      98     92     -     5     1 

八 月      79     75     -     2     2 

九 月      97     91     1     4     1 

附註：公平交易法於 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結合申請許可制改為申

報異議制，2002 年 43 件為申報案。  
 

43. 附表二  

結合案辦結統計-按處理結果別分  

單位：件

 申請結合案  

 計  核准  駁回  中止審理  併案  

總  計  6,009 5,904 3 77 25 

八十一年  8 6 - 2 - 

八十二年  113 107 - 4 2 

八十三年  259 259 - - - 

八十四年  429 426 - - 3 

八十五年  340 339 - 1 - 

八十六年  537 535 - 1 1 

八十七年  855 843 - 9 3 

八十八年  1,045 1,032 - 9 4 

八十九年  1,206 1,177 3 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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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年  1,118 1,087 - 29 2 

九十一年  99 93 - 4 2 

 結合申報案  

 計  不禁止結合 禁止結合 中止審理  併案  

總  計  79 48 1 30 - 

九十一年二至十

二月  
42 24 1 17 - 

九十二年  37 24 - 13 - 

一 月  1 1 - - - 

二 月  1 1 - - - 

三 月  5 1 - 4 - 

四 月  3 2 - 1 - 

五 月  9 6 - 3 - 

六 月  4 2 - 2 - 

七 月     10     9     -     1     - 

八 月      2     2     -     -     - 

九 月      2     -     -     2      - 
 

二、案例簡介  

（一）以市場占有率作為門檻標準  

44. 案例：信網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大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63．05

％股份，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規定申報事業結合案 15。  

案情說明：  

                                           
15 公平會第 600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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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網公司）係依中華民國法律組織設立之公

司，為模裏西斯商 Asian Cable Systems Private Limited（下稱：Asian Cable 

Systems）及其合作投資人共同設立之英屬維京群島商宏希開發有限公司

（Top Wishes Development Limited）所轉投資設立之公司 ,Asian Cable 

Systems 為印度主要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一，信網公司日後擬作為

Asian Cable Systems 集團於台灣地區有線電視投資經營的主要公司。大高

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為依有線廣播電視

法設立並經行政院新聞局核准正式開播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

區域為行政院新聞局劃定之「高雄市南區」。信網公司擬以轉投資方式設

立控股公司，再透過控股公司購買持有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股份，致間接

持有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 63．05％股份。本案因大高雄有線電視公司之市

場占有率已超過四分之一，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結合

申報要件，爰於結合前（2003 年 3 月 10 日）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45. 審理程序與結果：  

１、公平會於 2003 年 3 月 14 日發函通知信網公司業已受理其結合申

報，並於 2003 年 4 月 4 日發函通知延長至 2003 年 5 月 10 日前不得為結

合，同時函請有線廣播電視主管機關行政院新聞局及高雄市政府就本案提

供書面意見。  

２、本案經該會綜合評估結果，認為其結合之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

競爭之不利益，惟為確保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應附加條

件如其轉投資未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者，依公平

交易法第 12 條規定，不予禁止  

（二）以銷售金額作為門檻標準  

46. 案例：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股份，依據公平交易法規定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 16。案情說明：

                                           
16 公平會第 601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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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金控公司）擬以股份轉換方

式，持有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南產險公司）百分之百股份，

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且華南金控公司併

計其子公司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約為新臺幣（下同）536.8 億元，華南

產險公司為 83 億元，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事業結合

之申報門檻，亦無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之 1 所規定除外適用情形。爰檢具

申報資料於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47. 審理程序與結果：  

1、本案公平會於收受結合申報須知暨申報書表格式之完整資料後，

即於 2003 年 4 月 30 日以核發結合受理通知書，並告以 2003 年 5 月 22 日

起始得進行結合。此外，並於 2003 年 5 月 1 日至 2003 年 5 月 7 日上網公

告，惟未接獲任何意見。  

2、經公平會評估評估結果，認為本案之異業結合，對於相關市場結

構及競爭情形尚無顯著限制競爭影響，且衡酌參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得以發

揮跨業經營之綜效，其結合之整體經濟利益應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爰

決議不禁止其結合。並因本案係於法定等待期間三十日內審理完竣，該會

乃以不提出異議之方式為之，未另製作決定書發送申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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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之一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增訂） 

「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於左列情形不適用之：   

一、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

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   

二、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

間結合者。  

三、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立營運之全部或一

部營業，讓與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四、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六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或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

條之二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六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  

 

參考文獻 

劉孔中（1998），〈論結合管制之理論與實務〉，《公平交易季刊第 6 卷第 2

期》，頁 12-13。吳秀明（1998），〈論關係企業與公平交易法上之結合管制〉，

《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頁 4。洪貴參（1999），《關係企業法－理

論與實務》，初版一刷，頁 121-22。  

  

第十一條之一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 

壹、法制比較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參、構成要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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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 款至第 3 款  

二、第 4 款  

肆、本法第 11 條之 1 與其他規範之適用問題 

 

壹、法制比較  

1. 參見第 6 條。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2. 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之 1 係 2002 年 2 月公平交易法第三次修正時所新

增。其增訂之理由，觀諸該條文之立法理由謂：「第 6 條各款規定之事業

結合情形，因具有經濟規模擴大，改善營運效能，而易導致市場集中度提

高，貶損市場競爭效能，增加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障礙等效果，為就該等

結合之弊害預作防範，第 11 條爰規定達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由主管機

關事前予以監督。惟查關係企業間股權、資產或營業調整之結果，雖符合

第六條之規範態樣，然因其僅涉及原有經濟體內部之調整，並非當然產生

規模經濟擴大、市場競爭機能減損之效果，並無管制之實益，爰於第 1 款

至第 3 款中排除此等結合事業之申報義務。」可見該條文第 1 款至第 3 款

主要係為排除對於市場並無實質影響之結合案件，俾有效節省主管機關之

管制成本與業者之申報成本，而篩選部分較為明顯之結合案件類型，直接

於條文中排除其事前申報之義務。  

3. 除前三款除外適用之類型外，本條文第 4 款亦針對事業依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或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

而使得原有股東持股比率達其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者，致符合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之情形，亦明文予以排除，俾杜不必要之爭議。觀

諸此款之立法理由謂：「此等事業結合之情形，屬事業負責人依善良管理

人之注意義務所行使之正當權利，且其結合之發生係由於發行股份之公司

之行為所致，與本法之結合規範係為防範事業結合弊害，而要求結合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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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申報之規範意旨，尚屬有間。爰對於此種結合，於第 4 款中明文排除。」

其理甚明。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第 1 款至第 3 款  

4. 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款至第 3 款所處理者，為關係企業間所

生之結合問題。就關係企業之法律規定而言，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與公平

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規定，所處理者均為一項共同之經濟與法律事

實，即數家獨立之事業，透過某種方式之連結，而形成一個具有統一管理

之新經濟單位（集團企業）（吳秀明，1998）。此種經濟單位之形成，可能

對市場之結構產生相當之變化，並改變市場之競爭狀態，對相關事業及消

費者之權益影響，影響不可謂不大。公司法上將此種新經濟單位中之分子

企業間組織關係稱之為「關係企業」，公平交易法上則稱為「事業結合」。

5. 公平會過去對於關係企業間之結合行為，係採「法人人格實體說」之

見解，將各個關係企業視為個別之法人，從而渠等之結合行為倘符合公平

交易法第六條所稱之形式要件者，即以該法所規範之結合行為視之。然而

此等作法，就競爭法對於結合管制之目的與任務而言，並不妥適。蓋結合

管制所關切者，應在於市場上因事業競爭數減少而造成經濟力集中問題，

予以事前防範，而非形式上事業之組織型態如何轉變（例如由持股變更為

合併）之問題。是以，當關係企業間之股權持有結果（例如母公司與其百

分之百持有子公司進行合併之情形），該子公司本身已失獨立之意思自

主、決定之能力，經濟上亦與母公司融為一體，渠等之間所進行之結合，

充其量僅為組織型態之重整，並不影響市場上之競爭數或造成市場力之不

當集中。故此種情形之型態，理論上自無須納入競爭法之結合管制。  

6. 因此，2002 年 2 月公平交易法修正後，第 11 條之 1 對於關係企業間

結合之問題，已原則上改採「集團法說」之概念，即視關係企業間有無存

在「經濟上之一體性」，論斷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再由立法上直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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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特定對市場競爭不生實質影響之關係企業結合類型，例如於第 1 款中

明文排除所謂母子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間結

合之申報義務、第 2 款則排除所謂姊妹公司或兄弟公司之結合，至於第 3

款則係由公司分割所生之關係企業型態。此等規定或即意味著，當事業持

有百分之五十之有表決權數時，原則上應足肯認其間已具有控制與從屬關

係。  

（一）立法例觀察—美國法  

7. 美國克來登法第 7A條C項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義務，設有許多排除適

用之規定，其中第（3）款為：「取得人已擁有他人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

決權股份，再為該有表決權股份之取得者。」 1亦即，當結合事業原有之

持股比例已達百分之五十時，該等事業擬進一步更為結合者，已非結合規

範所關切之對象。此外，美國司法部於 1977 年國際指南（  International 

Guide）」中即接受「企業集團內之經營安排（intragroup arrangements）」

此一觀念，其認為不論在母公司擁有百分之百子公司股權之情況，或母公

司僅擁有子公司部分股權之情況，均非反托拉斯法所規範之對象 2。  

（二）立法例觀察—日本法  

8. 日本「關於私的獨占之禁止及確保公平交易之法律」第15條對於關係

企業之結合亦設有除外適用之規定，其與我國現行公平交易法第11條之1

之第1款及第2款規定型態最為類似，為以下二種型態：1、合併公司中，

其中之一持有他公司已發行之股份總數超過百分之五十者；2、同一公司，

持有合併公司其已發行之股份總數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3。前者所排除者為

母子公司之結合，後者則為姊妹公司（或兄弟公司）。  

（三）立法例觀察—德國法  

                                           
1 Clayton Act  7A .C（3） . 
2 Antitrust Guide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1977） . 
3 日本「關於私的獨占之禁止及去保公平交易之法律」第 15 條第 3 項但書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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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修正前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已將關係企業中參與結合事業之控

制事業，視為參與該次之結合 4，可見其係將控制企業與從屬事業視為一

體。修正後該法第 36 條第 2 項則明白規定：「參與結合事業之一，若為股

份有限公司法第 17 條所定之從屬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 18 條所定之關

係企業者，該企業與其有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數個以上企業共同對一

企業產生控制性之影響力者，每一企業均視同控制企業。」此修正顯然將

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直接予以明文，而較諸修正前之規定，

更為明確。至於條文所稱股份有限公司法即相當於我國之公司法，該法就

關於關係企業之持股比例，亦以「百分之五十」為基準 5（洪貴參，1999）。

10. 綜由前述說明可知，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之 1 對於關係企業間結

合行為之豁免，主要係源自「經濟上之一體性」之思維所致。蓋關係企業

間倘得認有經濟上之一體性，則該等事業間已無競爭關係之存在，其對市

場之影響力將不因內部組織型態之變更而有擴大或更動，故無以競爭法上

之結合規範加以管制之必要。至於所謂「經濟上之一體性」之認定，參諸

前述各國之立法例，均以明確之持股比例－百分之五十－作為標準。亦

即，將取得人原已擁有他人「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再進行

結合之情形，列為除外適用之規範。此外，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專章亦以

「百分之五十」作為關係企業之認定標準，足見百分之五十之有表決權股

份之取得，應適於作為關係企業間控制與從屬關係之認定標準。現行公平

交易法第 11 條之 1 第 1、2 款亦從之，以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之百分之

五十作為除外適用之認定標準，實務之操作極為便捷，易為主管機關認定

                                           
4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於修正前第 23 條第 3 項第 3 句規定：「參與結合之企業為第

1 項第 2 句所稱之結合事業者（指參與之企業之一為德國公司法第 17 條所稱之從屬企業

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條第 18 條所稱之關係企業等情形），控制企業及其所從屬之企業，

亦視為參與結合。」  
5 德國股份有限公司對於關係企業之持股比例，係規定於該法第 36 條：「法律上獨立之

企業持有他企業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股權或表決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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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業者遵循，值得肯定。  

11. 同理，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之 1 第 3 款之除外規定，亦係考量同一經

濟體之內部關係變動並無規範必要之概念而來。所不同者，僅本款係基於

公司分割而形成關係企業所為之變動，與前述既存之關係企業間進行結合

之情形，型態上略有差異爾。事業如以公司分割之方式，讓與其部分營業

或財產予其所獨立新設之公司，則雖形式上行為主體間有讓與營業或財產

之事實，然究其實，該行為僅涉及同一經濟實體之分割而已，其經濟規模

有時可能不增反減，當更無損及市場競爭之可能。因而，本條文第 3 款將

之排除於結合申報規範之適用，應屬適當。  

二、第 4 款  

12. 事業結合倘出於他事業之單方行為，而被動發生公平交易法第六條第

1 項之情況者，是否須受該法管制規範之適用？2002 年 2 月公平交易法修

正前，實務上對之抱持肯定見解。最著者，為本書前述台灣王安電腦公司

受讓美國王安電腦公司之股權乙案，該案發行股份之台灣王安公司依據當

時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收回其股份以確保公司債權 6；依據

同條第 2 項之規定，公司應於六個月內將收回之股份按市價出售，且在此

段期間內，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就其持有之股份，並無表決

權。換言之，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在六個月內即必須扣除公司自己持有之

股份。如此一來，公司持有股份以外之股份，原本具有之表決權就會隨之

比例地膨脹，因而使其持有人可能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

公平會認為此種結果雖非持有人主動作為之結果，而係由於發行股份之公

司之行為所致，仍然構成結合。德國通說認為此亦為結合（劉孔中，1998）。

類似情況，在公司依法辦理減資或股東退股時，亦可能發生。  

                                           
6 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公司除依第 158 條、第 186 條及第 317 條規定外，不得

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但於股東清算或受破產之宣告時，得按市價收回

其股份，抵償其於清算或破產宣告前結欠公司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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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然而，事業依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收回股東所持之股份，

而使得原有股東持股比率達其有表決權股份 1/3 以上者，雖符合公平交易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惟其結合係出於被動之突發狀況，非該事

業之股東所得主控，故要求渠等於事前提出結合之申請，似未盡合理。且

此等事業結合之情況，係公司為確保債權以維護其財產利益所為，其結合

之發生係由於發行股份之公司之行為所致，與公平交易法之結合規範係為

防範事業結合弊害，而要求結合應事前申請許可之規範意旨，尚屬有間。

且此種型態之結合，既係公司為確保債權以維護其財產利益依法所為，其

股東或關係企業之股權持有顯然並非基於競爭目的，如令其不得為之，不

但管制上失之過嚴，亦無管制實益。另者，事業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股份而生結合之行為者，亦有相同理由。故現行公平

交易法第 11 條之 1 第 4 款將此種非自發性之事業結合，與一般事業主動

進行之結合予以區隔，而排除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堪稱允當。  

 

肆、本法第 11 條之 1 與其他規範之適用問題 

14. 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之 1 條文置於第 11 條關於事業結合之申報義務規

定之後，立法體系上係明顯揭示本條文為第 11 條之除外適用規定。從而，

事業間進行結合者，縱符合同法第 11 條所訂之門檻標準，然只要其結合

之型態合致第 11 條之 1 各款所訂之情形者，立法上即自動豁免其申報義

務，而無須於結合前依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即公平會）

提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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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申報案件之決定及附款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

益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四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

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對於前項之申請，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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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申報案件之決定及附款 

壹、法制比較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事業結合之實質審查標準（第 1 項）  

（一）市場界定與市場力之衡量 

1、市場界定（MARKET DEFINITION）  

2、市場力量（market power）之衡量  

（二）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不利益考量因素 

1、水平結合  

2、垂直結合  

3、多角化結合  

（三）整體經濟利益之考量因素 

1.水平結合  

2.垂直結合  

3.多角化結合  

4、其他考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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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之附款（第 2 項）  

三、管制概況與案例簡介  

（一）管制概況 

（二）案例簡介 

 

壹、法制比較  

1. 參看第 6 條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2. 本條文為現行結合申報案件之審查標準。按依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申報事業之結合所可能造成之「整體經濟利益」與

「限制競爭之不利益」兩者進行衡量。如衡量結果，前者之利益大於後者

時，在等待期間內，中央主管機關得不提出異議，或直接通知申報事業縮

短等待期間，俾使其得提早進行結合；反之，倘衡量結果為「整體經濟利

益」小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時，中央主管機關即須在等待期間或延長

期間內作成正式決議寄發，以禁止該等事業之結合。由於「整體經濟利益」

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此二標準本身即為不確定之法律概念，主管機關

已存在相當大之裁量空間，從而據此審查標準所產生之結果，倘「整體經

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即不容主管機關再予禁止，以避

免過當之干預，故本條文第 1 項明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

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

合。」充分揭示該法將中央主管機關之最後決定權，明訂為行政法上羈束

處分之一種 1，俾使中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之監督法制更趨於明確、

                                           
1此 種 以 法 律 直 接 限 制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事 業 之 管 制 權 限 者 ， 我 國 立 法 技 術 上 並 不 多

見。惟如體認法律之規範本身係著眼整體制度周全性與否之設計（包括管制者與被管制

者），而非僅特意對對於被管制者（事業）之一方而定，充分展現立法者在賦予管制機

關幹預權之同時，亦重視事業權益之不可恣意侵犯性。從而，此種型態之規範敘述，不

僅可強化事業參與制度之意願，並提示中央主管機關行政處分時之審慎性，與現代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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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  

3. 上開條文規範係公平交易法於 91 年 2 月修正時所採，其法條文字雖

有若干變更，惟其作為結合之實質審查標準與基本內涵，與修正前條文並

無二致。按如前所述，公平交易法制定依始，對於事業結合原採「事前申

請許可制」，迨 2002 年 2 月第三次修正後始改為「事前申報異議制」，此

於本書第 6 條及第 11 條解析中業說明甚詳，爰不贅述。修正前公平交易

法第 12 條原條文承續第 11 條對於事業結合之申請門檻及事前申請許可之

義務規定，要求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案件進行實體審查：「對於前條之

申請，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予許可。」其立法理由謂：「事業間進行結合，雖將減少競爭，或

妨害市場競爭之功能，但其結合亦可能促進生產規模之經濟，降低生產成

本，增加結合後事業之整體競爭能力或促進產銷之合理化，故對事業之結

合行為應審酌其利弊得失，如因結合所生之利益大於其所致之弊害，就整

體經濟利益而言，仍然有益，故明文規定得予許可。」此明確揭櫫事業結

合具有利弊共生之本質，而中央主管機關於酌衡是否介入干預時，即應綜

就其所生之「利」（即條文所稱「整體經濟之利益」）與「弊」（即條文所

稱「限制競爭之不利益」）進行利益衡量，如前者大於後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予許可；反之，則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之 2。相較於現行法

之規定，新法除明文中央主管機關對於「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不利益」之案件不得禁止其結合外，其實質審查標準並無更異。  

4. 此外，2002 年 2 月公平交易法修正時，有鑒於事業結合所涉及之經濟

情況萬端，中央主管機關為有利之決定時，為確保行政處分之精確及彈

                                                                                                                         

重視民眾權益之潮流不謀而合，此種立法精神與創新，允值肯定。  
2 修正前公平法第 12 條規定：「……對整體經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許可。」條文既稱「得」予許可，解釋上爰有「羈束處分」與「裁量

處分」二種可能，惟多數說仍認為應解釋為「羈束處分」較妥，公平會實務上亦未見結

合案件經評估為整體經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仍遭禁止結合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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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有附加附款之必要，爰參酌國外法例及行政程序法之明確性要求，

將原置於該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附款規定提升至母法，明定

公平會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事業結合之實質審查標準（第 1 項）  

5. 事業結合之實質審查標準，各國立法例多以「危害競爭、形成獨占、

產生或加強市場控制地位，或有上述情形之虞」作為審查標準。無此情況

發生者，即予許可；有者，則予禁止。但在後者之情形，如結合事業提出

關於效率、垂危事業之抗辯、對整體經濟有貢獻等因素者，主管機關仍得

考量許可之。至於具體之衡量標準，立法例上，美國法以長期執法經驗之

累積，所訂相關指導原則最值參考，其除將原則性之標準訂於克來登法第

7 條外，另由主管機關發布指導原則，將其審查標準予以量化及非量化，

而後定其準駁（何之邁，1997）。在我國，則如前述，係以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1 項「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作為審查依據，

惟此二者之內涵為何？似未臻明確。蓋「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

不利益」二者均為不確定之法律概念，且其涉及經濟理論之分析與運用，

我國學說上尚未見深入研討之文章著述，實務上公平會亦未如其他國家之

競爭法主管機關制定詳盡之結合指導原則闡明其內涵 3，因此結合事業於

提出申報時，僅得就公平會過去處理過之案例，儘可能地就其結合所可能

創造或產生之整體經濟利益進行分析，俾提供公平會作為審酌之參考。  

6. 客觀而論，結合案件之審查對於申報事業之權益影響極為重大，立法

者既將該審查標準以不確定法律概念之方式委諸行政機關於執法時進行

                                           
3 如：美國司法部與聯邦交易委員會發布之「1992 年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其中第四章

『效率』於 1997 年修正）及「非水平結合指導原則」、歐洲共同體之「水平結合指導原

則」、日本之「關於股份持有、合併等『造成實質的限制一定之交易領域的競爭之情形』

的見解」、德國之「結合管制下之支配市場地位」、澳洲 ACCC 之結合指導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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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如何將該不確定法律概念進一步予以具體化、明確化，即為執法者

責無旁貸之義務。公平交易法於施行之初，公平會因缺乏實務經驗，僅公

布案例作為外界參考之作法，尚屬無可厚非；惟該法刻已施行十年有餘，

公平會亦已累積相當之處理經驗，本文認為公平會似不宜再迴避此一執法

義務，而應參考其他國家立法例及過去實務案例之經驗，致力建立該會之

結合審查標準，俾使外界易於依循，並促該會之結合審查標準趨於統一，

始謂妥允。  

7. 在該會制定結合審查基準前，為充實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定

「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之規範內涵，公平會實務上於

其所出版之「認識公平交易法中」一書中，分別針對水平、垂直及多角化

合併等三種結合型態，揭示其對於結合案件之個別考量因素，頗值參考 4。

惟該見解僅於該會所出版之書中提出，不具一般行政規則之效力，對於該

會承辦結合案件之審查，難謂有一定之拘束力。其次，如再將該見解與各

國結合案件之審查原則相較以觀，各國執法所關注之市場界定、市場力之

衡量等市場因素，於該說明殆皆付之闕如，而有稍嫌粗略之虞。另，公平

會於第 592 次及第 615 次委員會議亦曾試圖就結合申報案件研訂審查標準

進行討論，雖未作成最後對外之決定（僅列為對內之研究參考資料），惟

因曾就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之適用提出一定程度明析之見解，爰具參考價

值。本文於以下各節研析中，亦適時引述其中若干重要概念，以期所納實

務見解更為完整 5。  

（一）市場界定與市場力之衡量  

8. 美國 1992 年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992）

於其總論中，即開宗明義指出事業結合之審查原則：凡事業結合可能創造

                                           
4 上揭考量因素，為目前公平會針對公平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訂「整體經濟利益」與「限

制競爭之不利益」之法定要件，唯一對外揭示之見解  
5 見「認識公平交易法」增訂九版，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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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強廠商之市場力量，或使其易於運用其強大之市場力量者，將不被允

許 6。此亦可推知，結合管制之基本概念，即在於事前防範事業因結合而

使其市場力量擴大，冀免對該相關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不利影響。從而，

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審理，競爭法主管機關主要核駁之考量因素，即在衡

量該事業結合後所可能形成之市場力量，進而評估其對於市場競爭所可能

產生之影響。至於市場力量之衡量，各國反托拉斯實務上多數係以市場占

有率作為分析之代理變數，而市場占有率之高低又明顯受市場範圍寬窄影

響，因此市場範圍之界定，又為結合案件審理之起始點。一般而言，倘市

場範圍之界定過於狹窄，將會使市場占有率的計算值偏高，而使市場力量

的評估結果失之過高；反之，如市場範圍的界定過於寬鬆，則將造成市場

占有率的計算值偏低，而使得對於結合事業之市場力量評估結果失之過

低。上述結果，無疑將都會使得市場占有率之計算，無法真實反映結合事

業之市場力量。  

1.市場界定（MARKET DEFINITION）  

9. 經濟學理論上，相關市場之認定係以商品替代彈性作為衡量標準。商

品替代彈性又分為供給替代彈性及需求替代彈性 7，惟關於結合市場之定

義分析，通常傾向於關注需求替代因素（如：消費者之可能反應），而只

有在認定廠商是否參與相關市場供給替代因素，或分析新廠商之參進時，

                                                                                                                         
6 參美國司法部與聯邦交易委員會於 1992 年共同頒布之結合指導原則「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992 年之結合準則僅限於水平結合部分。其審核程式分成五大步

驟，從市場界定結合效果，其他事業進入市場之可能性，結合是否增進效率，以及參與

結合事業若不進行結合是否會退出市場等五個程式，依序討論之。該原則延續 1984 年

指導原則承認「效率理論」，其第四章（section 4）有關效率部分於 1997 年修正。該原

則上之相關評析，參劉紹樑，1992，37-56。  
7 所謂需求替代性，係指假使特定產品或服務之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提高

時，其顧客能夠轉換交易對象或以其他產品或服務，取代前揭產品或服務之能力；所謂

供給替代性，係指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提高時，其他競爭

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立即供應具替代性產品或服務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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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考慮供給替代因素（如：生產者的可能反應）。依據美國 1992 年水平

結合指導原則之定義（Section 1.0），所謂「市場」係指：「一項商品或一

套商品，以及該商品所生產或銷售之地理區域。在無價格管制，且假定所

有其他產品之銷售量和條件不變，一家在特定區域中為現在及未來唯一之

商品生產者，且追求利潤極大化之廠商，有能力將價格提高至一『小但顯

著且持續』（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之幅度。」而所謂「相

關市場」（relevant market），即指能滿足此一測試標準的最大產品群與地理

區域。  

10. 前述美國結合指導原則所定義之市場 8，係以市場力量為討論中心，

廠商在持續維持顯著（5%）的價格提高，仍有利可圖之情形下，所包含擁

有潛在市場力的一群最小範圍之生產者而言（莊春發，1992；黃美瑛，

1993）。詳言之，「市場」須從需求面與供給面考量每一相關產品市場。在

需求市場裡消費者願意且能夠隨著相對價格變動，購買所有替代商品及服

務；而參與結合事業在供給市場中將比結合前更可以具有某種程度價格決

定能力，且為追求利潤而將價格微幅（但顯著地）提高，並得於一定期間

內，維持該價格且無其他事業進入市場參與競爭。每個相關市場都有替代

商品或服務，消費者將因應相對價格之變動調整其購買決策，如果消費者

不願意因價格改變而重新購買商品，則這些不同的商品應劃分為個別市場

（薛琦等著，2000）。  

11. 現行公平交易法對於「市場」有明文之定義者，為第 5 條第 3 項對於

獨占事業所處「特定市場」之解釋性規定：「‥‥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

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據此，則市場定義在

理論上應可涵蓋所有競爭可及之區域或範圍，包括商品或勞務之潛在供給

                                           
8 有學者認為市場之界定，應區分一般經濟市場與反托拉斯市場分別為之，此或因係托

拉斯市場之界定研究歷史較晚之故。惟，國內學者亦有認為自此二種市場之共同處以

觀，無論基於經濟市場定義或反托拉斯市場之定義，一個適當的市場概念均應包含各種

層面之考量。見黃美瑛，1993，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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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需求者，及可能交易之區域空間與時間範圍（薛琦等著，2000）。從

而，事業結合之相關市場界定，應就相關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等二方面，

共同界定之。此外，因時間長短會影響商品或服務之交叉彈性，從而亦可

能影響特定市場之範圍，是於具體個案衡量時，亦得考量需求者或其他市

場參與者於合理可預見期間內之轉換、供給能力之時間因素。  

（1）產品市場（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12. 「產品市場」係指在需求替代性及供給替代性方面，其功能、特定、

用途及價格條件上，均具有緊密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9。亦

即，凡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功能及價格條件上具有緊密替代性之

產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組合。申言之，假若「產品市場」內的相關產品全部

由一個「假設性獨占者」（hypothetical monopolist）所供應，該「假設性獨

占者」可將產品價格作「微幅但顯著且持續」（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之提高，而無庸擔心交易對象會以其他性質或功能相近產

品替代，或其他潛在供應者得轉換產品線進入系爭產品市場內銷售，則可

認為該「產品市場」已被適當界定。反之，若交易對象可用其他性質或功

能相近產品替代，或者有其他潛在供應者轉換產品線進入系爭「產品市場」

內銷售，則「產品市場」應將前述產品或潛在供應者包括在內。  

（2）地理市場（GEOGRAPHIC MARKET DEFINITION）  

13. 「地理市場」係指就結合事業提供產品或服務，交易相對人得以無障

礙選擇或轉換其他交易對象之區域 10。申言之，假若「地理市場」內相關

產品全部由一個「假設性獨占者」所供應，該「假設性獨占者」可以將價

格作「微幅但顯著且持續」提高，而無庸擔心交易對象會轉向其他區域的

供應者購買，或其他地區供應者會因此進入系爭「地理市場」內銷售，則

可認為該「地理市場」已被適當界定。反之，若位於其他區域的供應者能

                                           
9 本產品市場之定義，為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案所採  
1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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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以充足數量、接近價格供應相關產品，則「地理市場」仍應將其包括在

內。  

2、市場力量（market power）之衡量  

14. 市場力量之行使涉及競爭效率之衡量，而競爭效率之評量本身並不容

易。一般而言，須審究產業之競爭特性，以瞭解競爭事業間互動行為之性

質，並據以評估該等事業互動之結果是否為有效競爭。此類產業特性包括

產業集中度、產業家數及市場障礙等因素。  

15. 衡 量 市 場 力 量 是 否 存 在 ， 最 常 用 之 工 具 為 產 業 集 中 度

（MEASUREMENT OF CONCENTRATION）。目前各國對於市場集中度之

衡量主要有二，一為區分特定市場前Ｎ大事業之市場占有率總和，通稱為

Ｃ Ｒ 指 數 ； 其 二 ， 則 為 以 特 定 市 場 內 所 有 事 業 作 衡 量 標 準 之

Herfindhal-Hieschman指數（以下稱HHI指數）。前者通常只提供市場集中

之統計數字，例如當提及二家事業之集中度時，經濟學之用語為CR2，指

該產業之前二大事業市場占有率之平均加總。同理，CR3 指前三大事業，

CR5 指前五大事業，依此類推 11。由於此種計算方式並未考量標的事業規

模之大小，及市場上事業之總數與較小規模事業之市場占有率，故無法解

釋某些產業之現有事業，其擴大產能之能力比市場進入之可能性所造成競

爭之限制為大；且當規模較小之事業可因應領先事業提升價格而增加產量

時，小規模之事業亦可提供有效之市場競爭行為。是以其對於產業集中度

之衡量結果，有時並不見得合理。  

16. 前述另一衡量市場力工具之HHI指數 12，因係以產業內所有事業作衡

                                           
11 公平會目前對於產業集中度所使用之衡量指標，除 CR4 外，亦有使用 CR3 與 CR5 作

為產業集中度之分析工具者。可上公平會網站查詢統計資料：http://www.ftc.gov.tw。  
12 所謂 HHI 指數係將所有市場參與者之個別市場佔有率先平方後再加總之數據。其衡

量方式需要二個數據，一為結合後之 HHI，另一為所增加之 HHI。"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992）",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另

參「美國公平交易法規彙編」，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編印，1995 年 1 月，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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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標準，其市場集中度指標具有反應市場中參與事業數目及參與事業個別

市場占有率資訊之功能，衡量結果較為合理而易為人所接受。美國一九九

二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992）即採此種衡量

標準。HHI指數將市場集中度大致分為三大範疇：1000 以下（低度集中市

場）、1000 至 1800（中度集中市場）、1800 以上（高度集中市場）等三個

範疇，於評估水平結合行為時，一般將考慮結合後之市場集中度，以及結

合所導致之市場集中增加幅度：  

（1）如果結合後 HHI 指數低於 1000 者，通常並無反競爭效果，

毋庸進一步分析。  

（2）如果結合後 HHI 指數介於 1000 及 1800 者，假設 HHI 指數

增加低於 100 者，不致產生反競爭效果，毋庸進一步分析；

假設 HHI 指數增加超過 100 者，對於潛在競爭具有不利影響，

此時即須考慮投入市場競爭之可能、增加效率及垂危廠商退

出市場等因素。  

（3）如果結合後 HHI 指數高於 1800 者，假設 HHI 指數增加低於

50 者，不致產生反競爭效果；假設 HHI 指數增加超過 50 者，

對於潛在競爭具有不利影響，此時即須考慮投入市場競爭之

可能、增加效率及垂危廠商退出市場等因素；假設 HHI 指數

增加超過 100 者，推定此項結合將會限制競爭，但仍容許參

與結合的企業舉證證明尚有其他因素存在，不致於限制競爭。

17. 由上開衡量標準可知，結合後之市場集中程度以及結合前後市場集中

度改變幅度，將影響結合申報案件所引發競爭上之衡量。此種市場集中度

之衡量方式，在於以量化指標初步認定結合案件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遇

有限制競爭之疑慮者，則再進一步審查其質的因素。就我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之執法立場以觀，由於我國內市場之完整產業資訊取得不易，欲使每件

結合申報案件均以 HHI 作為衡量基準，理論上雖佳，但實務操作上並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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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從而如就現實立論，似已沿用 CR 指數作為判斷，較具可操作性；惟

本文認為，在執法現實面之困難並非無解之前提下，為使我國結合之審查

標準更趨合理，公平會目前對於結合管制之執法重點，似可考量如何致力

於建立市場資訊之充分與完整性，進而改採 HHI 作為衡量標準之管制工

具，俾符合先進國家之管制趨勢。  

18. 再者，由於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之參與事業，其所處個別市場不

同，並無市場集中度增加問題，因而前述市場集中度之衡量標準，主要係

適用於水平結合之審查。復因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所定事業結合之審查標

準，乃須事業結合之評估結果「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

者，中央主管機關始不予禁止，爰本條文在適用上，即應就事業結合對限

制競爭之不利益考量因素，以及衡量其對於整體經濟利益之影響等二方

面，進行分析。  

（二）事業結合之限制競爭不利益考量因素  

１、水平結合  

19. 水平結合具有使現存市場事業家數減少，造成市場集中度增加之效

果。競爭法對於水平結合管制之主要目的，在於避免某一事業取得市場力

量或獨占力量。蓋因事業取得市場力量後，將有能力將價格提高，使其超

過一般競爭價格水準，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此外，高集中度產業之事業

亦可能會運用其市場力量，以結合之方式，對市場競爭產生不當之抑制。

尤其，原本處於競爭狀態之事業進行結合時，不論其是否具有市場力量，

結合後將無可避免地消弭其原有之競爭狀態，並可能產生市場力量，而形

成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效果。  

20. 如前述，事業進行水平結合之結果，倘得以運用其市場力量，在某一

段時間內將價格維持在競爭價格水平之上，並獲取超額利潤時，該社會福

利將由消費者移轉於結合事業間，從而可能被禁止。然而，市場力量之衡

量，市場占有率及市場集中度資料僅能提供分析結合對於競爭影響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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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主管機關於衡量是否禁止事業結合時，通常仍須評估其他可能之限制

競爭因素，如結合後可能產生之共同效果（Coordinated Interaction）、單方

效果（Unilateral Effects）等，以及參進分析、抗衡力量及市場競爭減損等

方面，說明如下：  

（1）共同效果（Coordinated Interaction，或稱協同互動）  

21. 共同效果係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銷售時，運用其市場力量與他事業

以協同互動之方式儘可能減少競爭或完全不競爭，而損害消費者權益之情

形 13。此種共同效果主要係由一群事業所組成，藉由渠等間明示或默示之

行為，以合法或不合法之協同互動方式而獲利。欲使此種共同效果之參與

事業成功獲利，必須使該參與事業得以獲利，並且使參與事業有能力偵測

並懲罰違反協同互動約定之行為。  

22. 共同效果易發生於水平結合後之市場。因此，對於水平結合是否產生

限制競爭效果之評量，首先須先判斷事業於後結合後之市場中，是否易於

協同互動而損害消費者的權益。分析共同效果之發生可能性，可由以下三

項特徵觀察：結合後市場狀況是否易於促成事業間協調互動條件之達成

14，或是否有助於偵測作弊（deviation）及處罰作弊（Detecting and Punishing 

Deviations） 15等。倘事業無法繼續性地就上開要件達成共識，切實執行，

則此所謂之共同效果即不容易成功。此外，影響協同互動之市場因素，尚

                                           
13 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案對於「共同效果」之定義，則為：

「結合事業與其他非參與結合事業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但採取一致性

行為，使市場實際上不存在競爭之情形。」  
14 所謂協調互動之約定條件，如一般價格固定與分配消費者或營業區域等情形均屬之。

市場狀況有時可能會有助於或有礙於協調互動約定之達成，例如市場是否已有常態之商

業慣例或特色、產品之同質性、種類、競爭者或市場間營業訊息之透明度等。  
15 當市場有助於及時偵測並處罰違反協同互動約定之共同行為時，事業遵守該約定將比

違反約定更容易獲利。此外，市場上現存之商業慣例或交易特色，可能有助於違反協同

互動約定之偵測與處罰，例如關於特定交易之重要資訊，或定期與競爭對手有個別價格

或銷售資訊交流時，對一般事業而言，即很難秘密地違反該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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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市場資訊流通有無障礙、交易數額及競爭對手人數、產品同質性高

低、市場訂價及行銷策略、買賣雙方特性、有無共謀紀錄等。  

（2）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  

23. 所謂單方效果，係指結合事業得不受市場競爭之拘束，提高商品價格

或服務報酬之情形 16。事業結合縱無法成功促成共同效果之達成，惟如結

合後之事業仍得藉由片面提高價格或抑制產出而獲利，則該結合之單方效

果仍足以限制競爭。  

24. 結合事業憑恃其片面之市場力量提高價格之可能性，可由特定市場商

品或服務之同質性、產能、對於樞紐設施或領先科技之掌握等方面予以衡

量。倘相關市場商品或服務差異化程度越大，則其間之替代性可能越弱，

事業越有可能憑恃其結合後增加之市場力量，提高價格以獲取利益；反

之，倘相關市場商品或服務之同質性越大，則其間之替代性可能越高，事

業提高價格之可能性即較低。此外，市場上其他非結合事業如面對結合事

業提高價格之結果，無法重新推出產品與其競爭，則該結合自較可能產生

反競爭效果。又如非參與結合事業是否受有產能限制（capacity 

constraint），無法適時增加生產來回應結合廠商減少產量的行為，亦應一

併考量在內。惟亦不可諱言，結合後事業是否得以採取產能控制以提高價

格，與非參與結合競爭事業是否具有充足之產能、容易重新配置產能、產

能投入之沉沒成本等有關。此外，結合事業如掌握樞紐設施或領先科技，

即有機會構成獨占或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是以倘事業結合擁有樞紐設施或

領先科技，亦可能憑恃其市場地位，於結合後有提高價格之能力。  

（3）參進分析（ENTRY ANALYSIS） 17 

25. 參進分析係對於事業進入特定市場之難易程度所為之分析模式。在動

                                           
16 此單方效果之定義，係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案所採。  
17 參進分析在美國 1992 年水平結合指導準則與 1993 年美國檢察總長協會水平結合指導

準則中，均獲得相當之重視，其關於參進障礙之分析模式，頗值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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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之競爭環境中，相關市場之事業數量隨環境而相應變化。倘若相關產業

之現存事業因缺乏競爭致有高額之利益，則其他事業即可能有參進市場之

動機。惟如一市場之參進相當容易，則事業結合後，因難以共同或單獨將

價格維持在高於結合前水準而獲利，則該事業之結合未必能創造或增加市

場力量，或使其有能力運用市場力量。此一參進狀態可能在結合行為發生

之初即產生遏阻效果，或可遏阻或抵銷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效果。  

26. 如何辨別參進行為之難易？一般而言，倘一參進行為在數量、特性及

規模方面係可能、及時、充分，並足以遏阻或抵銷競爭效果之損失者，應

足認定之。當一市場之參進被認為是容易時（亦即通過前述及時、可能、

充分等測試），原則上該結合行為將不致產生反托拉斯法之疑慮。  

27. Ａ、參進可能性  

如事業結合前，市場價格仍有利潤，且該價格可為參進者所維持者，

該市場即可能出現新的參進者。惟參進是否可能，仍須考量現存之參進障

礙。參進障礙包括現存事業家數、資金或沉沒成本之限制；樞紐設施、自

然資源、創新及研究發展成果、智慧財產權保護等技術限制；經營經驗、

聲譽、品牌忠誠度、轉換交易成本等既存事業策略優勢；市場成長程度、

規模經濟或網路效應等市場變化，相關市場參進實例之歷史資訊、相關市

場外之事業之生產設備重置之難易程度、沉沒成本之高低等因素 18。如前

述市場衝擊須經過較長時間始能達成，則該參進行為將不會遏阻或抵銷競

爭效果之損失。  

28. Ｂ、參進及時性  

市場參進如欲抵減、嚇阻事業結合所產生之限制競爭效果，需該新參

進者得以及時進入市場，且有能力立即對於相關市場之價格產生顯著影

                                           
18 諸此參進障礙之考量因素，為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

案所採。惟實務上對於結合事業所處市場之參進障礙，是否有能力作如此詳盡之分

析，頗值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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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始可能達到其效果。而參進及時與否之衡酌，應視產業特性、動態、

潛在進入者之產能等因素併予考量。 19 

29. C、參進充分性  

倘參進者考量利益、成本所決定參進之生產規模，與結合事業以外其

他既存事業之生產規模，並不足以抵減嚇阻結合事業行使市場力，則參進

雖有可能，但仍不足以去除限制競爭之不利益 20。  

（4）抗衡力量及市場競爭之減損  

30. Ａ、抗衡力量  

抗衡力量係指特定市場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鉗制事業提高

商 品 價 格 或 服 務 報 酬 之 能 力 21 ， 亦 有 稱 之 為 強 勢 而 老 練 之 買 方 力 量

（POWERFUL OR SOPHISTICATED BUYERS） 22。詳言之，當市場上出

現市場力量強大之買方時，結合事業因可能採取以秘密協商或提供實質讓

步之方式與之交易，其勾結行為將可能被遏止，從而結合事業之市場力量

即未必得以有效行使。此種抗衡力量之產生，最可能發生於買賣雙方市場

均屬高集中度，且雙方均有足夠力量迫使他方繼續維持競爭之情形。  

31. Ｂ、市場競爭之減損  

市場競爭之減損係指事業進行結合，使原本市場競爭或潛在競爭之程

度降低之情況。倘參與結合事業彼此間處於相關市場，具有主要競爭關

係，則結合可能使市場之競爭效能顯著降低。惟倘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

                                                                                                                         
19 關於參進及時性之分析，本文係參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

究乙案所採見解。  
20 本文關於參進充分性之分析，參同前註。  
21 關於本抗衡力量之定義，為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案

所採。  
22 1993 年美國檢察總長協會水平結合指導準則第五章第四節即明文指出，事業間之

暗 中 或 勾 結 行 為 ， 可 能 為 強 勢 或 老 練 之 買 方 （ POWERFUL OR SOPHISTICATED 

BUYERS）所遏阻，因而可能形成本文所稱之抗衡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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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非相關市場之主要競爭者，但具有創新能力，有潛在擴大市場占有率之

機會，而使市場具有效競爭之可能性，該結合亦可能被認定為減損競爭 23。

（5）公平會實務上綜合考量因素  

32. 除上開理論面之理解外，公平會實務上對於水平結合限制競爭之不利

益考量因素，主要有：結合前參與結合事業個別之市場占有率及其結合後

市場占有率的變化 24、是否影響市場價格 25、對市場既有競爭廠商家數的

影響 26、市場原有之競爭狀態以及該結合案對於市場結構、集中度有無重

大改變或不利影響 27、對市場競爭行為、上下游業者或消費者有無不利之

                                                                                                                         
23 此市場競爭減損之分析，亦為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

案所採。  
24 例如（81）公結字第 001 號、（81）公結字第 002 號、（83）公結字第 042 號、（83）

公結字第 118 號、（83）公結字第 150 號、（84）公結字第 016 號、（86）公結字第 530

號、（87）公結字第 001 號、（87）公結字第 022 號、（87）公結字第 027 號、（87）

公結字第 156 號、（87）公結字第 563 號、（87）公結字第 687 號、（87）公結字第 839

號、（88）公結字第 616 號、（88）公結字第 672 號、（88）公結字第 755 號、（89）

公結字第 123 號、（89）公結字第 1051 號、（89）公結字第 1118 號、（90）公結字第

648 號、（90）公結字第 854 號。  
25 例如（81）公結字第 001 號、（84）公結字第 016 號。  
26 例如（81）公結字第 002 號、（83）公結字第 150 號、（87）公結字第 156 號、（89）

公結字第 144 號。  
27 例如（81）公結字第 005 號、（83）公結字第 145 號、（85）公結字第 063 號、（85）

公結字第 098 號、（86）公結字第 019 號、（86）公結字第 137 號、（86）公結字第 197

號、（86）公結字第 339 號、（86）公結字第 343 號、（86）公結字第 360 號、（86）

公結字第 394 號、（86）公結字第 520-528 號、（86）公結字第 530 號、（86）公結字

第 531 號、（87）公結字第 001 號、（87）公結字第 022 號、（87）公結字第 027 號、

（87）公結字第 156 號、（87）公結字第 361 號、（87）公結字第 383 號、（87）公結

字第 442-444 號、（87）公結字第 509 號、（87）公結字第 787 號、（87）公結字第 794

號、（87）公結字第 839 號、（88）公結字第 320 號、（88）公結字第 616 號、（88）

公結字第 689 號、（88）公結字第 704-707 號、（88）公結字第 900 號、（89）公結字

第 111 號、（89）公結字第 123 號、（89）公結字第 144 號、八十九年第四三八次委

員會決議、八十九年第四四一次委員會決議、（89）公結字第 919 號、（89）公結字

第 1026 號、（89）公結字第 1086 號、（89）公結字第 1118 號、（90）公結字第 557-566

號、（90）公結字第 648 號、（90）公結字第 878 號、（90）公結字第 998 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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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或未增進其利益 28、事業進入或退出市場有無任何限制、障礙，及競

爭者進入市場的可能性與難易度 29、是否已有其他主管機關依法針對費

率、價格或營運管理或其他業者進入市場競爭等加以監督管理 30、交易相

對人之議價能力 3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見 32、參與結合事業是否提供

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化之具體措施 33、有無其他達

成整體經濟利益之方式 34等  

2、垂直結合  

33. 垂 直 結 合 之 限 制 競 爭 分 析 ， 最 著 者 為 所 謂 之 「 市 場 封 鎖 （ market 

                                                                                                                         

公結字第 1028 號、（91）公結字第 051 號。  
28 例如（82）公結字第 001 號、（87）公結字第 509 號、（88）公結字第 616 號、（88）

公結字第 900 號、八十九年第四三八次委員會決議、八十九年第四四一次委員會決

議、（89）公結字第 1086 號、（90）公結字第 854 號。  
29 例如（83）公結字第 121 號、（86）公結字第 520-528 號、（87）公結字第 156 號、

（87）公結字第 442-444 號、（87）公結字第 509 號、（87）公結字第 787 號、（88）

公結字第 055 號、（88）公結字第 276 號、（88）公結字第 320 號、（88）公結字第 616

號、（88）公結字第 688 號、（88）公結字第 704-707 號、（88）公結字第 900 號、（89）

公結字第 144 號、（89）公結字第 286 號、八十九年第四三八次委員會決議、（89）

公結字第 868 號、（89）公結字第 1026 號、（89）公結字第 1051 號、（89）公結字第

1053 號、（90）公結字第 557-566 號、（90）公結字第 639 號、（90）公結字第 673 號、

（90）公結字第 708 號、（90）公結字第 841 號、（90）公結字第 933 號、（90）公結

字第 999 號、（90）公結字第 1000 號、（90）公結字第 998 號。  
30 例如（86）公結字第 019 號、（86）公結字第 339 號、（87）公結字第 383 號、（87）

公結字第 509 號、（88）公結字第 689 號、（88）公結字第 704-707 號、（88）公結字

第 1032 號、（88）公結字第 1033 號、（89）公結字第 076 號、（89）公結字第 286 號、

（89）公結字第 332-333 號、（89）公結字第 696 號、（89）公結字第 919 號、（90）

公結字第 854 號、（90）公結字第 878 號、（90）公結字第 998 號。  
31 例如（88）公結字第 900 號、  （89）公結字第 1086 號、（90）公結字第 673 號、

（90）公結字第 892 號。  
32 例如（87）公結字第 563 號、2000 年第 441 次委員會決議、（90）公結字第 639

號。  
33 例如 2000 年第 441 次委員會決議、（89）公結字第 1086 號。  
34 例如 2000 年第 438 次委員會決議、2000 年第 441 次委員會決議、（89）公結字第

108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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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losure）」理論 35。所謂市場封鎖，係指垂直結合事業與其所屬之子公

司進行交易，而拒絕與其他有效率之競爭廠商進行交易之情形而言。上、

下游事業進行垂直整合後，如採取完全封殺策略，將造成上游供給廠商減

少，並提高市場之集中度。此外，上游未結合之事業亦可能增加其市場力

量，或彼此形成卡特爾之勾結，從而導致市場要素價格提升、下游競爭者

成本提高並損害消費者福利。  

34. 評估市場封鎖之效果，可自結合後其他競爭者之活動空間、參進之困

難度，以及結合事業是否可能濫用市場力量等因素綜合評量。具體而言，

倘其他競爭者於事業垂直結合後，仍有其他二個以上得以「最有效率規模」

（minimum-efficient-scale）運作或是獲利之供應者或購買者，則可認為非

參與結合事業尚具有活動空間。其次，觀察上、下游市場是否因該垂直結

合，而導致非參與結合事業進入雙邊市場之困難度增加，倘是，則應認有

封鎖市場效果。再者，倘事業進行垂直結合後，如得運用優越之市場力量，

對於上、下游之其他競爭者，透過拒絕交易、不當差別待遇、不當限制事

業活動等方式，擴張其市場力者，亦得認該垂直結合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

36。  

35. 競爭法實務上，早期芝加哥學派見解曾主張對於垂直合併採取自由放

任之管制態度 37。惟自「市場封鎖」之概念出現後，由於體認上、下游事

業垂直結合後，可以採取進入障礙、差別待遇、促進廠商彼此間之勾結等

多元化策略性，增加其他市場競爭者之成本，進而降低上下游市場之競

                                                                                                                         
35  Sullivan, L. A （ 1977 ） .Handbook of the Law of Antitrust,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657-69. 
36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案認為，垂直結合對於其他競爭

者之活動空間、參進之困難度，以及結合事業是否可能濫用市場力量之效果等三因

素，應為該會對於垂直結合是否造成限制競爭不利益之考量重點。  
37 Fisher, A. A. & Sciacca, R.（1984） ,”An Economic Analysis Economics of Vertical 

Merger Enforcement Policy,."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6,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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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因此，對於市場集中度高之垂直合併，各國競爭法競爭法主管機關均

已納入管制，以避免廠商有濫用市場力量之機會，造成競爭者成本提升之

不合理行為，維護公平合理之競爭原則。此執法觀念之變異，亦可作為我

國公平會執法參考。  

36. 除前述理論面之理解外，我國公平會實務上垂直結合限制競爭之不利

益考量因素，主要為：事業進入或退出市場有無任何限制、障礙，及競爭

者進入市場的可能性與難易度 38、結合前參與結合事業個別之市場占有率

及其結合後市場占有率的變化 39、市場結構狀態 40、市場價格之變動因素

41、參與結合之事業於結合前是否即已關係密切 42、參與結合之事業生產

的產品有無競爭及替代關係 43、市場原有之競爭者數目及結合後對市場既

有競爭廠商家數的影響 44、對上下游供需關係之影響 45、上下游業者的議

價能力 46、申請人是否向主管機關具結或表示不直接或間接從事反傾銷、

杯葛、差別待遇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阻礙競爭 47、結合後之事業經營型態是

否發生重大變革致影響市場競爭秩序 48、結合後事業之內部股權結構是否

                                           
38 例如（83）公結字第 070 號、（84）公結字第 109 號、（84）公結字第 274 號、（84）

公結字第 407-408 號、（85）公結字第 286 號、（86）公結字第 030 號、（86）公結字

第 202 號、（90）公結字第 065 號  
39 例如（83）公結字第 197 號、（84）公結字第 212 號、（84）公結字第 407-408 號、

（85）公結字第 048 號、（85）公結字第 155 號、（85）公結字第 226 號、（85）公結

字第 286 號、（85）公結字第 300 號  
40 例如（89）公結字第 868 號  
41 例如（84）公結字第 016 號、  
42 例如（83）公結字第 070 號、（84）公結字第 109 號、（85）公結字第 087 號、（85）

公結字第 132 號、（85）公結字第 300 號、（87）公結字第 016 號  
43 例如（84）公結字第 274 號、（86）公結字第 003 號  
44 例如（85）公結字第 087 號、（85）公結字第 286 號、（85）公結字第 300 號、（86）

公結字第 003 號、（86）公結字第 202 號  
45 例如（85）公結字第 300 號、（86）公結字第 003 號、（87）公結字第 016 號  
46 例如（87）公結字第 016 號  
47 例如（86）公結字第 030 號、（87）公結字第 016 號  
48 例如（86）公結字第 2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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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制衡力量 49、結合後之市場結構是否容易產生市場閉鎖的競爭效果

50 

3、多角化結合  

37. 對於多角化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一般主要關切點在於所謂之聚合力

（conglomerate power）效果 51。所謂聚合力效果，係指事業實施多角化

結合後，可能採取低於成本之掠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方式，利誘

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以逼迫其市場力量較低之競爭對手退出市場，冀得

獨占或相當於獨占之市場優勢地位；而該低於成本銷售之短期資金缺口，

則由結合事業之其他事業部門承擔。學者認為，多角化結合之事業如挾其

市場優勢地位，而採取前述掠奪性訂價或搭售（tie-in sales）等侵略性之

商業行為者，將無可避免的造成社會福利之損失 52。  

38. 實務上，對於前述多角化結合所可能引發之限制競爭效果，雖為競爭

法主管機關主要評量重點，惟其效果之評量，並非易事。依據公平會執法

經驗觀察，倘結合事業間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原不具水平競爭或上、下

關係，且結合後亦無顯著競爭減損、消除重要潛在競爭影響之疑慮者，因

無明顯之限制競爭效果，原則上該會將不致對該多角化結合提出異議。惟

因多角化結合可能降低潛在競爭之可能性，故公平會之審查重點將在於事

業因法令管制解除對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技術進步使其實施跨業經

營之可能性、結合事業原有結合以外跨業發展計畫及其他具有重要潛在競

爭可能性之因素等 53。  

                                                                                                                         
49 例如（87）公結字第 016 號  
50 例如八十九年第四四一次委員會決議、（89）公結字第 1086 號  
51Hill, C.W.L. （1985） , “ Diversified Growth and Competition: The Experience of 

Twelve Large UK Firms, ” Applied Economics, 17, 827-47. 
52 Felton, J. R. （1971）, “ Conglomerate Mergers, Concentration and Competition,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30, No.3, 225-42. 
53 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案所採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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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與水平結合與垂直結合相同，對於多角化結合之具體考量因素，主要

為：結合前參與結合事業於個別市場的佔有率及其結合後個別市場占有率

的變化 54、主管機關之意見 55、對市場競爭或個別市場結構、集中度的影

響幅度 56、參與結合之事業產銷之產品有無明顯競爭與替代之關係 57、對

事業所處市場之競爭廠商家數之影響 58、結合事業個別所參與經營之市場

的結構狀態與競爭者家數 59、是否為垂危事業結合而不致產生限制競爭之

不利益 60、參與結合事業因結合所獲得之資金籌措、融通與調度等財務利

                                           
54 例如（81）公結字第 003 號、（82）公結字第 018 號、（82）公結字第 025 號、（82）

公結字第 061 號、（82）公結字第 066 號、（83）公結字第 024 號、（83）公結字第 039

號、（83）公結字第 073 號、（83）公結字第 090 號、（83）公結字第 093 號、（83）

公結字第 173 號、（83）公結字第 250 號、（84）公結字第 060 號、（84）公結字第 219

號、（84）公結字第 226 號、（84）公結字第 263 號、（85）公結字第 097 號、（86）

公結字第 059 號、（87）公結字第 016 號、（87）公結字第 026 號。  
55 例如（81）公結字第 004 號、（82）公結字第 066 號、（86）公結字第 060 號、（86）

公結字第 360 號、（87）公結字第 118 號、（91）公結字第 039 號、（91）公結字第 044

號。  
56 例如（81）公結字第 004 號、（81）公結字第 006 號、（82）公結字第 002 號、（82）

公結字第 005 號、（82）公結字第 088 號、（83）公結字第 038 號、（83）公結字第 043

號、（83）公結字第 093 號、（83）公結字第 098 號、（83）公結字第 173 號、（84）

公結字第 060 號、（84）公結字第 167 號、（85）公結字第 097 號、（85）公結字第 246

號、（86）公結字第 059 號、（86）公結字第 060 號、（86）公結字第 360 號、（87）

公結字第 016 號、（87）公結字第 197 號、（87）公結字第 446 號、（90）公結字第 778

號、（90）公結字第 1010 號、（90）公結字第 1007 號、（90）公結字第 1008 號、（90）

公結字第 1009 號、（90）公結字第 1011 號、（90）公結字第 1012 號、（90）公結字

第 1013 號、（90）公結字第 1014 號、（90）公結字第 1056 號、（90）公結字第 1063

號、（90）公結字第 1077 號、（91）公結字第 039 號、（91）公結字第 044 號。  
57 例如（84）公結字第 226 號。  
58 例如（82）公結字第 018 號。  
59 例如（82）公結字第 043 號、（84）公結字第 423 號、（86）公結字第 060 號、（86）

公結字第 407 號、（87）公結字第 016 號、（87）公結字第 026 號、（87）公結字第 446

號、（90）公結字第 1056 號、（90）公結字第 1063 號、（90）公結字第 1077 號、（91）

公結字第 039 號、（91）公結字第 044 號。  
60 例如（82）公結字第 0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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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否強化其競爭力並鞏固其市場地位 61、事業進入或退出市場有無任何

限制、障礙，及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可能性與難易度 62、是否對既有市場造

成排擠效果 63、對市場價格的影響 64、對上下游及未參與事業的影響 65、

事業結合前是否即有密切關係 66等  

（三）整體經濟利益之考量因素  

40. 「整體經濟利益」乙詞，解釋上涵括甚廣，當事業結合之評估結果，

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不利益時，即須進一步審究該結合是否同時產生整體

經濟利益，且該整體經濟利益有無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俾作為中央主

管機關對於該事業結合禁止與否之依據。  

41. 依公平會之見解，實務上對於整體經濟利益之考量因素，可區分就水

平、垂直與多角化結合分別考量下列因素（「認識公平交易法」第九版，

2002）：  

１、水平結合  

42. （1）規模經濟效益：事業結合因生產規模擴大所產生之規模經濟效

益，將可能透過以下三種途徑使生產或營運成本降低 67：  

Ａ、就生產或行銷效率而言：生產規模擴大後，往往可進行「專業化」

生產，提高生產或行銷效率，降低單位生產或行銷成本 68。  

                                                                                                                         
61 例如（82）公結字第 066 號、（86）公結字第 060 號。  
62 例如（82）公結字第 066 號、（85）公結字第 246 號、（86）公結字第 060 號、（86）

公結字第 407 號、（87）公結字第 118 號、（87）公結字第 197 號、（87）公結字第 446

號、（90）公結字第 1008 號、（90）公結字第 1013 號、（90）公結字第 1014 號、（90）

公結字第 1063 號、（91）公結字第 039 號。  
63 例如（83）公結字第 043 號。  
64 例如（84）公結字第 219 號。  
65 例如（84）公結字第 219 號、（84）公結字第 263 號、（87）公結字第 026 號。  
66 例如（86）公結字第 060 號、（86）公結字第 407 號、（87）公結字第 446 號。  
67 例如（83）公結字第 121 號、（83）公結字第 197 號、（85）公結字第 063 號、（85）

公結字第 131 號、（86）公結字第 019 號、（86）公結字第 137 號。  
68 例如（81）公結字第 001 號、（82）公結字第 002 號、（84）公結字第 016 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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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就管理而言：生產規模擴大後，管理費用並不與產量的增加呈同

比例增加，因此分攤在每一單位生產的平均管理費用較少 69。  

Ｃ、就財務而言：生產規模擴大後，在貸款信用融通方面，往往可獲

得較低利率之優待，在生產因素方面，亦可因購買數量多而獲較

優惠之價格。 

（2）技術效率：事業結合透過技術移轉或聯合開發技術，所致技術

水準提升之程度 70。  

（3）其他考慮因素： 

Ａ、結合後生產因素價格及產品售價降低程度。  

Ｂ、提昇產品、服務之品質與資源利用率，或避免資源的重複投入

71。  

Ｃ、提昇市場競爭度 72。  

Ｄ、結合事業之一是否為垂危事業 73。  

Ｅ、強化國內產業之競爭力或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 74。  

Ｆ、維持就業 75。  

Ｇ、配合政府推動之政策 76。  

                                                                                                                         

公結字第 413 號。  
69 例如（81）公結字第 001 號、（84）公結字第 413 號。  
70 例如（83）公結字第 150 號。  
71 例如（84）公結字第 275 號、（85）公結字第 063 號、（85）公結字第 098 號、（85）

公結字第 130 號、（85）公結字第 227 號、（86）公結字第 019 號、（86）公結字第 137

號、（86）公結字第 343 號。  
72 例如（84）公結字第 275 號。  
73 例如（83）公結字第 197 號、（84）公結字第 016 號、（85）公結字第 181 號、（86）

公結字第 394 號、（86）公結字第 473 號。  
74 例如（81）公結字第 001 號、（81）公結字第 005 號。  
75 例如（81）公結字第 002 號、（84）公結字第 016 號、（85）公結字第 181 號。  
76 例如（82）公結字第 001 號、（83）公結字第 145 號、（85）公結字第 171 號。  
77 例如（85）公結字第 130 號。  
78 例如（86）公結字第 343 號、（86）公結字第 3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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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使事業經營更趨國際化 77。  

Ｉ、有助事業轉型 78。 

２、垂直結合  

43. （1）規模經濟效益：事業垂直結合因生產規模擴大所產生之規模經

濟效益，將可能透過以下二種途徑使生產成本降低 79：  

Ａ、就管理而言：生產規模擴大後，管理費用並不與產量的增加呈同

比例增加，因此分攤在每一單位生產的平均管理費用較少 80。  

Ｂ、就財務而言：生產規模擴大後，在貸款信用融通方面，往往可獲

得較低利率之優待，在生產因素方面，亦可因購買數量多而獲較

優惠之價格 81。  

（2）垂直經濟效益：事業垂直結合因同屬於一生產流程之結合，有

利於其上、下游一貫生產作業之便，而使得生產要素使用成本降低之程

度，及其在生產或分配過程中減少價格加成次數所致之產品價格降低程度

82。 

（3）技術效率：事業結合透過技術移轉或聯合開發技術，所致技術

水準提升之程度 83。  

（4）其他考慮因素  

Ａ、結合後生產因素價格及產品售價降低程度。  

Ｂ、結合事業之一是否為垂危事業 84。  

Ｃ、有助企業轉型 85。  

                                           
79 例如（83）公結字第 197 號、（84）公結字第 016 號、（85）公結字第 286 號  
80 例如（85）公結字第 132 號。  
81 例如（84）公結字第 109 號。  
82 例如（84）公結字第 274 號、（84）公結字第 407 號、（84）公結字第 408 號、（85）

公結字第 048 號、（85）公結字第 087 號、（85）公結字第 132 號、（85）公結字第 226

號。  
83 例如（85）公結字第 226 號、（85）公結字第 300 號。  
84 例如（83）公結字第 070 號、（83）公結字第 197 號、（85）公結字第 2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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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維持就業 86。  

３、多角化結合  

44. （1）範疇經濟效益（economies of scope）：  

事業因多角化結合將生產技術相類似產品集中生產，增加機器設備或

各種資源的應用範圍及使用率而降低生產成本、減少資源浪費，並得以減

輕經營、管理、人事與財務等成本 87。  

（2）分散事業風險、增強事業競爭力與提供事業更廣之資金來源 88。

（3）技術效率：事業結合透過技術移轉或聯合開發技術，所致技術

水準提升之程度 89。  

（4）提供交易相對人或消費者更多樣及便利且具選擇性的服務 90。

（5）結合事業之一是否為垂危事業 91。  

（6）強化國內產業之競爭力或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 92。  

４、公平會考量因素  

45. 細縯上開見解，可知其考量因素主要包括效率、垂危事業抗辯及其他

包括公共利益在內等考量因素，與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案件之衡

酌因素，大致相符，可進一步說明如下。 

                                                                                                                         
85 例如（84）公結字第 016 號。  
86 例如（84）公結字第 016 號。  
87 例如（81）公結字第 003 號、（81）公結字第 006 號、（82）公結字第 005 號、（82）

公結字第 025 號、（82）公結字第 088 號、（83）公結字第 038 號、（83）公結字第 250

號、（84）公結字第 219 號、（84）公結字第 263 號、（84）公結字第 283 號、（84）

公結字第 423 號。  
88 例如（82）公結字第 018 號、（82）公結字第 043 號、（82）公結字第 066 號、（83）

公結字第 098 號、（84）公結字第 219 號、（85）公結字第 246 號、（86）公結字第 059

號、（86）公結字第 060 號、（86）公結字第 407 號。  
89 例如（83）公結字第 093 號、（85）公結字第 097 號、（86）公結字第 059 號。  
90 例如（82）公結字第 025 號、（84）公結字第 167 號。  
91 例如（82）公結字第 061 號、（83）公結字第 039 號、（83）公結字第 024 號、（83）

公結字第 073 號、（84）公結字第 226 號。  
92 例如（84）公結字第 2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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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率  

46. 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最大效益，就結合事業而言，主要在於效率提

昇、增進競爭力；就消費者而言，則使其得以享受價格下降之優點。所謂

效率，原則係事業結合得以達到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較好的生

產設施整合、工廠專業化、較低之運輸成本，及結合事業有關製造、服務

或運送等效率而言。惟事業因結合所產生之效率，通常僅存於結合事業之

內部，不必然有助於市場之效能競爭。因而，以效率因素來作為整體利益

之衡量標準，並非自始即獲得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支持 93。  

（2）垂危事業之抗辯（failing firm defense）  

47. 垂危事業係指短期內不可能履行其財務義務，且無法有效重整，而可

預期在合理期間內將退出市場之事業 94。惟為避免垂危事業之防禦理論遭

結 合 事 業 濫 用 ， 美 國 檢 察 總 長 協 會 水 平 結 合 指 導 原 則 （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1993）第六章曾提出三個審查標準，頗供參考：

Ａ、該垂危事業之資源已枯竭，且獲得重整之可能性微，從而有營運

失敗之極大可能性。  

Ｂ、該垂危事業已傾其全力尋求其他可能買主而不可得。  

Ｃ、除參與結合外，無其他更不具反競爭之替代方案存在。  

48. 詳言之，垂危事業倘除參與特定個案之結合外，並無其他更不具限制

競爭之方式存在市場，則倘未有該等結合，市場競爭仍將降低，是以此時

採取結合，可被認為有助於整體經濟利益。同理，雖然結合為拯救垂危事

                                           
93 美國 1992 年結合準則第四章中即明白指出，倘市場參與者透過其他方法即能合理達

到相等或相當之效果時，主管機關將拒絕認定其效率。  
94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曾有見解認為，垂危事業學說理論有可能使得某些反競爭之結合行

為獲得主管機關之同意過關。為避免此種情況發生，主管機關對於此理論之應用宜從嚴

解釋。See U.S. v. General Dynamics Corp., 415 U.S. 486, 507 （1974） ; U.S. v. Greater 

Buffalo Press, Inc., 402 U.S. 549, 555 （1971） .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何之邁 

 463

業之唯一方法，倘市場上得有其他更適結合之對象以減少限制競爭之不利

益，除非該等替代結合案有具體不可能實行之資料或失敗證明，否則可能

不被認為具有整體經濟利益。  

（3）其他考量因素  

49. Ａ、公共利益：  

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定結合審查標準中，其「整體經濟利益」

乙詞是否包括「公共利益」？公平會對此雖無明確之見解，惟學者認為，

實務上對整體經濟利益之解釋已包含對公共利益之考慮（劉華美，2001）。

觀諸公平會過去對於結合案件審查之考量因素，尚包括為客戶提供良好服

務、維持原有員工繼續就業、落實國家政策、政府無須再編列預算補貼、

提升公共資源利用率、確保公司投資人、債權人之利益等等 95，上開見解

應可贊同。  

50. Ｂ、競爭關係之加強與促進交易條件合理化：  

公平會見解認為，倘參與結合事業彼此係屬市場占有率較低之業者，

而其結合所增加之市場力量，反而得以促進其與其他相關市場較大事業之

競爭，則其結合將可被於整體經濟利益 96。此外，倘結合事業相對於交易

之他方，於結合前原屬弱勢者，則該弱勢交易之一方進行結合，將可因其

市場力量之增強，而得以降低購買原料等採購成本，促進合理條件之談判

可能性。進一步言，如該結合事業未有限制下游競爭及總產出等措施，可

能可以將降低之利益傳遞予下游交易相對人分享，而被認定有助於整體經

濟利益。  

51. Ｃ、其他產業主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之意見：  

國外執法實務上，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審核結合案件時，尤其是重大影

                                           
95 學者亦有捨「公共利益」之用法，將類此考量因素稱之為「社會利益」者。參劉

孔中，論結合管制之理論與實務，公平交易法季刊第六卷第二期，頁 26-31。惟無論

如何，學者所欲表達主管機關對於事業結合後所生外部利益之關注，理念仍屬一致。 
96 此為公平會第 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究乙案所採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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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產業結構之申報案件，經常會透過各種方式徵詢該國產業主管機關之意

見，並作為最後決定之重要參考（但原則上不受拘束）。我國公平會執法

亦如是，如實務上關於有線電視或金融機構之結合案件，公平會通常會徵

詢新聞局與及結合案所在之地方主管機關，並將其意見列為最終決定之重

要參考。此種意見徵詢之機制可有效折衝、協調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主

管機關之政策決定，同時藉由產業主管機關提供之專業資訊，有助於市場

資訊更趨精確與一致，使得整體經濟利益之考量更為完整、合理，值得肯

定。  

52. Ｄ、特定產業之審查基準 97：  

實務上，公平會針對若干產業制定相關規範說明，就各產業之結合考

量因素予以明示，其關於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不利益之具體說明，應

為各該產業提結合申報之重要考量因素。  

二、結合之附款（第 2 項）  

53. 所謂附款，依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之規定：「行政機關作成行政

處分有裁量權時，得為附款。無裁量權者，以法律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行

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 98據

此，行政機關作成裁量處分，縱無法律之明文，仍得附加附款（包括期限、

條件、負擔、廢止權之保留及保留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更）；至如非裁量

                                           
97 如：「公平交易法對四Ｃ事業跨業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公平交易法對有線電視

相關事業規範說明」、「公平交易法對電信事業之規範說明」等。  
98 行政程式法第 93 條之立法理由謂：行政機關雖有附款之裁量權，惟其行使仍須遵

守有關裁量權行使之一切限制，尤其附款內容不但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更必

須與行政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換言之，行政處分附款內容係要求相對

人為某種行為或負擔某種義務時，該附款內容與行政處分之目的二者間必須具有正

當且合理之關聯性，行政機關不得假藉其得附款之權限，任意要求相對人為某種行

為或負擔義務，例如：要求相對人為行政處分目的不相干之金錢給付。至於附款內

容與行政處分目的是否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就個案判斷之。參「行政程式法單行

本」，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行，1999 年 3 月，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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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如有法律明白允許附加附款者，固無庸議，否則除行政處分法定要

件之履行係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外，尚不許行政機關任意附加附款。  

54. 2002 年 2 月修正前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規定，事業結合經審酌結果，

如認其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許

可。至於該許可是否得附加附款，同法並無明文。惟公平會早期在為結合

許可時，即曾對少數結合許可案附加實質的負擔。例如百佳公司吸收合併

臺灣屈臣氏大藥房公司一案，公平會為避免申請人將藥商業務併入超市業

務所導致對西藥零售市場的衝擊，故於許可中附負擔，要求申請人於獲許

可後，未經公平會另為許可，不得將藥商業務併入超市業務（（83）公結

字第 038 號）；於百慕達商商 Swire Industries Limited 受讓台灣可口可樂股

份有限公司 80％股權一案中，則要求百慕達商商 Swire Industries Limited

於日後若將所持有之台灣可口可樂公司之股權轉讓與其他從事「不含酒精

飲料」製造或銷售業者時，應向公平會報備（（83）公結字第 039 號）；而

於安麗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讓美商安麗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資

產與營業一案中，為保障安麗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原來直銷商之權

益，故附負擔，要求安麗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獲許可之後，應與美商安麗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原有參加人重新簽定書面參加契約，及保障未

續約直銷商退貨之但書（安麗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受讓美商安麗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之資產與營業）（（83）公結字第 042 號）。  

55. 事實上，結合許可所涉及之經濟情況萬端，公平會為確保行政處分之

精確及彈性，應有附加附款之必要，參酌國外法例亦多有以法律明定者。

例如德國現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40 條第 3 項明文規定：「結合之許

可，得附加一定之條件或負擔。 99」，歐體第 4064－89 號理事會規則第 8

條第 2 項，亦設有得對結合之實行附加遵守指定命令之規定。因此，在本

                                           
99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譯本，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編印，1999 年 5 月，

頁 27。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二條—何之邁 

 466

法修正前為初步明確化公平會於結合許可時得附加附款的權限，本法施行

細則第 10 條於 1999 年 8 月 30 日時為修正，修正後之施行細則第 10 條規

定：公平會為結合許可時，為維護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不利益，得

定合理期間附加條件或負擔。此外，該施行細則同條文第 2 項補充規定，

前開附款之附加不得違反比例原則、不當聯結之禁止等行政法一般原理原

則。公平會於施行細則第 10 條修正後，隨即在數宗有線電視業者之結合

許可案中附加附款，要求業者於結合許可後不得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第 2 項及其相關規定（（88）公結字第 704-707 號、（90）公結字第 557-566

號）。惟結合後的有線電視業者本即必須遵守有線廣播電視法之相關規

定，不因公平會是否附加該等附款而有異，因此公平會針對有線電視結合

案件所為之附款，並非真正的條件或負擔，充其量僅為單純的訓示規定而

無實際的作用。  

56. 現行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2 項係將原來施行細則之文字予以提升，

並配合異議制之管制文字，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

報案件所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不利益。」此條文明確賦予公平會對於事業結合得附加附款之權，使

得主管機關之管制工具更具彈性，值得肯定。至於原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對於公平會附加附款時，應遵行比例原則、不當聯結之禁止等行政法一

般原理原則之規定，現行法雖已刪除，惟因有行政程序法第 4 條、第 7 條

及第 94 條等對此均有極明確清楚之規範，公平會於作成行政處分即須受

拘束，尚無待於公平交易法中另訂之。  

三、管制概況與案例簡介  

（一）管制概況  

57. 公平會對於申請案件之審查，迄今予以駁回者僅 3 件 100，顯示該會

                                           
100 此三件案例均為有限電視業者之結合，包括（1）群健有線電視公司擬受讓威達

有線電視公司主要資產申請事業結合許可案，公平會於第 438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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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顯著對競爭不利益之情況下，對於結合案件之申請，持極為寬鬆之管

制態度，對於一般申請案件一般都會予以許可。然而，事業亦不乏未經申

報許可而為結合者，公平會對於此類案件經查證屬實，雖得依公平交易法

第 13 對違法事業予以禁止或拆解之處分，然而實務上，該會自 1992 年成

立至今，迄無依此條文處分之案例，而主要係依第 40 條科以罰鍰，並要

求該事業應儘速提出申請。此類未經許可而為結合，經公平會處分之案

件，共計 19 件，占公平會處分案件數之百分之一，平均一年尚不及二件，

數量極微，可見於公平會寬鬆之管制政策下，一般事業結合均會依法提出

申請。  

（二）案例簡介  

58. 禁止結合之案例  

《案例一》中油公司與地主蔡惠有君及陳立崇君擬分別成立加油站案 101。

結合內容：  

中油公司申請與地主蔡惠有君及陳立崇君擬以結合方式，成立加油

站，向公平會提出申請。  

                                                                                                                         

該結合實施後並無明顯整體經濟利益，復有顯著限制競爭之不利益，爰予駁回；（2）

蓋曼群島商怡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我境內萬象、吉隆、家和、慶聯、三

冠王、長德、麗冠、新視波及港都等九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事業結合許可，經

公平會第 471 次委員會議決議駁回；（3）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聯群、

新臺北、金頻道及新竹振道有線電視公司事業結合許可案，經估平會第 441 次委員

會議決議駁回。歸納前述公平會駁回之考量，在水平結合約為以下幾點因素：（1）

事業結合後將成為該經營區獨家經營而具有高度市場優勢地位，對消費者選擇亦有

不利影響；（2）市場集中度過高且無實施結合之合理必要性；（3）具有市場進入障

礙；（4）尚無明顯整體經濟利益。至於垂直結合部分，則包括（1）有市場閉鎖之限

制競爭效果；（2）結合實施後，其不利益恐將有轉嫁消費者吸收，損及消費者福祉

之虞；（3）有限制競爭疑慮又未能提供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

化之具體措施。由是可知，公平會對於是否准予事業結合之考量，通常均會加入經

濟分析之因素，俾就該結合對於整體經濟利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加以衡量，以增

加其準駁之合理性。  
101此案經 1997 年 11 月 5 日公平會第 314 次委員會議決議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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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公平會駁回之理由：  

１、結合方式成立加油站對於區域競爭之影響：  

中油公司多年前對設置加油站之地理位置選擇決定權相當高，且渠亦

承認其加油站站數雖少，總加油量反較多，主要係其地點較佳所致，故倘

在同一區域內再以結合方式增加其加油站數，將直接提高其區域競爭優

勢。另據估計，因都會區內土地取得不易，居民抗爭強烈，新增加油站之

難度相當高，故加油站市場之區域性競爭，已轉至都會區週邊之縣市，倘

再允許以結合方式增設中油之加油站，對新進市場之生產或進口業者、加

油站業者而言，無異阻斷其未來發展方向。  

２、對集團競爭之影響：  

在其他業者進入市場後，加油站之集團競爭將會明朗化，自建加油站

或與其他加油站業者採行經銷零售、連鎖經營或結合經營，將是新進業者

所主要考量採行之方式。其中又以結合型態，成本最低，但穩定性最高，

對加油站之約束力最強，為維持各該公司在市場之優勢地位之最偏好方

式，但對其他業者進入市場之阻礙性亦最高。在市場未完全開放自由進口

時，倘以結合方式之集團競爭已形成，終將造成油品市場由國內業者完全

寡占，是以對生產業者及加油站業者之結合經營採行相當之管制，以保留

部分競爭空間，對油品市場邁向健全之集團競爭應有所助益。  

３、對新進油品供應者之影響：  

無論生產或進口業者，維持油品市場行銷通路之成本相對高於其他行

業，因基於加油站不可一日無油，供應業者未進入市場前，因無貨可供應，

很不容易先行培植其連鎖加油站，大多待進入市場後再予建置，另方面，

油品生產為二十四小時一貫性生產，一旦量產，即需有相當之行銷通路，

故在建置自營加油站成本升高之際，新進供油業者行銷體系之建置時間極

為緊迫，倘市場中結合比率偏高，取得行銷管道之可能性愈低、成本愈高，

對業者而言並不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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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對市場開放之影響：  

（1）預期自由化之阻力將由員工、股東遞增至業者：  

油品自由化及民營化之時點已大致確定，其過程為先民營化後自由

化，則依國內外之經驗，反對民營化之員工及民營化後持有股票之股東，

均將轉為反對自由化。此時，若國內生產業者採行結合方式之民營加油站

增加，因其與生產業者關係較其他加油站業者更為緊密，故亦將基於為維

持市場之既得利益，轉而反對自由化，徒增自由化之阻力。  

（2）與加油站自由化之政策目的相背：  

開放民間加油站之政策目標，即在增進油品零售市場之競爭，故中油

公司亦停止新建加油站，現倘在加油站競爭未達相當程度前，中油公司復

以較為簡便之方式取得市場優勢，似與加油站自由化政策目標相背離。當

然，中油公司亦應強化其市場地位，以因應未來與其他生產業者之競爭，

但目前其競爭成本應與其他加油站業者一致，採自建之方式進行，則其與

加油站業者之競爭較為公平。  

（3）加重中油為生產者、批發者及零售者角色之混淆及市場控制力：

加油站市場未能充分競爭之主要原因，係為中油公司於加油站市場身

兼生產者、批發者及零售者之角色，其與民營加油站之關係已計有油品買

賣合約、連鎖合約、代辦委託興建加油站合約及長期供油合約，雖然都採

契約自由原則制定，但以市場行為論之，中油公司之所以能將其區分，係

因其具有獨占力，在加油站業者其市場條件均相當情況下（如加油量、信

用、資本等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所訂事項），此等區分亦為非價格

之差別待遇行為，結合合約係其一系列中之一，故在約束管理獨占事業行

為考量下，應適當予以管制，避免該行為之擴張，不利於加油站市場及油

品自由化後之市場競爭。  

５、綜上，本案由於公平會認為中油公司與加油站業者以結合方式成

立加油站，應加以管制；且考量油品市場自由化後之競爭空間及起跑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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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在油品市場未全面開放進口業者進入市場前，為防止渠等結合所

引發之限制市場競爭效果，本案結合暫予不准。  

60. 《案例二》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聯群、新臺北、金頻道及新

竹振道有線電視公司事業結合許可案 102。  

結合內容：  

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公司，為本案申請人）為專業

有線電視網路工程技術提供者及頻道節目代理商，計劃透過控制業務經

營、人事任免之方式與聯群、新臺北、金頻道及新竹振道有線電視公司事

業結合，約定由東森公司提供該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財務、技術及營運管

理支援，並約定該等系統之總經理之任免須經東森公司之參與，透過前述

                                           
102 案係經公平會於 2000 年 4 月 19 日第 441 次委員會議決議駁回。其背景如下：（一）

1998 年初，東森與和信集團所屬系統因互不買所屬集團頻道節目，造成全台有線電

視系統斷訊風波，經查東森公司因自 1995 年起直接或間接持有新臺北、金頻道、聯

群及新竹振道等有線電視公司之股份，達該等事業股份總額三分之一以上，構成公

平法第 6 第 1 項第 2 稱「結合」行為，且該公司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爰遭公平會

於 1996 年 1 月 7 日第 323 次委員會議決議予以處分，處東森公司三百二十萬元罰鍰，

並命其於三個月內為必要之改正行為。（二） 東森公司嗣於 1996 年 4 月 7 日就前揭

四家有線電視結合情事，向公平會申請事業結合許可。惟於公平會委員會議作成決

議前，東森公司復於同年 7 月 29 日來函指稱該公司已進行股權釋股程式，故渠等已

不適用公平法第 6 條結合要件，爰申請撤回該事業結合申請案，經公平會 1996 年 8

月 5 日第 352 次委員會議決議同意終止審議東森公司所提事業結合申請案。（三）有

關東森公司就前述應申請事業結合許可而未申請違反公平交易法案，經向行政院提

起再訴願，經行政院 1998 年 12 月 7 日台 87 訴字第 59697 號、1998 年 12 月 23 日台

87 訴字第 63093 號、1998 年 12 月 28 日台 87 訴字第 63554 號、第 64555 號再訴願

決定書決定，將前揭四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以撤銷，要求公平會重新查證後依

職權另為處理。公平會經進行後續查證結果，以東森公司於 1997 年及 1998 年間，

透過持股 99.99％之轉投資公司及信託人名義，分別持有新臺北、金頻道、聯群及新

竹振道等有線電視公司之股份，均達該等公司已發行之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且

除聯群公司外，亦間接控制新臺北、金頻道及新竹振道等有線電視公司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之結合形式要件及第 11 條第

1 項第 2、3 款之結合門檻要件，為應請許可而未申請之違法結合，爰再次依法處分。

該案處分嗣獲行政院訴願會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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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達到直接或間接參與該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61. 公平會駁回之理由：  

１、有市場閉鎖之限制競爭效果：  

本案申請人其關係企業所提供之頻道節目，就分類上雖非獨家供應之

頻道節目，且該等頻道節目相較於同性質之其他頻道節目，亦非處於絕對

優勢之高收視率而無可替代，惟以申請人最高得影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百

分之五十可利用頻道之優勢市場力量，其結合後，易導致申請人透過拒絕

交易、聯合行為，差別待遇、集體議價優勢、或以其嚇阻力量，排擠其他

頻道節目進入被結合事業播出之可能性，從而降低其市場競爭力而退出市

場，致使頻道節目供應市場將有市場閉鎖之限制競爭效果。  

２、對消費者權益有不利影響：  

本案結合之實施，較同一經營區域內其他未參與結合之系統業者，具

有明顯之競爭優勢。在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市場之市場結構下，被結合事業

因結合所產生之優勢競爭力及嚇阻潛在競爭者之力量，或將進一步肇致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市場結構趨於集中，而不利於競爭機能之發揮；且將造成

有線廣播電視上下游產業市場集中化，其不利益有轉嫁消費者吸收，損及

消費者福祉之虞。  

３、未提供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化的具體措

施：  

本案結合後，透過申請人控制被結合事業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固

然得使參與結合事業產生降低交易風險、改善經營體質、穩定供需關係及

集體議價等內部經濟利益，惟渠所提出之事業結合申請書，並未提供適當

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化的具體措施，以杜疑慮。  

４、本案整體經濟利益尚得以其他限制競爭較小之方式達成  

有線廣播電視網路僅係寬頻載具之一，隨著通信科技的發展，傳統固

網事業亦得提供寬頻傳輸服務，故有線電視網路之建設僅為我國資訊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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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重點之一，而非唯一，網路事業所產生之整體經濟利益尚得以其

他限制競爭較小之方式達成。且被結合事業尚得依「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

則」申請提供電路出租服務，又申請亦得向電路出租事業租用電路以經營

通信事業或資訊通信業務，故本案申請駁回後，相關事業仍得視本身經營

條件投資網路基礎建設，或經營有線電視、電信及網際網路之跨業整合性

服務。  

５、綜上，本案因其他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對其結合後，可能產生限

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等情事，亦存有疑慮。爰經公平會綜合評估結果，認

為其結合對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大於整體經濟之利益，乃駁回其申請 103。

62. 《案例三》蓋曼群島商怡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我境內萬象等九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事業結合案 104。  

結合內容：  

蓋曼群島商怡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ESTAR CABLE LTD，下稱

申請人）係於 2000 年依蓋曼群島法律設立之公司，擬於境外轉投資設立

聯盟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直接、間接投資方式，取得我境內萬象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象公司）等九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股份

逾三分之一，從而取得直接或間接控制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權，符合公平

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

                                           
103 本案東森公司嗣後將渠轉投資之三家事業，合計持有木喬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 24.99 之股份，於 2001 年間全數售予與本案無涉之他事業董

事長，冀以降低垂直結合所引發限制競爭不利益之疑慮。而以總計十二家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名義，再次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請，經公平會於 2001 年 11 月 22 日第 524

次委員會議決議許可在案。  
104 本案經公平會於 2000 年 11 月 16 日第 471 次委員會議決議駁回。嗣申請人將其

預 定 股 東 中 ， 持 有 木 喬 傳 播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已 發 行 股 份 總 數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之 股

權，出售予申請人無關之他事業，以有效降低公平會對於垂直結合方面之疑慮，並

就公平會之駁回理由予以補述後，以總計十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名義，再次向本會

提出結合申請，經該會於 2001 年 6 月 14 日第 501 次委員會議決議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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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及同條項第五款「直接或

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之結合態樣，乃於 2000 年 6

月 9 日向公平會提出結合許可申請。  

63. 公平會駁回之理由：  

１、結合後因市場集中而有明顯限制競爭效果  

本案被結合事業萬象公司等九家系統經營者於個別經營區之市場占

有率多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有部分有線電視系統業者更是該區唯一之

系統經營者。本案結合實施後，申請人即成為多系統經營者，透過多系統

經營之集體議價優勢，得降低被結合事業頻道節目購買成本，該等優勢相

對於同一經營區域內其他未參與結合之系統業者或擬進入該區經營之潛

在參進者，顯具有明顯競爭優勢。其因結合所產生之優勢競爭力及嚇阻潛

在競爭者力量，易造成未參與結合之系統業者不易與其相互競爭，或造成

潛在競爭者之市場進入障礙，使有線電視系統市場結構趨於集中，不利於

競爭機能之發揮。  

２、有市場閉鎖之限制競爭效果  

本結合案因其複雜之股東關係所致，申請人未來仍可能直接或間接控

制頻道節目供應市場，故其結合態樣應視為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者與系

統經營者之垂直結合。此種垂直結合型態固或能產生降低交易成本、確保

頻道節目之穩定播出及提供多元化網路服務等利益，惟亦可能導致頻道節

目供應業者拒絕授權、或系統業者拒絕播出之差別待遇行為，並藉此逼迫

競爭者退出市場、參與結合或聯合之行為，而產生上下游市場俱遭封鎖之

反競爭效果。此種不利益雖非垂直結合所直接導致，惟若垂直結合事業濫

用其統合上下游市場之強大力量，確將造成交易秩序及消費者權益之嚴重

傷害。為減少此種不利益，並使結合之申請能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許

可之要件，參與結合之事業除應將其內部利益外部化外，並應提出現時及

未來自我防範限制競爭效果之積極作法。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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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結合可能導致頻道節目供應市場產生市場閉鎖之限制競爭

效果：查本案結合實施後，申請人最高得影響三十個頻道節目之

供應，約達目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七十五個可利用頻道之百分之

四十；且被結合事業投資之事業所代理之頻道節目，在運動、綜

合、財經、新聞等類頻道節目供應市場中均具有一定之市場影響

力。是其結合後，易導致申請人為競爭目的，透過拒絕交易、差

別待遇、集體議價優勢，或以其嚇阻力量，排擠其他頻道節目進

入被結合事業播出之可能性，從而降低該其他頻道業者之市場競

爭力而退出市場，致使頻道節目供應市場產生市場閉鎖之限制競

爭效果。  

（2）對消費者權益有不利影響：本案結合之實施，參與結合之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相較於同一經營區域內其他未參與結合之系統

業者，具有明顯之競爭優勢。在目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市場之市

場結構下，本案結合除可能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市場結構趨於集

中化外，並可能使被結合事業恃其優勢之競爭力產生嚇阻潛在競

爭者之力量。且就目前有線廣播電視普及率以觀，若參與結合之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恃其集體議價之優勢或於個別經營區取得

之優勢地位，對於其他頻道業者為不公平交易之行為者，其不利

益恐將有轉嫁消費者吸收，損及消費者福祉之虞。  

３、未提供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化的具體措

施：  

本案結合後，透過申請人控制被結合事業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固

然得使參與結合事業產生內部經濟利益，惟因有前開導致有線廣播電視頻

道節目供應市場限制競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市場限制競爭之虞，而申請

人除認本案並無必要以各該股東出售於頻道供應事業之持股為本件申請

案許可之條件外，又未能提供適當自我防制限制競爭及促進內部利益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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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具體措施，以杜疑慮，難認其結合對整體經濟之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不利益。  

４、本案整體經濟利益尚得以其他限制競爭較小之方式達成：  

引進外國資金的挹注與專業技術，此非唯一途徑，國內各系統經營者

仍得以個別商談之方式為之。且有線廣播電視網路僅係寬頻載具之一，隨

著通信科技的發展，傳統固網及第三代行動電話亦得提供寬頻傳輸服務，

故有線電視網路之建設僅為我國資訊通信基礎建設之重點之一，而非唯

一，網路建設所產生之整體經濟利益尚得以其他符合競爭規範之方式達

成。故本案駁回後，相關事業仍得視本身經營條件，從事網路基礎建設，

引進資金與技術，以提供媒體、娛樂、資訊、電信、網際網路等跨業整合

後之多元性及多樣性服務。  

５、本案公平會經函詢中央及地方相關主管機關之評估意見，對本案

結合實施後可能造成之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情事，亦有疑慮。爰經綜合

評估結果，認為其結合對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大於整體經濟之利益，公平

會爰駁回其申請。  

64. 《案例四》新臺北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擬與麗冠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依修正後之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規定申報事業結合案 105。  

結合內容：  

新臺北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麗冠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均為依

有線廣播電視法設立，並經行政院新聞局核准正式開播之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經營者，經營區域為行政院新聞局劃定之「臺北市內湖區」。上開二公

司擬合併，以前者為存續公司，後者為消滅公司。前者之市場占有率已超

過四分之一，合併後之市場占有率亦超過三分之一，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結合申報要件，爰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105 本案係公平會於 2002 年 8 月 8 日第 561 委員會議決議禁止結合，為公平法於 2002

年 2 月結合管制改為申報異議制後，第一件遭公平會禁止結合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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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公平會禁止結合之理由：  

１、對市場結構之影響：本案如許其結合，市場內之競爭者家數將從

兩家變為獨家經營之情形，HHI 值上升為 10000，從而市場將處於無競爭

之狀態。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係屬於高度進入障礙的行業，對既有業者而

言不存有潛在競爭者可能隨時進入市場所形成的競爭壓力，因此此二公司

後，將使存續事業新臺北有線電視公司取得獨占力量，嚴重損害市場的競

爭機能。  

２、對消費者選擇之影響：由於本案結合後市場內僅剩新臺北有線電

視公司獨家提供有線廣播電視之服務，消費者並無其他可資替換的系統業

者，將明顯限縮消費者選擇之範圍。  

３、對業者創新與服務品質誘因之影響：在缺乏足夠競爭壓力之情形

下，獨占業者通常會缺乏降低成本、從事創新與提升服務品質之誘因。本

案結合後，由於區域市場內將形成無競爭之狀態，在缺乏市場競爭壓力驅

策之情形下，勢必更加限制新臺北有線電視公司對於降低成本、從事創新

與提升服務品質之誘因。  

４、對頻道節目供應市場競爭之影響：本案結合後，區域市場內僅剩

一家電視公司獨家經營，是其對於下游之收視戶形成獨占外，亦對於上游

之頻道節目供應業者形成獨買。該公司倘挾其獨買力，要求上游頻道節目

供應業者給予特別優惠，勢將影響頻道節目供應市場之競爭。復觀諸其已

進行之垂直整合結果以觀，亦有形成「市場閉鎖」（market foreclosure）效

果之風險。  

５、本案經公平會函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之意見，咸認系

爭結合尚無明顯之整體經濟利益，然卻有明顯之限制競爭之不利益。爰經

綜合評估結果，認為其結合將嚴重損害有線電視市場之競爭機能，其限制

競爭之不利益大於整體經濟利益，該會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

定禁止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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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違法結合及未履行附款之處分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

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前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

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  

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所為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

止營業或勒令歇業。」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事業結合，應申請許可而未申請，或申請未獲許可而為結合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

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  

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所為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停

止營業或勒令歇業。」  

 

參考文獻 

參照第 6 條。  

 

第十三 違法結合及未履行附款之處分 

壹、法制比較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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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解體之處理 

二、不遵解體處置之處分 

肆、本法第 13 條與其他規範之適用問題 

 

壹、法制比較  

1. 參見第 6 條。  

 

貳、立法意旨與沿革  

2. 公平交易法第 13 條係對於事業違法結合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其

結合所附加附款之效果規定。所謂違法結合，指事業結合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11 條第 1 項之事前申報義務、於同條文第 3 項所定等待期間或中央主

管機關延長期間內進行結合，或事業於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經該會

審查後認為其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大於整體經濟之利益而禁止其結合，而事

業未遵公平會之禁令仍為結合之情形等。此外，公平會對於事業所申報之

結合計畫不為異議，但於作成不異議之決定同時對於該結合附加一定之負

擔者，結合事業即負有履行負擔之義務，否則其效果與前述違法結合同，

中央主管機關得採取以下手段作為處罰：（一）禁止其結合；（二）限期命

其分設事業；（三）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四）轉讓部分事業；（五）免

除擔任職務；（六）其他必要之處分。違反前開處分者，依同條文第 2 項

規定，並得進一步為（一）命令解散；（二）停止營業或；（三）勒令歇業

之處分。除此之外，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尚得對於

違法事業處以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3. 本條文前述對於違法結合之處罰規定，於公平交易法制定依始即存

在，其立法理由並明白指出，事業結合應依第 11 條規定申請許可而未提

出申請（立法當時為事前許可制），或已申請未獲許可逕行結合者，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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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得依前述條文規定為前述條文所定之必要處分。2002 年 2 月公平

交易法修正案並未改變此種規範之基本架構，惟增列原立法時所無之違反

結合附款之情形併予列入，使得結合附款之違反效果趨於明確。至於本條

文第 2 項，則自公平交易法立法以來，並未有任何修正。其立法目的，主

要係為使本條文第 1 項之處分得以確實發生效果，從而明定事業違反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 1 項所為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令解散、停止營業或

勒令歇業等處分。  

 

參、構成要件分析 

一、解體之處理  

4. 公平交易法第 13 條第 1 項為事業違法結合，以及事業不履行中央主

管機關對於其結合所附附款所生法律上不利益之效果規定。從而，事業之

結合如符合本項所定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自得視個案具體違法狀態，依

所本條項所定效果擇一作為處罰，以適時矯正該結合行為對於市場結構可

能造成之危險。惟應注意者，本條文雖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違法結合及

不履行結合附款相當多樣之矯正工具，但主管機關於實際適用法律時，仍

須注意行政法上學理上之不可恣意原則，亦即應就具體個案情況選擇適合

之矯正工具，始可發揮適當之管制功能。此於本法立法初期即有此關注，

立法者爰於本條文之立法理由明列各具體適用情況如下：（一）正進行結

合者，禁止其結合；（二）已與他事業合併者，限期命其分設為二以上事

業；（三）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者，限期命其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四）

受讓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者，限期命其轉讓部分營業；（五）直接或間接

控制他事業人事任免者，免除其擔任之職務；（六）其他必要之處分。  

5. 本條文雖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對於事業違法結合之行為，以及未遵行其

對於結合所附附款之事業功能強大的矯正與管制工具，惟弔詭的是，本法

施行既已十年有餘，實務上竟未見公平會對於任何違法結合施以本條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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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處分。深究其由，或係因公平會對於事業結合之管制較趨寬鬆，事業

違法結合之比例本已不高；再者，縱有發生事業違法結合之行為，因本法

第 40 條第 1 項同時尚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得施以高額行政罰鍰之裁量空

間：「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

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第 12 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

負擔者，除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

鍰。」此等高額行政罰緩之威嚇，已足促使違法結合之事業自行改正，如

暫停其結合狀態並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自動解除其違法狀態或履行

結合附款之義務等。此外，由於本條文賦予公平會強大之管制工具，對於

已進行結合之事業而言，影響層面重大，例如資金流動、人員更替、組織

架構變更以及市場競爭狀態變革等等，如貿然以本條項要求已完成結合之

事業體予以解體或為其他結構性之改變，對於事業之衝擊極钜，甚者可能

影響整體經濟秩序之安定，因而公平會對於本條文適用，自始即抱持相當

嚴謹節制之執法態度，從而使得本條文之規定，反而流於無用武之地。  

二、不遵解體處置之處分  

6. 公平交易法第 13 條第 2 項之規定，主要係為使同條文第 1 項之處分

得以確實發生效果所為之處分規定。據此，事業違反公平會依前項所為之

處分者，該會得命解散、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此項規定為公平交易法對

於事業違法結合或未履行附加負擔最嚴厲之處分，不論係解散命令、停止

營業或勒令歇業，都將使結合事業體無法再繼續運作，其效力不可謂不大。

7. 然則，本條項之適用要件，必須係事業不遵公平會依據同條第 1 項所

為之處分，公平會始得進一步予以處分之。惟實際運用上，承如前述對於

本條文第 1 項之說明，由於公平會對於本條文採取相當節制之執法態度，

因而本項雖規範理論上有相當之恫嚇效果，實務上則尚未見任何處罰案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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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法第 13 條與其他規範之適用問題  

8. 公平交易法第 13 條與第 40 條在規範上，均屬對於違法結合及未遵中

央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所附附款之處罰規定。是以，事業之結合倘符合公平

交易法第 11 條規定，應事前申報而未申報，或雖申報但未獲主管機關同

意而為結合者，理論上，公平會除得依第 40 條規定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以

上，5,000 萬元以下罰鍰外，並得為本條文前述各種必要之處分。然實務

上，即如前述，對於上開違法行為之處罰，公平會傾向依第 40 條之規定

要求違法事業提出申報並處以高額罰鍰，而不採第 13 條所定之矯正措施，

因此公平會實務上並無依第 13 條處分之案例出現。惟，無論如何，此二

條文既均屬中央主管機關可合法運用之結合管制工具，將來如公平會認為

有事業違法結合之情節重大，除施以行政罰鍰外，非以第 13 條之規定介

入不足以遏止其對限制競爭之重大影響者，仍不排除有選擇適用該條文之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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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聯合行為之禁止與例外許可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而有益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

益，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在此限：  

一、為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二、為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

商品或市場者。  

三、為促進事業合理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五、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者。  

六、經濟不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 致該行業之

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

數量、設備或價格之共同行為者。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所為之共同行為

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

長一次。」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而有益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

益，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在此限：  

一、為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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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

商品或市場者。  

三、為促進事業合理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五、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者。  

六、經濟不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 致該行業之

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

數量、設備或價格之共同行為者。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所為之共同行為

者。」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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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公平交易法的民事責任規定〉，收錄於《廖義男教授六秩誕辰祝壽論文

集》。陳志龍（2002），〈聯合行為，反托拉斯法與經濟刑法〉，收錄於《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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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314；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張心怡（2000），《從競爭法探討不景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劉華美、石世豪 

 485

氣期間申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之整體經濟利益考量因素》；黃銘傑（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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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  聯合行為之禁止 
 

壹、法制比較 

貳、構成要件分析 

一、事業  

二、聯合行為  

三、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  

（一）禁止原則之立法例 

（二）聯合行為之構成 

（三）違反禁止原則之法律效果 

１、就行政責任而言 

２、就民事責任而言 

３、就刑事責任而言 

 

壹、法制比較  

1. 參見第 7 條之說明。  

 

貳、構成要件分析 

一、事業  

2. 本項所稱事業之定義及範圍，參酌第 2 條之相關說明。  

二、聯合行為  

3. 關於聯合行為之定義及構成要件之探討，參酌第 7 條之相關說明。  

三、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  

（一）禁止原則之立法例  

4. 由於聯合行為具有限制市場競爭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作用，故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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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多對之有所規制，並在立法例上有所謂禁止原則與濫用原則之區

別，我國公平交易法於第一章總則第 7 條規定何謂聯合行為，另於第二章

第 14 條規定對聯合行為所採取之立法原則為禁止原則，亦即凡事業因一

定意思聯絡而形成之共同限制競爭行為符合第 7 條規定者，為本法所明白

禁止之行為，除其另具有得以豁免禁止規定之事由（參酌第 14 條第 1 項

但書）外，事業不得為之。  

（二）聯合行為之構成  

5. 事業之行為是否違反禁止原則，如前所述，端視其是否屬於聯合行為

而定，聯合行為之構成要件包括聯合行為主體、合意、限制競爭行為、足

以影響市場功能效果，如事業之行為性質上並非聯合行為，則無本條之適

用。有疑問者在於，聯合行為之成立過程一般有其階段性，而禁止原則之

法例與罰則之啟動，是否關連於聯合行為之階段性，亦即如事業或事業團

體僅處於單純合意之階段，尚未有具體之實施行為時，亦或是事業或事業

團體已達成合意並有具體之實施行為，但尚未達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情形

時，是否應受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之禁止？此渉及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所稱

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究應如何加以解釋。  

6. 按本法第 7 條對聯合行為予以立法定義，理論上事業自不得從事任何

可能構成聯合行為之要素，但事業如僅處於合意之階段，尚未有具體之實

施行為時，因聯合行為尚未成立，尚不構成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所禁止之

行為，因此亦不會引起違反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之法律效果，如事業或事

業團體已達成合意，並有具體之實施行為，但尚未具備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之要件時，亦同。就此，本條與第 19 條第 4 款所稱事業不得以不正當方

法使他事業參與聯合行為係聯合行為並未成立之情形尚屬有間。是否屬於

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所禁止之聯合行為則有賴主管機關之判斷與認定。而

事業合意所為之限制競爭行為如係基於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各款所列之情

形，則為得申請許可之行為，事業應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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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條規定，備齊相關檔向公平會提出申請，然是否屬於第 14 條第 1 項但

書之聯合行為而同意給予許可，仍為主管機關之權限，為避免因不符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而落入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所禁止之聯合行為，事業宜

在合意階段即向公平會提出申請。  

（三）違反禁止原則之法律效果  

事業違反本條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者，得引起不同之法律效果：  

１、就行政責任而言  

7. 就違反聯合行為禁止規定者，其行政上之處罰係規定在第 6 章第 41

條：「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

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逾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

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按次連續處新台幣十萬元以

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為止。」

實務上就違反聯合行為之案件，迄今仍以行政責任之制裁為大宗。  

8. 對於公會以決議方式做成之聯合行為，在行政制裁上，多直接請其告

知所屬會員立即停止該項違法行為，在個別事業或事業團體為聯合行為之

情形，則除命其停止違法行為外，亦視情節大小而處以一定之罰鍰。例如

兌龍工程有限公司聯合行為案，公平會以公處字第 091112 號處分兌龍工

程有限公司等三公司，以「被處分人前後二次成立聯誼會，合意約定彼此

承作工程之比例及價格，限制高屏地區路面瀝青刨除市場之競爭，足以影

響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除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被處分人應立即停止前項行為外，並各處新台幣一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元不

等之罰鍰」。  

9. 就公平會所為行政處分中命當事人於收受處分書後應立即停止違法

行為之函意，並非僅只於當事人應回復合意限制競爭前之市場原狀，而視

情形亦包括指相關機關應輔導業者依照法定程序來辦理聯合行為之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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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  （公平會，2003）。  

２、就民事責任而言  

10. 事業為從事聯合行為所締結之有法律拘束力之契約或協議，在我國現

行法上效果如何非無爭議。公平交易法本身就此並無特別規定，因此解釋

上應參酌民法上之相關規定為之。按民法第 72 條規定，「法律行為違反強

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不以之為無效者，不在此限。」亦即

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所定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者，其約定依民法第 72 條

前段規定應為無效，其情形包括未申請聯合行為許可者，或申請許可而未

獲主管機關許可者。但如事業之行為符合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各款之

情形者，即屬民法第 72 條後段所謂，但其規定並不以之為無效者，不在

此限，亦即該聯合行為協議係不生效力，而以主管機關之許可處分為生效

要件。  

11. 在比較法上，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在第六次修正後，將第 1 條有

關聯合行為定義規定中之協議之效果，由不生效力（unwirksam）改為法

定禁止之行為  （sind verboten），就此種協議之民法上之效力如何，在營

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1 條也無精確地規定，故解釋上亦係參酌德國民法第

134 條之規定，亦即聯合行為之協議如無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2 條以下

所定之情形者，應為無效（Nichtigkeit），並且此無效係對任何人均屬無效，

故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請求他事業執行該協議時，他事業自得以此提出異

議。再者，此無效之法律效果，在得予豁免之情形，係待主管機關之駁回

處分確定時，始發生；在等待許可期間，該聯合行為協議性質上係懸而未

決之不生效力（schwebende Unwirksamkeit），此期間如發生聯合行為協議

之履行糾紛，法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148 條之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以

待行政機關是否同意例外豁免之決定。至於當事人在簽訂聯合行為協議而

尚未提出合法化之申請前，彼此是否存在一般契約法上之準備義務，例如

提供申請檔等，以使當事人能協力促成聯合行為協議之合法化？學說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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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於聯合行為協議係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在第六次修正時，於第 1 條

明文禁止之行為，故除非當事人就此種協力義務另為明示或默示約定以外

（可係明文約定或依個案情況判斷當事人就此已有約定），尚無法僅從當

事人所欲進行之聯合行為協議本身導出此種結論，蓋一個法所明文不生效

力 之 協 議 並 無 法 賦 予 參 與 事 業 此 種 拘 束 力  （ Zimmerman, §1, in: 

Immenga/Mestmäker, GWB Kommentar, 1）。以上德國法上之經驗可供我國

參考。  

12. 至於權利受侵害之第三人，依公平交易法第 30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

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

得請求防止之」，得行使除去侵害請求權及防止侵害請求權，依第 31 條規

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得行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３、就刑事責任而言  

13. 本法就違反聯合行為之規定者，亦得課以刑事制裁，其詳規定於第 35

條：「違反第 10 條、第 14 條、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41 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而逾期未停

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者，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類似違反

行為者，處行為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

罰金。違反第 23 條規定者，處行為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金。」  

14. 自公平交易法修法以來，就刑事制裁之規定已改採「先行政後司法之

原則」，亦即依照第 35 條規定，事業不得從事聯合行為而仍為之者，將先

由行政機關科以一定之行政處分，事業未遵守此一處分者，或繼續為相同

或類以之違法行為者，始引起進一步之刑事制裁效果。至於罰則之額度，

在修法後，亦提高為新台幣一億元以下之罰金。至於刑罰與行政罰間究屬

併罰關係或係吸收關係而擇一處罰，公平交易法則未有明文規定，參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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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之行政院版行政罰法草案，基於一行為不二罰之原則，係刑罰吸收行

政罰，故一旦依照公平交易法之規定發動刑罰權後，即不得再課以行政罰

（行政罰法草案第 26 條）。  

15. 公平交易法第 35 條所稱之「行為人」，在個別事業之情形，自係事業

之代表人，在聯合行為各行為人性質上並為共同正犯，並與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情形有別  （陳志龍  2002 ），在同業公會為聯合行為之情形，

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5 條規定，同業公會之代表人得為本法第 7 條聯

合行為之行為人。  

16. 例如於高雄市醫師公會限制基層診所會員週日隔日隔週分區輪休不

得看診一案中，公平會以公處字第 091194 號表示其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14 條規定，被處分人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立即停止該項違法行

為，並函復公會，「鑒於  貴公會本案通知所屬會員之決議內容，亦有另行

週知所屬會員加以撤銷之必要」，「如未依前開處分書停止違法行為時，公

平會將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規定續行辦理，並將依公平交易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責」（公壹字第 0910011728 號）。實務上事業

因連續違反公平交易法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而遭司法機關依公平交易法

第 35 條規定起訴並判決者，例如榮電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易法聯合

行為案（83 年訴字第 2206 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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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第一項後段及第二項  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二、日本  

三、德國  

（一）豁免之類型  

（二）豁免之要件與修正重點  

四、歐洲聯盟  

（一）適用除外之意義  

（二）適用除外之要件  

 １、促進經濟進步 

 ２、使用者分享利益 

 ３、限制競爭應有其必要性 

 ４、不得排除競爭 

（三）適用除外之態樣 

 １、個別除外適用 

 ２、集體除外適用  

貳、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二、立法背景與規範功能  

參、法定例外許可 

一、許可之申請及其效力  

（一）申請事業 

（二）申請內容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石世豪 

 493

（三）申請時點 

（四）申請之效力 

（五）受理機關 

二、許可之性質及其效力  

（一）許可之性質 

（二）許可之效力 

三、審查之期限  

肆、法定要件 

一、實質要件  

二、例外之類型  

（一）標準化之聯合 

（二）合理化之聯合 

（三）專業化之聯合 

（四）輸出之聯合 

（五）輸入之聯合 

（六）不景氣之聯合 

（七）中小企業之聯合行為 

 

壹、法制比較  

一、美國  

1. 美國法對聯合行為之管制最早，架構最簡單，但執行上最為困難，幾

乎必須完全取決於法官之判斷。依據 1890 年休曼法之規定，所有足以產

生不當限制（unreasonable restraint）之聯合行為均屬違法，換言之，美國

法是依據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來處理聯合行為是否具有不當限制之

效果而違法的問題，故而對美國之管制架構而言，可稱之為合理原則。  

2. 此外，所謂的當然違法，是指該協議之內容幾乎或常常造成價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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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或產出之減少之情況而言。例如，固定價格或產出、圍標（rig bid）、或

約定顧客、供給者、區域及營業項目等以劃分市場者，均屬於當然違法之

範疇。但是，如果此一協議對於經濟活動效率之提昇具有合理之關聯性

時，或其係為促成競爭力所必須者時，則需適用合理原則進一步加以檢

視。 1而針對合理原則之分析模式而言，主要著重於比較相關協議存在與

否對市場競爭之差別為斷，申言之，其概念近似於假想原因協議不存在

時，對於現有競爭狀態有何影響輔之以協議存在之現實狀態來加以判斷。

簡言之，即以有此協議或無此協議為其根本之分析模式。既然如此，合理

原則本身即是一個及具彈性與靈活度的論理方式，亦即需以協議本質、市

場狀況等洵依個案斷之。  

3. 針對美國經驗的分析模式，就總體經濟利益及公共利益之判斷上，司

法實務上認為若具有顯著之反競爭效果時，始需進一步地分析其限制之促

進競爭效果。在整個過程中，因無法發現總體經濟利益及公共利益所扮演

之角色，所以只能以合理原則加以判斷，法院採用一些原則來嘗試歸納出

其內容及對整體判斷之影響如下：  

（一）產業結構：例如是否為寡占市場，價格情報之交換是否會導致

價格產生受限制。 2 

（二）涉案事業在整個產業中之特殊營運事實，例如其市場力量及地

位。  

（三）限制之歷史及持續期間（此即長短效果之判斷）。  

（四）採行限制之理由是否在促進整體市場之競爭以及限制前後之市

場狀態 3。  

（五）是否採行限制之目的足以增進效率。 4 

                                           
1 Section 1.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2 Eastern States Retail Lumber Dealors Ass. v. U.S., 234 U.S. 600（1914） .  
3 Chicago Board of Trade v. U.S., 246 U.S. 231（1918） . 
4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  Publisher（ASCAP） v. Columbia Bro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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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社會利益或公共安全（social benefit or public safety）是否能構

成互免事由為國會考慮之事項，非立法者得用來允許限制競爭

行為之事由。  

4. 而美國模式的特點在：其一，將總體經濟利益及公共利益加以區分；

其次，在總體經濟利益的判斷部分係將之納入合理原則之分析中依並加以

處理；最後，在公共利益部分，則不認為法院應當然考慮其足以構成例外

許可之理由。  

綜言之，對於聯合行為，美國係依聯合行為之市場效應來判斷聯合行

為之合法性，亦即依市場效果之良否來決定其是否為合理或不合理之聯

合，只有不合理之聯合才有涉及違法之問題。  

二、日本  

5. 日本法在有關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方面，大致可以分為二種類型，第

一種類型乃是規定於獨占禁止法本身中之例外許可卡特爾，第二種類型則

是不規定於獨占禁止法中，而係在各個特別產業法制定排除獨占禁止法相

關規定適用之聯合行為，其許可權限亦多由各該產業主管機關主導（例如

輸出入交易法中之輸出卡特爾）。  

在獨占禁止法本身中所規定的許可聯合行為，原本有合理化卡特爾、

不景氣卡特爾及中小企業卡特爾，惟因日本政府近年來全力推動解除管制

政策之結果，於 1999 年的獨占禁止法修正時，廢止合理化卡特爾與不景

氣卡特爾二者之例外聯合行為，而只留下現行第 22 條之中小企業卡特爾。

依據該條規定，只要是符合該條四款規所規定資格之中小企業合作社，其

行為原則上不受獨占禁止法之適用。該條規定如是說：  

「本法規定不適用於具備下列各款要件且基於法律所設立之合作社

的行為。但有利用不公平交易方法或以實質地限制市場之競爭而不當提高

價格者，不在此限。  

                                                                                                                         

System（C135） , 441 U.S. 1（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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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小規模事業或消費者間之相互扶助為目的者。  

二、自由設立且會員可自由加入或退出者。  

三、各會員有平等之表決權者。  

四、對會員分配盈餘時，係依據法令或章程之規定者。」  

三、德國 5 

（一）豁免之類型  

6.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對聯合行為依照第 1 條之規定雖採禁止之原則

（Verbotsprinzip），但亦存在許多得予豁免之情形，一般而言得予豁免之

情況有二種，一是依照新法（第六次修正）第 28 條以下對於特定產業部

門之豁免規定，一是依照第 2 條至第 8 條之規定而受豁免。針對特定產業

部門之豁免規定，係將舊法規定在第 101 條以下之規定移到第 1 篇加以規

定，其規範目的自然是由於該類型產業之特殊性而不應一體適用對聯合行

為的一般規定 6，例如第 31 條即規定，「運動競賽之聯合電視轉播係由運

動協會所執行者，該聯合轉播行為亦為運動協會履行其促進青少年運動及

業餘運動之政策性任務所需，且該義務之履行乃透過適當方式，分擔共同

電視轉播所需費用者，不適用本法第 1 條之規定」。  

7. 其中第 2 條至第 8 條之規定可再區分為三種情形，一是第 2 條到第 6

條的「個別豁免規定」，一是第 7 條的「補充豁免規定」，另一則是第 8 條

之「部長特別豁免」。第 2 條到第 6 條之規定，係舊法即有之規範模式，

亦即事業必須符合其個別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始可依該個別規定豁免。而

第 7 條的規定為第六次修正時始新增之豁免類型，但其僅屬於補充之性

                                           
5 本段由劉華美副教授撰寫，部分名詞翻譯已稍作更動。  
6 這類條款的正當性如何，仍是相當有爭議的，但在歐體競爭法的影響下，立法者似並

無他途。但無論如何，屬於特殊產業部門之事業，仍無法躲避卡特爾官署之濫用監督。

Vgl. Stockmann, Kurt, Principles of German competition law under the 6th Act to Amend the 

Act against Restrains of Competition , Internationa Congress for Competition Law Taipeh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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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非一般性的概括補遺要件  （kein allgemeiner Auffangtatbestand），

此從第 7 條第 2 項之構成要件可明確得知 7。第 8 條之部長特別豁免亦為

舊法既有之類型，然通常多在相當嚴格之條件下始可能成立。  

8. 此外，依聯合行為之審查程序亦可將聯合行為依照營業競爭限制防止

法第 2 條到第 8 條之豁免區分為「報備卡特爾」（Anmeldekartelle）「異議

卡特爾」（Widerspruchskartelle） 以及「許可卡特爾」（Erlaubniskartelle），

前者係指只要向主管官署報備即可實施聯合行為，此種類型在第六次修正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後僅存第 4 條第 2 項之採購合作屬之。第二種型態係

指如主管官署未在接到事業所為之報備 3 個月內，對於事業的聯合行為表

示異議時，該聯合即不受第 1 條的限制，此種類型包括統一規格及型式卡

特爾，條件卡特爾，專業化卡特爾，及中小企業卡特爾等。最後者係指事

業必須獲得主管官署的同意，亦即獲得許可處分，其聯合行為始不違法，

此種類型包括第 5 條到第 8 條之合理化卡特爾，產業結構性危機卡特爾，

其他卡特爾，及部長豁免之卡特爾等 8。  

（二）豁免之要件與修正重點  

9. 在豁免要件方面，首先舊法規定於第 3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之折扣、

輸出及輸入聯合，於本次修正中，已不再屬於可予豁免之例外規定。按GWB

自 1957 年制定之初即規定有輸出卡特爾，然而此項制度自施行以來即受

到學界的批評，例如此制源於已過時的重商主義，違反國際分工以及世界

貿易組織的自由化命題，乃至成為參與事業在國內市場從事限制競爭行為

之合法掩護；另GWB亦於立法之初採行輸入卡特爾，立法者當時是鑒於德

國外匯存底匱乏，因此要建立足以對抗來自外國聯合或獨占事業商品之相

對力量，然而此制同樣經由輸入卡特爾所獲得之經濟利益很容易被卡特爾

                                                                                                                         
7  Vgl. Immenga/Mestmäcker, GWB Kommentar, 3. Aufl., §7 Rdnr. 4. so auch 

Regierungsbegrüdung 98, S. 48. 
8 Vgl. Bunte, Hermann-Josef, Kartellrecht, 2003, S. 11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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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所獨享，而不移轉給下一層級的交易市場，因此GWB此次修正將之刪

除 9。  

10. 在具體之豁免要件上，此次修正除了在體系上有較多之調整以外，在

內容上與舊法並未有太多差異性，仍然包含了規格、型式統一卡特爾、條

件卡特爾、專業化卡特爾、中小企業合作卡特爾、合理化卡特爾、結構不

景氣卡特爾。唯一新增之條項如前所述為第 7 條之規定，本條規定可使卡

特爾官署在處理聯合行為上有更多的彈性，但並不能因此而逾越立法者在

第 2 條至第 6 條之個別豁免規定已設立之界限。  

四、歐洲聯盟  

11. 歐洲共同體條約（1995 年修正）第 81 條第 3 項規定：事業之聯合行

為有助於改進商品之製造或銷售、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且消費者得以分

享其利益者，而其限制係達成上述目標之必要手段、不致於使該商品之主

要部分因而處於無競爭狀態者，得例外不適用同條第 1 項之一般禁止規定。

（一）適用除外之意義  

12. 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規定：  

「但第 1 項的規定得被宣告不適用；  

─事業間之約定或約定類型，  

─事業團體之決定或決定類型，及  

─一致性行為或一致性行為類型  

對商品的生產或分配之改善，或技術或經濟進步之促進有貢獻，且確

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利益，而無  （a）  為達此目的而對相關

事業課以非必要的限制；（b）  於涉案產品之重要部分，賦予事業排除競

爭之可能性。」  

13. 由上述之規定得知，同時該當第 81 條第 1 項與第 3 項之規定者，並

                                                                                                                         
9 參閱黃茂榮／劉孔中，聯合行為之採証與例外許可項目之研究，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

平交昜法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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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當然得主張「適用除外」；蓋條文既曰「得被宣告不適用」，可知能否除

外仍繫諸執委會之決定  （decision）。惟就所謂被宣告不適用之意義而言，

何以設置此適用除外制度？蓋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範圍本即

為廣泛，加之實務認為構成第 1 項之違法須以其限制競爭具備顯著性為要

件，因此或有形式上該當第 81 條第 1 項之要件者，惟實質上並無限制競

爭效果；或形式上對於競爭者有限制其競爭機能，惟實質卻有利於市場競

爭之促進。舉例而言，A 會員國製造商與 B 會員國經銷商制定獨家交易契

約，由於其排他交易之效果，對於交易相對人及其競爭者均有礙其自由競

爭機能，亦即可謂該獨家交易係有影響至會國間的交易，故形式上已違反

第 81 條第 1 項。惟如實質探究 A 國製造商在 B 國的市場地位，及考量該

類排他交易之安排對 B 國經銷市場有其行銷策略之必要性，則反而可促進

B 國市場品牌間之競爭；爰由整體而言，實難認該類交易限制具備違法性。

綜上所言，適用除外可謂係用以排除實質欠缺違法性之限制競爭行為而

設；易言之，構成羅馬條約上違法之聯合行為，須同時具備第 81 條第 1

項積極要件及同條第 3 項之消極要件。  

（二）適用除外之要件  

14. 第 81 條第 3 項適用除外之要件有四，其中積極要件與消極要件各有

二項：即以促進經濟進步、使用者分享利益為積極要件；另以無非必要之

限制競爭、不得排除競爭為消極要件。以下即分別說明：  

１、促進經濟進步  

15. 適用除外之第一個要件為，對商品的生產或分配之改善，或技術或經

濟進步之促進有貢獻。質言之，應有助於經濟進步；惟究竟有無此促進之

效果，非係求之於當事人主觀之判斷，而係依客觀事項為衡量基準。歸納

執委會相關見解，於聯合行為倘得降低產銷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增加商

品種類以擴大消費者選擇範圍等，均肯定其有促進經濟之效果。  

16. 具體言之，於獨家經銷契約之場合，固僅將經銷權授與少數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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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倘因此得有助於市場行銷之管理，俾增進品牌間競爭，即屬所謂對商品

分配之改善。再者，就獨家購買契約而言，如因而具備穩定供給，可規劃

長期生產及降低產銷費用，即應承認其對商品的生產有改善效果。此外，

於選擇性經銷之販售專業高級商品，或共同研發之有利技術之提昇，及專

利授權之有益品質改良等，均肯定其有經濟進步之促進性。  

２、使用者分享利益  

17. 「且確保使用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利益」為聯合行為除外適用之

另一積極要件；就與上述之積極要件的關係而言，可謂在效果上之補充關

係。條文中所謂之「使用者」（utilisateurs）  通常固指最終消費者，惟不

限於此；凡於商品流通過中，具有商品交易關係之直接或間接交易相對人

均屬之。至於「利益」（profit），其概念則頗為廣泛；除價格低廉外，尚包

含供貨增加、提高商品品質、供應穩定、充實消費資訊、有效率的售後服

務及縮短送貨時間等。  

18. 聯合行為是否有益於使用者，毋寧謂係一種利益比較衡量之結果；易

言之，乃端視聯合行為對於使用者所創造之利益，是否大於同時所生限制

競爭之不利益。一般而言，執委會據以比較衡量之因素包括：一般經濟情

況、產業特性、涉案卡特爾之類型及約定效力、參加成員之性質及地位等。

３、限制競爭應有其必要性  

19. 反面言之，倘聯合行為於促進經濟進步之目的上，非屬「不可欠缺」

之手段方法，即不得許可其除外適用。至於「不可欠缺」之判斷標準，歸

納相關案例以觀，執委會及歐洲法院均採嚴格認定之態度。一般而言，執

委會通常會分析下列因素：特定產業之性質、市場狀況及其變動預測、被

妨害之標的，必要時考慮會員國政府之態度、生產條件及必要投資規模、

商品的性質及其使用狀況，參加成員掌握必要技術之必要性，獲得尋求結

果所需時間及採行其他行為之可能性。  

20. 於制定獨家授權經銷契約之場合，倘附加獨買、獨賣及限制經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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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約款，須該等限制交易之安排係屬滿足該商品專業性經銷要求所必要。

又如聯合展示商品之情形，其限制參與之廠商不得同時參加其他商品展示

會，如係基於達成共同展示之合理目的者，即承認其限制之必要性。  

21. 再者，於專利授權契約附加限制性約款，如限制被授權人不得直接將

產品輸往其他被授權人之區域，此於一定條件下，有承認其具備提昇技術

水準之必要性；反之，類如絕對性區域保護條款、競業禁止、不爭條款、

產量或銷售之限制、價格或銷售對象限制等條款，因已逾越專利法權利保

護之必要性，即非屬不可欠缺之手段方法。  

４、不得排除競爭  

22. 所謂不得排除競爭，係指聯合行為除外適用之結果，實質上不得因而

影響市場上之競爭秩序；反面言之，設前三要件皆已充分，惟若予除外，

市場之競爭將被消滅者，則仍不得允許除外。要之，違反競爭之聯合行為

雖因有正面之經濟效益而受容忍，惟仍不可能因此造成該市場之競爭完全

不存在。  

23. 執委會於若干水平聯合行為之案例中，原則上是以參與者之市場占有

率作為判斷有無排除市場競爭之標準。亦即，凡參與者之市場占有率合計

未逾百分之三十者，原則上認定其有除外適用之可能 10；反之，倘逾百分

之八十者，即排除其主張除外適用之可能性 11。至於垂直的聯合行為態樣

中，則係以同一商品在不同階段之經銷市場上，是否皆能維持有效之競爭

為判斷標準；其間不僅須維持有效的價格競爭，亦包含維持相關的研究或

開發市場競爭 12。  

24. 此外，應值注意者，乃判斷涉案產品重要部分之競爭有無被排除之前

提，須決定該產品之相關市場範圍。就執委會之見解而言，凡產品間具有

                                           
10  Bayer/Gist-Brocades O.J. 1976 L 30/13, 1 CMLR D98. 
11  Vimpoltu O.J. 1983 L 200/44. 
12  Beecham/Parke-Davis O.J. 1979 L 70/11; 1979, 2 CMLR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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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可能性者，均屬相關市場之範圍；至於有無替代可能性，則係依買方

之需求加以判斷。倘對於買方在產品特性、價格及使用目的上均屬同種類

者，其間即有替代可能性，故屬相關市場之範圍。再者，由地理區域之觀

點，究係以全體共同市場為判斷範圍，抑或僅以一會員國之市場為判斷對

象，亦有釐清之必要。就此問題，執委會為避免形成市場範圍概念過大，

致適用除外制度過於浮濫，爰認定僅排除一會員國市場之競爭程度即為已

足 13；亦即，祇要一會員國之市場競爭受到限制，即不得主張除外適用。

（三）適用除外之態樣  

25. 聯合行為符合第 81 條第 3 項要件而向執委會申請除外適用者，其類

型有二：即所謂「個別適用除外」與「集體適用除外」。前者，係依據理

事會所訂之第 17 號規則進行相關程序 14，惟其決定僅及於個案；後者，

則係由理事會依據同條約第 83 條之授權下，制定相關規則，俾決定就一

定類型之聯合行為，是否集體的予以除外適用。其詳，以下說明之。  

１、個別適用除外  

26. 依理事會第 17 號規則第 4 條規定，主張個別適用除外之當事人，應

向執委會提出申報；易言之，決定應否適用除外之權限者，洵屬執委會之

專屬權。惟就具體案件相關爭議，其系爭關鍵繫於得否主張第 81 條第 3

項適用除外規定時，各會員國之競爭主管機關仍得表示判斷意見。執委會

於受理適用除外之申報後，倘認其請求事項無涉於限制競爭，故無庸依通

常決定程序予以審查者，即得以舒慰函為無第 81 條第 3 項適用之通知。

抑有進者，此種簡易行政書函僅係表明執委會不介入審查之立場，亦即僅

為執委會之事實判斷關係，故無拘束會員國之競爭主管機關或法院之效

力。  

27. 反之，倘執委會受理申報，並進行調查是否符合前述之除外實體要件

                                                                                                                         
13  Zucker O.J. 1973 L 140/17. 
14  參照理事會 1962 年 2 月 6 日第 17－62 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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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為申請之當事人可獲暫時免受處罰之免責效果。惟為終局的決定

究應否予以除外適用，執委會應踐行下列程序：送達申報書副本予當事人

所屬會員國之主管機關，俾其得以表明相關意見；公告案件摘要，俾利害

關係人有提出意見之機會；徵詢「聯合行為及獨占諮詢委員會」之意見，

諮詢之結果須作成書面且附於決定初稿，但不公開。決定應附具理由，並

對外公布。不服決定者得上訴歐洲第一審法院請求救濟 15。  

28. 雖決定允許個別除外，惟仍有期間之限制，亦即決定書應記載其有效

期間。再者，決定亦可附加條件或負擔；惟附加不利益之條件或負擔，則

須賦與申報當事人說明之機會。此外，決定亦得請求延展。至於決定所依

據之事實變更、當事人不履行決定所附之負擔、決定所依據之資料不正確

或係被詐欺行為、當事人濫用除外，執委會得撤銷、變更決定或禁止當事

人為特定行為 16。  

２、集體適用除外  

29. 依第 81 條第 3 項之規定，就一定類型之聯合行為宣告其集體的排除

同條第 1 項之適用，即為所謂集體適用除外。蓋某特定類型之聯合行為，

未必有礙於共同市場競爭秩序或會員國之交易；反之，亦可能有促進實現

共同體目的之效果者。因此，倘得制定此類集體適用除外規則以為規範之

準據，不僅得以減輕執委會逐一審查個案之行政負擔，亦有助於法規範明

確性及安定性之建立。  

30. 據上所述，理事會爰依羅馬條約第 83 條之授權，分別制定下列四個

規則：  

（1）1965 年 3 月 2 日第 19165 號規則 17 

授權執委會制定關於下列約定類型之除外：  

                                                                                                                         
15 參照羅馬條約第 173 條第 4 項。  
16  參照理事會第 17 號規則第 8 條。  
17  JOCE du 6 mar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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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獨家購買或銷售之約定；  

－關於取得或行使工業財產權約定。  

（2）1971 年 12 月 20 日第 2881－71 號規則 18 

授權執委會制定有關下列約定類型之除外：  

－適用規格或型式之約定；  

－研究與發展約定；  

－專業化約定。  

（3）1991 年 5 月 31 日第 1534－91 號規則 19 

有關保險部門合作約定之除外授權。  

（4）1992 年 2 月 25 日第 479－92 號規則 20 

關於海運公司間約定之除外授權。  

31. 執委會根據上述理事會之授權規則，截至目前已制定若干規則，其

中仍屬有效者，如下：  

（1）1983 年 6 月 22 日第 1983－83 號規則，關於獨家授權經銷約定；

適用期間，原為 1983 年 7 月 1 日至 1997 年 12 月 31 日，日前

已決定延長適用至 1999 年 12 月 31 日 21。  

（2）1983 年 6 月 22 日第 1984－83 號規則，關於獨家購買約定；適

用期間，原為 1983 年 7 月 1 日至 1997 年 12 月 31 日，日前已

決定延長適用至 1999 年 12 月 31 日 22。  

（3）1984 年 12 月 19 日第 417－85 號規則，關於專業化約定；適用

期間，原為 1985 年 3 月 1 日至 1997 年 12 月 31 日，惟依 2236-97

                                                                                                                         
18  JOCE 1971 n° L285. 
19  JOCE 7 juin 1991, n° L143, p. 2. 
20  JOCE 29 février 1992, n° L55, p. 3. 
21  O.J. 1983 L 173/1, Corrigendum in O.J. 1983 L281/24. 
22  O.J. 1983 L 173/5, Corrigendum in O.J. 1983 L 2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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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規則修正，業已延長適用至 2000 年 12 月 31 日 23。  

（4）1984 年 12 月 19 日第 418－85 號規則，關於研發約定；適用期

間，原為 1985 年 3 月 1 日至 1997 年 12 月 31 日，惟依 2236

－97 號規則修正，業已延長適用至 2000 年 12 月 31 日 24。  

（5）1988 年 11 月 30 日第 4087－88 號規則，關於加盟約定；適用期

間，1989 年 2 月 1 日至 1999 年 12 月 31 日 25。  

（6）1992 年 12 月 21 日第 3931－92 號規則，關於保險部門合作約定；

適用期間，1993 年 4 月 1 日至 2003 年 3 月 31 日 26。  

（7）1993 年 6 月 25 日第 1617－93 號規則，關於航空運輸約定；適

用期間，1993 年 7 月 1 日至 1998 年 6 月 30 日 27。  

（8）1995 年 4 月 20 日第 870－95 號規則，關於定期海運約定 28。

（9）1995 年 6 月 28 日第 1475－95 號規則，關於汽車經銷約定；適

用期間，1995 年 10 月 1 日至 2002 年 9 月 30 日 29。  

（10）1996 年 1 月 31 日第 240－96 號規則，關於技術移轉約定；適

用期間，1996 年 4 月 1 日至 2006 年 3 月 31 日 30。  

32. 依據上述各該集體適用除外規則，事業自得預先調整其聯合行為之內

容，避免觸法。蓋各集體適用除外規則，均訂有不得除外適用之條款  （  即

所謂「黑條款」），俾明確指出違法行為之界限，其結果當有助於法規範之

明確性；另就其因而得免除個別適用除外之繁瑣程序而言，亦有提昇行政

效率之功效。  

                                                                                                                         
23  O.J. 1985 L 53/1. 
24  O.J. 1985 L 53/5. 
25  O.J. 1988 L 359/46. 
26  O.J. 1992 L 398/7. 
27  O.J. 1993 L 155/18. 
28  O.J. 1995 L 89/7. 
29  O.J. 1995 L 145/25. 
30  O.J. 1996 L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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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33. 聯合行為將限制市場競爭、妨礙價格調整功能、危害消費者權益、故

公平交易法對聯合行為採取嚴峻之禁止原則；惟聯合行為態樣繁多，對市

場影響效果各有不同，全面禁止無異在對立競爭以外全面否定事業間之水

平合作關係，公平交易法因而設有例外許可之規範以供個案調節之需（公

平會，2002）。本條第 1 項但書規範聯合行為例外許可之類型及實質要件，

係聯合行為管制第二階段之實體規範基礎所在（吳秀明，2001）。此項例

外許可規定針對本法就聯合行為所採取之禁止原則，使具備一定條件之聯

合行為得個別經公平會許可而合法實施，從而使參與聯合行為各事業得依

私法自治之精神，各自就其市場上之利害考量「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

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參

照：第 7 條第 1 項）。因此，就法律體系而言，本法對於聯合行為所採取

之「禁止原則」，原係私法自治原則之例外限制規範；本項但書則又轉而

認許事業之間聯合行為之合法性，並透過本法第 15 條以下規定，進入聯

合行為管制第三階段之「濫用控制」，亦即，賦予公平會監督聯合行為內

容、依情事變更原則介入調節、命事業改正濫用聯合所取得之市場力量有

關行為，並揭露相關資訊等權限。  

34. 就競爭法之體系而言，聯合行為係因競爭事業之間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應予禁止（參照：第

7 條第 2 項）。因此，競爭者間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而未構成聯合行為，或聯

合行為未達上述標準、市場功能並未因事業間限制競爭之合意而受影響

者，亦即所謂「非真正例外」及「輕微卡特爾（Bagatelkartell）」，公平交

易法並未加以禁止（吳秀明，2001；薑炳俊，2002）；至於已達上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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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聯合行為，其限制競爭之效果已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在「禁止原則」之

下一般均不認許事業享有相互合意約束事業活動、並依其合意內容發生法

律效果之自由。整體而言，透過限縮聯合行為之立法定義概念或提高主管

機關介入管制門檻，均可使競爭事業間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合意，於一定

範圍內豁免公平交易法之禁止規範；然而，唯有透過本項之例外許可規

範，聯合行為方可能進入管制第三階段之「濫用控制」。  

35. 本項但書之例外許可規定，則基於整體經濟利益及其他公共利益之考

量，授權公平會權衡交易秩序因限制競爭所生不利益，個案就事業所申請

之聯合行為例外予以許可。足見本法對於其他有益於「維護交易秩序與消

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交易安排，尚保持

相當程度之規範開放性；對於聯合行為之管制，亦得以透過本項但書之例

外許可規定，與其他法律相互調和，其中，尤以目的事業管制法律最為重

要。關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所為核准或其他行政處分之「行政屏障」

效力（參照：第 9 條 2 項）。至於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本法因而僅具有補充

地位者（參照：第 46 條）。  

二、立法背景與規範功能  

36. 本項但書既為例外規定，其主要作用即在於緩和「禁止原則」之嚴峻

規範；使競爭主管機關得就個案中具體衡酌，是否例外許可有益於整體經

濟或公共利益之聯合行為。尤其，本法於草案研擬之初期，產業經濟相關

學者對於限制競爭規範部分疑慮不少，極力鼓吹本法重心應置於不公平競

爭之規範；關於限制競爭行為立法規範之必要、聯合行為例外許可及濫用

監督之規範目的，經廖義男等學者闡釋後始漸受重視。另一方面，事業之

間透過聯合行為穩定產銷秩序、提升品質、降低成本，在產業政策上亦有

其正面之功能，不應一概加以否定（廖義男，1995a）。因此，行政院送立

法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中，即就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規範提出說明：

「聯合行為之態樣甚多，效用亦不一，如有益於整體經濟之利益時，尚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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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完全否定其正面之功能；故但書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聯合行為，

不在禁止之列」。立法院三讀通過之本項規定文字，於「有益於整體經濟」

之後增訂「與公共利益」，又進一步擴大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衡量基準。

37. 本項但書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要件，除上述有益於整體經濟或公共利

益之實質衡量基準之外，另列七款例外許可之聯合行為類型。由於聯合行

為係事業間改以合作或相互協調取代競爭，而互信與合作向來被譽為社會

生活中應有之美德，且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多引導其所監督事業透過聯

合行為追求產業經濟之利益。本法基於維護公平競爭之觀點而對限制競爭

之聯合行為採取「禁止原則」之立場，自然不免引發社會倫理及產業政策

上之諸多疑慮。為有效調和競爭與其他促進經濟安定繁榮之手段、強化法

律規範之可預見性及社會倫理基礎，立法政策上有必要將聯合行為類型化

而在實體或程序上給予恰如其分之差別待遇（黃茂榮、劉孔中，2003）。

38. 本法起草過程中，廖義男教授所擬草案自第條 5 至第 12 條即參照德

國立法例，分別就統一規格或型式之聯合、合理化之聯合、專業化之聯合、

中小企業之合作、輸出之聯合、輸入之聯合、不景氣之聯合、特別之聯合，

賦予申報始生效力、應申請許可、申報三個月內未經異議始生效等不同法

律效果，並依聯合之類型分別制定相應之程序規範與實體審酌標準。自經

濟部擬定之本法草案至立法院三讀通過之條文，則已轉向「原則禁止、例

外許可」單一化之現行規定方式（廖義男，1995b）。在公平競爭之規範認

知未普遍之前，單一化之「禁止原則」及個別化之例外許可規定容或有助

於本法之推行；本法在實施十二年、累積相當豐富之實務經驗後，關於聯

合行為之例外豁免規範應如何檢討修正，除參考美國反托拉斯主管機關執

法實務上之安全區（safety zone）、歐洲聯盟第四署執行競爭法所採行之類

型化集體豁免（Gruppenfreistellung）之外，重新引入類型化各類聯合行為

之細膩規範架構，亦不失為立法政策上可資參考之方向（黃茂榮、劉孔中，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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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此外，訴願法之修正後於第 2 條明定：針對依法申請之案件應於法定

期間內作為而不作為提起訴願者，法令如未規定期間者則自受理申請之日

起為二個月計算，本法因而於 2002 年修正時配合新增本項第 2 項規定。

雖然本條第 2 項規定公平會應為核駁決定之期限，較訴願法第 2 條第 2 項

規定之二個月長，依該法同條第 1 項規定係立法明定之法定期間，解釋上

自應優先於訴願法上之一般規定。  

 

參、法定例外許可 

40. 本項但書係就前段「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之禁止規範，例外規定事

業經申請許可後，不受前段規定拘束從而不負「不得為聯合行為」之公法

上不作為義務，使事業或依私法自治原則自行安排彼此事業活動，或依本

法第 15 條以下規定置於公平會之監督之下。第 2 項規定則就公平會受理

申請後為核駁決定之期間予以限制，藉以及早確定聯合行為之規範狀態，

並使未獲許可之申請人得依法尋求訴願及行政訴訟救濟。  

一、許可之申請及其效力  

（一）申請事業  

41. 依法申請聯合之例外許可者，應即為聯合行為之主體。本法施行細則

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依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為聯合行為時，

應由各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共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非由各參

與聯合行為之事業個別提出申請，而係由其全體共同提出。因此，參與聯

合行為之事業為使聯合行為經許可而合法生效，即應相互協助、共同完成

申請所需各項法定手續。至於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彼此之間是否互負促使

聯合行為合法生效之義務，與本法禁止聯合行為之規範在民事法律關係上

所生效果有關（參照：第 14 條前段）。  

42. 本法於 2002 年修正時新增第 7 條第 4 項規定，針對同業公會與其會

員之間原無競爭關係存在，事實上卻不乏同業公會主導或促成聯合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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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立法將「同業公會藉章程或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

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亦擬制為水平聯合。因此，本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2 項亦配合上述情形，規定：「同業公會為本法第 7 條第 4 項之聯合

行為而申請許可時，應由同業公會向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43. 此外，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亦得委任代理人代為申請，惟

應附具代理人證明文件（參照：聯合行為許可申請須知，第 0910007985

號函分行）。  

（二）申請內容  

44. 事業或同業公會申請例外許可之標的，依本條規定之文義解釋，即為

本法所禁止之聯合行為；理論上，尚應包括聯合行為之實施行為。至於事

前之準備行為如資訊之交換或聯合行為草案之研擬等，並非申請許可之標

的。本法施行細則（2002 年 6 月 19 日公秘法字第 0910005518 號修正發布）

關於申請檔及應提供相關資料之規定，亦以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及其市場

地位、聯合行為之合意內容及其可能影響為主。  

45. 本法施行細則第 14 條規定：「依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申請許

可，應備下列文件：一、申請書，載明下列事項：（一）申請聯合行為之

商品或服務名稱。（二）聯合行為之型態。（三）聯合行為實施期間及地區。

（四）設有代理人者，其代理人之姓名及其證明文件。（五）其他必要事

項。二、聯合行為之契約書、協議書或其他合意文件。三、實施聯合行為

之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四、參與事業之基本資料：（一）參與事業之姓

名、住居所或公司、行號、公會或團體之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二）

事業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者，其代表人或管理人之姓名及住居所。（三）

參與事業之營業項目、資本額及上一會計年度之營業額。五、參與事業最

近兩年與聯合行為有關之商品或服務價格及產銷值（量）之逐季資料。六、

參與事業上一會計年度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七、參與事業之水平競

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市場結構資料。八、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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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檔。」  

（三）申請時點  

46. 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應於何時提出申請，本法及其施行細

則並未明文規定。由於本法並未明確區分聯合行為及其事前之準備行為、

事後之實施行為，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申請例外許可之時點容

有模糊空間。本法第 14 條本文禁止事業為聯合行為，第 35 條原規定並將

違反該條不作為義務者逕依刑事不法行為加以處罰；在上述規範架構下，

似應解為聯合行為成立之時，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即表明共同依法提出申

請，否則，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即有受刑事處罰之虞。  

47. 本法於 1999 年修正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改採「先行政後司法」之處罰

模式後，事業違反第 14 條本文之禁止規定，仍有待公平會依第 41 條規定

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

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類似違反行為者，始構

成刑事不法行為；解釋上，於公平會依第 41 條發動職權並於其所定改正

限期屆滿之前，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似均得提出申請。然而，

公平會執法實務上，係依第 14 條、第 41 條規定逕行命事業停止其聯合行

為，並無限期改正或採取其他更正措施之情形。因此，事業於公平會命其

停止時即應停止聯合行為，否則即有受公平會依第 41 條後段連續處罰之

虞。如其聯合行為具備例外許可要件，僅因未依本條規定提出申請受公平

會命其停止，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仍有必要重新申請，其申請時點將因而

較通常情況為晚；縱屬此類情形，依本條前段對於聯合行為採「禁止原則」

之立法意旨，至遲亦應於事業具體實施聯合行為合意之內容前提出申請，

始有本條後段例外許可規定之適用。  

（四）申請之效力  

48. 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向提出申請，於公平會依法許可之

前，其準備中或已完成之聯合行為並不因而合法；解釋上，應仍受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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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本文禁止規範之拘束。至於聯合行為已遭公平會依本法第 41 條規定命

其停止，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始提出申請者，如其申請時點在

公平會依職權移送檢察署之前，依 1999 年修正第 14 條改採「先行政後司

法」之立法意旨，應解為尚未構成「逾期未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

要更正措施」之刑事不法要件，因而不得逕依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加以處

罰。反之，於公平會依第 41 條發動職權並已移送檢察署之後，參與聯合

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始提出申請者，並不阻卻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構成

要件之成立。  

49. 公平會命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停止其準備中或已完成之

聯合行為，自應注意申請人是否藉申請以達拖延、規避處罰之效果，以決

定是否移送檢察署訴追其刑事責任，並就其事後提出申請檔及應提供相關

資料，儘速審查後為限期命其補正資料或核駁之決定（參照：第 14 條第 2

項）。實務上，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亦有利用請釋案之形式，

徵詢其準備中之聯合行為應否申請及能否獲得許可者；公平會宜透過適當

之行政指導措施，要求業者補提正式申請並檢附相關資料，藉以及早有效

審查聯合行為，確定禁止或例外許可之規範狀態。  

（五）受理機關  

50. 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申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其受理機關

係本法之中央主管機關（參照：第 9 條第 1 項）。  

二、許可之性質及其效力  

（一）許可之性質  

51. 本項但書規定之例外許可，有使特定事業就其所申請內容不受「不得

為聯合行為」規範所限制之效果，亦即，解除「禁止原則」下事業負有不

得為聯合行為之公法上不作為義務，其法律性質應為除去其規範上不利益

之授益處分。就其處分作成之程序而言，則為依申請所為之行政處分，其

程序上之當事人即為申請人（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20 條）；行政程序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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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法所享有之各項程序權利，聯合行為例外許可之申請人亦應有之。  

52. 此外，公平會為核駁之決定尚應具體判斷所申請者是否符合法定例外

許可之類型，並且衡酌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等前提要件是否充分；就此，

公平會就其職掌與經濟專業範圍內，應享有相當之判斷餘地。一經認定所

申請之聯合符合法定例外許可類型，並且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解

釋上，公平會應於可能範圍內盡量為許可之決定；因為，聯合行為之禁止

原則本身係對於事業營業自由之限制，倘聯合行為具備例外許可之要件，

限制競爭之不利益對第三人之營業自由影響亦屬有限時，即應盡可能使申

請例外許可之事業回復得自由決定其事業活動。亦即，本項但書規定之例

外許可，雖係裁量處分之一種，公平會仍應依本法之立法目的為合義務之

裁量（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10 條）；關於本法之立法目的（參照：第 1 條）。

關於法律效果之裁量，主要適用於許可之附款及事後之廢止許可、變更許

可內容等處分，並非本項但書規定所能及之範圍；參閱：第 15 條、第 16

條。  

（二）許可之效力  

53. 本法第 7 條及第 14 條規定事業原則上不得為聯合行為，依本項但書

規定經申請公平會許可者「不在此限」；亦即，事業或同業公會依法申請

之聯合行為，一經許可，即例外不受前段一般性禁止規範之拘束，同時賦

予其於私法自治原則下所應有之合法基礎。  

54. 公平會依事業之申請為本項但書之許可，將啟動公平會依本法第 15

條以下規定，以附款及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等方式之「濫用監督」機

制。此外，聯合行為許可之期限，亦應自許可生效之日起算（參照：第 15

條第 2 項）。  

三、審查之期限  

55. 本條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

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此即公平會受理許可申請之審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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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屆滿前即應為核准或駁回之決定，並通知申請人。  

（一）核駁之決定  

56. 本項但書之例外許可既為裁量處分之一種，公平會認為聯合行為符合

法定要件者得依申請予以核准，並得依職權附加條件或負擔等附款並定許

可之期限（參照：第 15 條）。 亦即，公平會認為聯合行為具備法定要件者，

應分別為准駁之合義務裁量及是否附加附款、附加何種附款之裁量。反

之，對於未具備法定許可要件之申請案，公平會即應駁回其申請，解釋上

應無裁量之空間。此外，事業間之聯合行為所及範圍亦有廣狹不同，如其

所涉之事業活動安排不止一項，其中一部分具備法定許可要件、其餘部分

未具備者，公平會得為部分許可與部分駁回之決定；例如：三陽公司等十

一家事業申請延展電動機車策略聯盟案，公平會即核准聯合研發、設計、

製造之部分，同時亦駁回聯合銷售行為部分之申請（89 公聯字第 008 號許

可決定書）。同理，事業間之聯合行為所涉事業活動安排不止一項，公平

會亦得依其中各部分聯合行為所屬之類型，分別適用不同款次之法定許可

類型核准其申請。  

57. 公平會就許可申請案為終局之核駁決定之前，認為事業所提資料不全

或記載不完備、不足以判斷申請案是否符合法定要件者，尚得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之。本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依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聯合行為許可時，所提資料不全或記載不完備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敘明理由限期通知補正；屆期不補正或補正後所提資料仍不齊備者，

駁回其申請」。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補正僅以一次為限。  

（二）三個月內  

58. 由於公平會許可之前事業依法不得為聯合行為，而事業提出申請後，

理論上公平會亦不得取締其彼此間之聯合行為準備行為，聯合行為之規範

狀態將因申請而不確定。為配合訴願法修正第 2 條規定及避免聯合行為禁

止規範之法律效力久懸不決，本法於 2002 年修正時新增本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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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公平會就許可申請案為核駁決定之期限為三個月；依本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規定，三個月期限係自公平會收文之次日起算；申請人提出之資料不

全或記載不完備，並經公平會通知限期補正者，則延後至補正之次日起算。

59. 本項規定之許可申請案核駁決定期限，依本項後段規定，於公平會認

為必要時得延長一次，期限將因而延長為六個月。由於審查期限延長將使

聯合行為之禁止規範效力隨之無法確定，對於申請人而言無異於不利狀態

之繼續。因此，公平會延長聯合行為申請案之核駁期限，應附理由通知申

請人（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97 條）。至於延長審查期限之「必要」原因，

解釋上，應以有助於公平會依法為核駁決定，且不延長期限即無法或難以

核駁決定者為限（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7 條）。  

 

肆、法定要件  

60. 本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得經許可不受禁止規範拘束之聯合行為，除應屬

於法定七款類型之一外，尚應符合「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實質

要件。  

一、實質要件  

61. 依本項規定例外許可之聯合行為，應符合「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

益」之實質要件。由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均係不確定法律概念，

有待公平會於個別申請案中具體認定。就此，本法施行細則除規定申請人

應提出聯合行為之影響評估報告書外（參照：本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另

依例外許可之聯合行為類型，分別規定事業應於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中載

明不同之事項，以利公平會之審查作業（參照：本法施行細則第 16 條至

第 21 條）。  

（一）整體經濟  

62. 本項規定之「整體經濟」與第 12 條第 1 項及修正新增第 2 項規定之

「整體經濟」並無不同，就文義及競爭法之體系觀點而言，自應為相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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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參照：第 12 條）。申言之，本項規定之「有益於整體經濟」，應指

其利益不僅限於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所得享有，其正面績效所及範疇甚至

應超越處於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進而有利於一般消費者、上下游事業

或其他產業；對照歐洲聯盟競爭法第 81 條第 3 項之類似規範及公平會之

執法實務，亦可獲得印證。例如：電力電纜事業申請以合資新設事業方式，

共同製造關鍵零組件及自主性技術，公平會除認為攸關該產業技術水準及

進入國際市場等因素之外，並以其對上、中、下游之相關產業亦具有正面

影響，符合整體經濟利益，而對其申請展延予以許可（91 公聯字第 091001

號許可決定書）。就競爭法之整體目的性觀點而言，則「有益於整體經濟」

之意義應與本法第 1 條立法目的之「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相通；亦即，

將競爭政策與其他促進經濟安定與繁容之各項政策，例如：景氣政策、繁

榮政策、結構政策、貿易平衡政策等，一併納入整體經濟之考量中。  

63. 至於公平會許可聯合行為之實務，並未建立「整體經濟」之一般化判

斷標準，而係依申請許可之聯合行為類型，分別就產銷及研發成本之降

低、產銷效率之提高、品質改良、技術水準之提高、消費者便利性及權益

保護等正面績效，於申請個案中具體認定之。另一方面，公平會亦將聯合

行為實施前後之許可市場占有率變化、價格變化、產銷量變化、濫用市場

地位之虞、對未參與聯合事業之阻礙程度、不當侵害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

關事業利益之虞、外國政府報復可能性、克服不景氣困境可能性等因素加

以權衡。  

（二）公共利益  

64. 立法院於行政院原提案之「但有益於整體經濟…者，不在此限」之中

插入「公共利益」後三讀通過本條規定，使本項但書有擴及（整體）經濟

之範疇以外、例外許可其他「有益於公共利益」聯合行為類型之解釋空間。

然而，立法者所插入文句係以「與」而非「或」聯綴「公共利益」，純就

文義而言，亦可將「公共利益」解為應與「整體經濟」同時併存之實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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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亦即，藉插入之文句強調：「有益於整體經濟」之正面績效，應超越

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及其所屬產業。另一方面，立法過程中加入「與公共

利益」等字，亦有使「整體經濟」之內涵超越單純效能競爭之觀點，兼及

於效率以外之環境保護、充分就業、穩定交易秩序、產業升級等與經濟效

率同等重要之價值。  

65. 此外，本項但書所列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類型，其利益權衡亦僅限於

經濟範疇內之降低成本、提高技術、改良品質、增進效率、合理經營、促

進輸出、加強貿易效能、適應不景氣、增進經營效率、加強競爭能力等因

素。就體系性解釋及競爭法之整體目的性觀點而言，本項但書規定之「公

共利益」均不宜任意擴及經濟以外其他法益或政策目標；例如：三陽公司

等十一家事業申請延展電動機車策略聯盟案，公平會對於電動機車設計、

製造攸關改善空氣污染之環保政策推動一節，亦以「將有助於我國電動機

車及其相關零組件生產技術之發展，以及相關市場之形成，為於整體經濟

之發展有其正面利益」肯定其正面績效（89 聯字第 008 號許可決定書）。

以公平會職掌及專長領域觀之，亦應為相同之解釋（參照：第 25 條、行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組織條例第 12 條）。實務上，針對事業之聯合行為已

達第 7 條第 2 項之標準，且有益於（整體）經濟以外其他公共利益者，公

平會應可妥當運用本法第 46 條規定，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同處理（參

照：本法第 9 條第 2 項）。正本清源之道，仍在於修正本項但書過於簡略

之立法體例。  

（三）有益  

66. 本項但書規定聯合行為例外許可之實質要件，主要在於具體權衡聯合

行為實施後所可能造成之利弊影響。至於聯合行為實施後各種利弊影響之

判斷重點，則在於權衡「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正面績效，是否足以化

解、補償聯合行為限制競爭之負面效果（參照：第 7 條第 2 項）。本法施

行細則第 15 條即規定，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申請例外許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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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出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並應載明下列事項，以供具體權衡聯合行為實

施後之各種利弊影響：  

１、參與事業實施聯合行為前後成本結構及變動分析預估。  

２、聯合行為對未參與事業之影響。  

３、聯合行為對該市場結構、供需及價格之影響。  

４、聯合行為對上、下游事業及其市場之影響。  

５、聯合行為對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具體效益與不利影響。  

６、其他必要事項  

67. 雖然，產業經濟方面歷來之研究成果及經濟分析方法，將有助於推估

聯合行為實施後各種利弊影響；然而，聯合行為之實施是否有益整體經濟

與公共利益，以及，其正面績效是否足以化解、補償聯合行為限制爭之負

面效果，均屬未來聯合行為具體實施之後始能確定之事態發展可能性，事

業提出申請時或公平會審查作業之際均僅能依既有資料及過往經驗加以

推測，無法如既已發生之事實加以證明、亦無從根據確切證據具體認定

之。就此，於申請聯合例外許可時提出完整之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並載

明有助於判斷之必要事項，應屬於申請人之釋明責任；申請人未充分釋明

以致公平會作成不利之核駁決定，其風險亦將由申請人承擔。  

二、例外之類型  

68. 本項但書所列七款例外許可之聯合行為類型，法學者有認為應屬例示

而非窮盡列舉者（黃茂榮、劉孔中，2003）。然而，由於各款聯合行為之

類型於申請時，除應於申請書中載明聯合行為之型態外，其評估報告書亦

應分別載明不同之內容（參照：本法施行細則第 14 條、第 16 條至第 21

條），實務上亦無法定七款以外「其他」聯合行為類型之例外許可審查標

準。其次，本法於 88 年修正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時，已將事業違反第 14

條規定之行為處罰改為「先行政後司法」，使事業違法為聯合行為之刑事

不法內涵，因本項修正而轉置其重心於事業未遵停止或改正命令之公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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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違反之上；因此，原基於刑事制裁嚴峻性而將本項七款例外類型解釋為

例示規定之考量，其所依據之成文法基礎已經改變。  

69. 從本項但書於七款例外許可之類型外並無概括規定，且本法對聯合行

為採取「禁止原則」下其例外許可自應從嚴解釋；以及，本法施行細則分

類明定審查標準之法條文義觀之，本項七款例外類型並非例示性規定。公

平會執法實務上，則以法定七款例外許可類型為基本類型，將相關規定類

推適用於其他未必符合法定七款例外許可類型之類似聯合行為；例如，銀

行及聯合信用卡處理中心提供之交易標的，嚴格而言，並非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或第 5 款之「商品」，實務上亦類推適用上述規定，許

可聯合制定ＩＣ卡及特約商店收銀機等週邊設備規格（83 公聯字第 001

號許可決定書），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聯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84 公聯字

第 001 號許可決定書），電視台聯合購買亞、奧運比賽轉播權（89 公聯字

第 003 號許可決定書）等案即屬之。  

70. 至於其他與本項但書所列七款例外許可之類型差異較大，但仍屬「有

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聯合行為類型，例如：關於交易條件之聯合、

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之自律公約等，並無相似之法定例外許可類型可資類

推。正本清源之道，仍在於修正本項但書過於簡略之立法體例，增訂例外

許可之聯合行為類型及概括條款；此外，關於輸出輸入之聯合，亦有檢討

刪除之必要。  

71. 對於無法納入本項但書所列七款類型中之其他聯合行為，由於參與聯

合行為之事業或同業公會於申請時，並無法確定其所應申請之聯合行為型

態及應提供之資料；就此，公平會應妥善適用限期補正資料之規定，不宜

逕行駁回其申請（參照：本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  

（一）標準化之聯合  

72. 事業為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一

般亦稱為「統一規格或型式之聯合」或「標準化之聯合」、「規格化之聯合」。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石世豪 

 520

解釋上，事業就其商品統一規格或型式，係本款聯合行為類型之主要內

容；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則為其聯合行為之目的或可能發揮

之效果。實務上在認定申請案是否屬於本款之標準化聯合時，同時亦就商

品價格變化預估、參與聯合行為事業之市場占有率、對未參與聯合事業之

阻礙程度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情形，

以及，生產成本降低程度、生產效率提高程度、產品品質改良程度、消費

者便利性等「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因素一併判斷之（公平會，

2002）。  

73. 此外，為有助於  公平會審查申請案之聯合行為類型及實質要件是否具

備，本法施行細則第 16 條規定，依本款規定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

估報告書應詳載其實施聯合行為達成降低成本、改良品質、增進效率或促

進合理經營之具體預期效果。  

74. 實務上，本款規定亦已類推適用於服務設備規格或型式之標準化聯

合。例如：銀行業者申請ＩＣ卡銷售點服務業務聯合行為許可案中，雖然

銀行並非銷售ＩＣ卡等「商品」，而係透過ＩＣ卡等設備提供相關金融服

務；就文義而言，有關聯合制定ＩＣ卡及特約商店收銀機等週邊設備規格

部分，並不完全符合本款「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之規定。然而，公平會

類推解釋本款規定並使其適用於服務設備規格及型式之統一，認為屬於本

款規定之標準化聯合類型；並認定「對交易相對人尚無不利之影響」而許

可之（83 公聯字第 001 號許可決定書）。  

75. 關於金融機構「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聯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及「不

定時聯合採購信用卡」亦得類推適用本款規定，公平會即認為：「共同採

用單一規格之聯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係參照國際信用卡規格及其作業流

程、機具設備，須規格固定，方能配合安裝於各特約商店及會員銀行營業

場所端末機設備，得在同一機器內辨識聯合信用卡等各種卡片規格，以確

認其資料完成交易；又聯合信用卡持卡人依據『聯合及梅花圖』服務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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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辨識聯合信用卡中心所屬特約商店，進行簽帳交易，並使商店易於辨

識卡片，從而分別真、偽卡，使授權、製卡作業因規格統一，而不須有多

種投資，可有效運用設備、系統，以達最大效益」、「各會員銀行於有卡片

需求時，由處理中心聯合整批採購，較單一會員銀行逐筆購買卡片成本為

低」。關於「集中帳務處理、清算業務」，公平會認為：「目前該項業務係

由財政部政策責成處理中心辦理，透過統一、集中之信用卡帳務處理作業

機制，可達成降低營運成本、提高服務品質及增進效率之目的」。又關於

共同委託處理中心代辦信用卡（含國際卡及國內卡）特約商店推廣及收單

業務中「掛失停用卡號彙整、發送及信用查核授權」、「提供特約商店制式

簽帳作業用品」及「受理特約商店請款及帳單、帳務處理」等事項，因有

資訊利用、作業方便之利益，公平會均認為合於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而許可之（原許可字號：84 公聯字第 001 號許可決定書，展

延許可：89 公聯字第 007 號許可決定書）。  

76. 此外，遠東、立榮及復興等三家航空公司擬針對臺北－台南航線實施

「票證免背書轉讓」行為，公平會認為：「本案申請人等於臺北－台南航

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行為後，消費者持任一申請人臺北－台南航線

之有效機票，不需經原開票航空公司背書轉讓，即可同時選擇搭乘申請人

等之臺北－台南航線班機，亦即統一臺北－台南航線航空機票之使用效

力，增加航空機票之流通性，除可提高旅客搭乘飛機之便利性，並增加各

該航空公司之承載率，有助於航空公司提高經營效率」，乃符合公平交易

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規定之形式要件（91 公聯字第 091005 號許可

決定書，另參見 91 公聯字第 091006 號許可決定書公平會就遠東及立榮航

空公司於臺北－台東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行為之許可理由）。  

77. 嚴格而言，民航業者共同推動「票證免背書轉讓」，係針對於表彰旅

客運送契約之有價證券為免背書轉讓之約定，並非對於旅客運送服務相關

設備規格或型式為統一規格之聯合。因此，就文義解釋之觀點而言，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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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款規定之聯合類型，亦非類推解釋「商品」於服務後即可適用本款規定。

由本案之情形可以發現：即使採取類推適用之解釋方法，本款規定之文義

範圍，仍未能充分涵括行為外觀相仿、對於整體經濟效益近似之其他聯合

行為類型。目的性擴張解釋及類推適用終究仍有其極限，修法新增其他聯

合行為例外許可之類型，或於本項但書各款之末增訂概括條款及其權衡標

準，均為立法政策上值得參酌之調整方針。  

（二）合理化之聯合  

78. 為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

或市場，一般稱為「（狹義之）合理化聯合」或「共同研發之聯合」。一般

而言，事業共同研究開發商品之生產技術、改進產銷流程或共同開發銷售

市場，係本款聯合行為類型之主要內容；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

或增進效率，則為其聯合行為之目的或可能發揮之效果。至於事業共同開

發生產原料市場，如其目的或效果足以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

增進效率，解釋上亦屬於本款規定之類型。公平會對於砂石業者成立開發

公司共同採取砂石及分配砂石數量，亦認為符合本款規定之聯合行為例外

許可類型，實係「開發」二字套用於砂石「開採」所致，並非上述事業共

同開發生產原料市場之情形可比（90 公聯字第 002 號許可決定書、92 公

聯字第 092010 號許可決定書）。  

79. 實務上在認定申請案是否屬於本款之合理化聯合時，同時亦就產銷量

變化預估、商品價格變化預估、參與聯合行為事業之市場占有率、事業有

無濫用市場地位之虞、事業產銷策略是否受約束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

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情形，以及，研究發展成本降低程度、技

術水準提高程度、生產效率提高程度、產品品質改良程度等「有益於整體

經濟與公共利益」之因素一併判斷之（公平會，2002）。  

80. 此外，為有助於  公平會審查申請案之聯合行為類型及實質要件是否具

備，本法施行細則第 17 條規定，依本款規定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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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報告書應詳載下列事項：  

１、個別研究開發及共同研究開發所需經費之差異。  

２、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之具體預期效果。  

81. 在產品市場建立初期，確實有提高技術、降低生產成本及建構市場使

用環境之必要性（89 公聯字第 008 號許可決定書）。電腦製造商聯合成立

新產品之威力晶片技術服務中心，公平會認為：其所申請項目內之客戶訓

練及研討會、提供客戶所需之一般技術支援、組合系統之必要協助、軟硬

體測試及錯誤分析等，「當可促進競爭，有助我國軟硬體資訊工業之技術

升級，而有利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而許可之（83 公聯字第 007 號許可

決定書）。又如，多家電力電纜事業申請以合資新設事業方式製造、銷售

69KV 至 161KV 接續器材為事業聯合，公平會亦認為：系爭商品開發為電

力電纜產業亟待克服之關鍵零組件及自主性技術，攸關國內提升電纜工業

技術水準及解決長期依賴外國事業供料之課題，且為國內事業進入國際電

力電纜工程市場所需，對其上、中、下游之相關產業亦具有正面影響，符

合整體經濟利益，而對其申請展延予以許可（許可展延：91 公聯字第 091001

號許可決定書）。  

82. 實務上，合理化聯合並不限於產品技術或其市場之共同研究開發，銀

行業為開辦ＩＣ金融卡服務而就申請聯合清算中心提出申請，公平會亦認

為：「目前信用卡市場，計有五種卡片、三個發卡系統，其中聯合信用卡

處理中心之市場占有率逾六成，市場集中效果高，本案之實施，當可促進

競爭，改善現行各項收費及服務之情形，合於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二款

之規定」而許可之（83 公聯字第 001 號許可決定書）。  

（三）專業化之聯合  

83. 為促進事業合理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一般稱為「專業化之聯

合」。解釋上，事業間就其營業分別作專業發展，係本款聯合行為類型之

主要內容；促進彼此之合理經營，則為其聯合行為之目的或可能發揮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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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務上在認定申請案是否屬於本款之專業化聯合時，同時亦就參與聯

合行為事業之市場占有率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

功能」之情形，以及，產銷成本降低程度、產銷效率提高程度、商品品質

改良程度、生產技術提高程度、產銷量增加程度等「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利益」之因素一併判斷之（公平會，2002）。  

84. 此外，為有助於  公平會審查申請案之聯合行為類型及實質要件是否具

備，本法施行細則第 16 條規定，依本款規定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

估報告書應詳載其實施聯合行為達成降低成本、改良品質、增進效率或促

進合理經營之具體預期效果。  

85. 實務上曾就砂石業者成立開發公司共同採取砂石及分配砂石數量，認

為有助於合法砂石之取得、降低開發成本，對管理區域內之非法盜濫採具

有遏止效果，並避免危害河防構造物與跨河橋樑，同時適用本款及第 2 款

規定許可其申請（87 公聯字第 019 號許可決定書）。惟砂石聯合開採是否

具備專業化聯合或合理化聯合之要件，實不無疑問；公平會於本案中類推

適用本款及第 2 款規定，並未就此充分說明其理由。由於此類聯合開採砂

石案件數量不少，且涉及配合水利單位之河川整治及管理政策，公平會實

應就其許可砂石業者自律組成公司共同取得合法開採權之「重要考量」，

如何符合或類推適用本款及第 2 款規定之法律理由詳加說明，以維護法律

之安定性與法條規範內涵之明確性。公平會近期就砂石聯合開採所作成之

許可案例，則僅援用第 2 款規定為其依據，已不再重疊適用本款之規定（90

公聯字第 002 號許可決定書、92 公聯字第 092010 號許可決定書）。  

（四）輸出之聯合  

86. 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一般稱為「輸

出之聯合」。解釋上，事業間專就其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係本款聯

合行為類型之主要內容；確保或促進輸出，則為其聯合行為之目的或可能

發揮之效果。實務上在認定申請案是否屬於本款之輸出聯合時，同時亦就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石世豪 

 525

有無不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利益之虞、外國政府報復可

能性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情形，以及，

出口成本降低程度、出口價格變化預估等「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

之因素一併判斷之（公平會，2002）。  

87. 此外，為有助於  公平會審查申請案之聯合行為類型及實質要件是否具

備，本法施行細則第 18 條規定，依款規定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估

報告書應詳載下列事項：  

１、參與事業最近一年之輸出值（量）與其占該商品總輸出值（量）

及內外銷之比例。  

２、輸出之具體預期效果。  

88. 由於本款規定迄未具體適用於實際個案之中，且我國已於 92 年初正

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就立法政策而言，本款規定在實務上既無

規 範 實 效 ， 又 將 引 起 是 否 牴 觸 WTO 相 關 規 範 如 關 稅 暨 貿 易 總 協 定

（GATT）、服務貿易總協定（GATS）之疑慮，比較德國最近修正 GWB 刪

除輸出卡特爾豁免規定之經驗，實有檢討刪除之必要（黃茂榮、劉孔中，

2003）。  

（五）輸入之聯合  

89. 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一般稱為「輸

入之聯合」。解釋上，事業就其輸入之國外商品採取彼此共同之行為，係

本款聯合行為類型之主要內容；加強國內事業共同對外之談判地位等貿易

效能，則為其聯合行為之目的或可能發揮之效果。實務上在認定申請案是

否屬於本款之輸入聯合時，同時亦就有無不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

相關事業利益之虞等「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之情形，以及，進口成本降低程度、影響國內產業發展程度、產業經營成

本降低程度等「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因素一併判斷之（公平會，

2002）。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石世豪 

 526

90. 此外，為有助於  公平會審查申請案之聯合行為類型及實質要件是否具

備，本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規定，依本款規定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

估報告書應詳載下列事項：  

１、參與事業最近三年之輸入值（量）。  

２、事業為個別輸入及聯合輸入所需成本比較。  

３、達成加強貿易效能之具體預期效果。  

91. 聯合進口大宗物資為我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案件中最常見之類型，實

務上主要以「降低進口成本、減少倉儲損耗、減少資金積壓及利息負擔、

降低採購風險、避免內陸運輸調度失常，於貿易糾紛中亦可增加交易能

力，以及配合國內農糧與經貿政策」為由，許可小麥進口業者為「聯合採

購」及「聯合裝船保險」之行為（87 公聯字第 012 號許可決定書，89 公

聯字第 004 號許可決定書等）。惟「聯合採購與聯合裝船之精神係指各麵

粉廠『自由登記』下一季預定進口量，而原告彙整後依登記後總量採購裝

船，裝船噸數及船次亦視登記總量而有所變化」，因此同業公會若進而就

各會員業者之進口數量進行協調，而採取「配額」、「庫存強制撥補」等行

為，實已逾越「聯合採購」及「聯合裝船保險」之範圍而應予禁止。行政

法院駁回小麥進口業者之訴，並認為「配額」、「庫存強制撥補」等行為「顯

非本法第十四條第五款『為加強貿易效能之聯合進口』之內涵，原告所為

顯屬『限制進口數量』之作為，應非許可之範圍內。另原告上開逾越許可

之行為，已限制麵粉業者之經營發展及妨礙麵粉市場競爭之功能，對市場

之競爭性與公平性弊害甚大」（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0 年度訴字第 1207 號

判決）。  

（六）不景氣之聯合  

92. 經濟不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行業之事

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數量、設備

或價格之共同行為，一般稱為「不景氣之聯合」。解釋上，事業有計畫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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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產銷數量、設備或價格之共同行為，係本款聯合行為類型之主要內容；

事業藉以適應不景氣、解決該行業生產過剩問題及繼續維持相關事業之經

營，則為其聯合行為之目的或可能發揮之效果。實務上在認定申請案是否

屬於本款之不景氣聯合之際，除就總體景氣狀況、商品市場價格持續低於

平均生產成本程度、該行業之事業是否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事業之

合理化經營是否仍難克服不景氣困境等景氣條件加以判斷之外，同時亦就

有無不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利益之虞等「足以影響生

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情形，以及，參與聯合行為事業

之員工人數等與「整體經濟」有關之因素一併判斷之（公平會，2002）。

93. 此外，為有助於  公平會審查申請案之聯合行為類型及實質要件是否具

備，本法施行細則第 20 條規定，依本款規定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

估報告書應詳載下列事項：  

１、參與事業最近三年每月特定商品之平均成本、平均變動成本與價

格之比較資料。  

２、參與事業最近三年每月之產能、設備利用率、產銷值（量）、輸

出入值（量）及存貨量資料。  

３、最近三年間該行業廠家數之變動狀況。  

４、該行業之市場展望資料。  

５、 .除聯合行為外，已採或擬採之自救措施。  

６、實施聯合行為之預期效果。除前項應載事項外，中央主管機關得

要求提供其他相關資料。  

94. 實務上，民國 87 年底，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及其下游

之台灣區人造纖維加工絲工業同業公會，曾分別向公平會提出「聚酯絲聯

合減產案」、「聚酯加工絲聯合減產案」之申請，為公平會成立來第一宗申

請不景氣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案。惟公平會則以該二產業之「市場需求及

銷售量未見衰退，且在成長，廠商庫存亦未見大幅增加」，又聚酯絲、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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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加工絲廠商「非意願性庫存量（即庫存總量扣除廠商正常營運所需庫存

之餘額）至 87 年 10 月止，分別佔該年生產量的 1.15％及 1.46％，增加幅

度尚屬有限，廠商得個別自行調整產量以為因應」，認為相關產業之市場

機能尚能運作，無法證明此一聯合減產案合於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有益

於整體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之要件，故不予許可（參閱：曾明煙、胡祖

舜、許俊雄、張心怡，2000）。  

（七）中小企業之聯合行為  

95. 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所為之共同行為，一

般稱為「中小企業之聯合行為」。解釋上，中小企之共同行為，係本款聯

合行為類型之主要內容；且其目的或可能發揮之效果，必須以增進中小企

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者為限，並非所有中小企業之共同行為

均可適用本款予以許可（黃銘傑，2000）。實務上在認定申請案是否屬於

本款之中小企業聯合之際，首先應確定申請者符合中小企業之主體要件，

再認定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以個別之努力難以達成相同效果而有其必要

性，然後再就有無不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利益之虞等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情形，以及，聯合

後中小企業經營效率或競爭力提升程度等「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

之因素一併判斷之（公平會，2002）。  

96. 依本法施行細則第 22 條規定，本款所稱之中小企業應依中小企業發

展條例規定之標準加以認定。  

97. 此外，為有助於  公平會審查申請案之聯合行為類型及實質要件是否具

備，本法施行細則第 21 條規定，依本款規定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

估報告書應詳載下列事項：  

１、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資料。  

２、達成增進經營效率或加強競爭能力之具體預期效果。  

98. 公平會另就中小企業聯合定價行為，頒布「例外許可中小企業聯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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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行為審查原則」（83 年 11 月 2 日第 160 次委員會議通過，88 年 11 月 3

日第 417 次委員會議修正）。依此一審查原則第九點之規定，公平會就中

小企業聯合定價行為之審查基準包括：  

１、聯合定價行為是否與交易相對人團體完成協商與共識：  

例如，關於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之交易相對人團體，公平會認為應包

括消費者保護團體及建築投資商業同業公會（公平會 84.5.20（84）公壹字

第 3561 號函）。  

２、聯合定價行為是否符合「交易穩定化」或「資訊透明化」原則（審

查原則第 5 點）：  

（1）「交易穩定化原則」：同質性高、交易金額細微的商品或勞務的

偶發性交易行為，若預見交易價格，可減輕如詢（議）價等交易成本，同

時有促進提供商品或勞務之一方從事效能競爭，並防制其乘交易相對人之

急迫為顯失公平之行為，經認聯合定價行為有益於公共利益與整體經濟發

展者。  

（2）「資訊透明化原則」：對於商品或勞務的交易，聯合定價行為的

實現目的與效果，不在於影響市場供需，或市場上已有國際行情，另或其

計價方式、計價項目及相關計算參數等資訊公開結果，有助於交易資訊的

取得，減輕社會交易成本，且有益於交易機會的實現，經認有利於公共利

益與整體經濟者。  

99. ３、統一價格是否為「合理價格」：  

許可申請申請人所主張的合理價格以上限價格（即申請人不得要求以

所提出之價格為齊一價格，要求成員遵守）為原則；若交易型態特殊者，

定價包含買進、賣出價格時，或係為資訊透明必要者，以許可分別制定上

下限價格，或對於計價方式予以許可，許可期間由公平會視個案情形審酌

（審查原則第 11 點）。  

100. ４、聯合定價行為是否有益整體經濟及公共利益。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石世豪 

 530

實務上對於上述審查原則相當倚重，例如：在營業客貨四輪車輛輪胎

修補業聯合定價之申請案上，公平會即認為：「客貨四輪車輛之輪胎發生

爆炸，往往為偶發性之意外事件，其需要修補之時間及地點均非固定，而

由於客貨四輪車輛輪胎之修補交易，屬同質性高、交易金融細微之偶發性

交易行為，本項聯合定價行為之實施，可減輕如詢（議）價等交易成本，

同時有促進提供商品或勞務之一方從事效能競爭，並防制其乘交易相對人

之急迫為顯失公平之行為」，並依上述審查原則之「交易穩定化原則」肯

定其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而許可之（86 公聯字第 004 號許可決定

書）。  

101. 然而，本案終究非屬中小企業增進經營效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之型

態，尤其，同業公會協調其全體成員針對消費者統一服務之價格，一方面

既非針對大型競爭對手加強其競爭能力、亦非增進其與上下游事業間之談

判地位；另一方面，個別參與聯合行為之各事業雖然均為中小企業，本案

聯合行為效力範圍卻及於該產業之整體，其限制競爭之效果至為顯著。因

此，學者之中，即有就此件許可案適用本款規定之適法性提出強列質疑者

（黃銘傑，2000）。就立法政策而言，是否針對中小企業各類聯合行為基

於產業扶植政策全部不予禁止，或將公平會上述「例外許可中小企業聯合

定價行為審查原則」中之「交易穩定化」或「資訊透明化」明定為例外許

可之新類型，均值得於未來修法時參酌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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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聯合行為許可之附款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不得逾三年；事業如有正當理由，得於期限屆滿前

三個月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不得逾三

年。」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  

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不得逾三年；事業如有正當理由，得於期限屆滿前

三個月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不得逾三

年。」  

 

參考文獻 

廖義男（1994）；〈公平交易法之立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

《公平交易法之釋論與實務：第一冊：立法目的、事業、罰則》；  

 

第十五條  聯合行為許可之附款  

壹、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二、規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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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可之附款  

一、附加  

二、條件  

三、負擔  

參、許可之期限  

一、附期限  

二、延展期限  

 
壹、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1. 本條規定，係聯合行為第三階段管制之「濫用控制」之一環。另一項

重要之「濫用控制」規範基礎，則為保留公平會事後廢止許可、變更許可

內容等權限之相關規定（參照：第 16 條）。另一方面，本條規定亦為行政

程序法第 93 條之特別規定，並受同法第 94 條之限制。  

二、規範功能  

2. 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之本法草案第 15 條，其立法理由謂：「明定中

央主管機關依前條所為之許可，得另附加條件、限制或負擔，以達到監督、

防止濫用之目的。例如附加遵守公定價格之條件，保持特定品質之限制及

公益義務之負擔等是。前條之聯合，對於國內市場之競爭秩序有相當影響

作用，雖因各有其特殊理由而容許其合法存在，但仍宜有期間之限制，故

本條第 2 項規定許可應附期限，並規定期限不得逾三年，及依正當理由申

請延展等情事」。由於本法對於聯合行為採取「禁止原則」之規範立場，

於具備法定要件例外予以許可時，許可之有效期間亦不宜過長。  

3. 整體而言，本條規定賦予公平會有效監督經其許可之聯合行為之權

限，並依個案情況附加適當條件或負擔， 藉以確保聯合行為實施後整體經

濟與公共利益之利益得以實現，且不致於因限制競爭之效果而受影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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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體經濟及市場狀況變化快速，聯合行為許可時依據既有資料及過往經

驗之推測，並不足以確保許可及其附款有效促進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或

避免限制競爭或所造成之不利益。有鑑於此，本條第 2 項規定限制許可期

限，適足以促使公平會定期檢討調整其聯合行為管制措施。  

 

貳、許可之附款  

4. 公平會依本項規定於聯合行為之許可附加附款，應與所申請之聯合行

內容部分許可、部分不許可之情形妥為區分。後者係對於申請內容有所限

縮或修正，屬於一種「部分許可」或「修正之許可」；許可附加附款者，

許可內容並不因此有所限縮或修正，僅就其效力之發生與否繫於將來不確

定發生之事實，或申請人因而額外承擔一定之作為、不作為或容忍義務，

另依條件或負擔而有所調整。  

一、附加  

5. 公平會依本條第 1 項規定附加之條件或負擔，應於「為前條之許可

時」。法條既稱「附加」，即應針對申請許可之聯合行為相關事項，並使條

件與許可構成單一之行政處分；至於負擔，雖然係額外且獨立之另一行政

處分，亦應與公平會例外許可聯合行為之目的緊密扣合。關於聯合行為例

外許可規範之目的與功能（參照：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行政程序法第 94

條規定：「附款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

合理之關聯」，本法並未另為特別之規定，解釋上於此亦應適用。  

二、條件  

6. 所謂條件，係將許可內容之效力，繫於將來不確定發生之事實而言。

條件又可分為停止條件與解除條件兩種：前者指許可內容因條件成就而生

效，後者則指許可內容之效力因條件成就而消滅。由於許可附停止條件將

使聯合行為之效力久懸未決，除聯合行為之內容依法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特許，公平會許可聯合行為時並以該項特許為停止條件者外，實不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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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附加停止條件，以免背離本法明文限期核駁聯合行為

許可申請案之規範意旨（參照：第 14 條第 2 項）。  

7. 至於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附加解除條件者，則應與保留廢止權之情形

應妥為區分；前者於條件成就時許可自動失其效力，後者則許可仍須經公

平會另為廢止之處分始嗣後失效。此外，本法第 16 條明定公平會得因許

可事由消滅、經濟情況變更或事業逾越許可範圍等廢止許可，實務上，公

平會亦常於許可內容中重申法律明文之禁止行為，實際上亦僅具有宣示作

用，並非就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附加解除條件之情形。  

三、負擔  

8. 所謂負擔，係於許可聯合行為時，課予申請人一定之作為、不作為或

容忍義務。實務上，公平會於許可聯合行為時所附加之附款，大多為負擔。

其中，有課予申請人一定之作為義務，以避免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例如：

公平會許可聯合制定ＩＣ卡及特約商店收銀機等週邊設備規格，即要求週

邊設備規格應公開，使相關供應廠商得自由參與競爭（83 公聯字第 001

號許可決定書）。於關於航空公司於部分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行

為之許可案中，公平會則要求申請人除發行並銷售「免背書轉讓」機票外，

應發行並銷售具有市場競爭機制及價格優惠之「不可背書轉讓」機票（91

公聯字第 005 號許可決定書、91 公聯字第 006 號許可決定書）。  

9. 實務上，亦多有以主動申報聯合內容之實施及變動情形為負擔，藉以

提供公平會後續監督所需資料者；例如：電腦製造商聯合成立新產品之威

力晶片技術服務中心，公平會即要求該中心之廢立均應報核後行之，組織

若有變更亦應於一個月內報會核備（83 公聯字第 007 號許可決定書）。電

視台聯合購買亞、奧運等運動比賽轉播權，公平會則要求電視台應於聯合

行為結束後，將期間之收支情形報會（89 公聯字第 003 號許可決定書）。

關於航空公司於部分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行為，公平會於許可時

亦要求申請人於許可期間該航線若實施減班時，不得逾申請時已核定班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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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同時應將協議拆帳金額、雙方實際拆帳攤銷淨額、提供座位數、

載客人數、載客率、票面價格、平均銷售單價、總銷售金額、免背書轉讓

機票及不可背書轉讓機票之銷售比例等交易資料送該會備查（91 公聯字第

005 號許可決定書、91 公聯字第 006 號許可決定書）。  

10. 此外，公平會許可事業所申請之聯合行為時，經常於許可內中中要求

申請人「不得利用本許可而取得之市場地位，不正當限制他事業活動…」

（87 公聯字第 019 號許可決定書），或「不得…對其交易相對人為無正當

理由之差別待遇、價格維持、限制事業活動而與其交易之行為…」（89 公

聯字第 008 號許可決定書），無非重申本法各條禁止規定之規範內涵，並

未額外課予申請人一定之作為、不作為或容忍義務；雖有負擔之形式外

貌，其實並非本項規定所稱之負擔。  

參、許可之期限  

一、附期限  

11. 期限係指行政處分內部效力之發生或消滅，繫於將來確定發生之事實

或時點；前者為始期，後者為終期。或將行政處分之內容限於一定期間內

有效者，亦為期限。由於本項規定應附期限者，係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

關於砂石事業配合政府政策從事砂石共同採取之聯合行為，合資成立新設

公司，公平會核定之許可有效期限時，即多自水利單位核准開採（申請人

取得土石採取許可書）時起算（90 公聯字第 002 號許可決定書、92 公聯

字第 092010 號許可決定書）。此外，公平會於許可內容所附加者，通常均

為屆至特定時點之終期。  

12. 本項規定許可之期限不得逾三年，應指自許可生效日起至其效力消滅

之日止，期間不得長於三年。關於期間之計算，本法並無特別規定，應依

民法之規定。  

二、延展期限  

13. 本項前段規定之期限屆滿後，聯合行為之許可失其效力，該項聯合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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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即回復不得為之法定禁止狀態。事業如有正當理由繼續為聯合行為之必

要，固然得另行申請例外許可。本項後段則規定，原申請人得於期限屆滿

前三個月內，以書面向公平會申請延展許可期限。如此，則原申請人不必

就相同之聯合行為另提新申請，節省額外之行政程序成本；公平會亦得藉

此機會，定期檢討聯合行為是否仍應例外予以許可，以及，其所附加之條

件或負擔有無調整之必要。因此，事業提出延展許可期限之申請，並非書

面完備者即應核准之；解釋上，公平會仍應依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審查各項法定許可要件。例如，三陽公司等十一家事業申請延展電動機車

策略聯盟案中，申請人就共同研發、設計及製造取得公平會許可，聯合行

為之內容並已實施近二年；於其申請延展許可期限時，公平會有鑑於關鍵

性零組件尚有多項技術瓶頸未突破，相關市場開發不如預期理想，申請人

就聯合行為有關商品之市場占有率極小，因而認為延展其許可尚不致對市

場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89 公聯字第 008 號許可決定書）。另，例如，多

家電力電纜事業經公平會許可以合資新設事業之方式製造、銷售接續器

材，嗣後申請人以其簽訂技術移轉協議書之進度，較原規劃時程落後，又

申請人等目前從事者僅達試製階段，先前獲許可之申請事項尚未完成，故

公平會認為合於公平交易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正當理由」而許可其延展

期限之申請（91 公聯字第 091001 號）。  

14. 至於申請之時點，本項後段規定「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為配合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之三個月審查期限，解釋上應自本項前段期限屆滿之時點

回算三個月，在此之前提出延展期限之申請。申請延展許可之期限者，依

本項後段規定應以書面為之；為有利於公平會審查是否核准，依本法施行

細則第 25 條規定，申請者應備齊並提出下列資料：（一）申請書。（二）

原許可文件影本。（三）申請延展之理由。（四）其他經公平會指定之文件

或資料。  

15. 公平會經審查後核准延展許可之期限者，其延展期間依本項後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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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不得逾三年；亦即，延展後許可期限屆滿之新時點，係自原屆滿時點

向後推延，推延之期間不得逾三年。法條既稱「每次」不得逾三年，依文

義解釋，新時點屆至前三個月內，原申請者自得依本項後段規定再提延展

許可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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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 聯合行為許可之廢止或變更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聯合行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由消滅、經濟情況變更或事業有逾越許

可之範圍行為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

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修正前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聯合行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由消滅、經濟情況變更或事業有逾越許

可之範圍行為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許可、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

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參考文獻 

賴源河編審（2002）：《公平交易法新論》第 4 章，（謝杞森：）〈公平交易

法之基礎〉：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與程序。  

 

第十六條 聯合行為許可之廢止或變更 

壹、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二、規範功能  

貳、要件分析 

一、許可事由消滅  

二、經濟情況變更  



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六條—石世豪 

 539

三、逾越許可範圍之行為  

參、法律效果 

一、廢止許可  

二、變更許可內容  

三、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壹、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1. 本條規定，亦屬聯合行為第三階段管制之「濫用控制」之一環。另一

方面，本條規定亦為行政程序法第 123 條之特別規定，本條規定之效力並

優先於同法第 124 條以下各條規定。  

二、規範功能  

2. 本條規定賦予公平會有效監督經其許可之聯合行為之權限，於經濟情

況變更或事業有逾越許可之範圍行為時，依職權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

容、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藉以確保聯合行為實施

後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利益得以實現，且不致於因限制競爭之效果而受

影響。  

 

貳、要件分析  

一、許可事由消滅  

3. 第 14 條前段既然宣示聯合行為之禁止原則，後段亦僅就特定類型且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聯合行為，授權公平會例外依申請許可之；

因此，公平會依法為許可之後，如有新事實或新資料顯示：聯合行為有益

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預期效果不能達成，或聯合行為已非促進整體經

濟與公共利益之必要手段，或法定七款聯合行為之內容、目的、效果、主

體或不景氣等要件，事後不能或已不存在者，例外許可該項聯合行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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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基礎亦隨之消滅，立法上即有必要透過許可之廢止使其回復禁止原則，

或以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等必要措施，及時避免競爭秩

序、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遭受損害。  

二、經濟情況變更  

4. 由於整體經濟及市場狀況變化快速，聯合行為許可時依據既有資料及

過往經驗之推測，並不足以確保許可及其附款有效促進整體經濟與公共利

益，或避免限制競爭或所造成之不利益。因此，經濟情況於公平會許可聯

合行為之後發生不可預料之變動，致其限制競爭之負面影響擴大，或整體

經濟與公共利益未蒙其利反受其害，立法上均有必要透過許可之廢止使其

回復禁止原則，或以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等必要措施補

救之。  

三、逾越許可範圍之行為  

5. 申請人於公平會許可聯合行為後，依法即應遵循許可所附各項限制、

並接受「濫用控制」下各種監督措施，藉以確保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不至

於過度限制競爭，或確實如申請所釋明般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申

請人之具體實施行為如逾越許可範圍，理論上即不受許可效力所及，依法

應屬禁止原則所規範之一般情形（參照：第 41 條）。然而，申請人既然於

事後逾越許可範圍、未遵循公平會就許可所附各項限制，則該項聯合行為

例外許可之個案監督架構不免有所動搖，法定「濫用控制」之規範目的將

有落空之虞。於此情形，立法上亦有必要透過許可之廢止使其回復禁止原

則，或以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等必要措施補救之。  

6. 台灣區麥粉工業同業公會向公平會申請聯合採購合船裝運小麥，經公

平會以 86 公聯字第 012 號許可決定書予以許可，並附加以「不得利用許

可從事其他聯合行為，或限制各會員自由決定其聯合採購進口之數量，或

禁止自行採購進口，或無正當理由拒絕他事業加入該聯合採購，亦不得利

用該許可取得之市場地位，為不當之價格決定維持或變更，或有妨礙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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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平競爭或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等」之附款。嗣後，經公平會調查

認定該公會於辦理國內麵粉廠小麥聯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時，藉協

調、配合及邀集會員廠商召開開會等方式，有不當協議實施總量管制暨配

額制，並介入會員廠庫存撥補管理等行為，逾越前開許可之範圍，即依公

平交易法第 16 條之規定撤銷（此為修正前舊條文，應指廢止而言）前揭

許可決定；惟為避免影響國內麵粉產銷市況之銜接，命麥粉工業同業公會

在緩衝期終止前，停止辦理小麥聯合採購、合船進口作業事宜，且不得有

總量管制暨配額制等違法限制小麥進口數量之行為，同時並以該公會違反

平法第 14 條前段之禁止規定予以處分（89 公處字第 91 號處分書，臺北高

等行政法院 90 年度訴字第 1207 號判決）。  

 

參、法律效果  

7. 本條規定賦予公平會依職權所得裁量之法律效果，包括：廢止許可、

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此外，公平

會為許可時即已保留廢止權，或附加負擔而申請人未履行該負擔者，依行

政程序法第 123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原即得廢止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其

要件及效果自應依該法之規定（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123 條至第 130 條）。

一、廢止許可  

8. 依行政程序法第 125 條規定，聯合行為之許可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

自公平會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力。但申請人未履行負擔致許可遭廢

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力。自上述許可失效之時點起，聯合行為即回復

禁止原則之規範狀態，亦即，原申請人依法負有不得為聯合行為之公法上

不作為義務。對於已具體實施之聯合行為內容，公平會於必要時亦得依第

41 條規定命原申請人排除之，或為其他更正措施。  

二、變更許可內容  

9. 公平會依本條規定變更許可內容者，係廢止原許可、並依變更後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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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另為許可。解釋上，前者應適用行政處分廢止相關之規定，後者則應準

用第 14 條後段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相關規定。  

三、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10. 許可經廢止失其效力後，或其他為防止或除去競爭秩序、整體經濟與

公共利益重大危害之必要情形，公平會亦得依職權命令原申請人停止、改

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解釋上，本項規定之規範內容實與第 41

條前段相通（參照：第 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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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聯合行為許可之資訊公開 
 

 

現行條文（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三條之許可、條件、負擔、期限及有關處分，應設

置專簿予以登記，並刊載政府公報。」  

 

現行條文（1991 年 2 月 4 日制定公布）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三條之許可、條件、限制、負擔、期限及有關處分，

應設置專簿予以登記，並刊載政府公報。」  

 

 

參考文獻  

賴源河編審（2002）：《公平交易法新論》第 4 章，（謝杞森：）〈公平交易

法之基礎〉：公平交易委員會之組織與程序；  

 

第十七條 聯合行為許可之資訊公開 

壹、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二、規範功能  

貳、聯合行為許可專簿與公報 

一、登記與刊載內容  

二、專簿登記  

三、刊載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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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競爭法體系  

一、體系定位  

1. 本條規定一方面強化聯合行為例外許可及「濫用控制」之監督管理，

另一方面亦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制之一環。就後者而言，本條規定與 91 年

修正新增之第 27 條之 1、行政程序法第 44 條至第 46 條，以及行政院所頒

布之「行政資訊公開辦法」等相關規範，共同形成公平會之行政資訊公開

制度。  

二、規範功能  

2. 本條規定公開聯合之例外許可及其條件、負擔、期限與廢止許可、變

更許可內容等有關處分，係使申請人以外第三人及其他機關得隨時查閱，

對於未參與聯合行為之競爭事業、上下游事業等可能受聯合行為影響之利

害關係人，本條規定之資訊公開措施尤其重要。倘若公平會為許可及廢止

許可、變更許可內容等有關處分，依職權裁定舉行聽證時（參照：行政程

序法第 107 條第 2 項），本條規定將有助於實質強化利害關係人之參與權

益（參照：行政程序法第 55 條以下規定）。此外，利害關係人如因聯合行

為之許可及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等有關處分受有損害，依法提起訴訟

者（參照：行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3 條），本條規定之資訊公開措施亦將有

助於其尋求司法救濟。  

3. 此外，單純依文義解釋，本條資訊公開之範圍，似以公平會既已作成

之許可決定及其條件、負擔、期限與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等有關處分

為限。就政府資訊公開之法理而言，上述處分作成前之各項作業程序亦有

公開之必要；例如，事業或同業公會提出聯合行為之申請後，公平會於核

駁決定之前即應及早公開徵求利害關係人之意見，以利審查「整體經濟與

公共利益」與限制競爭等各項有利及不利因素，同時亦有助於利害關係人

透過程序參與確保其實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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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聯合行為許可專簿與公報  

一、登記與刊載內容  

4. 依本條規定應登記或刊載之內容，係公平會依前三條規定作成之許可

決定及其條件、負擔、期限與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等有關處分；關於

其項目及詳細內容（參照：第 14 條後段、第 15 條、第 16 條）。實務上，

公平會所公開之許可決定書中，除申請事項、許可內容及附款之外，亦一

併公開其許可理由；解釋上，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等有關處分亦應比

照辦理。  

二、專簿登記  

5. 實務上，公平會曾依本條規定建置聯合行為之專簿以供查閱，目前則

將相關事項之登記透過網際網路廣為周知。  

三、刊載政府公報  

6. 實務上，公平會除定期出版公報刊載聯合之例外許可及其條件、負

擔、期限與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等有關處分外，另透過網際網路提供

遠距檢索等查閱功能，使相關行政資訊之內容廣為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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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日本獨占禁止法相關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目的） 

為禁止私的獨占、不當之交易限制及不公平之交易方法，防止事業支配力

之過度集中，排除依結合、協定等方法所為之生產、販賣、價格、技術等之不當

限制，及其他一切事業活動之不當拘束，以促進公平自由之競爭，使事業發揮其

創意，加強事業活動，提高就業及國民實際所得水準，確保一般消費者之利益，

並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的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定義） 

本法所稱「事業」者，係指經營商業、工業、金融業或其他事業之人。為

事業之利益而經營事業之負責人、職員、代理人及其他人員，於次項或第三章（事

業團體）規定之適用，視為「事業」。 

本法所稱「事業團體」者，係指以增進事業共同之利益為主要目的，由二

以上事業所組成具有左列形態之結合體或聯合體。但此項結合體或聯合體，如具

有資本或事業之出資，且係以營業為目的而現正在經營其業務之商業、工業、金

融業或其他事業者，不在此限。 

一、 以二以上之事業為社員（包含準社員）而組成之社團法人或其他（非

法人）社團。 

二、 以二以上之事業為理事，或對於管理人之任免、或業務之執行，有支

配權之財團法人及其他財團。 

三、 以二以上之事業為社員、而組成之合作社或二以上事業依契約而成立

之結合體。 

本法所稱「負責人」者，係指理事、董事、執行業務之無限責任股東、監

事、監察人或同等資格之人、總經理及總公司或分公司之營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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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競爭」者，係指二以上之事業，於通常事業活動範圍內，對於

該事業活動之設備或態樣並無重要之變更，而為或得為左列各行為之狀態。但第

四章（股份之持有、負責人之兼任、合併及營業之讓與）之競爭，不包含為或得

為第二款規定行為之狀態。 

一、向同一需求者供給同種或類似之商品或勞務。 

二、向同一供給者供給同種或類似之商品或勞務。 

本法所稱「私的獨占」者，係指事業單獨或與其他事業，以結合、通謀或

其他方法，排除或支配其他事業之事業活動，違反公共利益，對於一定交易領域

之競爭加以實質之限制。 

本法所稱「不當之交易限制」者，係指事業依契約、協定或其他名義、與

他事業共同決定、維持或提高對價、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或交易對象

等，相互拘束或遂行其事業活動，違反公共利益，對於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加以

實質之限制。 

本法所稱「獨占狀態」者，係指某種之商品（包括對於該種商品有關之通

常事業活動設備或態樣並無變更可供給之商品） （本項以下稱「一定商品」）及

其機能和效用顯然類似之其他商品，在國內供給（輸出部分除外）之價額（扣除

對該商品直接課稅之金額）或在國內供給之某種勞務之價格（扣除提供勞務者關

於該勞務被課稅之金額）依命令所定最近一年間之合計額超過五百億日圓之一定

商品或勞務事業範圍內，有左列各款所指市場構造及市場上弊害之情形者而言。 

一、 在該一年間，一事業之市場占有率【指在國內供應之該一定商品及機

能和效用極類似之其他商品（輸出部分除外）或在國內被供給之勞務

數量（若依數量計算不適當時，依價額計算，以下同）之中，該事業

所供給之該一定商品及機能和效用極類似之其他商品或勞務之數量所

占之比率。以下同】超過二分之一，或兩個事業其市場占有率合計超

過四分之三。 

二、 其他事業新加入該事業範圍內經營事業有顯著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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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該事業所供給之該一定商品或勞務，在相當期間內，依供需變動及其

供給所需費用之變動相比較，價格之上昇極為顯著或下跌很少，且該

事業在該期間內具有左列情形之一者。 

(一) 所得之利益率顯然超過命令所定該事業所屬業種之利益率。 

(二) 支出之銷售費用及一般管理費用與該事業標準銷售費用及一般管

理費用比較顯然過高。 

因經濟情況變化國內生產業者之出貨狀況及批發物價發生顯著變動時，應

考慮此等情事，就前項之金額依命令另定之。 

本法稱不公平交易方法者，指該當於下列各款行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且經公平交易委員會所指定者： 

一、不當地對其他事業實施差別待遇。 

二、以不正當之對價進行交易。 

三、不正當地引誘或者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從事交易。 

四、以不當地拘束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內容為條件，而與之進行交易。 

五、不當地利用自己於交易關係上所享有之地位，而與對方交易。 

六、對於與自己或自己為該當公司之股東或負責人之公司，於國內市場

上，處於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不當地妨礙其與其交易相對人間之交

易，或者是在該當其他事業為公司型態之情形，不當地引誘、教唆或

強迫該公司之股東或負責人，做出不利於該公司之行為等。 

本法稱「子公司」者，指其公司有表決全股份過半數為他公司所持有者。 

 

第二章      私的獨占與不當的交易限制 

 

第  三  條   （私的獨占與不當的交易限制） 

事業，不得為私的獨占與不當的交易限制。 

第四條及第五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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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條   （國際協訂或契約之限制） 

事業，不得以不當之交易限制或不公平之交易方法為內容訂立國際協訂或

國際契約。 

 

第三章     事業團體 

 

第  八  條   （禁止行為、陳報義務） 

事業團體，不得為左列各款之行為： 

一、對於一定交易之競爭加以實質之限制。 

二、訂立第六條第一項規定之國際協定或契約。 

三、就一定事業為範圍，限制其現在或將來事業之人數。 

就構成事業（指事業團體之構成員，以下同）之效能活動予以不當之限制。 

使事業為不公平之交易。 

事業團體，應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規則之規定，自其成立之日起三十日內，

向公平交易委員會報備。但下列各款之團體，不在此限。 

一、 基於特別的法律規定所設立之團體中，依政令所定該當於下列各目之

一者： 

（一）對照於該當法律所定之目的、事業或業務，無有該當於前項各

款之一之行為之虞者。 

（二）以小規模事業或消費者之相互扶助為目的而設立之事業團體，

或為其健全發展之目的而設立之團體者。 

二、 以小規模事業或消費者之相互扶助為目的而設立之事業團體，且依政

令所定鮮能見其有該當於前項各款之一之行為之虞者。 

三、 依票據法及支票法規定所指定之團體者。 

事業團體，於依前項規定報備之事項發生變更時，應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規

則之規定，自該變更日所屬會計年度終了之日起，二個月內，向公平交易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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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 

事業團體解散時，應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規則之規定，自解散之日起三十日

內，向公平交易委員會報備。 

 

第三章之二    獨占狀態 

 

第八條之四   （對於獨占狀態之措施） 

有獨占狀態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得依第八章第二節規定之程序，命事業讓

與營業之一部或為其他使該商品或勞務回復競爭之必要措施。但由於該措施，將

使該事業供給商品或勞務所需之費用顯著提高，以致縮小事業規模、會計不健

全、國際競爭力難以維持時，或有其他足以使該商品或勞務回復競爭之措施時，

不在此限。 

公平交易委員會，命為前項之措施時，應就左列各款事項，考慮該事業與

關連事業事業活動之順利進行及該事業受僱人生活之安定。 

一、資產及收支與其它會計之狀況。 

二、負責人及從業員之狀況。 

三、工廠、事業處及事務所之位置與其他地理條件。 

四、事業設備之狀況。 

五、專利權、商標權與其他無體財產權之內容及技術上特質。 

六、生產、銷售等之能力及狀況。 

七、資金、原料等之取得能力及狀況。 

八、商品或勞務之供給及流通之狀況。 

 

第四章       股份之持有、負責人之兼任、營業之合併或讓與 

 

第  九  條  （支配力過度集中公司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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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持有其他國內公司股份，導致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之公司，不得設立之。 

 公司不得因取得或持有其他國內公司之股份，而於國內成為事業支配力過

度集中之公司。 

前二項稱「事業支配力過度集中」者，指公司、其子公司及其他因該等公

司股份之持有而其事業活動受該等公司控制之公司等公司，其事業綜合規模於相

當數目之事業領域中顯然過大者，因與此等公司資金有關之交易對其他事業產生

之影響力顯著過大者，或此等公司於彼此間具有相互關連之相當數的事業領域中

各具有有力之地位，致使對國民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有妨礙公平且自由競爭之

促進者。 

公司及其一或二以上之子公司，或公司之一或二以上之子公司，所擁有之

表決權超過他公司有表決權股份半數者，後者之公司視為該公司之子公司，適用

以本條之規定。 

下列各款之公司，於該公司及其子公司就其餘國內公司部分依公平交易委

員會規則所定之方法所合計之總資產額，超過依政令所定不低於各款規定範圍之

金額時，應於每營業年度終了後三各月內，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規則所定，向公平

交易委員會提出該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事業活動的報告書。但該當公司為其他公司

之子公司者，不在此限。 

一、 所取得之子公司股份之價金的合計額，不超過該公司總資產額百分之

五十者六千億日圓。 

二、 經營銀行、保險、證券等業務之公司八兆日圓。 

三、 前二款以外之公司二兆日圓 

新設立之公司於其設立時，該當於前項規定之情形，應依公平交易委員會

規則所定，於設立後三十日內，向公平交易委員會報備。 

 

第  十  條   （公司持有股份之限制） 

公司取得或持有本國公司之股份，導致對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發生實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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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時，不得取得或持有該股份，亦不得以不公平交易方法取得或持有本國公司

之股份。 

於不低於二十億日圓之界限內，其總資產額超過依政令所定之金額，且於

不低於一百億日圓界限內，該公司（以下稱「股份持有公司」）與其子公司及其

於國內所擁有表決權過半數之其他公司等所合計之總資產額（以下稱「合計總資

產額」）超過依政令所定之金額時，該公司於取得或持有依政令所定其總資產額

不低於十億日圓之金額之公司（以下稱「股份發行公司」）之股份時，其所取得

或持有之股份超過不低於該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十而由政令所定之比例

時，應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規則所定，於超過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公平交易委員會

提出股份取得或持有報告書。但於股份發行公司設立時同時取得其全部發行之股

份者，或經營銀行或保險業務之公司取得或持有其他國內公司之股份者，或證券

公司依其業務取得國內其他公司之股份者，不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股份持有公司取得或持有其他外國公司，而與該外國公司最近

製作之資產負債表同時做成之損益表上，其營業額（以下稱「國內營業額」）超

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時，準用之。 

 

第 十一 條    （金融事業公司有股份之限制） 

經營銀行或保險業務之公司，持有本國公司之股份超過其已發行股份總數

百分之五（經營保險業之公司為百分之十，次項同）者，不得取得或持有超過部

分之股份。但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規則之規定，事先受公平交易委員會許可，並符

合左列各款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因行使擔保權或受領代物清償而取得或持有之股份。 

二、因其他國內公司之自己股份取得行為，致其持股呈比例增加者。 

三、因金錢或有價證券信託而取得或持有股份，而取得或持有表決權者。 

四、成為中小企業等投資事業有限責任合夥之有限責任合夥人，因合夥財

產而取得或持有表決權者。但於有限責任合夥人得行使其表決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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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合夥人就該表決權之行使有指示權限時及擁有該當表決權之

期間，超過自擁有表決權之日起政令所定之期間時，不在此限。 

五、依民法第六百六十七条第一項規定之合夥契約而經營對公司之投資事

業者，成為該合夥企業之合夥人，因合夥財產而取得或持有表決權者。

但於不執行業務合夥人得行使其表決權時，不執行業務合夥人就該表

決權之行使有指示權限時及擁有該當表決權之期間，超過自擁有表決

權之日起政令所定之期間時，不在此限。 

六、除上述各款外，其他無拘束其他國內公司事業活動之虞而依政令所定

之情形。 

 

第 十二 條   （刪除） 

 

第 十三 條   （負責人兼任之限制） 

公司負責人或職員（指負責人以外而繼續從事公司業務者，本條以下同），

因兼任本國公司之負責人致對於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加以實質之限制者，不得兼

任該負責人之地位。 

公司不得以不公平之交易方法，對與自己在國內有競爭關係之本國公司，

強令自己之負責人兼任該公司之負責人或職員，或由自己之職員兼任該公司之負

責人。 

 

第 十四 條   （公司以外之人持有股份之限制） 

公司以外之人，因取得或持有本國公司之股份，而使於一定交易領域之競

爭受實質之限制者，不得取得或持有該股份，亦不得以不公平之交易方法取得或

持有本國公司之股份。 

 

第 十五 條   （合併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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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公司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合併。 

一、因該合併，致一定交易之領域競爭，受實質之限制。 

二、該合併係以不公平之交易方法構成者。 

國內公司合併時，合併公司之一公司其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

依政令所定之金額，且他公司之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

額時，應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規定，先向公平交易委員會申報。但該當於下列各款

之一時，不在此限。 

一、合併之一公司，持有各該他公司有表決權股份過半數者。 

二、合併之各該公司其有表決權過半數股份，為合併外之同一公司所擁有

者。 

前項規定準用於外國公司合併時。此際，「總資產額」應更替為「國內營業

額」。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申報時，自申報之日起三十日內，不得合併。但公平交

易委員會必要時得縮短此期限。 

公平交易委員會依第十七條之二規定，欲就該合併命為必要之措施，而決

定審判或勸告時，應於前項本文規定之三十日內或同項但書規定之縮短期間內為

之。但有下列各款者，不在此限。 

一、 依第二項申報之合併計畫中，對照於第一項規定有重要事項於依該計

畫應實施之期限屆滿止，仍有未實施之情形。 

二、 依第二項申報之重要事項，有虛偽之記載者。 

 

第十五條之二 

公司於該當於下列各款之一時，不得為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 

一、 因該當共同新設分割或吸収分割，致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受到實質限

制者。 

二、 該當共同新設分割或吸収分割係以不公平交易方法為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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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司於進行共同新設分割時，於該當於下列各款之一之情形，應依公

平交易委員會規則所定，事先向公平交易委員會申報該當共同新設分割計畫。 

一、 進行共同新設分割之一公司其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

令所定之金額，且他公司之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

定之金額時，且任一公司因分割承受他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業額超

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時。 

二、 進行共同新設分割之一公司其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

令所定之金額，且他公司因分割承受他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業額超

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時。 

三、 進行共同新設分割之一公司其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

所定之金額，且他公司因分割承受他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業額超過

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時。 

四、 進行共同新設分割之一公司，其因分割承受他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

業額超過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且他公司因分割承

受他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業額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

金額時。 

國內公司於進行吸收分割時，於該當於下列各款之一之情形，應依公平交

易委員會規則所定，事先向公平交易委員會申報該當吸收分割計畫。 

一、 進行吸收分割之一公司其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令所

定之金額，且因分割而承受他公司營業之公司，其總資產額超過不低

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時。 

二、 進行吸收分割之一公司其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

之金額，且他公司因分割承受他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業額超過不低

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時。 

三、 進行吸收分割之一公司，其因分割承受他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業額

超過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且他公司因分割承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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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業額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

時。 

四、 進行吸收分割之一公司，其因分割承受他公司之營業部分，其營業額

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且他公司因分割承受他公

司之營業時，其資產總額超過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

時。 

前二項規定，於下列各款情形之一時，不適用之。 

一、 進行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之一公司，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股份過

半數者。 

二、 進行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之一公司，其有表決權股份過半數同時

為分割外之他公司所持有者。 

前項規定準用於外國公司為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時。此際，「總資產額」

或「營業額」應更替為「國內營業額」。 

前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於依第二項、第三項所為申報而與共同新設分

割或吸收分割之限制，或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之審判決定或勸告者，準用之。 

 

第 十六 條   （營業受讓等之限制） 

公司因下列各款行為之一，致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受到實質限制時，不得

為之；亦不得以不公平交易方法，為下列各款之一之行為。 

一、受讓他公司在國內之全部或重要部分營業。 

二、受讓他公司在國內營業固定資產之全部或重要部分。 

三、承租他公司在國內炯業之全部或重要部分。 

四、受任經營他公司在國內營業之全部或重要部分。 

五、與他公司訂立契約，共同負擔國內營業之全部損益。 

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一百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之公司（以下稱「受

讓公司」），於該當於下列各款之一時，應依公平交易委員會規定，事先向公平交



附錄 

 558

易委員會申報營業或營業上固定資產受讓計畫。 

一、 受讓總資產額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金額之國內公司之

營業全部者。 

二、 於受讓他國內公司營業重要部分或營業上固定資產之全部或重要部分

時，該當受讓對象部分之營業額超過不低於十億日圓而依政令所定之

金額者。 

前項規定，於下列各款情形之一時，不適用之。 

一、受讓或讓與營業之一公司，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股份過半數者。 

二、受讓及讓與營業之各該公司，其有表決權股份過半數同時為他公司所

持有者。 

前項規定準用於外國公司為營業受讓時。此際，「總資產額」或「營業額」

應更替為「國內營業額」。 

第十五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於依第二項所為申報而與營業受讓有關之

限制，或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之審判決定或勸告者，準用之。 

 

第 十七 條   （脫法行為之禁止） 

不得假借任何名義，從事規避第九條至前條所規定之禁止或限制之行為。 

 

第十七條之二   （排除措施） 

凡違反第九條第五項、第六項、第九條之二第一項、第十條、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十六條第一項或前條規定者，

公平交易委員會得依第八章第二節規定之程序，命事業報告、處分股份之全部或

一部、讓與營業之一部或其他排除此等違反行為之必要措施。 

凡違反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前項規定者，公平交

易委員會得依第八章第二節規定之程序，命該違反行為人報告或申報、處分股份

之全部或一部、辭去公司負責人之職務或為其他排除此等違反行為之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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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合併無效之訴） 

公平交易委員會對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而合併之公司，得

提起設立或合併無效之訴。 

前項規定於違反第十五條之二第二項、第三項、第六項準用第十五條第四

項規定，所為之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時，準用之。此際，「合併無效之訴」

應更替為「共同新設分割或吸收分割無效之訴」。 

 

第四章之二  價格之同步上漲 

 

第十八條之二 （價格同步上漲報告之徵收） 

在國內供給之某種商品（輸出部分除外，本條以下同）之價額（扣除該商

品直接課稅後之金額）或在國內供給之某種勞力之價額（扣除提供該勞務者有關

該勞務被課稅後之金額）一年間合計額達三百億日圓以上之一定事業，供給量（指

某一事業供給該種商品或勞務之數量，如依數量計算不適當時，依價額，本條以

下同）占前三位之事業之供給量超過在國內供給該種商品或勞務 之合計總量（以

下稱「總供給量」）之十分之七，供給量最多之二以上主要事業（指供給量占總

供給量二十分之一以上，且供給量占前五位之事業，本條以下同）關於該種商品

或勞務交易之基準價格，於三個月內，為同一或類似金額或比率之上漲時，公平

交易委員會得請求此等主張之事業，報告該價格上漲之理由。但商品或勞務價格

之上漲，經該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大臣之認可、承認或向其提出報告（提出報

告者，以主管大臣得命作價格變更之情形為限）者，不在此限。 

因經濟情況變化，國內生產業者之出貨狀況及批發物價發生顯著之變動

時，考量此等情事，前項之金額得以命令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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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 

 

 新條文 舊條文 

主管機關 第四十八條  管轄權 

卡特爾署為聯邦卡特爾署、聯邦

經濟部，及依各邦邦法規定管轄

之最高行政官署。 

依本法規定應交付卡特爾署之任

務及應由卡特爾官署執掌之事

項，而未指明特定之管轄卡特爾

官署者，若其市場限制競爭行

為、差別待遇行為或其競爭規則

之影響效果，超過一邦之範圍

者，由聯邦卡特爾署管轄。於其

他情形，由各邦邦法所規定之最

高主管官署管轄之。 

 

第四十四條  管轄權限 

（1）本法託付於卡特爾官署執掌

之任務與權限，依下列規定： 

聯邦卡特爾署（第四十八條） 

（a）掌管第四條、第六條第七條所

稱之卡特爾，但以此項任務與權限

未交由聯邦經濟部長執掌者為限；

（b）掌管有關第十六條規定之契

約與第三十八條之一所稱之建議；

（c）掌管有關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

四條之一規定之企業結合，但亦此

項任務與權限未交由聯邦經濟部

長執掌者為限； 

（d）對市場之影響，或限制營業

競爭或差別待遇之行為，或競爭規

則，其作用超越一邦之領域者，掌

管之； 

（e）掌管有關聯邦郵政局與聯邦鐵

路局之事項。 

2.聯邦經濟部長掌管第八條，第十

二條第二項連同第六條第一項及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連同適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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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至第五項規定之事項。 

3.依邦法規定之邦最高管官署，掌

管其他所有之事項。 

（2）依本法規定，須對保險企業、

建築儲蓄銀行或經營銀行、儲蓄銀

行業務之企業或此類企業之團體

科處罰鍰時，卡特爾官署應與專業

主管監督官署協調後，為罰鍰之裁

決。未能達成協調者，卡特爾官署

應 將 該 等 案 件 呈 報 聯 邦 經 濟 部

長；部長之指示即取代此項協調。

卡特爾官署與專業主管監督官署

均為邦之官署者，在其無法達成協

調時，由邦法規定之主管機關決定

之。 

 第四十九條  聯邦卡特爾署為最

高主管官署 

聯邦卡特爾署開始程序或進行調

查時，應同時通知涉案廠商所在

地之邦最高主管官署。邦最高主

管官署開始程序或進行調查時，

應同時通知聯邦卡特爾署。 

案件依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段

之規定，係屬聯邦卡特爾署官署

者，邦最高主管官署應將案件移

送聯邦卡特爾署審理。依第四十

第四十五條  聯邦卡特爾署與邦

最高主管官署 

（1）聯邦卡特爾署對於企業、卡

特爾、經濟團體或職業團體開始行

政裁決程序（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

八條）或罰鍰程序（第八時一條至

第八十五條）或進行調查時，應同

時通知當地之邦最高主管官署。 

（2）聯邦卡特爾署對於企業、卡

特爾、經濟團體或職業團體開始行

政裁決程序或罰鍰程序或進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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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第二項第二段之規定，係屬

邦最高主管官署管轄者，聯邦卡

特爾署應將案件移送邦最高主管

官署審理。 

查時，應同時通知聯邦卡特爾署。

（3）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依

款之規定，係屬聯邦卡特爾署管轄

者，邦最高主管官署應將案件移送

聯邦卡特爾署。依第四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規定屬邦最高主管官

署管轄者，聯邦卡特爾署應將案件

移送邦最高主管機關。 

市場控制地

位 

第十九條 市場控制地位之濫用

一個或數個企業濫用其市場控制

地位者，應禁止之。 

本法所稱市場控制地位之企業，

係指具備下列要件之一之特定種

類商品或營業上之供給者或需求

者： 

1.無競爭者或未有實質之競爭；

或 

2.與其他競爭者相較，擁有優越

市場地位者。優越市場地位之認

定，應考量其市場占有率、財力、

其對採購或銷售市場之進出、與

其他企業之聯鎖關係、對其他企

業進入該市場之法律上或事實上

限制、本法適用範圍內或適用範

圍外有關企業之事實上或潛在競

爭力、改變對其他商品或營業上

第二十二條 控制市場之企業：卡

特爾官署之職權 

（1）本法所稱市場控制地位之企

業，謂特定種類商品或營業上給付

之供給者或需求者，且具備下列要

件之一者： 

1.無競爭者或未有實質競爭 

2.擁有較其競爭者優越之市場地

位：優越市場地位之認定，除市場

占有率之外，尤應斟酌其財力，其

對採購或銷售市場之盡出，與其他

企業之聯鎖關係，以及對其他企業

加入市場時之法律上或事實之限

制，改再對其他商品或營業上給付

之供給或需求之能力，以及迴避其

他企業從事市場競爭之可能性。 

（2）兩家或兩家以上之企業，就

特定種類之商品或營業上給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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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供給或需求能力，以及迴

避其他企業從事市場競爭之可能

性。 

兩家或兩家以上之企業，就特定

種類之商品或營業上給付，無實

質上的競爭存在，且其在整體上

符合第一款之要件者，為具有市

場控制地位之企業。 

一企業擁有三分之一以上之市場

占有率者，推定其具有市場控制

之地位。數個企業整體具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亦視同具有市場控

制之地位： 

1.三家或三家以下企業，其市場

占有率合計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或 

2.五家或五家以下企業，其市場

占有率合計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者；但，企業整體若能證明，競

爭關係所需之要件確實存在，或

有可預期之競爭存在；或與正常

之競爭關係比較，該企業整體並

不擁有異常之市場控制地位者，

不在此限。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具市場控制

地位之特定種類商品或營業上給

一般或特定市場上，因實質上之原

因彼此間不存有實質競爭，且其在

整體上符合第一項之要者，亦視為

控制市場之企業。 

（3）1. 一企業擁有特定種類之商

品 或 營 業 上 給 付 之 市 場 占 有 率

者，在一般或特定市場上，因事實

上 之 原 因 彼 此 間 不 存 有 實 質 競

爭，且其在整體上合於第一項要件

者，亦視為控制市場之企業。 

2.對於特定種類之商品或營業上給

付，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推定其

具備第二項規定之要件： 

（a）.三家或三家以下企業擁有之

市場占有率，合計在百分之五十或

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b）五家或五家以下企業擁有之

市場占有率，合計在三分之二以上

者。 

但該等企業在最終會計年度之銷

售額合計少於一億馬克者，不適用

此項推定。 

（4）控制市場之企業在此項特定

商品或其他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

市場上，濫用其市場控制地位者，

卡特爾官署得對其行使第五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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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 

供給者或需求者，就其行為為濫

用經濟力： 

1.無實質上之正當理由，以市場

上競爭相關之方法，對其他有競

爭可能性之企業加以侵害者； 

2.所要求之報酬或其他交易條

件，與在有效競爭下極有可能導

致之報酬或條件不符合者；於此

情形，尤應斟酌在其他與之可相

比較之市場上，有效競爭存在時

之企業行為態樣。 

3.所要求之報酬或其他交易條

件，比在可相較之市場上，具市

場控制地位企業對同等購買者所

要求者，更為不利；但其差別若

有正當理由者，不在此限。 

4.具市場控制地位之企業拒絕其

他企業，以適當之對價要求共同

使用其網路系統或其他基礎設備

者，且基於法律上或事實上理

由，其他企業若無法與之共同使

用其設備，即不可能成為市場控

制地位企業之競爭對手。但共同

使用設備係基於企業之條件或其

他理由而無法達成者，不在此

職權。控制市場之企業為特定種類

之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之供給或需

者，如有下列情形之一時，即屬第

一句所稱濫用： 

1.無實質上之正當理由，對其他企

業之競爭可能性，以市場上競爭有

關係之方法加以侵害者； 

2. 所 要 求 之 報 酬 或 其 他 交 易 條

件，與在有效競爭下極有可能導致

之報酬或條件不符合；於此情形，

尤應斟酌在可相比較之市場上存

有有效競爭存在時企業之行為態

樣。 

3. 所 要 求 之 報 酬 或 其 他 業 務 條

件，比控制市場之企業自己在可比

較之市場上對同等購買者所要求

者，更為不利，但其差別在事業上

有正當理由者，不在此限。 

（5）前項情形，卡特爾官署得禁

止控制市場企業之濫用行為，並宣

告契約不生效力；第十九條之規

定，準用之。卡特爾官署為此項處

分前，應先要求當事人停止受指摘

之濫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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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結合 第三十五條 企業結合監督之適

用範圍  

企業結合前一個會計年度，符合

下列情形者，適用企業結合監督

之有關規定： 

1.參與結合企業之全球營業額合

計超過十億馬克者；且 2.至少有

一參與結合之企業，其國內營業

額超過五千萬馬克者。 

下列情形不適用前項規定：1.兩

個企業之結合，其中一企業非本

法第三十六條第二項所定之從屬

企業，且其結合前一個會計年度

之全球營業額未達兩千萬馬克

者；或 2.於所涉及之市場上，商

品或營業上給付至少持續五年以

上，且於上一曆年該市場之營業

額未達三千萬馬克者。 

若因結合而使報紙、雜誌或其構

成部分之出版、製作或販賣之競

爭受到限制者，僅適用本項第一

款規定。 

依歐洲共同體一九九八年十二月

二十一日決議之「歐體四○六四

第二十三條  企業結合之報告義

務 

（1）參與企業結合之企業，在結

合前之最終會計年度銷售合計至

少五億馬克者，應即向聯邦卡特爾

署報告。 

一參與之企業係股份法第十七條

所稱之從屬企業或控制企業，或為

同 法 第 十 八 條 所 稱 之 關 係 企 業

者，計算市場占有率、員工人數及

交易額時、應將如此結合之企業視

為單一企業；多數企業因合意或他

方式而聯合，致使其得對共同一參

與企業施加控制性之影響力者，各

該企業均視為控制企業。銷售額之

調查，適用商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

一項之規定；第二句規定所稱之結

合企業間有關交貨給付之銷售額

（內部銷售額）、加值稅以及消費

稅不計算在內；以外幣表示之交易

金額，應依公定匯率換算為馬克。

金融機構及建築儲蓄銀行以資產

負債表數額十分之一為交易額，保

險業以最終會計年度之保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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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九 號 」 規 則 （ EWG 

Nr.4064/89）所定，專屬於歐洲

共同體執行委員會所管轄之企業

結合案件，不適用本法規定。 

 

 

為交易額。為參與第二句規定所稱

之結合企業而生之費用，應在資產

負債表數額中扣除之；保險費收入

只保險及再保險營業之所得，包括

因在保險而或理賠之部分。營業全

部或一部為報紙、雜誌或其構成部

分之出版、製造或販賣之企業，以

銷售額二十倍計算之；第六句之規

定仍適用之。取得他一企業財產之

全部或重要部分者，計算讓與之市

場占有率。及銷售額時，應僅限制

於讓與財產之部分。前句之規定，

在取得股份而使讓與人保留持有

之股份少於百分之二十五，並且結

合並不具備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五

款之要件時，準用之。並非企業之

個人或眾人團體，對一企業擁有多

數參與者，為本法之目的，視同企

業。 

（2）本法所稱結合，謂符合下列

要件之一者： 

1.依合併、改組或其他方式獲得他

一企業篩產之全部或重要部分。 

2.獲得他一企業之股份，而該股份

如單獨計算或與該企業已持有之

股份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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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達到他一企業資本或表決權之

百分之二十五者，或 

（b）達到他一企業資本或表決權

之百分之五十者，或 

（c）使該企業得為股份法第十六條

第一項所稱之多數參與者。 

計算企業持有之股份時，以及企業

之所有人為獨資商人者，屬於該商

人其他財產之股份，亦應計算在

內。多數企業同時或先後就一企業

取得上述範圍之股份者，在他一企

業所經營事業之市場上，參與企業

相 互 間 亦 視 為 結 合 （ 共 同 體 企

業）。取得股份而使取得人依契

約、章程、公司契約或決議而擁有

如同一股東在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表決權資本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之

法律地位者，亦視為結合。 

3.與他一企業訂立契約而產生左列

情事者： 

（a）組成股份法第十八條所稱之關

係企業或擴大關係企業之層次範

圍，或 

（b）使他一企業負有義務為該企

業之計算而經營，或將其盈餘之全

部或一部輸納於該企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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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使他一企業之全部或重要部分

租與或讓與該企業 

4.促使多數企業之監事會、理事會

或其他有決定營業權限之機關成

員，至少半數以上皆係相同之人

者。 

5.其他各種之企業結合，使單一或

多數企業得直接或間接對他一企

業施加控制性之影響力者。 

6.對於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所

為之企業結合，該結合企業之持股

少於第二款第一句第一目規定之

股份；不能依第二款第四句擁有法

律地位；不能依第四款促使該範圍

成員皆係相同支人；及不能有第五

款所稱控制性之影響力時，其結合

可使單一或多企業直接或間接對

他一企業施加競爭上之重大影響

者。 

（3）企業之結合，縱其參與之企

業 早 已 是 第 二 項 規 定 所 稱 之 結

合，亦應視為結合，但其對既已建

立之企業結合無實質增強者，不在

此限。金融機構再依企業創立或增

資時，或在其營業範圍內，以在市

場出售為目的，而取得他一企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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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者，以為行使該股份之表決

權，且在一年內出售者為限，不視

為結合；企業創立時，在創立後召

開 第 一 次 股 東 大 會 行 使 表 決 權

者，亦不構成結合。參與結合之企

業為第一項第二句所稱之結合企

業者，控制企業及其所從屬之企

業，亦視為參與結合。二家或二加

以上之企業結合者，從屬於其之企

業，亦視為結合。 

（4）下列之人員，負有報告之義

務： 

1.合併或改組時，其存續或新設企

業之所有人或其代表人，企業為法

人及公司者則為依法律或章程有

代表權之人。 

2.其他情形 

（a）參與結合企業之所有人 

（b）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讓

與人 

或上述之人之代表人，企業為法人

及公司者，則為依法律或章程有代

表權之人；在（b）目之情形，準

用第三項第三句之規定。 

（5）報告中應敘明結合之形式，

並應包括每一參與企業之下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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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1.商號或其他標誌及其所在或住所

地。 

2.營業之種類。 

3.在本法施行區域內或合計達參與

企業之重要部分至少百分之二十

者，市場占有率及其計算或估計之

根據、銷售額，及相當於銷售金額

之金融機構及建築儲蓄銀行之資

產負債表，保險業之保險費收入。

4.獲得他一企業之股份者（第二項

第二款），所復得連同已持有股份

之數額。 

參與之企業為第一項第二句所稱

之結合企業者，前具第一款至三款

所要求之資料；並應包括該結合之

企業，即告知關係企業與結合企業

之從屬關係及參與狀況。 

（6）聯邦卡特爾署得命各參與企

業報告其市場占有率；包括為其計

算或估計之根據，以及企業在結合

前之最終會計年度，就特定種類之

商品或營業上所達之銷售額。參與

企業為第一項第二句所稱之結合

企業者，聯邦卡特爾署亦得命為關

於結合企業之報告，亦得命結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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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報告。第四十六條第二項、第

五項及第九項之規定準用之。聯邦

卡特爾署應定相當之其間命提出

報告。聯邦卡特爾署依第四十六條

規定職權之行使，不受影響。 

 第三十六條  企業結合之判斷原

則 

企業結合後取得或加強市場控制

地位者，聯邦卡特爾署應禁止

之；但參與結合企業若能證明，

結合亦能同時改善競爭條件，且

該改善利益大於市場控制地位之

不利者，不在此限。 

參與結合企業之一，若為股份有

限公司第十七條所定之從屬企業

或控制企業，或為同法第十八條

所定之關係企業者，該企業與其

有關係之企業視為一整體。數個

以上企業共同對一企業產生控制

性之影響力者，每一企業均視同

控制企業。 

非為企業之個人或眾人團體，對

一企業擁有多數之參與者，視同

本法所稱之企業。 

 

 

 第三十七條  結合 

下列情況為企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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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企業取得他企業財產之全部

或重要部分者； 

2.一企業或數企業經由直接或間

接方式，取得一企業或數企業之

全部或部分控制權者。該控制權

之行使乃透過權利、契約或其他

方式為之，且綜觀其事實上或法

律上條件，有可能對一企業之活

動產生一定影響者。特別係指：

（1）具有一企業之全部或部分財

產之所有權或使用權者；或 

（2）以權利或契約方式，對一企

業內部單位之決議或諮詢，具有

特定影響力者； 

3.取得一企業之股份，且該股份

單獨計算或與該企業已經持有之

股份合計達到該企業資本或表決

權之 

（1）百分之五十者；或 

（2）百分之二十者。 

計算企業持有之股份時，若該企

業所有權人為獨資商人者，屬於

該商人其他財產之股份，亦應計

算在內。多數企業同時或先後就

一企業取得上述範圍之股份者，

於該企業所經營事業之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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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企業相互間亦視為結合； 

4.其他各種的企業結合方式，使

一企業或數企業得直接或間接地

於競爭關係上，對另一企業施加

重要之影響力者。 

參與之企業早已結合者，亦為本

法所稱之結合；但該結合並未促

使既有企業之聯繫力更為強化

者，不在此限。 

金融機構、財務機構或保險企業

取得一企業股份之目的在於出售

者，非本法所稱之結合；但以其

未行使該股份之表決權，且在一

年內出售該股份者為限。若股份

之出售無法預期能再期限內完成

者，聯邦卡特爾署得經由當事人

申請，延長上述之出售期限。 

聯合 第一條 卡特爾禁止 

互有競爭關係之企業、企業團體

以協議、決議或其他互為一致行

為之合意方式，共同決定以妨

礙、限制或破壞市場競爭為目

的，或產生相同效果者，應禁止

之。 

 

第一條 卡特爾契約與卡特爾決議

之不生效力 

（1）企業或企業團體基於共同目

的 締 結 之 契 約 及 企 業 團 體 之 決

議，以限制營業競爭之方法，影響

生產或有關商品或營業上給付交

易之市場關係者，不生效力。但本

法另有規定者，不適用之。 

（2）構成員為企業之法人，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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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大會之決議，視為企業團體之決

議。 

  第二十五條  互為一致之行為與

限制營業競爭之禁止 

（1）企業或企業團體互為一致之

行為，係依本法不得作為契約約定

之標的者，應禁止之。 

（2）企業或企業團體不得以恐嚇

或施加不利益以及允諾或給予利

益於他企業為手段，驅使他企業，

從事依本法或依卡特爾官署依據

本法作成之處分不得做為契約約

定標的之行為。 

（3）企業或企業團體，不得強迫

他企業為下列行為： 

1.加入第二條至第八條、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及第七

項、第一百零二條及第一百零三條

所定之契約或決議，或 

2.與第二十三條所定之企業相結

合，或 

3.在市場上採取同一形式之行為，

以圖限制競爭 

 第二條 規格、型式統一卡特爾、

條件卡特爾 

以規格或型式統一為目的之協議

第二條 條件卡特爾 

（1）第一條之規定，對於以定型

化約款、交貨及付款條件包括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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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決議，不適用本法第一條之禁

止規定。 

以定型化約款、交貨及付款條件

包括期前付款折扣之統一適用為

標的之協議與決議，不適用本法

第一條之禁止規定；但以其議定

事項不涉及價格或價格要素者為

限。 

付款折扣之統一適用為標的之契

約或決議，不適用之。其議定事

項，不得涉及價格或價格要素。 

（2）依第九條第一項申報時，須

證明曾以適當方法聽取第一項之

契約或決議所涉及之供給者及需

求者之意見。該表示意見須附具於

申報內。 

（3）第一項之契約及決議，自申

報之日起三個月內，未經卡特爾官

署提出異議者，始生效力。異議之

提出，僅以其具備第十二條第一項

之要件為依據，始得為之。 

  第三條 折扣卡特爾 

（1）第一條之規定，對於有關交

付 商 品 時 予 以 折 扣 之 契 約 或 決

議，如該折扣純係服務之報酬，且

因該交易階段或屬於同一交易階

段（購買商品時對該商品之供給者

做同樣之給付）之購買者間，不致

產生不公平之差別待遇者，不適用

之。 

（2）依第九條第一項申報時，須

證明具備第一項之要件，且曾聽取

適用折扣規則之各交易階段之買

受人之意見。該表示之意見須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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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報內。 

（3）第一項之契約及決議，自申

報之日起三個月內，未經卡特爾官

署提出異議者，始生效。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卡特爾官署應提出異

議： 

1 未經證明第一項之要件業已具

備，及已聽取適用折扣規則之各行

銷階段買受人之意見，或 

2 該契約或決議顯然對生產或行銷

之過程或對消費者之適當生活有

害，尤其是對加入某一交易階段之

營業活動增加困擾，或 

3 在申報公告（第十條第一項）後

一個月內，市場參與者證明其因該

契約或決議受到不公平之差別待

遇。 

（4）第三項第一句規定之期限屆

滿後，如具有第一項或第三項所定

原因之一時，卡特爾官署得宣告第

一項之契約及決議，不生效力。 

 第三條 專業化卡特爾 

對於以專業化達成經濟活動之合

理化目的之協議或決議，不適用

本法第一條之禁止規定；但以該

限制競爭行為不致導致或強化市

第五條之一  專業化卡特爾 

（1）第一條規定，對於以專業化

達成經濟活動之合理化為目的之

契約及決議，如其使市場上仍有實

質之營業競爭者，不適用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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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控制地位者為限。 句之規定，於契約或決議連帶有第

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所示之約定

以實現專業化，且該約定為實施專

業化所必要者，亦適用之。 

（2）依第九條第一項申報時，須

證明具備第一項之要件。 

（3）第一項之契約及決議，自申

報之日起三個月內，未經卡特爾官

署提出異議者，始生效力。 

卡特爾官署對於未證明具備第一

項之要件者，應提出異議。因第一

項之契約或決議之變更或補充而

申報者，如其變更或補充並不改變

當事者企業，且專業化並不擴及到

其他商品或給付者，第一句所稱之

期限為一個月。 

 第四條 中小企業合作卡特爾 

對於以第三條規定以外之企業合

作方式，達成經濟活動合理化為

目的之協議或決議，且該企業合

作符合下列條件者，不適用本法

第一條之禁止規定： 

1.市場上之營業競爭未因此而受

到重大妨礙者，且； 

2.該協議或決議有助於中小企業

效能之提高者。 

第五條之二  中小企業合作之放

寬 

1 第一條之規定，對於第五條之一

規定以外之企業作業單位之合作

方法，達到經濟活動之合理化為目

的之契約及決議，如市場上之營業

競爭未因而受到重大妨害，且該契

約或決議有助於中小企業效能之

提高者，不適用之。 

2 第五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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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之協議或決議內容，未涉

及參與企業間之強制關係，且以

達到商品共同採購或營業上給付

之共同購置為目的者，不適用本

法第一條之禁止規定，但以該協

議或決議符合前項第一款、第二

款條件者為限。 

定，準用之。 

 

第五條之三  無強制關係之共同

採購 

第一條之規定，對於未涉及參與企

業之強制關係，達到商品之共同採

購或營業上給付之共同購置為目

的之契約及決議，如市場上之營業

競爭未因而受到重大妨害，且該契

約或決議有助於中小企業效能之

改善者，不適用之。 

 第五條 合理化卡特爾 

對於以達成經濟活動合理化為目

的之協議或決議，不適用本法第

一條之禁止規定。但以該協議或

決議就參與企業之技術、營業或

組織關係上，能有效提高期效能

與經濟力、參與企業之需求滿足

亦能因此有效改善、合理化之效

果與其所產生之妨礙競爭效果有

適當之關聯，且該限制競爭行為

不致導致或強化市場控制地位者

為限。 

企業間以合理化為目的之協議或

決議，若涉及價格約定，貨涉及

共同採購、經營機構設立之約束

第五條 合理化卡特爾 

（1）第一條之規定，對於僅以規

格或型式之統一適用為目的之契

約或決議，不適用之。依第九條第

一項所為之申報須附具合理化協

會之意見。本法所稱合理化協會，

係指其章程係以實施或檢查統一

規格及型式之計畫為其任務，且該

計畫有關功效者得以適當方法，參

與之協會。 

（2）卡特爾官署依聲請應許可第

一條之契約或決議，但以其議定之

規則有助於經濟過程之合理化，並

且適用於使當事者企業在技術、營

業或組織之關係重大提高其效能



附錄 

 579

者，除非以其他方法無法達成合

理化目的，否則仍為本法第一條

之規定禁止。 

經濟價值，且因而使需要之滿足獲

致改善者為限。合理化之效果，對

於因 而產生之營業競爭之限制而

言，必須有適當之關連。 

（3）契約或決議，為實現合理化

必須附有價格之約定或藉由共同

採購或經營機構之設立（辛地卡）

時，以合理化之目的不能由其他方

法達成，且合理化係公共利益所企

求者為限，始許可之。合理化之效

果，對於因而產生之營業競爭之限

制而言，必須有適當之關連。 

（4）對本條下段之規定，在經濟

領域中有關給付內容之說明或價

格構造之統一方法加以確定之契

約或決議，如未包含價格或價格要

素之確定者，不在第一條之範圍

內，此項規定，於開列商品或營業

上給付，須基於描述始能提出契

約，而於締結時無從檢查其狀態之

經濟領域，適用之。 

 

 第六條 結構不景氣卡特爾 

因市場需求持續改變而使銷售銳

減時，從事生產、製造、半成品

加工、原料加工之企業所為之協

第四條 結構不景氣卡特爾 

因需求之持久改變而使銷售銳減

時，卡特爾官署依聲請得許可生

產、製造、加工或新物加工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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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決議，不適用本法第一條之

禁止規定；但以該協議或決議能

有計劃地調整供給能力與市場需

求之關係，且該協議或決議內容

已顧及受影響產業之競爭條件者

為限。 

議定第一條之契約或決議，但以其

契約或決議，係為使供給能力有計

畫適應需求所必要，且該議定規則

顧及整體經濟及公共利益者為限。

  第六條 輸出卡特爾 

（1）第一條之規定，對於確保與

促進輸出之契約及決議，以其僅就

本法施行區域以外市場上之營業

競爭加以議定者為限，不適用之。

（2）對於第一條之契約或決議，

如其有關第一項之議定規則，亦包

括本法施行區域內之商品或營業

上給付之交易者，以其議定規則係

確保本法施行區域以外市場上營

業競爭規則所必要者為限，卡特爾

官署依聲請許可之。第十五條之規

定，於此情形，不適用之。聲請時

應附具國內有關之生產及購買者

之意見。 

（3）契約或決議或其實施之方法

有左列各款之一者，卡特爾官署不

得為第二項之許可： 

1 違反德意志聯邦共和國在國際協

定中所承認之有關商品或營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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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交易原則者，或 

2 可能導致本法施行區域內營業競

爭之重大限制，且維護營業競爭之

利益較為重要者 

（4）卡特爾官署得授權當事人在

一定範圍內，締結第二項所定之事

項。 

  第七條 輸入卡特爾 

1 卡特爾官署，以其規定僅涉及在

本法施行區域內之輸入，且德國之

購買對於供給者並無或僅有不重

要之競爭關係者為限，得依聲請許

可第一條之契約或決議。 

2 第六條第二項第三句第三項之規

定，準用之。 

 第七條 其他卡特爾類型 

1 企業間之協議或決議若為促進

發展、改善商品或勞務的配送、

生產、採購、回收或清除，且消

費者亦能適當享有發展與改善之

利益者，不受本法第一條禁止規

定限制。但以參與企業無法用其

他方式達成同業競爭且發展或改

善之效果，與其他產生之妨礙競

爭效果有適當之關連、該限制競

爭行為不致導致或強化市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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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者為限。 

2 企業間之協議或決議，係以專

業化或其他方式達成經濟活動之

合理化、或以共同採購商品、共

同提供勞務，適用相同之供給條

件為內容者，除本法第二條第二

項、第三條至第五條另有規定

外，依本法第一條規定禁止之。

 第八條 經濟部長之特別許可企

業間之協議或決議雖不具備第二

條至第七條規定之要件，但基於

整體經濟利益或公共利益，該限

制競爭行為係屬必要者，經濟部

長得例外將該協議或決議排除本

法第一條之限制。 

某一產業之絕大部分企業之存立

有直接危險，其他法律或經濟政

策不能或無法及時排除該危險

時，若限制競爭行為適於避免危

險之產生者，得為前項之許可。

但該許可僅於特別嚴重之個別情

形，始得為之。 

第八條 特別卡特爾 

1 第二條至第七條之要件雖不具

備，但以營業競爭之限制，基於整

體經濟及公共利益之重大理由，例

外地係屬必要者為限，聯邦經濟部

部長依聲請得許可第一條之契約

或決議。 

2 對某一經濟行為之絕大部分企業

之存立構成直接之危險時，以其他

法律或經濟政策之措施不能或及

時採取，且營業競爭之限制適於避

免該危險者為限，始得為第一項之

許可。許可僅於特別嚴重之個別情

形，始得為之。 

3 第六條第二項第三句之規定，準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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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歐體競爭法條文 

 

第八十一條  

1、  下列行為因與共同市場不相容，應被禁止：凡有影響會員國間交

易之虞，並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的競爭為目的，或有

此效果之所有企業間的協議、公會之決定，及一致性行為

（concerted practice）。  

特別是上述協定、決定及協議行為包含下列行為者：  

(a) 直接或間接固定買價或賣價或其他交易條件；  

(b) 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market）、技術發展或投資；  

(c) 分配市場或供應來源；  

(d) 以不同條件與其他交易相對人從事類似之交易，致使其受到競爭

上之不利益；  

(e) 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契約之條件，而此給付，依其

性質或按照商業習慣，與契約標的並無關連。  

2、  締結本條所禁止之協定或決議，無效。  

3、  但，第一項的規定得被宣告不適用於：  

－－事業間之任何協定或協定類型，  

－－公會（或事業團體）之任何決定或決定之類型  

－－一致性行為或一致性行為類型  

上開行為對於生產或分配之提昇，或促進技術或經濟發展有貢獻，同

時使消費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利益，而無以下情形：  

(a) 為達此目的而對相關企業附加不必要的限制；  

(b) 於涉案產品市場之重要部分，賦予行為人排除競爭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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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條  

於共同市場或其重要部分，一個或數個企業有控制地位濫用之行為，

在會員國間之交易可能被影響的範圍內，與共同市場不相容並應禁止。  

該等濫用行為特別可能包括：  

(a) 直接或間接課加不公平的買價或賣價或不公平的交易條件；  

(b) 限制生產、行銷或技術發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  

(c) 對交易對手，就同樣的給付，適用不同之條件，致使其受到競爭

上之不利益；  

(d) 以他方當事人同意附帶給付為締結契約之條件，而此給付，依其

性質或按照商業習慣，與契約標的並無關連。  

 

第八十三條  

1、  於本公約生效三年內，理事會應依執委會之建議，以全體一致方

式決定，並於諮商意見大會後，制定適當之規則或指令俾便於第

八十一條、七十六條之各原則得以生效。  

如此類規則未能於前述期限內制定，理事會應依執委會之建議，以特

定之多數決，並諮詢大會意見後予以制定。  

2、  第一項之規則或指令尤其應：  

(a) 制定罰鍰及定期繳納罰金之規定，以保證於第八十一條第（1）

項及第八十二之禁止規定得以執行。  

(b) 考量保證有效監督之需要，同時簡化行政作業程度，詳細制定第

八十一條第（3）項適用之規則。  

(c) 若有所需要，將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二條之適用範圍定義於經濟

之各部門。  

(d) 適用本項所制定之規定時，對執委會法院之相關職權加以界定。 

(e) 確定各本國法與載於本節或依本條所採用各規定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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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條  

依第八十三條所制定之規定未生效前，各會員國之主管機關應依其本

國法規及本公約第八十一條規定，尤其依第八十二條第三段規定對契約、

決定以及聯合行為，及在共同市場內濫用優勢地位等之可容許性進行規範。 

 

第八十五條  

1、  在不影響第八十四條規定之情形下，執委會於開始行使職權後，

應保證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二條之原則得以實施。執委會應於會

員國申請或自行開始，並與各會員國當局合作，並在其協助下，

對上述原則可能之違反進行調查。若執委會發現有違反情事，應

提出適當措施解決該違反情事。  

2、  如上述違反情事未能解決，執委會應以附具理由之決定紀錄該違

反之情事。執委會得公告其決定並授權各會員國採取執委會對此

一情勢所必須之救濟措施、條件以及細節。  

 

第八十六條  

1、  如各公營事業，或各會員國與授權或專屬權之事業，各會員國對

有與載明本約內之規則，尤其是與第七條、第八十一條至第八十

六條規定相違背之任何措施，不應使之生效或維持。  

2、  依各會員國授予特許或專屬權而受託經營具一般經濟利益之服務

之事業或營利之獨占事業，於上述規則之適用不致阻礙其受託任

務之法律或事實上之履行時，應遵守本公約之規定，尤其應受競

爭規則之約束。貿易之發展不應損及共同體利益。  

3、  執委會應保證本公約各規定之施行，且於必要時向各公約國發布

適當之指令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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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條  

1、  除本公約另有規定外，不論何種型態，由一會員國給予或經本身

資源所為之補助，因優惠某一事業會某商品之生產而扭曲競爭或

有扭曲之虞，致影響各會員國之貿易時，應認為與共同市場不相

容。  

2、  下列事項應視為與共同市場相容：  

(a) 給予個別消費者具社會救助性質之補助，但該補助之實施不因產

品之產地而有差別待遇。  

(b) 對自然災害或非常事件之損害之補助。  

(c) 為彌補因分裂所引起之經濟劣勢之範圍內，對受德國分裂影響之

德意志聯邦某地區之經濟援助而給予之補助。  

3、  下列各項得視為與共同市場相容：  

(a) 對生活水準奇低或有嚴重失業率之地區予以補助以促進其經濟

發展。  

(b) 為共同體之全體利益有關之重大計畫之執行或救濟其他會員國

嚴重動亂所給予之補助。  

(c) 為裨益若干經濟活動或經濟地區之發展所為之補助。上述援助應

不致影響交易條件致違背共同體之全體利益。惟於一九五七年元

月一日給予造船業之援助其目的乃係補助關稅保護之欠缺，應依

據本公約對第三國共同商業政策之規定，以相同條件逐步遞減。 

(d) 由執委會建議由該會以特定多數決指定之其他補助種類。  

 

第八十八條  

1、  執委會在與各會員國合作之下，應對各會員國之全部補助制度為

經常性之檢查，並應依其逐步進展所須或共同市場之運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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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會員國提議適當之措施。  

2、  於通知有關當事人提出意見後，倘執委會認定由該會員國所給予

或經該國資源所給予之補助，就本公約第八十七條之規定而言，

不容於共同市場，或該補助被濫用時，執委會應決定上述會員國

應於該會制定之期限內廢除或變更上述補助。  

如相關會員國未能於期限內遵從此一決定，則執委會或任何有利

害關係之會員國得部分引用本公約第一六九條或一七○條規定，將

此一事件移送於歐洲法院。  

遇會員國申請時，如認定引用第八十七條或第八十九條之規則而

對此一例外狀況之決定屬適當時，執委會得以多數決決定會員國

目前所給予或擬給予補助與共同市場相容；關於系爭補助，如執

委會已提起本項第一款規定之程序，相關會員國應向執委會提出

申請中止上述程序，直至理事會表明其態度為止。  

如於上述申請提出後三個月內理事會未能表明其態度，執委會得

自為決定。  

3、  任何送交執委會之通知應預留足夠時間，俾該會對補助事宜提出

同意或改變之意見。如執委會認為所提計畫依第八十七條規定與

共同市場不相容，該會應立即依本條第二項規定開始程序，在此

項程序成為最終決定之前，上述相關會員國不得將所建議之措施

付諸實施。  

 

第八十九條  

理事會得依執委會之建議以全體一致表決決定對八十七及第八十八條

之適用制定適當規則，尤其得確定第八十八條第三項適用之條件得免除上

述程序之補助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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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乃是進行本國公平交易法之註釋書撰

寫工作，藉以提供政府、學術專家以及實務工作者處理公平交易案件及後

續研究之參考。在體例上，係參考德國法條註釋書編寫方式，並參證國內

推動重要法典逐條註釋之既有經驗，期以系統化方式整理、呈現我國學說

及實務之發展情形，並有效扣合法律專業工作者援引、解釋公平交易法之

操作需求。  

由於法條註釋書之編寫方針，係以系統化之方式，揭示現行有效法律

之意義及其規範內容為目的，尤重法條規範目的、構成要件、法律效果以

及如何適用之闡明；因此，「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之註釋體例，除

法律條文之文義、條文結構及各條間之相互關係、相關法律概念之比較參

照之外，具體個案中有權機關之解釋及其適用之情形等，尤其為個別條文

之註釋重點所在。此外，為有助於我國快速累積競爭法之立法經驗、執行

技術與執法能力，「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於體例的安排上，於各該

條文之構成要件註釋前即先進行外國相關法制比較，而檢選本國立法過程

中曾經參酌之美國、日本、德國的相關規定，以及近來廣受矚目並為國內

學說與實務所重視的歐盟法制，作為法制比較之參考。 

本次研究報告內容，係「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第一部份。除

於緒論中先行說明「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逐條釋義之體裁，並針

對公平交易法於經濟法中之定位、立法背景、法典結構、歷次修正背景及

內容以及公平交易法之解釋方法等事項，於導論中為整體性之說明外，其

註釋範圍限於公平交易法第 1 條至第 17 條，亦即第一章總則中的第 1 條立

法宗旨、第 2 條事業之定義、第 3 條交易相對人之定義、第 4 條競爭之定

義、第 5 條獨占之定義、第 5 條之 1 獨占事業之認定標準、第 6 條結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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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第 7 條聯合行為之定義、第 8 條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與第 9 條主管機

關，以及第二章獨占、結合、聯合行為中的第 10 條獨占事業禁止之行為、

第 11 條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等待期間及其例外、第 11 條之 1 事業申報

之除外適用、第 12 條申報案件之決定及附款、第 13 條違法結合及未履行

附款之處分、第 14 條聯合行為之禁止、例外許可及核駁期限、第 15 條聯

合行為許可之附款及許可期限、第 16 條得廢止、變更聯合行為許可之情形

與第 17 條聯合行為許可事項之登記及刊載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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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no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is intended to be the profound 

reference book compiled to help the government, scholars and the relevant 

practitioners deal with the cases involving the Fair Trade Law and carry on 

follow-up researches. Hence, it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with regard to the Fair Trade Law and aims at suiting the 

practitioners for reference. As for the style, “The Anno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is compiled in the manner of German annotation books and also adopts 

the previous experiences of annotating important Taiwan’s codes. 

 “The Anno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emphasizes the objective, 

elements, effects and application of each article, and especially foc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Moreover,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s and abilities of enforcing competitive 

laws, “The Anno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introduce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rior to 

the annotation of each article.  

This research report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Annot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First, the preface thereof explains its style, and then the introduction 

clarifies the status in Taiwan’s legal system, legislative background, the 

structu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way of the Fair Trade Law.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is the annotation of the Article 1 to 17(namely Chapter 1 and 

Chapter 2), including Article 1 ”The Purpose ”, Article 2 ”The Definition of 

Enterprise”, Article 3 ”The Definition of Trading Counterpart”, Article 4 ”The 

Definition of Competition ”, Article 5 “The Definition of Monop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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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Article 5-1 “The Criteria of Deciding Monopolistic Enterprise”, 

Article 6 “The Definition of Merger”, Article 7 “The Defini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Article 8 ”The Definition of Multi-Level Sales”, Article 9 

“Competent Authority”, Article 10 “ The Prohibitive Actions of Monopolistic 

Enterprise”, Article 11 “The Threshold and Procedure of Merger Filing ”, 

Article 11-1 ”The Exemption of Merger Filing ”, Article 12 “The Decision of 

Merger Filing”, Article 13 “The Punishment of Illegal Merger”, Article 14 ” 

The Prohibi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and Its Exceptions”, Article 15 ”The 

Conditions and Term of Concerted Action Approval”, Article 16 “The 

Revocation and Alter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Approval” and Article 17  

“The Publication of Concerted Action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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