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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議程

主辦單位：公平交易委員會

日　　期：104年11月13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會議室

【臺北市北平東路30號2樓（臺北捷運善導寺站6號出口；紹興北街、北平東路口）】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　主任委員　致詞
09:40~10:10 專題演講：廖義男教授
10:10~10:40 茶敘
10:40~12:00

10:40~11:00
11:00~11:10

議題1　結合、聯合與公平交易法
主持人：王素彎（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論文1： 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研究
　　報告人：胡偉民（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黃美瑛（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11:10~11:30
11:30~11:40

　　論文2：買貴退差價對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影響之探討
　　報告人：王俊傑（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莊春發(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11:40~12:00 綜合討論
12:00~13:40 午餐休息
13:40~15:30

13:40~14:00
14:00~14:10

議題2　價格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主持人：張宏浩（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論文3：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
　　報告人：歐陽利姝（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陳和全（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4:10~14:30
14:30~14:40

　　論文4： 書籍價格拘束之研究―以德國為例 
　　報告人：陳曉慧（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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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00
15:00~15:10

　　論文5： 論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行為
　　報告人：王銘勇（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法官）

　　評論人：王立達（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15:10~15:30 綜合討論
15:30~16:00 茶敘
16:00~17:20

16:00~16:20
16:20~16:30

議題3　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主持人：顏廷棟（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論文6：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之交錯
　　報告人：黃郁雯（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翁曉玲（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16:30~16:50
16:50~17:00

　　論文7：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論加盟契約
　　報告人：劉姿汝（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陳志民（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17:00~17:20 綜合討論
17:20~17:30 閉幕式　副主任委員　致詞



開幕式 I

開幕式　吳主任委員秀明開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首先，謹代表公平交易委員會歡迎大家參加本會第22屆「競爭政策與公平
交易法學術研討會」。

公平交易法為我國規範市場經濟活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經濟基本法，

自民國81年2月4日正式施行以來，雖歷經多次修法，惟近年來國內外社經環境
變化甚鉅，本會爰參採國外立法趨勢及長期執法經驗，研擬第6次修正草案，
並於今(104)年1月2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2月4日公布施行，共計7章50條
條文，實質修正比例達7成，係公平交易法執行20多年來，範圍最廣、規模最
大，影響最深遠的一次修法。

另鑑於事業違法聯合行為有大型化、科技化、隱密化的趨勢，直接證據取

得日益困難，立法院於104年6月9日三讀通過公平交易法第47條之1增訂案，明
訂設立反托拉斯基金，提供事業內部告密者檢舉獎金，作為揭露違法行為之誘

因，賦予本會更新的執法工具，以強化聯合行為查處，本會也已積極研擬「檢

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及「反托拉斯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

案）」等相關配套作業，未來並將進行相關倡議工作。

在社會各界的支持及本會全體同仁的努力下，無論是在建立公平交易與多

層次傳銷法規制度、執行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傳揚公平交易理念

與推動競爭法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均累積了豐碩的成果。

在查處違法行為方面，自本會成立以來至104年9月底，累計各類收辦案
件總計4萬3,662件，其中檢舉案3萬3,060件、申請聯合行為案199件、申請或
申報結合案6,776件、請釋案3,627件；已辦結案件4萬3,505件，累計結案率達
99.6％；除收辦案件外，本會對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危害公共利益之情
事，依職權主動調查，自本會成立以來至104年9月底主動調查案件計有3,309
件，經處理完成3,196件，結案率達96.6％。另事業因違反公平交易法受本會處
分案共有4,103件，寄發出處分書4,269件，裁處罰鍰金額扣除被撤銷罰鍰後計
新臺幣69億8,672萬元，已有效發揮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的功能。
近期查處的重大涉法案件包括臺南市寵物食品及用品通路業者共同決定不從事

價格競爭違反公平交易法案及慶云公司、奇異恩典公司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案。

在推展國際事務方面，為遏止跨國卡特爾及反競爭行為，確保國內自由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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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環境，本會長期與各主要國家保持密切聯繫，並積極參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亞太經濟合作(APEC)及國際競爭網絡(ICN)等國際經貿組織活動及多
項國際性會議，除有助於強化我國與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交流互動外，亦可彰

顯我國競爭法執法成效。另本會與哥倫比亞共和國工商總署(SIC)業於今(104)
年9月2日正式完成簽署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此為本會繼與澳洲、紐西蘭、
法國、蒙古、加拿大、匈牙利、巴拿馬等國後，與外國簽署之第9宗競爭法合
作的文件，此次之經驗與成果，將有助於我國未來賡續推動或拓展與拉丁美洲

其他國家雙邊或多邊競爭法領域之交流合作。

自由與公平競爭環境的建立除有賴公平會的執法外，尚須企業界的自律以

及消費大眾的監督。因此，為使社會各界對於公平交易法能有正確的瞭解與認

識，本會透過與其他產業主管機關的溝通協調，就現行法令或新法草案牴觸

公平交易法之條文提出建議，避免政府管制措施影響市場競爭。此外，本會亦

利用網站、電子報、各種文宣出版品、座談會、媒體、宣導活動等，向產業

界、學校及社會大眾傳揚公平交易法， 20多年來本會所辦理的宣導說明會已逾
2,750場次。除此之外，為推動競爭政策的研究發展，本會也規劃了各類活動，
今天所舉辦的「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是本會最後一次在競爭中心現址舉辦國內學術研討會，我們不會因為

競爭中心遷回會本部後而停止舉辦，明年仍會繼續辦理，只是地點不同而已，

因為這次研討會具有相當的紀念意義，所以今天特別邀請廖教授義男針對「相

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從行政法院相關裁判觀察」進行專題演講，其後將有
7篇論文發表，其中2篇為本會104年度委託研究計畫的報告，另外5篇是來自國
內學術界相關研究論文，並將分3場次進行，各場次議題分別為：
第1場：結合、聯合與公平交易法；
第2場：價格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第3場：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非常感謝今天與會的報告人及評論人，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研討會中，踴

躍提出寶貴意見與看法，以作為本會施政及執法的參考。最後，再次感謝各位

的光臨，也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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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從行政法院 
相關裁判觀察

廖義男

目　次
壹、前言

貳、行政法院裁判關於相關市場界定及論證之整理與歸納

　　一、 應從「產品」（商品或服務）及「地理」二個面向界定相關市場
之範圍，但有時亦須考量「時間」因素

　　二、產品市場界定應考量之因素

　　　　(一) 應就產品之功能、用途、特性、使用目的、便利性等因素及價
格條件，予以綜合判斷

　　　　(二) 特殊之交易類型、經營方式或行銷方法得為界定商品市場之考
量因素

　　　　(三) 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多以同業公會會員所經營業務
或執行職業之類別及同業公會所屬行政區域，界定為相關市場

中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之範圍

　　三、地理市場界定應考量之因素

　　　　(一) 運輸成本、運輸時間及運輸風險所增加之交易成本為主要考量
因素

　　　　(二) 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及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
亦為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之重要因素

　　　　(三) 其他有特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因素者，於界定市場範圍時亦
應併為考量

　　　　(四) 以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實際從事活動之區域，界定其地理市場
之範圍

　　四、「合理可替代性」及「可替代性高低」之論證方法

參、行政法院裁判關於相關市場界定及論證之評析

　　一、多以合理可替代性之分析方法論理界定相關市場

　　二、界定相關市場時漸有要求應作市場實證檢測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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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5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第六次公平交易法第5條規定「相關市場」之定
義，明定：「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

域或範圍」。此條規定，係將舊法原規定於認定獨占事業具有獨占市場力量所

在之「特定市場」之定義（舊法第5條第3項）修正而來。其內容並未變更，但
配合學界較通用之用語而修正其名稱，並單獨列為一條。 
按公平交易法為維護市場之自由及公平競爭秩序，使市場上之競爭發揮其

淘汰、激勵及制衡之機能，以促進經濟之發展，因而對於破壞或扭曲市場競爭

機能之限制競爭行為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均加以規範。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

範，重在其競爭手段本身違反商業倫理或違反效能競爭之本質而具有可非難

性，係以其行為違反誠信真實、不以創新或提高效能為競爭方法，而以虛偽、

仿冒、攀附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等為手段而爭取交易。至於市場上之競爭有無

受到減損之效果，並非其關注之重點。反之，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包括獨

占、結合行為、聯合行為、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及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等，則重在

其行為對相關市場上之競爭會產生減損、阻礙或排擠之效果，係從相關市場上

之競爭有無受到減損或不利影響之角度著眼。從而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討論及

適用，首先必須就事業提供或需求之商品或服務（涵蓋商品及服務二者時，即

通稱之為「產品」）之相關市場予以界定，進而再評估為該限制競爭行為之事

業在該相關市場之市場力量及其行為是否足以對相關市場之競爭產生減損、阻

礙或排擠之效果。因而相關市場界定之問題，為限制競爭行為規範適用上之前

提及基本核心問題，應給予高度之重視。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作為執行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對

於相關市場之界定，當然相當重視，並於2015年3月6日發布「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相關市場界定原則）。按公平交易

法自1992年2月4日施行以來，公平會處理不少限制競爭行為之案例，對於相關

　　三、 原處分被撤銷之案件中，有係因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有疑義而非
相關市場界定有問題

肆、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之內容及評述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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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時應考量之因素及其分析之方法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經驗，且在2006年
7月6日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結
合申報處理原則）中，對於如何界定相關市場，已略有規定。故現今所發布之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有甚多名詞定義，例如「需求替代」
1
、「供給替代」

2
、

「產品市場」
3
、「地理市場」

4
等、除參酌該結合處理原則之規定外，並依據

學理及實務經驗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基本原則、應考量之因素及分析方法等予

以明文化並作較詳細之規定，以資執法之依據及準繩。惟行政機關所定之相關

市場界定原則，乃其認定事實之判斷基準，其性質為一種「行政規則」（行政

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參照），除行政機關於具體個案界定相關市場時應
遵循其自訂之行政規則而自我拘束者外，該相關市場界定原則之規定是否周延

及正確，以及行政機關於具體個案有無依照其自訂之行政規則界定相關市場，

皆為法院得審查之對象。換言之，公平會所定之相關市場界定原則，法官於審

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

拘束（司法院釋字第137號、第216號解釋）。故該相關市場界定原則對日後限
制競爭行為案例涉及相關市場界定之規範作用及影響，將視法院對之所持支持

態度而定。

事實上，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於具體個案所為相關

市場之界定，有多予支持者；但亦有少數案例對於公平會所為相關市場界定之

論證及正確性抱持懷疑，而撤銷其有關限制競爭行為之處分者。因此，本文討

論相關市場界定之問題時，擬先就有關相關市場界定之行政法院裁判，整理及

歸納其見解及論點，並予評述後，再論述及評析上述新訂之相關市場界定原則

之規定。

1 需求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
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第2
款、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2點第2款）

2 供給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提
供其他具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相關市場界
定原則第2點第3款、結合申報處理原則第2點第3款）

3 產品市場：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
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第4款、結合申報處理原則
第3點第1項第1款）

4 地理市場：指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
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2點第5款、結合申報處理原則
第3點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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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法院裁判關於相關市場界定及論證之整理與歸納 

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行政法院於其有關獨占、結合行為、聯合行為、垂

直限制競爭行為（差別待遇行為及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兩種類型
5
）之裁

判中，有關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述者，其見解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 應從「產品」（商品或服務）及「地理」二個面向界定相關市
場之範圍，但有時亦須考量「時間」因素 

相關市場之界定，應從產品（商品或服務）市場及地理市場二個面向劃定

其範圍，行政法院在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最高行政

法95年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綠電公司等廢資訊處理業者聯合行為案（最高
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686號判決）中，即明白予以指出。至於時間因素對市場
供需有重要影響者，並應將該時間因素納入界定市場範圍之考量，公平會在大

統益等5家業者合船進口黃豆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379號
判決）中，曾強調「現貨市場價格異常波動時期」時間因素之重要性，因而以

系爭合船進口之「到港當月」全國黃豆總進口量為相關市場界定之範圍。最高

行政法院於該案中雖不否定以時間因素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之合理性，但對於

聯合行為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則表示除斟酌參加聯合行為業者之「市場占有

率」（系爭合船進口之數量占「到港當月」全國黃豆總進口量之比率）外，尚

宜就「參加聯合行為事業之數目」、「參加聯合行為者與不參加者間之數目比

例」
6
及「對於生產、交易關係的影響」等因素，作整體衡量，而原審未斟酌

5 實務及學說上，皆認為「差別待遇行為」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之行為主體之事業須在相關市場上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市場占有率在10%以
上），其對交易相對人所為對待或約束之行為才足以使市場有發生限制競爭效果
之可能，而符合公平交易法第20條該條前段序文所規定「有限制競爭之虞」之要
件。事業須具備此「相當市場地位」要件之詳細討論，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
釋論與實務（第二冊），(2015年），頁127-133。因而相關市場之界定及評估行為
事業之市場地位，在差別待遇行為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規範之適
用上，即成為其前提條件而須先予以究明。故本文就垂直限制競爭行為相關市場
界定所涉案例，亦限於差別待遇行為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類型，
不包括「限制轉售價格」及其他類型之限制競爭行為案例，合先敘明。

6 市場占有率其實最能反映事業對該相關市場之供需狀況實際所生影響力之大小，
故評估事業之市場力量，以其市場占有率為最重要之指標。至於參與限制競爭行
為之事業數目多寡及其所占相關市場之事業總額之比例多少，相較之下，並不重
要。因為參與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數目縱令很多，但如其銷售金額都很小，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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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因素，已嫌速斷，加以指摘。

二、產品市場界定應考量之因素 

(一) 應就產品之功能、用途、特性、使用目的、便利性等因素及價格條件，予
以綜合判斷 
產品市場是指在功能、用途、特性及價格等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

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又二以上產品（商品或服務）之間是否具

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雖以其功能、用途是否相同為主要判斷因素，但

不能單以產品之功能及用途相同，即劃定為同一相關市場，仍須衡諸其供給面

之設備差異性及需求面之便利性，以及產品本身特性之差異。此為大台北瓦斯

公司被公告為獨占事業
7
案（行政法院83年度判字第890號判決）及台灣山葉機

車公司被公告為獨占事業
8
案（行政法院83年度判字第1113號判決）中所特別

強調者。在具體個案情形，並得以產品之用途作為主要目的之用或僅為次要

目的之用之不同，而劃分為不同之相關市場，此在好樂迪公司與錢櫃公司結

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696判決）中，即表示此旨趣，因而認
為「以提供伴唱帶、詞曲、營業空間等整合服務為主，以餐飲等附屬服務為

輔」為特性之「視聽歌唱服務市場」，包括KTV及卡拉OK等，與以提供餐飲
或住宿服務為主要業務，而附帶有提供視聽伴唱設備之複合式休閒餐廳或汽車

加總後之銷售金額占該市場之總銷售金額之比例仍然很小者，亦顯示該等數目很
多之事業對市場之供需狀況實際所生影響力並不大。因此，最高行政法院指摘原
處分及原審判決審查事業之市場力量時漏未斟酌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數目等因
素，並不恰當，未能切中重點。本案原處分係以合船進口之「到港當月」之「進
口數量」作為評估事業市場力量之基準，並非依其實際在市場上之「銷售金額」
或「銷售量」為準據。最高行政法院如要求原處分及原審判決應更精確評估該合
船進口行為對 「到港當月」當時市場供需之影響時，所應指示者，應該是就其
「到港當月」進口黃豆之「銷售金額」或「銷售量」及其占「到港當月」全國黃
豆「總銷售金額」或「總銷售量」之比例，以及該「到港當月」之「進口數量」
占當年全國總進口量比例之多寡等事實加以調查及審酌，才較正確。

7 公平交易法於1999年2月3日第1次修正之前，依（舊法）第10條第2項，中央主管
機關應定期公告獨占事業。公平會因此於1993年2月8日公告「鐵路客運服務市
場」等33個獨占事業之名單（載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2卷第1期，頁43
以下）。其中「家用導管燃氣市場」即列大台北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為獨占事業。

8 公平會於1993年2月8日公告「鐵路客運服務市場」等33個獨占事業之名單中，在
「機車市場」列台灣三葉機車股份有限公司、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陽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3家為獨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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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業各屬不同之市場。在瑞影公司代理MIDI伴唱產品不當限制經銷商之事
業活動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70號判決）中，亦指出本件相關產
品市場界定為「MIDI伴唱產品市場」，不包含伴唱機所內建附隨之伴唱歌曲
（底歌）。強調「伴唱機」與「伴唱產品」乃硬體與軟體本質上差異，自非競

爭產品。伴唱機製造業者所製造銷售之伴唱機或放台主出租之伴唱機內所附屬

之MIDI伴唱歌曲（底歌），並非本件所稱「MIDI伴唱產品」之競爭產品。至
於伴唱機除底歌外，另行定期灌錄新歌於伴唱機內，則屬MIDI伴唱產品之競
爭產品。伴唱機製造業者主要營業項目為製造及銷售電腦伴唱機，並無單獨製

作、發行、銷售或出租MIDI歌曲，故難認伴唱機製造業者與上訴人為同一水
平競爭之事業。伴唱機係伴唱產品之載體，伴唱機製造業者製造伴唱機時，必

然隨機附有伴唱歌曲，以達消費者得以伴唱之功能。而伴唱產品，包含大V小
V、MIDI等音樂編碼格式，乃係伴唱產品代理商另發行之伴唱歌曲，供使用者
（多數為營業用）另行灌入之產品，尚不得以兩者皆為「得伴唱之歌曲」即認

屬競爭產品。並訪查經銷實務業者之意見，亦認為不論從著作權授權（原始授

權範圍不同）、產業角度（輔助銷售、不可分割之產品）、經銷實務（少有店

家不灌歌、幾乎沒有不需要灌歌者）等角度，均認為伴唱機內建歌曲，與上訴

人所發行之MIDI伴唱歌曲，非屬同一競爭水平之商品。
而在統一公司與維力公司結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00號

判決）中，又指出相關產品市場之界定，除產品之功能外，亦須斟酌其使用方

式、產品特性、保存期限、便利性及一般消費大眾之消費習慣等其他因素綜合

考量，因而認「速食麵」與其他「即食性食品」（餅乾點心、鮮食食品、主食

澱粉、調味醬罐、冷凍食品）可以分開而單獨劃為一個相關市場。在旭勇公司

檢舉中鋼公司為差別待遇行為案（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2568號判決）中，並
曾表示產品雖具有相同功能，但因價格差異、成分不同等因素考量，致實務上

採用者少之商品，得不予列入相關市場範圍
9
。

9 本案系爭商品為「沈澱細焦碳及細焦碳屑」，係作為製成無水焦粉（煉鋼增碳劑）
之原料。又焦碳、石墨、電極棒屑、瀝清、鑄焦屑等亦可作為煉鋼增碳劑之替代
品，但因價格差異、含碳量等因素考量，實務上採用者少。行政法院認為得不將
之列入以「沈澱細焦碳及細焦碳屑」為相關市場之範圍內。但嗣後在金盈公司檢
舉中鋼公司濫用獨占地位與不當差別待遇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368號
判決），最高行政法院改變見解，認為業界既有以無煙煤、石墨、瀝青焦等作為
增碳劑使用之事實，則以「煉鋼增碳劑」為相關市場時，應至少包括無煙煤、石
墨、瀝青焦等物料，而非僅以沉澱細焦炭、焦碳屑、乾式焦粉為產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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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界定產品市場應考量之因素，包括產品之功能、用途、特性、

使用目的、便利性等因素及價格條件，予以綜合判斷二以上產品之間是否具有

高度替代性而得否劃歸同一相關市場。準此而論，依專利技術之獨特功能、用

途及使用目的與其他技術不具替代性者，得劃為一個特定技術之相關市場，應

無疑問，此亦為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聯合集中授權及濫用獨

占案之一（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3號判決）及飛利浦公司等可錄式光
碟(CD-R)專利授權濫用獨占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01號）10

所

肯認。 
(二)特殊之交易類型、經營方式或行銷方法得為界定商品市場之考量因素 
值得注意者，於圍標類型之聯合行為案例，因招標行為之特性，招標者對

其交易對象之選擇可能性（即替代性）限於參標者或可能參標者為範圍，並因

此種特殊之交易類型，而使其得以招標案所需求之商品或服務為範圍，界定

其產品之相關市場。此已為多數圍標類型之聯合行為案例所肯定，例如，台

灣電力公司配電管路工程圍標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第1777號判
決），即以「台灣電力公司全省配電管路工程」為相關市場之範圍。臺北捷運

局CD267A標土城機廠土方工程圍標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3247
號判決）以「臺北捷運局CD267A標土城機廠土方工程」為相關市場之範圍。
臺灣省及臺北市自來水事業液氯交易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0年判字
第225號判決）以「臺灣省及臺北市自來水事業全省、市液氯交易市場」為相
關市場。中國石油公司輕質散裝油料承運服務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

91年度判字第2316號判決）亦以「中國石油公司全省輕質散裝油料承運服務市

10 關於本件相關市場之界定上，上訴人主張應考慮CD-RW、DVD-R、MD光學技術
儲存媒體產品等納入。但行政法院認為本件處分期間，市場上除CD-R以外雖有其
他光學技術儲存媒體，惟上開光學技術儲存媒體或因價格、功能及製造設備上之
差異，或當時技術研發尚未發展成熟，是以於當時之市場上全球僅有一項「可錄
一次式光碟片」產品，亦即CD-R光碟片，而無其他「可錄一次式光碟片」產品。
就我國光碟製造廠商（即技術需求者）之觀點而言，其於本件處分期間所欲取得
技術授權生產製造之產品即為符合橘皮書規格之CD-R商品。是以就滿足我國光碟
製造廠商之經濟目的而言，其他製造CD-RW、DVD或MD之技術與製造CD-R之技
術即不具有合理之替代可能性。本案所涉係製造CD-R相關專利技術之授權，並非
CD-R商品之製造或銷售，故與商品市場無涉，且飛利浦等3家公司係就彼等所研
發完成之CD-R技術專利作成專利聯盟之授權決定，而相互約定或限制任何一方就
所擁有之專利對外移轉或授權，本案市場自應界定為製造CD-R技術及其替代性之
技術所構成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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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作為相關市場。臺北自來水處水管工程承包商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

法院94年度判字第1322號判決）也以「臺北自來水處全市水管工程」作為界定
相關市場之範圍

11
。韓商Toshiba Samsung Storage Technology(TSST)公司等4家

業者就光碟機採購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12號判決）
亦以「國內光碟機銷售市場」

12
為相關市場等案例。從而基於相同理由，產品

功能雖相同，但因行銷對象及促銷方式之不同，得劃定為不同市場，例如，

在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
1876號判決），指出百貨公司與量販店各業種商品組合以觀，兩者除重點商品
組合迥異，百貨公司更以「品牌」作為招徠顧客之重點，其與量販店不以品牌

為號召，絕大部分商品無需以設置專櫃方式銷售，而以價格為招徠重點之差

異，顯示百貨公司業與量販店業之目標市場迥然不同，所提供服務的品質與特

性亦具有高程度之相異性，對消費者而言，二者縱有其需求替代性，其替代性

亦屬不高，百貨公司業與量販店業係非屬相同市場範圍。同樣，事業特殊型態

之經營方式或推銷方法，可歸類為獨特之交易類型時，亦得以該經營方式、推

銷方法或交易類型劃定為一相關市場。例如，在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

聯合行為案之一（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81號判決），表示系爭特定
藥品之商品交易流程，即藥廠共同利用電台廣告強力促銷其產製之藥品，而此

電台廣告藥品，主要在「詠健會」會員之藥局銷售，屬於一種特殊交易類型，

11 在台灣電力公司配電管路工程圍標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第1777號判
決）、臺灣省及臺北市自來水事業液氯交易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0年
判字第225號判決）、中國石油公司輕質散裝油料承運服務圍標聯合行為案（最高
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2316號判決）及臺北自來水處水管工程承包商圍標聯合行
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322號判決）等案，都是招標者在國內（全省
或全市）不同地區舉辦多次同類需求之招標案，而參與該等招標案圍標聯合行為
之業者，也都包括國內（全省或全市）各地可提供該類招標案所需之商品或服務
之事業，因此該各案皆以國內（全省或全市）之同類招標案為範圍，界定其相關
市場。

12 該案圍標行為發生在國外，TSST公司等4家廠商於HP(Hewlett-Packard Company)及
Dell公司在國外辦理採購光碟機招標案時，進行圍標行為。由於該圍標行為涉及之
系爭光碟機之主要銷售管道為安裝於個人電腦中，本質上不能單獨使用。而HP及
Dell公司在我國個人電腦市場之市占率合計約10％，因此，公平會認為TSST公司
等圍標之聯合行為對於我國約有10％之個人電腦購買者，於其購買HP及Dell個人
電腦而同時購入之光碟機，係由TSST公司等圍標行為所售予HP及Dell公司者，故
該聯合行為難謂對我國市場不生影響，因而認其行為已足以影響我國光碟機市場
之供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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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透過通路商、零售商之交易有別。並指出所謂「產品市場」，一般認為

係指需求替代性及供給替代性方面，其功能、特性、用途及價格條件上，均具

有高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惟產品市場固著重高度替代性有無

之考量，仍未能忽視個案所相對存在「供需雙方特殊交易類型」及「地理市場

關聯」等因素，而得以界定其有一定範圍之相關市場
13
。 

(三) 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多以同業公會會員所經營業務或執行職業 
之類別及同業公會所屬行政區域，界定為相關市場中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

之範圍

於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常以同業公會會員所經營業務或執行職

業之類別及同業公會所屬行政區域，界定為相關市場中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之

範圍。例如，苗栗縣砂石商業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6年度判字第
3262號判決），即以「苗栗地區之砂石產銷市場」為相關市場。金門縣煤氣商
業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1985號判決），亦以「金門縣
桶裝瓦斯零售市場」為該案之相關市場

14
。所以如此界定，係因同業公會乃一

定地區之事業因所經營之業務或執行之職業相同，且其業務之內容及性質與其

13 嗣後之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
第688號裁定）雖駁回公平會（上訴人）不服原審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而
提起之上訴，其理由乃認為「廣告藥品廠商會」會員共同約束其下游藥局銷售各
該廠商藥品價格之行為，其彼此間並未成立價格之聯合行為。且原處分就市占率
之計算， 係分別以隨機側錄高屏地區藥品廣播節目中廣告藥品總品項與廠商會全
體成員經銷藥品品項所占比例、96年高屏地區登記且實際從事廣告藥品經銷的事
業與登記在高屏地區被處分之廠商會成員之比例等，做為計算方式。並非以其所
劃定市場範圍內之銷售值（量）作基礎，因此，其據此所得數據資料自不足以表
徵廠商會所為聯合行為之效果，已達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程度。但就本案之相關
市場得界定為「高屏地區電台廣告藥品市場」，並不否認。

14 表示此種見解之案例，尚有： 
 1.  彰化縣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0年判字第507號

判決）。
 2.  花蓮縣液化石油氣同業公會統一價格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

284號判決）。
 3.  臺北縣照相商業同業公會及照相業職業工會聯合聲明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

判字第291號 判決）。
 4.  臺灣省遊覽車公會聯合提高運價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380號

判決）。
 5.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決議圈購處理費下限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1

年度判字第 63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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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業有別，而為增進共同利益及協調同業關係等目的，以該地區經營該業務

或執行該職業之相同業者為會員所組成者。從而同業公會所屬會員所經管之業

務內容及性質既與其他行業有別，則與其他行業公會會員之業務並不生替代關

係，且其活動各有其一定之行政地區為範圍，因而同業公會之活動範圍，自可

依其業務或職業之不同及所屬行政區域之不同，各自劃為不同之相關市場。屬

於較特殊例外者，為臺北市記帳士公會建議收費標準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度判字第292號判決），該案相關市場之界定，地理市場為臺北市及新
北市；產品市場為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但不包含須經查核簽證申報之稅務代

理案件。因該公會理事會作成建議會員報價盡量不要低於財政部所核定之收入

標準，即每家每月臺北市新臺幣2,500元，前臺北縣（99年12月25日改制為新北
市）2,000元之決議，並將該決議內容行文所屬全體會員。其約束事業活動足以
影響臺北地區記帳業務及報稅代理業務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又產品市場之範

圍，並包括記帳士、經國稅局核准登錄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經財政部審

查合格發給稅務代理人證書之會計師等三者。蓋渠等皆可提供記帳服務及不須

查核簽證申報之稅捐稽徵案件申報服務，且實際上亦均有提供前述之記帳及稅

務代理業務。因此，前述三者所提供之服務，在功能、特性及用途上具有合理

之替代性，是本件之相關產品市場應界定為「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但不包含

須經查核簽證申報之稅務代理案件」。

三、地理市場界定應考量之因素 

(一)運輸成本、運輸時間及運輸風險所增加之交易成本為主要考量因素 
地理市場是指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

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從而兩個地區所提供之相同或同類產品，對

需求者並不具有合理之替代可能性者，即應劃分為不同之地理市場。地理市場

界定應考量之因素，主要為不同地區間之運輸成本、運輸時間及運輸風險所增

加之交易成本。在臺南地區煤氣分裝場業者調漲運裝費用聯合行為案（最高行

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中，行政法院即指出因臺南地區之大，液化
石油氣之運裝成本與其他區域之差距而可界定為一地理市場，且本案8家業者
均立足於臺南地區，為同一地理市場具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該8家分裝場之
總灌氣量超過臺南地區分裝市場之80%以上，足以影響臺南地區桶裝瓦斯運裝
市場之供需功能。因此本案之相關市場，行政法院認定為「臺南地區桶裝瓦斯

運裝交易市場」。又如，在好樂迪公司與錢櫃公司結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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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判字第1696判決）中，強調地理市場之劃定，尤應考量其間移動成本
對替代可能性之影響，認為本案中好樂迪公司與錢櫃公司經營區域以全國為範

圍，是其結合所影響之區域及於全國，固無疑義。只是基於視聽歌唱服務之消

費特性，難期消費者願意支出過高之移動成本前往遠地取得視聽歌唱服務，因

此不同區域縣市間之視聽歌唱服務業者彼此間替代性低、甚至無替代性。是自

需求面界定「地理市場」，應以規劃有短程交通路網之個別縣市或相鄰縣市為

範圍較妥適，例如臺北縣市間設有綿密之公車及捷運路網，即可視為一地理市

場。再如，在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限制專櫃廠商事業活動案（最高行政法95年
度判字第1876號判決），指出百貨公司須設址於人潮聚集之地區以維持其經濟
規模，國內百貨公司即因前揭特性主要分布於五大都會區（臺北、桃壢竹、臺

中、臺南及高雄地區），地理市場區隔明確，並由於都會區間之距離致使地理

市場間之替代性甚低。申言之，百貨公司業所提供之零售服務，其競爭區域或

範圍甚難跨越所屬之地理市場，是本件以「臺北地區之百貨公司業」作為市場

界定之範圍，並無違誤。 
(二) 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及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亦為界定相
關市場範圍之重要因素

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及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亦為界定相

關市場範圍之重要因素。在嘉惠電力公司等民營發電業者拒絕調整購售電費率

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369號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即
表示此意旨。認為嘉惠電力公司（被上訴人）等9家民營電廠之機組總裝置容
量，原則上在臺灣電力系統總裝置容量之20% 開放額度內（例外經濟部得依
實際需要調整之），發電躉售予台灣電力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統籌調度。依

雙方所簽訂購售電合約，民營電廠所生電力依購售電費率計價售電予台電公

司，購電費率有「容量費率」與「能量費率」兩部分，並區分為「保證時段」

與「非保證時段」。保證時段之費率包含容量費率與能量費率；非保證時段則

僅有能量費率。其中「容量費率」係指反應電廠投資之固定成本（主要為資本

費），「能量費率」則係反應變動成本（主要為燃料成本）。是渠等均僅經營

臺灣電力系統中發電階段之業務，所提供之產品均為電力，交易相對人均為台

電公司。台電公司得跨區域統籌調度渠等之產品予台灣本島電戶使用，且得在

非保證時段，依合約之經濟調度原則，選擇與能量費率較低之民營電廠交易，

故能量費率得為非保證時段之競爭因素。從而指摘原審判決認定渠等非處於同

一產銷階段，無水平競爭關係，所提供之產品不具有替代性，無法界定為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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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市場，不得以臺灣本島列為本件之地理市場範圍，尚非無疑。並且特別強調

在界定本件產品市場時，容有必要考量交易相對人即台電公司在被上訴人等9
家民營電廠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產品價格調整時，台電公司因價格變化而

移轉購買之程度、台電公司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等相關因素（考量產品

市場之相關因素）。另在界定本件地理市場時，亦有必要考量台電公司在不同

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台電公司對產品獲取之便利性、台電公司在產

品價格調整時，選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況、台電公司對於產品區域間替代關

係之看法等相關因素（考量地理市場之相關因素），凡此關係發電市場之界

定，究竟如何？容有調查釐清之必要。 
(三)其他有特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因素者，於界定市場範圍時亦應併為考量 
界定地理市場之範圍時，除運輸成本及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為重

要考量因素外，在具體個案中，有其他特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因素，並影響

其地理市場之範圍者，亦應併為考量。例如，在高屏地區「廣告藥品廠商會」

聯合行為案之一（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81號判決），法院特別指出
因本案系爭商品為「電台廣告藥品」，應注意播放廣告藥品之電台，其所發射

及訊號所及之範圍，是否劃定「高屏地區」為適當者。 
(四)以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實際從事活動之區域，界定其地理市場之範圍 
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因此，

於具體個案在界定地理市場時，即常以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實際從事活動之區

域界定其地理市場之範圍。例如，在春源鋼鐵公司等縮短二個月票期之交易

條件聯合行為案（行政法院86年度判字第219號判決），因行為人5家鋼鐵業者
占全國冷熱軋鋼捲市場總量源分別為16.0％、8.7％，因而認為渠等縮短二個
月票期之交易條件之合意行為，應足認有影響冷熱軋鋼捲交易供需市場之競

爭功能，該當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本案即認為「全國冷熱軋鋼捲之交易」

為一個相關市場。又如，北誼興業公司等鋼瓶檢驗費調漲聯合行為案（最高

行政法院92年判字第1798號判決），北誼興業公司等4家公司為台灣南部（屏
東、高雄、台南）家用液化石油氣鋼瓶（桶裝瓦斯鋼瓶）檢驗之驗瓶事業，

法院認為渠等業者各家就改用粉體漆塗裝之投資金額差距百萬元，4家業者實
際使用粉體漆塗裝之時間也不一，此種固定成本不同，變更設備或成本發生時

間亦不同，卻於相近之時間以相同幅度調漲價格，乃悖離一般經濟原則及正常

市場機制，而該事業又無法合理說明何以其於不同成本之情形下，卻於同一時

間以相同幅度開始調漲價格。因而推論其並非自由競爭市場下各事業獨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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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行為之結果，係有人為因素干預市場自由競爭機能之運作，應屬4家業者
間之合意行為。且事業派車自運之分裝場中，有處於較遠之距離者，而處於較

近距離之其他分裝場擬與之交易，卻表示若改向其檢驗，須自行負擔運費，予

以刁難，並不積極爭取，亦有違背競爭常理。因而認該等事業間亦有客源分配

與互不搶客戶之默契，該等行為應構成聯合行為。本案之相關市場，法院指出

為「台灣南部（屏東、高雄、台南）桶裝瓦斯鋼瓶檢驗市場」。又如，中國力

霸公司等21家國內水泥業者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600號判
決），渠等所供應之水泥，因具供給與需求之替代性，故處於同一相關產品市

場，具有水泥銷售之水平競爭關係。又本案水泥產品之相關地理市場之界定，

法院認為係以水泥之產品特性，致使水泥供應業者之供應區域，分別以旋窯、

研磨廠或者港口可進口水泥並儲放水泥之silo設備所在地為發貨中心，而向外
延伸形成其主要銷售地域，且經整體觀察此等交錯重疊之銷售區域，已涵蓋臺

灣整個區域。至於水泥之運輸成本，雖因水泥笨重易潮，而占水泥產業總成本

之相當比重，然因水泥海上運輸技術之革新進步，使得水泥船運輸水泥被廣泛

運用，已可輕易涵蓋臺灣整個地理範圍。且臺灣不同區域之水泥供應業者，能

夠以充足數量、接近價格供應相關水泥產品；而預拌混凝土商、水泥經銷商及

建材行等水泥產品之直接需求者，在臺灣亦可以無障礙選擇或轉換其交易對

象，因而認本案聯合行為之相關地理市場，為全國之水泥市場。再如，綠電公

司等廢資訊處理業者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686號判決），
法院以國內廢資訊物品處理相關業者須依法令提出申請，向主管機關辦理登

記，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處理業登記後，方得進入該市場，拆解處理國內每年

所產生之廢資訊物品，因我國目前未進口廢資訊物品，且國內廢資訊物品遍及

全國各地，並無區域性限制，故本件市場為「國內廢資訊物品處理市場」，其

地理市場為全國，核無不合。而在高雄捷運公司限制工程統包商選擇預拌混凝

土供應廠商案（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35號判決），認為高雄捷運工程
路線之分布，以高雄縣市為主，故高雄縣市地區為一特定地理市場；又高雄捷

運於施工期間在高雄地區預拌混凝土需求市場占有率已超過10%以上，高雄捷
運公司在特定時間及特定地理市場對於預拌混凝土需求，具有市場地位。因而

認為高雄捷運公司以現有混凝土廠商供料無虞為理由，拒絕核定各區段得標工

程統包商與符合高雄捷運公司所審核通過資格之其他廠商簽訂供應混凝土契約

之要求，係不當限制統包商之事業活動而與之交易之情事，足以影響該區域市

場之供需功能，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6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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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理可替代性」及「可替代性高低」之論證方法 

無論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之界定，都涉及產品之間或不同地區之間，有無

「合理可替代性」之判斷問題。對於有無「合理可替代性」，雖得以商品之功

能、用途、特性、使用目的、便利性及價格條件等因素，以及不同區域間之運

輸成本、交易成本等，予以分析及論理說明，但晚近已漸有要求以實證之分析

方法論證「可替代性之高低」，始較具信服力之案例。例如，在統一公司與維

力公司結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00號判決）中，行政法院首
先說明所謂「需求替代性」，係指假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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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相關市場之產品如非具備高度之替代性，而係替代性不

高，一般即可顯示產品間具有相當之差異化程度，自難認其屬同一市場。在本

案中，以公平會為驗證「速食麵」與五類即食性食品（餅乾點心、鮮食食品、

主食澱粉、調味醬罐、冷凍食品）間之需求替代性程度，採用「交叉彈性檢測

法」，發函請國內三大便利商店、三大量販店於96至98年間，提供該等即食性
食品各類銷售排名前三位，價位區間位於20元至50元間之主力商品作為驗證標
的，並依其各該銷售數量及單價統計資料（每月平均銷售數量、各年平均單

價、各年銷售數量及單價變化百分比、每月平均銷售金額、各年銷售金額變化

之百分比等），代入需求交叉彈性公式，試算該五類即食性食品（餅乾點心、

鮮食食品、主食澱粉、調味醬罐、冷凍食品）與速食麵間價格與需求量之交叉

彈性以佐證替代效果。計算數據顯示速食麵與餅乾點心類、主食澱粉類及調味

醬罐類之交叉彈性為負值，顯示其不具替代性；而速食麵與鮮食食品類、冷凍

食品類間之交叉彈性雖為正值，但數值均不高，屬低交叉彈性等論據，足堪認

定「速食麵」與統一公司（上訴人）所主張之「五類即食性食品」，彼此間不

具顯著或高度之替代性，從而難認該等商品屬同一產品市場。就此，原處分以

本結合所涉特定產品市場，應界定為「速食麵市場」，乃正當妥適。 
而在連鎖便利商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一（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中，全家便利商店公司（以下簡稱全家公司）於100年
10月 4日發布新聞稿為因應鮮乳價格將調漲，宣布調漲各品項含乳現煮咖啡價
格5元。其後統一超商公司、萊爾富公司、來來超商公司亦陸續調漲各品項含
乳現煮咖啡價格5元。公平會經一個月之調查，認為鮮乳為拿鐵及其他含乳現
煮咖啡之重要成份，產製比例依咖啡之冰熱、容量大小及配方而互有差距，且

各家連鎖便利商店所使用鮮乳品牌、規格、進貨價格、品質亦有差異，而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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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乳將調漲之訊息內容並未包括調漲日期或上漲金額，然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
卻對於48種不同含乳現煮咖啡均完全一致調漲售價5元，又一致性不調漲不含
乳之美式咖啡。而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卻無法提出鮮乳漲幅反映至各品項含乳
現煮咖啡恰巧均為5元，且恰與競爭對手一致之資料及說明，而推論彼等價格
平行變動係出於聯合行為之合意，且該4家連鎖便利商店之市占率合計在80%
以上為寡占市場，其行為已足以影響「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之供需功

能，構成聯合行為，於100年11月9日作成命停止違法行為及課予罰鍰之處分。
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行政爭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以「連鎖便利商店

有提供多元化商品及服務、密度普及、全日營業、可及性高」等特點，認定連

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與其他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現煮咖啡間，不具高度需求替

代性，因而可成立一個單獨的產品或服務市場之見解，認為違反經驗法則，對

於「不具高度需求替代性」，亦未做過市場調查，也未詢問過消費者對於「連

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與其他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現煮咖啡間，是否具有選擇

替代性之問題，顯欠缺消費者需求之實證，認為原處分論證上有瑕疵，而判決

撤銷原處分。公平會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則認為原處分係基於事實

分析及綜合考量「需求替代可能性」、「供給替代可能性」，認「連鎖便利商

店現煮咖啡」具有獨特功能、對價格變動的敏感度、不同消費族群、獨特生產

設施、訂價、行銷及特殊經營策略、價量變化事實、潛在競爭者，並就其他質

化因素等質化標準進行論理分析，作為界定市場之判斷基準，其中「對價格變

動的敏感度」，上訴人（公平會）已指出4家連鎖便利商店於調漲含乳現煮咖
啡後之總銷量持平，與未調漲前相當（含乳現煮咖啡銷售量雖有下降，惟未含

乳咖啡銷售量則上升70％），有連鎖便利商店業者相關陳述紀錄可稽。至於
「價量變化事實」，亦指出多數連鎖咖啡店在4家連鎖便利商店調漲價格後，
其銷售量並無顯著影響，顯見上訴人已從最基本之「需求及供給替代性」概念

加以檢驗，並就質化標準進行論理分析，復於調漲後作相當之市場調查，尚無

原判決所指上訴人未說明「高度替代性」，未見上訴人就相關市場理論加以分

析，欠缺市場調查實證等語，因此認為上訴有理由，而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更

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後，以102年度訴更一字第54、55、56、57號

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公平會不服提出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在連鎖便利

商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
決）中，維持更審法院之判決，以判決駁回公平會之上訴。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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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判決已敘明原處分係以具備「高度」之需求替代性，作為能否劃入為
同一「相關產品市場」之準則，依消費者是市場買方的主角而言，應以

消費者對該等商品或服務的評價為判斷。然上訴人（公平會）於裁處

前，並未就市場上已存在的現煮咖啡產品之品質、最終使用目的、消費

者主觀的感覺與態度、產品價格相似與交互影響、產品一般交易習慣等

因素，對消費者作問卷調查。而上訴人就國內10家連鎖咖啡業者現煮咖
啡銷售情形之調查結果，亦顯示被上訴人等就系爭商品調漲價格之影

響，需待時間觀察。無論是在連鎖咖啡業者、餐飲速食業者、一般咖啡

專賣店，或大賣場、超級市場與商店所提供之現煮咖啡，均可符合消費

者對現煮咖啡之需求，而具有高度相互替代性。然上訴人根本未進行任

何SSNIP測試，亦未經市場實證之情形下，僅依書面資料於短期之內即
逕行界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為本件之產品市場，尚嫌速斷。現

煮咖啡市場僅須具備咖啡機、咖啡豆及紙杯等設備、原料及沖泡技術，

即可販售咖啡予消費者，而具有供給替代性。但供給替代性之判斷，係

以供給者的角度，視其有無能力進入相關市場，至於產品訂價、供給者

之行銷、經營策略並非為直接考量之因素，上訴人之認定及推論過程，

亦有未合。 
(2)所謂「有意識之平行行為」，係指事業彼此間並沒有主觀意思聯絡，而
源於客觀之市場結構，於市場上因一事業採取行動後，其他事業亦隨之

跟進，造成外觀上同一形式之行為。而此等行為多存於寡占市場間，若

經評估結果，認為如不採取同一形式之行為，將導致同業競爭者或市場

交易相對人實施對抗措施，經濟上係屬不理智，遂跟著看齊而為「有意

識之平行行為」。本件被上訴人全家公司率先為調漲含乳現煮咖啡價

格，其他被上訴人透過公開透明之價格可觀察到被上訴人全家公司調價

行動，即可迅速應對、追隨、漲價，被上訴人全家公司調漲之行為即無

客戶流失之疑慮。至於被上訴人等成本結構不同，卻能於相近之時間調

整相近價格，本來就是寡占市場廠商出於平行行為之正常現象。另上訴

人既稱被上訴人等系爭商品同質性高、競爭對手彼此瞭解對方之商品調

整週期、系爭市場結構具有利於聯合勾結之誘因，以及現煮咖啡市場價

格公開且透明、銷售係屬零售而非大宗買賣、產品內容單純且具有替代

性特色等因素，反而可以證明被上訴人等不須存在任何意思聯絡，透過

一致漲價之平行行為即可自然發生，自應排除聯合行為之適用等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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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詳述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經核尚無上訴意旨所指違

背法令之情事。 
(3)關於市場之界定，原判決係認現煮咖啡市場，僅須具備咖啡機、咖啡豆
及紙杯等設備、原料及沖泡技術，即可販售咖啡予消費者，此無論是連

鎖便利商店、連鎖咖啡餐飲業者、速食餐飲店，甚至一般咖啡專賣店或

行動咖啡館，均可提供相同之現煮咖啡，而具有供給替代性等語，僅在

闡明一般業者很容易進入現煮咖啡市場，並未論及市占率之多寡，亦未

否定系爭4家連鎖便利商店業者為寡占廠商。上訴意旨指稱原判決關於
市場之界定，不認同系爭4家連鎖便利商店業者為寡占廠商云云，尚有
誤會。又關於市場之界定，究應採質化或量化分析方法，並無一定之標

準，原判決係認上訴人僅以相關事業之生產設備、經營規模、市場定

位、價格及行銷策略等書面資料作質化分析，並以行政院主計總處「中

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等分類標準作為其他質化因素，即認定連鎖便利

商店現煮咖啡可個別成為單獨市場，而非取自深度觀察與晤談所蒐集之

資料加以分析，缺乏具體事證，並非指摘上訴人未採量化分析方法，

上訴意旨以此指摘，亦有誤會。上訴人並未否認其未實際進行SSNIP測
試，亦未否認其未作消費者問卷調查，則原判決據以指摘原處分對於市

場變化之觀察期太短、僅依書面資料判斷、缺乏市場實證等情，並無違

經驗及論理法則，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侵害上訴人對市場界定享有專業

判斷餘地，顯有逾越司法審查密度之違法云云，核無足採。 
從上述判決顯示，對於界定相關市場之論證方法，若能就系爭商品或服務

實際進行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Test)測試
（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較之單純以論理方式分析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而

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更具有信服力。而進行SSNIP測試通常須6個月至1年時
間觀察及檢測市場中特定產品與其他功能、用途、特性相近而具替代性之產品

間，在該特定產品價格作微幅、明顯及一段時間持續上漲變動時，其銷售數量

及利潤之相應變動情形，以衡量其間替代性之高低，而決定應否列入同一市場

範圍。其通常測試方法為在一家事業以明顯漲價5-10%之小幅度持續販賣其產
品時，如買受人轉而購買其他可輕易取得之產品代替者，該產品與該代替品應

認為屬同一個「產品相關市場」。其相關市場之範圍，以該產品小幅持續漲價

而於其他可代替之產品加入競爭仍有利潤時為限，即其範圍直至因該產品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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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其銷售量減少致不能忍受者為止
15
。本案之情形，公平會僅作一個月之調

查，對市場範圍之界定，未作充分論證，即作成處分，致不受行政法院之支

持，有其失敗之原因，應以之為鑑。

參、行政法院裁判關於相關市場界定及論證之評析

一、多以合理可替代性之分析方法論理界定相關市場 

依上述之整理與歸納，行政法院裁判關於相關市場之界定及論證，多以合

理可替代性之分析方法，論理說明「產品市場」之界定。不僅考量產品之功

能、用途、特性，也應一併考量其使用目的、便利性、價格條件、轉換成本等

因素，以分析及判斷商品間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而應否劃歸同一相關市場。

而在「地理市場」之界定方面，強調其中運輸成本為關鍵性之重要考量因素

外，並應考量其間交易成本之大小差異及便利性等因素，逐步拓展合理可替代

性分析方法之內涵，而有相當成果之表現。 
行政法院對於公平會有關相關市場之界定，在絕大多數案件中，多採支持

之態度。對於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時，以同業公會會員所經營業務或執

行職業之類別及同業公會所屬行政區域，界定為相關市場中產品市場及地理市

場範圍；於圍標類型之聯合行為案例，因招標行為之特性，而以招標案所需求

之商品或服務為相關市場之範圍；以及以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實際從事活動之

區域，界定其地理市場之範圍等觀點與論述，亦多表贊同之立場。對於事業特

殊型態之經營方式或推銷方法，可歸類為獨特之交易類型時，以該經營方式、

推銷方法或交易類型劃定為一個相關市場之作法，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雖受到

置疑，但最高行政法院基本上仍然支持此種相關市場之界定。 

二、界定相關市場時漸有要求應作市場實證檢測之趨勢 

在行政法院不支持公平會見解及論證之少數案例中，除前述連鎖便利商

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195號判
決），以其缺乏市場實證及欠缺詢問消費者意見為理由外，在嘉惠電力公司等

民營發電業者拒絕調整購售電費率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

15 參照Bechthold/Bosch/Brinker/Hirsbrunner, EG-Kartellrecht(Kommentar), 2. Aufl. 2009, 
S.82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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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號判決），又再表示界定本件產品市場時，對於交易相對人於產品間作選
擇時之轉換成本大小、以及產品價格調整時，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

買之程度、交易相對人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等相關因素（考量產品市場

之相關因素）。以及界定本件地理市場時，對於交易相對人在不同區域購買產

品之交易成本大小，交易相對人對產品獲取之便利性、交易相對人在產品價格

調整時，選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況、交易相對人對於產品區域間替代關係之

看法等相關因素（考量地理市場之相關因素），凡此關係相關市場之界定，容

有調查釐清之必要。其實即有要求界定相關市場時應作市場實證檢測之意涵。

這二件晚近裁判所顯示最高行政法院對於界定相關市場論證要求之最新見解，

對於公平會向來多以合理可代替性之分析方法論理界定相關市場之作法，是一

種警訊，值得公平會特別注意及調整因應。 

三、 原處分被撤銷之案件中，有係因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有疑義而
非相關市場界定有問題

附帶一提者，公平會有關限制競爭行為之處分被行政法院撤銷之案件中，

除前述連鎖便利商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
度判字第195號判決），原處分被撤銷之原因，確實係公平會對相關市場之界
定及論證方法不受行政法院支持者外，有些案例其實係因事業市場力量之評估

有疑義而非相關市場界定有問題。例如，在台北縣鞋類同業公會與台南市皮革

公會拒絕參展聯合行為案（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13號判決），行政法
院認為公平會既然以該二公會聯合行為之內容在限制其公會會員在全台灣地區

之參展活動，其限制競爭所影響之市場，故「全台灣地區鞋類市場」為本案所

界定之相關市場。則計算該相關市場時，即應以凡具該二公會會員資格之「鞋

類營業者」為其市場之範圍，並不以「鞋類製造廠」者為限。但公平會卻以全

台灣地區「鞋類製造廠家數」為分母，再以台北縣鞋類同業公會加計台南市皮

革公會會員數為分子，並非以台北縣鞋類同業公會加計台南市皮革公會之組織

區域內符合上開「鞋類製造廠家數」為分子，則其將鞋類製造廠家數與同業公

會會員數混淆運算，以該不同性質之數據為基礎予以相除，計算為行為之同業

公會對市場之影響力，其所得數據殊欠客觀、合理，甚為明顯。再如，高屏地

區「廣告藥品廠商會」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688號裁
定），行政法院認為公平會（上訴人）就市占率之計算，係分別以隨機側錄高

屏地區藥品廣播節目中廣告藥品總品項與廠商會全體成員經銷藥品品項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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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屏地區某大型連鎖藥局97年度之上游廣告藥品經銷商總數與廠商會成員
數之比例、96年高雄市登記（但排除實際上無營業者）為藥品販賣的事業與上
訴人認定之廠商會成員總數之比例、96年高屏地區登記且實際從事廣告藥品經
銷的事業與登記在高屏地區被處分之廠商會成員之比例，做為計算方式，並未

以其所劃定市場範圍內銷售量或營業額計算市占率，顯與評估事業之市場力

時，應審酌該事業及該特定市場生產、銷售、存貨、 輸入及輸出值（量）資料
之原則有違。因此，認為其據此所得數據資料自不足以表徵廠商會所為聯合行

為之效果，已達影響市場功能之程度。 

肆、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之內容及評述 

相關市場界定原則就「相關市場」、「需求替代」、「供給替代」、「產

品市場」及「地理市場」等名詞所為之定義（第2點），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
基本原則規定「需求替代」為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並得視商品或服

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且應從「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

場範圍；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相關市場範圍之影響（第3
點）。就商品或服務之需求替代、供給替代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時，應考量

產品價格變化、產品特性及其用途、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

等因素（第4點）、以及「界定地理市場」時，應考量不同區域間產品價格變
化及運輸成本大小、交易相對人在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及對產品

獲取之便利性等因素（第5點）之規定，與前述所歸納行政法院歷年來在多件
不同裁判中，就界定相關市場範圍時應持之面向及應考量之因素所表示之意

旨，大體皆符合。 
又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公平會界定相關市場時，得採用「合理可替代性

分析法」、「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並強調個案之

處理不以前開3項分析方法為限，且各項分析方法使用上並無運用之優先順序
（第6點）。所謂「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係指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審酌個
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

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第7點）。
所謂「交叉彈性檢測法」指以一產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產品數量變動率的比

率值（即「交叉彈性」），測度該2項產品或地理區域間的替代關係，並予以
界定相關市場（第8點參照）。所謂「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指假設市場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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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占者，檢測該假設性獨占者在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

利潤變化情形；當價格調漲使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減少，則表示原先界定之相

關市場太小，而須將其他具替代性之產品或地理區域納入，再重複進行檢測，

直到價格調漲而該假設性獨占者不減少利潤為止，即完成相關市場界定。又運

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時，選取之基準價格宜為市場競爭性價格。至於價格

上漲幅度，一般情況下為5%至10%（第9點參照）。上述3項相關市場界定之
分析法中，從歷年來有關市場界定之行政法院裁判中觀察，實務上最常用者

為「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運用「交叉彈性檢測法」者僅一件，於統一公司

與維力公司結合禁止案（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00號判決）中所採用。
而在連鎖便利商店含乳現煮咖啡漲價聯合行為案之二（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
判字第195號判決）中，行政法院明白表示僅用「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論理
說明及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尚有不足，能運用「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予以

實證檢測，更具信服力。從而相關市場界定原則第6點雖規定公平會界定相關
市場時，得斟酌具體個案情形，選擇採用「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交叉彈

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且明定各項分析方法使用上並無運用

之優先順序，即採用何種分析方法較為適當，得由公平會判斷選擇決定。但行

政法院並不受此行政規則規定之拘束，如行政法院認為於該具體個案情形，對

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以「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之市

場實證方法，較「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之論理說明，更為客觀、正確及合理

者，仍得指摘公平會選擇以「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界定市場範圍之裁量有瑕

疵，並就其所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之正確性予以懷疑。尤其公平會處分相對人之

事業，自己提出以「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所得出之數

據，據以界定相關市場之範圍，與公平會以「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所界定相

關市場之範圍不同時，更會影響法院判斷此問題所憑之心證。 

伍、結語 

相關市場之界定，為限制競爭行為規範適用上之核心問題，公平會為使相

關市場界定標準更臻明確，以利案件審議與事業遵循，於2015年3月6日發布相
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公開其界定相關市場時所依循之原則、考量之因素及

運用之分析方法。一方面使公平會自我鞭策，將依據此法規審慎處理相關市場

界定之問題；另一方面也讓於具體個案中，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因基於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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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界定之範圍所作成之處分而受影響之事業，以及將來因此而有訴訟之審理

法院，亦能依據此法規，檢驗公平會有無依法行政，依其自訂及發布之規則界

定相關市場之範圍。故相關市場界定原則之發布，是公平會積極任事，勇於負

責之表現。

尤其須為一提者，相關市場界定原則規定市場界定之分析方法，不僅是公

平會一向運用並有二十餘年論理說明經驗之「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還包括

「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而公平會僅就其中「交叉

彈性檢測法」有少許經驗，但晚近之裁判顯示，行政法院漸有要求運用「交叉

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界定相關市場範圍之傾向。公平會對

此應予重視，並因此自我勉勵在具體個案中多運用「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

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以增加操作經驗並熟練其運算方法，而提升執法技術之水

準。 
不可否認，「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之市場實證運

算，須有較充分之產業資料及市場資訊為基礎，也正因有如此需要，公平會平

時應對產業及市場做一般調查之蒐集資訊工作即顯得重要。而在處理具體個案

時，尤應利用聽證程序，要求為系爭限制競爭行為之事業及其行為涉及之利害

關係人，包括同業競爭者、上、下游產業之交易相對人，對於關鍵性並有爭議

之相關市場界定之範圍，各自提出其依據「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

者檢測法」所運算得出之數據，主張系爭相關市場所應有之範圍，並對之相互

質詢及論辯，使公平會因此可以獲得多方面及較完整之資訊，而對相關市場之

範圍作出較正確之界定。我們期待公平會及相關業者為此目標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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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主旨

為避免事業透過結合增強市場力量而限制競爭，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

事業結合，多在事前進行結合申報審查。由於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結合決定，將

直接影響特定市場的產業結構，為確保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利益，提升結合決定

的正確性實是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結合案件審理上之重要任務。

在結合案件實質審理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3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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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不得禁

止其結合」。一般來說，競爭主管機關可以透過經濟分析，蒐集結合案申報

當時之市場資料，據以評估事業結合後，對於均衡價格之影響，並做出結合決

定。然而，這些評估以及經濟分析的預測是否正確，以及據以做成的結合決定

是否符合政策目標，仍有賴結合決定做成後之後續分析始能探知。

近年來美國、歐洲、日本等國皆已陸續利用「結合決定的事後評估」(ex-
post evaluations of merger decisions)方法，在事後檢討結合決定做成後，對市場
均衡，特別是對價格的影響，並審視過去之結合決定是否完整、正確。一般來

說，結合決定的事後評估可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實質分析，也就是在結

合決定後，評估此結合決定對特定市場的競爭狀況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部份是

決定過程分析，主要在探討結合決定所採用之論證是否完整且正確。第二部份

的分析取決於第一部份的結果，而本文的主旨即在對臺灣相對規模較大廠商的

結合案例，配合公開資料，進行實質分析，並且對於此分析過程所遭遇的困

難，進行探索。

根據Buccirossi et al.(2013)，依據資料型態，實質分析採用的事後評估方
法，可以有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評價法(evaluation methods)、問卷調查
法(surveys)與結構模型模擬法(structural models and simulations)。本文分析採
用的是現在學術文獻中最普遍的評價法，特別是其中的雙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並在蒐集源自台灣經濟新報社(TEJ)的公司財務資訊1 、設定案件
挑選準則、決定挑選對照組(control group)條件選擇對照組後，進行結合的事後

1 經廣泛探索，本研究發現國內可供進行事後分析的相關產品之供、需資料缺乏，
而相關主管機關基於商業機密的保護，也難以支援，因此僅能取經於公開資料。
由於國內與產業相關且相對豐富的資料為台灣新報社（TEJ）所提供的日度股價與
季度財報資料，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為使用損益表資料的雙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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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財務資料僅源於TEJ中包括的上市上櫃公司，本文所
選擇的案件無可避免的偏向規模相對較大且知名的廠商的結合案。但由於本文

僅對事後分析的可行性以及估計結果的可靠程度進行探討，因此選擇的案件

傾向大規模廠商並無礙於達成本文的目標。此外，基於雙差法的需要，本文

所分析的案件必須結合決定不禁止、出現於TEJ的時間夠長（方便控制時間趨
勢，詳述於後結），且結合決定的時間距今夠久（3-5年），而足以觀察關鍵
變數在結合後的變化，因此，案件選擇的範圍必須再縮小。最終我們在公平

會所提供的17個重大結合案件中，篩選出3個進行事後分析，其分別為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大新店結合案（有線電視）、台亞衛星通訊與弘開數位
科技結合案（衛星通訊），與統一食品與德記洋行結合案（食品）。

進行估計時，由於財務報表中缺乏價格資料，我們分別採用稅前息前利潤

與營業成本作為應變數，由於缺乏結合前後時期的相關市場需求與供給面資

料，因此我們用產業各年的平均利潤（同時考慮需求與成本）與營業成本估計

相關係數，並以此系數排序，選擇系數最高者作為控制組。從估計結果，我們

發現採用稅前息前利潤作為應變數時，結合決定之後，相對於控制組，估計結

果若非負值且統計顯著，即為正值但統計不顯著，若配合絕對的利潤變化趨

勢，可以發現結合廠商在結合後的利潤仍然上揚，但上揚幅度不若控制組的同

期表現。若採用營業成本作為應變數，我們發現，無論是相對於控制組或絕對

的變化，營業成本多有下降的趨勢。雖然從估計結果中我們發現了成本協同效

應的可能性，但無論是以利潤或成本作為應變數，都因為缺乏銷售數量的訊

息，而無法判斷單位利潤或單位成本的變化，故無法斷定利潤相對下降是否反

應單方效果不存在，或成本下降代表存在協同效應。

本文以下內容安排為，第二章的文獻回顧，主要依照產業別說明現有使用

評價法進行事後分析的學術文獻，以及其發現的現象。第三章說明台灣新報社

所蒐羅資料之內容、範圍與我們所欲分析的案件及其篩選條件。第四章實證檢

驗說明雙差法的方法、模型設定與估計結果。第五章為結論，綜合討論本文的

研究結果、不足之處與研究後續所需。

第二章　文獻綜述–評價法

雖然事後分析對於結合決定的品質至關重要，但因為難以取得符合嚴謹研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6

究條件之所需資料，事後研究的數量並不算多。由於本文主旨在於探討使用評

價法的事後分析，本章中我們僅就此領域的文獻進行說明。

事後分析的文獻，主要可以粗分為產業研究與個案研究兩類，而相對來

說，個案研究的數量遠大於產業研究，而這主要由於使用評價法進行事後評估

時，除了基本的價格與數量資料外，也需要豐富的需求與供給相關變數資料，

用以排除結合事件以外的要素對於應變數（主要為價格）的影響（例如，對於

油品產業進行事件分析時，需要廣泛蒐集結合相關期間的原油價格，相關期間

與區域的油管、油船、油車的運輸量變化，以避免原油價格上升、油管破裂，

颱風導致油船止行或大型公路車禍阻礙運輸對批發與零售價格造成的影響。如

果估計過程中無法控制此類因素，很可能在事後分析發現顯著的價格上漲其實

源於此類產業變數變化而非結合事件所致）。由於產業研究難以適當的滿足各

個案件所面臨不同情境所需的資料，故個案研究較為常見。

根據Ashenfelter(2009)，過去十年美國的反壟斷機構每年僅對71個結合
申請案進行深入調查（發出second request），其範圍包括80個產業（3碼的
NAICS）。但事後分析的研究由於產業甚至廠商特性殊異，以及資料難得，僅
有評估極小部分案件的經濟後果。此外，多數已發表的結合事後研究，並非代

表性的案件，而是具有疑慮的邊緣案件 （例如Ashenfelter & Hosken(2011)所選
擇為可能具有反競爭性質的5個案件）。由此可知，產業數量相對研究數量過
於龐大，且在研究過程刻意選擇案件使研究樣本的篩選失去隨機性，導致目前

結合的事後分析尚難以得到一般化的結論。

目前共4個產業具有較密集的結合事後研究，包括航空、石油、銀行與醫
療。而這主要是因為這些產業的資料相對其他豐富，但即使如此，如上所示，

並未有任何研究，或者基於這些研究並未有任何關於那些產業在結合較易有反

競爭效果的結論。

以下，我們按照零售、醫療、石油、消費者商品、家電、航空、銀行業的

順序說明採用評價法的學術文獻的研究結果。另需說明的是，由於採用結構模

型方法的事後分析也都納入評價法作為分析的一部，故本節也將其結果（共兩

篇）納入說明。

2.1　零售業

美國零售業的結合事後研究有包括Hosken et  al(2012)與Huang and 
Stelegert(2010)，前者為產業分析，後者為個案分析。Hosken et al(2012)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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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來自美國商務部的ACRRA價格指數，對美國14個區域的百貨零售業進行
分析，檢驗因水平結合而致的市場集中度變化對於商品價格的影響。其結果發

現結合後的價格與市場集中度間呈現正向關係。

Huang and Stelegert(2010)則自行蒐集週度(weekly)價格與市場特徵的資
料，分析發生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Copps與Kohl超市結合案對價格與其他超市
特徵（例如商品陳列方式）的影響。其估計結果發現，商品價格在結合後一年

內並未發生顯著變化，但在結合一年後則有顯著的上升。

2.2　醫療業

醫療業的結合事後分析包括屬產業分析的Dafny(2009)與Thompson(2009)、
以及個案分析的Has-Wilson and Garmon(2008)、Tenn(2008)和Vita and 
Sacher(2001)。

Dafny(2009)使用美國醫療協會(AHA)年度普查資料檢驗1989-1996年間獨
立醫院（不隸屬於任何醫療系統的醫院）間的結合對價格的影響。其研究發現

結合的醫院在相關資料期間，就診價格有明顯的上升趨勢，此趨勢在1997年後
趨於穩定；在結合醫院的周遭，醫院價格的上升程度隨著與結合醫院的距離增

加而減低。此外，其估計結果與文獻中結構性估計方法相近，與其他使用簡約

式(reduce form)的估計結果相遠，可能說明了結構性估計方法的可靠性。
Thompson(2009)使用來自4個不同保險公司的病患求償資料，檢驗發生在

1998年美國的New Hanover地方醫療中心對Columbia Cape Fear紀念醫院的併購
案對於病患「住院醫療」的價格影響。其研究的估計結果出現了混合的情況：

兩家保險公司的價格在結合後顯著提高，一家持平，一家下降。

Has-Wilson and Garmon(2008)使用來自於醫院與MCOs(Manage Care 
Organizations)的資料，作者檢驗發生於2000年在美國北芝加哥市郊的二醫院結
合案（ENH/HPH與STMC/VMH）的價格變化。由於考量醫療市場因為產品的
多樣化；各醫院所提供的醫療商品不同，以及病人組成的差異，造成不同醫

院承受需求或成本衝擊(shocks)時有不同的反應，因此作者採用3種策略檢驗估
計結果的敏感性(1)變換控制組(2)調整病患的病因組成(3)控制保險支付組成。
估計結果發現，STMC/VMH的相關價格，在結合之後並未有顯著變化，ENH/
HPH結合後的價格則有顯著的上升。

Tenn(2008)使用詳細的結合與非結合醫療機構的求償資料，檢驗Sutter-
Summit兩非營利醫院的結合是否顯著的提高了醫療價格。作者發現了幾項有趣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8

的結果：(1)Summit的就診價格原先低於Sutter，但結合後Summit價格與Sutter
幾無差別，而Sutter本身在結合後價格無顯著變化。(2)非營利醫院的結合也會
有反競爭效果，而之前的文獻中對於非營利醫院在結合後的價格效果則是眾說

紛紜。(3)使用Elzinga-Hogarty(1973 and 1978)方法界定市場，並不適當，因為
此研究發現即使已經使用了Elzinga-Hogarty的方法界定市場，但此研究所探討
市場中的競爭強度變化，仍會影響到其周邊的市場，而這可能是源自於本文考

慮了交通成本，而文獻中的相關研究則未考量此變數。

Vita and Sacher(2001)使用美國加州州內醫療計畫與發展辦公室(OSHPD)所
提供的醫院財務資料，設算就診時採用私人保險的每一病人的平均淨收入檢驗

發生在1990年Dominican Santa Cruz Hospital對同一城市(Santa Cruz)兩個非營利
醫院併購案的價格效果。估計結果發現，結合後醫療價格有顯著成長，且作者

排除了價格成長乃基於結合後的醫院醫療品質提升

2.3　石油業

與石油業相關的結合估計，皆為個案分析，分別為Taylor and Hosken 
(2007)、Simpson and Taylor(2008)、Hastings(2004)、Hastings and Gilbert(2005)
以及Silvia and Taylor(2010)。

Taylor and Hosken(2007)使用源於Oil Price Information Service(OPIS)的批發
與零售價格資料，檢驗發生在1998年的Marathon/Ashland Petroleum(MAP)的結
合對新配方汽油(reformulated gasoline)的批發與零售價的影響。結果發現批發
價在結合後立刻有顯著上升(5-10%)，而此成本上升並未發現轉嫁至零售價的
現象（亦即零售端的邊際利潤降低20-30%），而即使在結合後發現了批發與零
售價提高的現象，此變化主要是基於地區性需求或供給的衝擊，而非結合本身

所造成。基於此結果，作者認為進行此類個案分析時，若未確實考慮供給或需

求面的衝擊，結合結果的評估可能會有偏誤，而導致錯誤的結論。

Simpson and Taylor(2008)也使用OPIS的價格資料研究發生在1999年的
Marathon Ashland Petroleum(MAP)併購Ultramar Diamond Shamrock(UDS)對於汽
油零售價格的影響。估計過程顯示作者已詳細的搜尋結合期間與實驗和控制組

相關地區的需求和供給變化的相關事件與資料，而估計結果發現汽油的零售價

在結合後並未有顯著的變化。此結論於文獻中的同期研究(GAO(2004))結論不
同，但相較下，此前的其他研究並未考慮供給面的衝擊對於價格的影響。

Hastings(2004)採用美國洛杉磯與聖地牙哥都會區的加油站年度普查中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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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站資訊與加油站汽油價格，檢驗發生在1997年美國加州的ARCO與Thrify併
購案的價格效果。由於Thrifty為獨立的汽油零售商，因此本文的主要檢驗內容
為整合型(integrated)汽油銷售商與獨立零售商的市占率消長對於汽油零售價格
的影響。此研究的實驗組為與Thrify競爭的加油站（高速公路直線距離一英里
以內），而控制組為原先不與Thrify競爭之加油站（高速公路直線距離一英里
以外），結果發現，實驗組的價格在結合後有顯著的上升，而此說明市場中獨

立品牌市佔率的下降會促使零售價格上升。

Hastings and Gilbert(2005)使用源自Whitney Leigh Corporation的汽油零售商
普查資料與源於OPIS的批發價格資料，檢驗發生在1997年的Tosco Corporation’s
收購Unocal在美國西岸的煉油設施對於批發予獨立零售商汽油價格的影響；特
別是(1)整合零售商與獨立零售商間的距離(2)整合零售商的市佔率(3)批發商的
市場力量對於批發價格的影響。估計結果發現當批發市場的市場力量大時，汽

油市場的整合型零售商的市佔率的提高對於汽油批發價格有正向的影響。

Silvia and Taylor(2010)採用OPIS的價格資料研究發生在2004年的Sunoco’s併
購El Paso的New Jersey煉油廠，與發生在2005年的Valero併購Premcor’s Delaware
的煉油廠對於汽油與柴油的零售與批發價格的影響。作者發現併購案對於均衡

價格無甚影響；雖然某些地區的無品牌(unbranded)批發價格在結合後有上漲的
現象，但經替換控制組檢驗結果的敏感性時發現此上漲現象不復存在。

2.4　消費者商品(consumer product)

Wenberg and Hosken(2013)使用來自Information Resources Incorporated (IRI)
的掃描器資料(scanner data)研究發生在1998年的Pennzoil與Quaker State汽車用
機油以及發生在1997年的Mrs. Butterworth結合Log Cabin breakfast楓糖漿後的
價格效果。由於本文使用的是結構模型法，作者先估計結合前後的均衡價格變

化，而後用雙差法檢驗結合後的價格變化，並與結合前價格比較價格差異，作

者並從四個方向檢驗為何在這兩個市場出現不同的結合後果：(1)檢視估計結果
的品質(2)檢驗需求在結合前與後是否有變化(3)計算邊際成本的改變以及(4)改
變市場競爭設定檢驗結果的穩健性。解釋兩種方法估計結果的差異來源。

估計的結果發現，機油市場的模擬低估了結合後價格上漲的幅度，楓糖市

場則高估結合後價格上漲幅度。

Ashenfelter & Hosken(2011)使用IRI掃描器資料所提供的產品收入與數量，
挑選五個最可能具反競爭特質的消費性商品結合案的價格效果，以研究結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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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效果之上限(upper bound)，作者特別強調價格上限，主要因為本文並不討
論消費性商品的結合後可能變動的其他面向，例如研發與產品定位。5個案件
分別為3件同意與2件同意但附負擔的合併案。3件同意的合併案包括Proctor and 
Gamble併購Tambrands的女性生理用品、Aurora Foods併購Kraft’s Log Cabin早餐
楓糖漿、Pennzoil併購Quaker State機油；兩件附負擔的合併案為 General Mills併
購Ralcorp的早餐穀片，以及Guinness與Grand Metropolitan的蒸餾酒合併案。

估計結果發現，5個案件中有4個在結合後有規模不等的價格提升，而僅有
早餐楓糖漿的案件在結合後未出現價格的明顯的變化。由於控制組為相對不知

名品牌的產品，在市場結構為Bertrand的前提下，價格的估計結果有低估的可
能性。

2.5　家電業

Ashenfelter et al(2011)使用NPD所提供的家電價格與數量資料研究發生在
2005年的Whirlpool結合Maytag對於市場均衡的影響，而研究的面向則包括價
格、市佔率與產品種類的變化。此二公司為美國的洗衣機、烘衣機、洗碗機與

冰箱的主要生產商，而此案件的特殊之處，在於與此案件同時，鮮少案件不被

允許，而此案件幾乎被禁止。故作者認為研究此邊際結合案件(marginal merger)
的價格效果，可以作為判斷反壟斷法執行是否過於嚴格或寬鬆的參考依據。

估計的結果發現洗碗機與烘衣機的價格與上述以外家電（作為對照組）相

較有顯著上升，電冰箱的價格有微幅提升，洗衣機則無顯著變化。結合後廠商

的產品市佔率無論價格有無提升皆有下降的現象（似乎符合『結合的矛盾』的

結果）。結合後的產品式樣（由Stock Keeping Units (SKUs)衡量）無論絕對數
或相對（於其他生產商）值皆有下降的趨勢。

2.6　航空業

與航空業相關的結合事後研究包括Kim & Singal(1993)、Peters(2006)的產
業分析與Borenstein(1990)的個案分析。

Kim and Singal(1993)使用來自美國運輸部的Ticket Dollar Value Origin and 
Destination資料庫的經濟艙價格、每條航線的乘客數、航線距離市佔率、市場
集中度等資料，檢驗美國1985-1988年間的航空業，14個未附負擔的結合的價
格效果，特別是市佔率或競爭者定價行為與結合廠商價格間的關係。

估計結果顯示，結合後結合廠商的價格平均相對未結合市場提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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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同一市場內競爭廠商的價格則相對提高約12.17％。
Peters(2006)使用結構性模型與來自美國運輸部的Origin and Destination普

查資料庫（該資料庫收錄10中取1的販售機票價格）與服務部門資料庫(Service 
Segment Databank)提供的飛航頻率資料，研究1980年代美國航空業的5件結合
案件的事前結合模擬，得到結合後的價格效果，而後再用實際結合後價格比

較預測與實際價格間的差異。作者在結合模擬過程中，分別使用Nested logit、
GEV（允許航線間有不同的分類方法）估計需求與Bertrand的市場競爭結構。
估計結果發現標準的結構性估計方法，因為缺乏考量供給面在結合前後的

變化，因此無法準確的預測結合後的價格變化。故，若能夠靈活的設定廠商的

行為假設，應可改進模型的預測能力。

Borenstein(1990)使用來自美國運輸部的Ticket Dollar Value Origin and 
Destination資料庫的價格資料，研究發生在1986年的Northwest 與Republic 
Airlines結合案及TWA與Ozark結合案對於相關航線的市場力量的影響。經由直
接比較結合前後的價格變化，作者發現至少其中有一案件在結合後有市場力量

增強的現象。

2.7　銀行業

銀行業的結合事後研究包括Focarelli and Fanetta(2003)、Sapienza(2002)與
Prager and Hanna(1998)，其皆屬產業分析。

Focarelli and Fanetta(2003)使用來自Central Credit Register的利率、Banca 
d’Italia的Banking Supervision Register的資產負債表與所得報表，以及義大利
銀行普查的銀行結合資料，研究1990-1998年義大利銀行業各種不同存款帳戶
（小型、大型、與企業）在結合後的短、長期價格（存款利率）效果。比較長

期與短期的價格效果，原因在於結合效率的產生需要時間，用較長的時間觀察

價格的變化有其必要，但此點在其他文獻中未被凸顯。而為檢驗短期的價格變

化是否的確由市場力量的提升所致，作者將樣本分為易受市場力量影響與不易

受市場力量影響，而後發現市場力量為價格變化主要來源的證據。

作者將短期定義為兩年內、長期定義為結合三年後。估計結果發現結合後

在短期內有存款利率下降的現象（大約16.6個basis points），但此下降並未持
續，由長期觀之，利率會上升（至較結合前市場利率高13個basis points），這
說明了結合後的效率勝過了結合後銀行市場力量提升的影響。作者也比較市

場內(in-market)結合（影響當地的市佔率，並影響經營效率）與市場外(ou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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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結合（不影響當地的市佔率，但影響經營效率）對於利率的影響，發現
短期內存款利率並未下降，而長期間存款利率上升了11個basis point。

Sapienza(2002)研究義大利銀行業不同型態的結合所致市佔率變化對於個
別（相對於總和）商業貸款利率的影響，也檢驗Berger et al.(1995)關於結合與
小型借方的貸款可能性間的關聯。此研究所用資料包括(1)Company Accounts 
Dataset(CAD)提供之資產負債表與所得報表。(2)Credit Register(CR)提供的包括
90家銀行（約佔總貸款件數的80%）的每筆額度超過$53,000貸款合約資訊。(3)
由the prudential supervision statistical returns取得知分區、分銀行、分產業的貸
款總量。(4)Bank of Italy所提供之銀行結合資訊。
研究結果發現：(1)如果結合廠商市佔率都小，（地理）市場內(in-market)

結合後貸款利率會下降（有利於借方），但隨著結合銀行的市佔率提高，此結

合後效率會縮小；貸款利率上升。市佔率小的市場外結合(out-of-market)，雖然
仍會使貸款利率降低但規模不如同型態的市場內結合。(2)如果同一借方有很多
的貸方，結合不必然會影響借方的利益。(3)相較於未結合銀行的貸款，小型借
方較難自結合銀行貸款。大吃小的銀行結合，有減少貸款給小型借方的傾向。

此結果量化了Berger et al.(1995)所觀察到的現象。
Prager and Hanna(1998)採用來自於Federal Reserve's Monthly Survey of 

Selected Deposits的存款利率，研究發生在1992-1994年的美國銀行結合案件，
檢驗因結合造成的市場力量變化對存款利率（包括NOW、小額存款與三個月
定存）的影響。

其研究結果發現，1991到1994年間，在銀行結合後集中率明顯增大的市
場，存款利率相對於其他未發生結合的市場有顯著的下降；NOW約下降了
18％，小額存款約下降了9%，三個月的定存則無顯著的相對變化。當結合後
的市場集中度並未大幅增加時，該市場的存款利率則無顯著的相對變化。

第三章　資料與案件篩選

3.1　資料

本研究採用之公司財務報表及股價資料皆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TEJ)的
「TEJ Finance Data Base」與「TEJ Public Data Base」資料庫，二資料庫之功能
列於下表1。「TEJ Finance DB」主要提供上市、櫃公司之財務報表，資料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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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期間跨度為1986~2015年。「TEJ Public Data Base」提供公開發行之未上市
櫃公司的財務報表，資料亦為季度，期間為1996~2014年。

TEJ蒐集的財務報表包括了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盈餘分配表與現金流量
表。本研究之雙差法分析，所使用的是損益表中的稅前息前利潤與營業成本等

相關變數。TEJ中事業的經營範圍可粗分為19個產業，或細分成27個產業（詳
見表2）。

表1　TEJ資料庫資料介紹

資料庫名稱 資料範圍 起訖期間 頻率

TEJ Finance DB 上市櫃公司財務報表。 1986年~2015年 季資料

TEJ PUB DB 公開發行未上市櫃公司之財務報表。 1996年~2014年 季資料

表2　TEJ產業分類

上市公司分類 TEJ分類 TEJ分類代碼 上櫃公司分類

水泥工業 水泥工業 1 ―

食品工業 食品工業 2 食品工業

塑膠工業 塑膠工業 3 塑膠工業

紡織纖維 紡織纖維 4 紡織纖維

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 5 電機機械

電器電纜 電器電纜 6 電器電纜

化學生技醫療 化學工業 21 化學工業

生技醫療 22 生技醫療

玻璃陶瓷 玻璃陶瓷 8 玻璃陶瓷

造紙工業 造紙工業 9 ―

鋼鐵工業 鋼鐵工業 10 鋼鐵工業

橡膠工業 橡膠工業 11 橡膠工業

汽車工業 汽車工業 12 ―

電子工業 半導體業 24 電子工業

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25
光電業 26
通信網路業 27 通信網路

電子零件組業 28 電子工業

電子通路業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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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分類 TEJ分類 TEJ分類代碼 上櫃公司分類

資訊服務業 30 軟體業

其他電子業 31 電子工業

建材營造 建材營造 14 建材營造

航運業 航運業 15 航運業

觀光事業 觀光事業 16 觀光事業

貿易百貨 貿易百貨 18 貿易百貨

其他產業 其他產業 20 其他產業

― 油電燃企業 23 ―

3.2　案件選擇

本研究採用之案件，主要取自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本會行政決定」網

頁
2
。從較晚近的17件重大結合案件中，依照案件內容，分別列出有關的「公

司名稱」與「決定日期」，並從中挑選符合三項條件之案件：(1)該案件是否
屬於水平結合、(2)是否存在可資分析的資料，以及(3)資料是否適用雙差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說明如下：
(1) 該案件是否屬於水平結合且不禁止結合
由於並非所有上述結合案件皆屬水平結合，本研究依據公平會對於該案件

的說明、公司性質與主要產品判斷該案例為「水平結合與否」，並依案件的說

明，決定該案件「是否不禁止結合」。

(2) 是否存在可資分析的資料
由於產業資料難以蒐集，或者所需高額費用研究者無法負擔，因此，本研

究的主要資料來自於台灣新報（TEJ）。從其資料庫中，我們搜尋相關公司的
資料，找出「公司簡稱」與「ID」，特別是辨別TEJ中是否存在該案件中相關
公司的「損益表」。

(3) 資料是否適用
本研究主要使用公司「損益表」中的利潤或成本資料進行雙差法分析，因

此可資分析的案件，必須有相當的營業規模，方能為TEJ所收納。
基於以上說明，我們將案件選擇的相關變數與說明整理並呈現於表3，並

設定準則挑選案件。

由於本研究主要使用雙差法進行事後分析，而其主要用於檢驗，相對於控

2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ecision/decisionList.aspx



結合決定事後影響評估之研究 35

制組與結合前，結合廠商在結合後的相關變數（利潤或成本）變化。由於我

們無法事先確定廠商在結合後可能開始產生單邊效果（unilateral effects）或協
同（synergy）效應的時點，因此，本研究以「結合決定至今滿3年以上」做為
案件選擇的一項準則，以檢驗結合決定後3-5年內（包括結合當年）變數的變
化。以3-5年做為分界，主要因為觀察期間離結合決定愈遠，變數的變化愈難
以歸因至結合事件本身，亦即，同時間能影響變數表現的因素因時間的推移而

增多，因此，若不清楚產業情況，可能將變數的變化錯誤的歸因於結合決定本

身。

基於以上說明，適用雙差法分析的案件必須同時符合「屬於水平結合」、

「不禁止結合」、「存在損益表」以及「案件決定於2010年之前」等條件，因
此適用分析的案件包括：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大新店之結合案（案件
編號1）、台亞衛星通訊與弘開數位科技結合案（案件編號5），與統一食品與
德記洋行結合案（案件編號13）。

表3　結合案件

序
號

案名 公司名稱 公司簡稱 ID 決定日期 損益表
不禁止
結合？

屬水平
結合？

決定至今
滿3年？

1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大新店民主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結合申報案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無 2008/6/11 NO

YES YES YES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

大新店 8945 2008/6/11 YES

2

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擬取得台灣數
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100%股份並
取得其全數董監事席
次，得以控制其業務
經營及人事任免，申
報事業結合案

大豐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大豐電 6184 2014/9/17 YES

YES YES NO

台灣數位寬頻有線
電視股份

無 2014/9/17 NO

3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等3家事業合資設立
點鑽整合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

中華電 2412 2011/3/31 YES

YES NO YES悠遊卡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58CTQ
悠遊卡

2011/3/31 NO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
公司

統一超 2912 2011/3/31 YES

4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等6家事業合資設立
新事業經營信託服務
管理（Trusted Service 
Management，TSM）
平臺結合申報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

中華電 2412 2013/1/23 YES

YES NO NO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大 3045 2013/1/23 YES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

亞太電 3682 2013/1/23 YES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

3157 2013/1/23 NO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58CTQ 悠
遊卡

2013/1/23 NO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

遠傳 4904 2013/1/23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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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案名 公司名稱 公司簡稱 ID 決定日期 損益表
不禁止
結合？

屬水平
結合？

決定至今
滿3年？

5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
限公司與弘開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
申報案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
有限公司

台亞衛星
通訊

8998 2006/2/23 YES
YES YES YES

弘開數位科技股份 無 2006/2/23 NO

6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
公司等4家事業結合申
報案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
限公司

大車隊 2640 2015/1/29 YES

YES YES NO

龍典計程車客運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15/1/29 NO

龍星車隊股份有限
公司

無 2015/1/29 NO

皇星計程車客運服
務業有限公司

無 2015/1/29 NO

7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
公司與泛亞計程車客
運服務有限公司結合
申報案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
限公司

大車隊 2640 2015/1/29 YES
YES YES NO

泛亞計程車客運服
務有限公司

無 2015/1/29 NO

8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
公司結合申報案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大 3045 2009/12/3 YES
YES NO YES

盛庭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09/12/3 NO

表3　結合案件（續一）

序
號

案名 公司名稱 公司簡稱 ID 決定日期 損益表 股價
不禁止結
合與否

是否屬水
平結合

決定至今
滿五年否

9
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
結合申報案

好樂迪股份有限
公司

好樂迪 9943 2007/3/9 YES YES
NO YES YES

錢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錢櫃 8359 2007/3/9 YES NO

10
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與
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結合申報案

好樂迪股份有限
公司

好樂迪 9943 2008/4/24 YES YES
NO NO YES

錢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錢櫃 8359 2008/4/24 YES NO

11
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與
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等2家事業結合申報案

好樂迪股份有限
公司

好樂迪 9943 2009/4/20 YES YES
NO YES YES

錢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錢櫃 8359 2009/4/20 YES NO

12
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等9家事業參與
投資及共同經營點

悠遊卡投資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58CTQ 
悠遊卡

2014/4/3 NO NO

YES NO NO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

中華電 2412 2014/4/3 YES YES

全家便利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全家 5903 2014/4/3 YES YES

臺灣伊藤忠股份
有限公司

S3373 
台灣伊
藤忠

2014/4/3 NO NO

伊藤忠商事株式
會社

N0329 
伊藤忠
商社

2014/4/3 NO NO

神腦國際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神腦 2450 2014/4/3 YES YES

神通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

神通 8122 2014/4/3 YES YES

富邦金控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金 2881 2014/4/3 YES YES

點鑽整合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

無 2014/4/3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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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案名 公司名稱 公司簡稱 ID 決定日期 損益表 股價
不禁止結
合與否

是否屬水
平結合

決定至今
滿五年否

13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
司結合申報決定案

統一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統一 1216 2007/10/19 YES YES
YES YES YES

德記洋行股份有
限公司

德記 5902 2007/10/19 YES YES

1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結合申報決定案

統一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統一 f 2008/9/10 YES YES
YES NO YES

維力食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維力食品 1244 2008/9/10 YES NO

15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等2事業結合申
報決定案

統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統一 1216 2010/9/8 YES YES
NO NO YES

維力食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維力食品 1244 2010/9/8 YES NO

16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與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
司等8家事業結合申報
決定案

遠傳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

遠傳 4904 2010/8/19 YES YES

YES NO YES

愛貝克思股份有
限公司

Z3400 
愛貝克思

2010/8/19 NO NO

豐華唱片股份有
限公司

無 2010/8/19 NO NO

金牌大風音樂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10/8/19 NO NO

華研國際音樂股
份有限公司

華研 8446 2010/8/19 YES NO

福茂唱片音樂股
份有限公司

無 2010/8/19 NO NO

台灣索尼音樂娛
樂股份有限公司

無 2010/8/19 NO NO

環球國際唱片股
份有限公司

無 2010/8/19 NO NO

眾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無 2010/8/19 NO NO

17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與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等2家事業結合申
報決定案

燁聯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

燁聯 9957 2009/5/8 YES YES
NO YES YES

唐榮鐵工廠股份
有限公司

唐榮 2035 2009/5/8 YES YES

說明：公司名稱與ID皆指稱台灣新報中所使用之簡稱與ID。「不禁止結合」的欄位中，“NO＂代表不禁止， “YES＂代表禁止。

第四章　實證檢驗

評價法主要檢驗結合決定對市場均衡下的主要變數（價格、產出、品

質、多樣性、參進程度、創新）的影響。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條件下(ceteris 
paribus)，若結合決定不禁止，且相關產品的價格如果明顯超過競爭主管機關
之原先預期，主管機關應檢驗當時結合案的審理方式及標準。在評價法中，最

常被利用的方式是雙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此方法選取受結合決定影
響之市場（事業或產業）為治療組(treatment group)，而未受到結合決定影響之
市場（事業或產業）為控制組(control group)，並比較治療組與控制組在結合決
定前後之價格（或相關變數）差距是否因結合決定而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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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方法相較，評價法的最大優勢是檢驗結合決定相關市場變數的變

動情形，特別是在雙差法的架構下，利用控制組做為比較，並採用追蹤資料

(panel data)，去除不同市場的固定效果，使檢驗結果更為可信。然而其缺點主
要在於，若研究者無法取得足夠的市場變數資料，在無法有效控制其他外生變

數對特定市場之影響時，研究結果可能出現偏誤(Ashenfelter et al (2009))。

4.1　模型設定

本研究採用下列模型，分析利潤或成本在不禁止結合決定後的變化：

yit = αj + λt + βt Bit + εit  ………………………………………………………(1)

其中yit為應變量；為廠商i在時間t的利潤或成本。αi為代表廠商i的固定效
果。λt代表時間t的固定效果。TEJ所提供的損益表頻率為年，資料期間為1986-
2014（見表4）。由於1996年前並不存在公開發行未上市櫃公司之財務報表，
因此為避免組合偏誤(composition bias)，我們僅採用1996年後的資料進行分
析。Bit為廠商i與期間t的交互項(interaction term)；如果i為結合廠商，且t值在
結合決定之後，其值為1，若i非結合廠商，或t不在結合之後，其值為0。基於
前節說明，因為在估計式中同時置入αi、λt與Bit，因此βt即所謂的雙差法估計量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estimator)，其所述者即結合廠商相對於非結合廠商在結
合後的利潤（或成本）的變化。亦同前述，由於我們並無法判斷廠商在結合後

的各項效果（例如單邊效果、協調效果或協同效應等）可能開始作用的時點，

因此我們將Bit設定為較有彈性的形式；將Bit按5年拆分為Bit、B(it+1) 、B(it+2)、

B(it+3)、B(it+4)共5個虛擬變量，其中t+k代表結合當年後第k年。由此設定我們可
以檢驗βt、β(t+1)、β(t+2)、β(t+3)、β(t+4)；亦即結合廠商相對於其他廠商在結合後5
年（包括結合當年），每年的利潤或成本的變化。由此，我們將上式修改為

yit = αj + λt + βt ∙ Bit + εit  ………………………………………………………(2)

其中βt與Bit分別代表參數β與虛擬變數B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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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EJ的資料頻率

年度 觀察值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年度 觀察值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986 311 0.77 0.77 2001 1,740 4.32 40.44
1987 424 1.05 1.82 2002 1,776 4.41 44.85
1988 507 1.26 3.08 2003 1,801 4.47 49.32
1989 534 1.33 4.41 2004 1,792 4.45 53.76
1990 596 1.48 5.89 2005 1,786 4.43 58.19
1991 648 1.61 7.49 2006 1,805 4.48 62.67
1992 751 1.86 9.36 2007 1,861 4.62 67.29
1993 875 2.17 11.53 2008 1,871 4.64 71.93
1994 999 2.48 14.01 2009 1,874 4.65 76.58
1995 1,158 2.87 16.88 2010 1,918 4.76 81.34
1996 1,326 3.29 20.17 2011 1,920 4.76 86.11
1997 1,452 3.6 23.77 2012 1,890 4.69 90.8
1998 1,600 3.97 27.74 2013 1,864 4.63 95.42
1999 1,669 4.14 31.89 2014 1,845 4.58 100
2000 1,708 4.24 36.12

4.2　選取控制組

在雙差法的設定中，我們將結合廠商視為實驗設計中的治療組(treatment 
group)，而為符合實驗設計的精神，我們應挑選結合決定前，供給與需求與結
合廠商相似的產業做為控制組(control group)，以比較結合廠商在結合決定後相
對於非結合廠商的利潤或成本變化。

由於在TEJ資料，以及其他市場資料中，我們無法找到適當的需求與供給
變量，因此本研究以下列3個步驟挑選控制組：

(1) 計算各產業在1996-2007年間3
，各年的利潤與成本平均值。

(2) 計算各產業平均利潤或成本間的相關係數(correlation)。
(3) 挑選與結合廠商所在的產業關聯性最高的1個或2個產業中的所有廠商
做為控制組。

由於利潤本身同時包括了需求與成本的變數，因此在缺乏更適當資料的情

況下，本研究採用產業間的利潤與成本的相關係數作為篩選控制組的變數。除

此之外，控制組中的產業與結合廠商所屬產業間並不存在其他邏輯或現實間的

關聯。同時，由於受限於資料，本研究也無法更進一步的探究為何兩產業間的

3 本研究使用損益表分析的3個案例中，最早的案例決定期間為2008年，因此，我們
採用2007年前的資料計算平均利潤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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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高於其他。

由於本研究使用關聯性挑選控制組，雖然相對於隨意或主觀的挑選方法為

佳，但仍無法保證治療組(treatment group)與控制組在結合決定前確有相同的變
化趨勢，因此我們考慮在估計式(1)的基礎上加入產業特殊的時間趨勢(industry 
specific time trend)以控制產業間的差異，而使雙差法估計量所估計結果能更為
準確。加入時間趨勢的估計式如下:

yit =αi + λt +βt Bit+τ1jt+τ2jt2+ εit   …………………………………………… (3)

其中，我們放入二項式的時間估計趨勢，t 代表時間；k代表控制組的所屬
產業。

4.3　估計結果

如前節所述，經過「存在損益表、屬水平結合、不禁止結合、與2014年間
相距超過五年」等條件的篩選，共有三個案例可資進行雙差法分析，分別為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
案」、「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

案」與「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由於水平結合的事後分析的重點包括了單邊效果與成本的協同效應，在估

計中，我們分別採用利潤與成本作為應變數，進行檢驗。亦同前節所述，由於

本研究在現階段無法取得各產業的需求與供給資料，因此我們採用治療組所

屬產業與其他產業在20064
年之前的變數平均值的相關係數(correlation)作為依

據，挑選二控制組
5
進行估計。下列表5與表6所呈現者，即為本研究所分析案

例之案名、治療組（事業）、控制組（產業），以及各控制組中的事業數量。

而產業平均變數間的趨勢變化圖則見於圖1與2。各圖中的虛線標示位置為該案
結合決定的時點。

圖1(2)中有3個部分，分別顯示3個案件中與結合事業所屬產業與控制組的
4 由於理想的控制組須在治療發生前與治療組有相同的變化趨勢，而本文討論的案
例皆發生在2006年之前，因為我們使用2006年之前的資料計算關聯性與選取控制
組。

5 由於並沒有特定的準則指出最適控制組的數量，因此我們選擇兩個產業作為每個
案例分析的控制組，同時在估計中，我們也考慮減縮控制組為一組，以觀察結果
的敏感性(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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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利潤（成本）的時間趨勢。此外，我們也在各圖中放入各結合廠商的利潤

（成本）時間趨勢，以比較結合事業與所屬產業和控制組間的趨勢差異。由圖

1與2，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雖然各產業間的利潤與成本趨勢相近，但成長率有
差異，而實驗組的利潤與成本，與控制組的平均利潤與成本的差異更大，因此

執行雙差法估計時，必須處理產業間不同的成長趨勢對於估計量的影響。為解

決此潛在問題，我們在每個設定中皆採用前節之估計式(1)與(2)的估計結果，
而將式(2)的結果視為較正確的結果。以下我們就各案例，依利潤與成本的順序
對結果進行分析：

表5　應變數為利潤之治療與控制組

序號 案名 治療組 控制組 廠商數量

1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結合申報案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電子零組件 258

主機板 137

5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與

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

合申報案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

公司

貿易百貨 19

水泥 8

13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德記

洋行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德記洋行股份有限

公司

電腦系統 19

水泥 8

表6　應變數為成本之治療與控制組

序號 案名 治療組 控制組 廠商數量

1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結合申報案

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發光二極體 57

造紙 9

5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與

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

合申報案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

公司

生技醫療 156

有線電視 5

13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德記

洋行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德記洋行股份有限

公司

水泥 8

電腦系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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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平均利潤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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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平均成本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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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結合
申報案

應變數：息前稅前利潤

本案決定於2008年6月，由於TEJ資料中並無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因此本案的治療組為有線電視產業中的「大新店」（簡稱）。此外，本案資料

期間相較於其他為短；僅有1999-2010年間的資料，因此只能檢驗結合後三年
（包括結合當年）的利潤與成本變化。依據關聯性的排序，控制組設定為「電

子零組件」與「主機板」二產業。雙差法的估計結果如下表7。表7有三個設
定：(1)大新店對電子零組件與主機板(2)大新店對電子零組件(3)大新店對有線
電視，其中，從設定(1)縮減控制組至設定(2)是將與關聯性最高的兩個產業比
較縮減為與關聯性最高的一個產業比較，而藉此觀察估計結果是否隨控制組的

變化而異。

表7中呈現了5年的估計結果，雖然本案決定於2008年，但估計中納入了
2006-2007年。納入決定前兩年的主要目的是觀察時間的「分隔點」差異對於
估計結果的影響，檢驗能否在結合決定前的時點也觀察到預期在結合決定後方

能觀察到的效果。這是雙差法的研究中常見的勘誤法。

從設定(1)與(2)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到，控制產業特殊趨勢與否確實會影響
估計結果：參數規模、顯著性、正負號皆然。由於我們將控制產業特殊趨勢視

為估計模型的修正，因此以下的討論以各設定中已控制產業特殊趨勢者為主。

表9的結果顯示，結合決定之前，兩設定在2006與2007年的估計結果變化
模式相同：估計值為負，且皆不顯著（95%的顯著水準）。結合決定(2008)之
後，估計值仍為負，但統計顯著。此外，2008-2010年間負值持續擴大且統計
顯著（設定(1)：2010年達3億2千萬元，設定(2)：2010年達2億2千萬元）。以
上的結果說明，相對於控制組，大新店的利潤有下降的現象。配合圖1，我們
可以看到，結合後大新店的絕對利潤呈現上升，因此雙差法的結果顯示是其利

潤上升，但上升的速度不如控制組。

大新店的利潤上升速度不如控制組產業，並不代表本案在結合後不存在單

邊效果或協同效應：如果用利潤的定義，π=p*q-c，可以看出利潤的上漲（下
跌）可以是因為價格上漲（下降），或數量上升（下降），或成本下降（上

升）的單一因素作用，或者是價格下降（上漲）、數量上升（下降），以及

成本上升（下降）的複合作用。更有甚者，由於價格、數量與成本都各有「上

升」、「下降」或「不變」的三種態樣(state)，對於利潤的任一變化，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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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27(3x3x3)種解釋，因此，當我們從資料中估計到利潤或成本的變化時，
如果沒有其他的變數資料（例如價格與數量）協助，我們無法排除任何一種可

能解釋。

應變數：營業成本

表8為採用成本做為應變數的雙差法估計結果。依據平均成本的關聯性做
為篩選準則，此處採用發光二極體與造紙兩個產業做為控制組，因此表中呈現

三個設定：(1)大新店對發光二極體與造紙、(2)大新店對發光二極體與(3)大新
店對有線電視。

從設定(1)與(2)的估計結果，我們發現，相對於控制組，大新店的成本在
結合後，由正轉負、規模逐漸加大，且統計顯著。由圖2可以看出，結合後大
新店的成本呈現下降的趨勢，而與此同時，控制組的成本呈現上升的趨勢。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結合決定後，相對於控制組，大新店的利潤與成本皆

有下降。值得注意的是，結合後的利潤相對下降，不必代表獨占力下降，而利

潤呈現下降的趨勢，也不代表在結合決定後，結合事業的獨占力未出現值得

關注的變化。特別是，當研究中採用的資料缺乏價格與數量的資訊。但由於此

案，無論是絕對或相對水準，都發現了成本下降的現象，因此，如果我們能確

認事業的訂戶數量並未減少，則或可斷言本案在結合後，可能出現協同效應的

證據：有線電視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被視為具規模經濟的產業。但即使如此，當

訂戶數量增加，應能觀察到平均成本下降，而非總成本下降。本研究在此估計

使用的是營業總成本，因此，在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總訂戶增加，應會觀

察到成本上升。若在結合外未觀察到其他因素，以及發現成本下降，則應可將

此現象解釋為成本的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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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以利潤做為應變數的雙差法估計結果（案件編號1）

設定(1) 設定(2)
大新店對電子零組件與主機板 大新店對電子零組件

控制產業特殊時
間趨勢否

無 有 無 有

2006年 8.1884** -8.2167 7.9541** -5.1553
　 (2.39) (-1.60) (2.29) (-1.64)

2007年 9.6067* -8.2328 12.2384 -1.2444
　 (1.75) (-1.27) (1.65) (-0.20)

2008年 -3.6181 -21.0346*** -1.5186 -13.9930***
　 (-0.96) (-3.52) (-0.62) (-3.36)

2009年 -11.0432 -26.2141*** -10.7919** -20.8774***
　 (-1.62) (-4.23) (-2.32) (-3.69)

2010年 -21.5284*** -32.5902*** -16.4856** -22.8009***
　 (-3.65) (-5.38) (-2.25) (-3.40)
常數 41.9711*** 3104281.4224*** 43.8426*** 2330176.6879**
　 (12.41) (4.07) (9.63) (3.30)

觀察值 3789 3789 2411 2411
R2 0.033 0.036 0.043 0.045

說明： 估計值單位：千萬元。括弧中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經集群(cluster)調整過的t統計量，*代表p值
小於0.10，**代表p值小於0.05，***代表p值小於0.001。

表8　以成本為應變數的雙差法估計結果（案件編號1）

設定(1) 設定(2)
大新店對發光二極體與造紙 大新店對發光二極體

控制產業特殊時
間趨勢否

無 有 無 有

2006年 63.1410** 1.2299 33.8726** -6.0062
　 (2.71) (0.05) (2.11) (-0.32)

2007年 19.4790 -14.6465 6.0959 -16.6073
　 (1.11) (-0.59) (0.34) (-0.94)

2008年 -34.2212 -34.4482 -20.3848 -23.9130
　 (-1.41) (-1.55) (-1.00) (-1.36)

2009年 -69.3022** -37.9796* -40.6133* -22.6493
　 (-2.07) (-1.71) (-1.87) (-1.31)

2010年 -127.9226** -57.5495** -78.7143*** -37.2284**
　 (-2.95) (-2.52) (-3.72) (-2.41)
常數 405.3796*** 155.1679 213.7472*** 22.0666
　 (10.20) (1.06) (8.65) (0.20)

觀察值 549 549 451 451
R2 0.212 0.326 0.250 0.268

說明： 估計值單位：千萬元。括弧中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經集群(cluster)調整過的t統計量，*代表p值
小於0.10，**代表p值小於0.05，***代表p值小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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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應變數：稅前息前利潤

本案決定於2006年2月，由於TEJ中並無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資
料，因此本案的治療組為衛星通訊產業的「台亞」。依據關聯性的排序，控制

組設定為「貿易百貨」與「水泥」二產業（分別為關聯性最高與次高）。此案

採雙差法的估計結果如表11，其中有三個設定：(1)台亞對貿易百貨與水泥、
(2)台亞對貿易百貨以及(3)台亞對衛星通訊。每個設定呈現了有無控制產業特
殊時間趨勢兩種選項，由於控制時間趨勢能使我們估計結果更為準確，因此以

下結果的解讀以經控制時間趨勢者為主。

由表9中設定(1)與設定(2)的結果可知，結合決定後，相對於控制組，台
亞的利潤在結合後的三年期間，估計結果為負值，且不顯著（95%的顯著水
準），而此負值規模在結合後各年的變化亦不明顯。在時間結合決定前，估計

結果亦為負值且不顯著，而其負值規模小於結合後各年的估計。

由圖1可以觀察到，台亞在結合後的利潤有緩步上升的趨勢，因此從利潤
在絕對與相對變化的角度綜合來看，台亞的利潤在結合後，與控制組保持著類

似的上升趨勢。

同前案例，以上的估計結果，因缺乏數量與價格，不該因利潤在結合決定

前後無顯著變化而推測該事業在結合後未產生單邊效果。

應變數：營業成本

以成本作為應變數的估計結果呈現於表12，依據平均成本的關聯性做為篩
選準則，我們使用「生技醫療」與「有線電視」做為控制組，因此表中我們呈

現三個設定：(1)台亞對生技醫療與有線電視、(2)台亞對生技醫療、(3)台亞對
衛星通訊。同樣的，由於自由度不足，而此案例無法完整的估計出事業與年度

的虛擬變數以及其交叉項，因此我們省略設定(3)的估計結果說明。
由表10設定(1)與(2)的估計結果可知，相對於控制組，台亞的成本在結合

決定當年（2006年）與之後1年(2007)的估計值為負，結合後第2-3年估計值為
負，且顯著，其值分別為2008年的9千8百萬到2009年的1億1千7百萬。
此外，在結合決定前，成本與控制組相較，皆顯著較高。其值為2004年的

1億8千3百萬與8千7百萬。由圖2可見台亞的成本在2006-2007年呈現類於控制
組的上升趨勢（與雙差法的估計結果一致），而2008-2009年成本也呈現著下
降的趨勢。

綜上所述，從利潤的雙差法分析，我們無法觀察到相對於控制組，台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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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後有顯著的變化，但其利潤呈緩步上升。從成本的雙差法分析，我們看見

估計值在結合決定的時點由正轉負，且成本在結合後第二年開始，無論相對或

絕對值，皆呈下降的趨勢。由此可知，如果後續能取得數量資料，且台亞的銷

售數量未呈現下滑，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或可斷言此為台亞與

弘開結合後，產生成本協同效應的證據。

表9　以利潤做為應變數的雙差法估計結果（案件編號5）

設定(1) 設定(2)
台亞對貿易百貨與水泥 台亞對貿易百貨

控制產業特殊時
間趨勢否

無 有 無 有

2004年 81.4121* -17.1218 44.7967 -35.8470
　 (1.85) (-0.58) (1.16) (-1.04)

2005年 86.2100* -11.1203 61.9267 -19.9709
　 (1.90) (-0.35) (1.42) (-0.53)

2006年 58.2273 -34.5679 40.9683 -39.5028
　 (1.67) (-1.30) (1.14) (-1.20)

2007年 45.7834 -39.3269 49.7406 -26.0572
　 (1.42) (-1.59) (1.23) (-0.87)

2008年 37.1255 -36.8342 43.6825 -24.7524
　 (1.15) (-1.54) (1.05) (-0.87)

2009年 11.4661 -50.2934** 29.7904 -28.5448
　 (0.41) (-2.53) (0.90) (-1.44)

2010年 -19.0232 -64.0653** 9.1158 -36.3982**
　 (-0.64) (-3.01) (0.28) (-2.36)
常數 50.1348 4843639.6840 31.3620 4471421.9319
　 (1.45) (1.67) (1.09) (1.26)
N 700 700 557 557
R2 0.067 0.079 0.049 0.050

說明： 估計值單位：千萬元。括弧中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經集群(cluster)調整過的t統計量，*代表p值
小於0.10，**代表p值小於0.05，***代表p值小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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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以成本做為應變數的雙差法估計結果（案件編號5）

設定(1) 設定(2)
台亞對生技醫療與有線電視 台亞對生技醫療

控制產業特殊時
間趨勢否

無 有 無 有

2004年 46.0978*** 18.3817*** 46.4273*** 18.6064***
　 (7.65) (5.49) (7.42) (5.35)

2005年 32.9090*** 8.7113** 32.6357*** 8.6161**
　 (5.98) (2.17) (5.71) (2.06)

2006年 18.0044** -2.3428 17.2846** -2.6108
　 (2.90) (-0.41) (2.67) (-0.44)

2007年 11.4487** -4.6600 10.8212** -4.6102
　 (2.54) (-1.09) (2.29) (-1.04)

2008年 1.5736 -9.8926** 0.7452 -9.8755**
　 (0.33) (-2.30) (0.15) (-2.22)

2009年 4.1586 -2.3162 3.1534 -2.3316
　 (0.76) (-0.53) (0.54) (-0.52)

2010年 -10.6092* -11.7463** -11.9027* -11.9231**
　 (-1.72) (-2.69) (-1.81) (-2.64)
常數 -17.2491 -23.4871 -20.7310 -24.9126
　 (-1.16) (-1.12) (-1.27) (-1.14)
N 1795 1795 1724 1724
R2 0.209 0.215 0.211 0.214

說明： 估計值單位：千萬元。括弧中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經集群(cluster)調整過的t統計量，*代表p值
小於0.10，**代表p值小於0.05，***代表p值小於0.001。

4.3.3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應變數：稅前息前利潤

本案決定於2007年10月，TEJ中同時擁有統一食品與德記洋行的資產負債
表，但統一屬於食品業而德記洋行屬於貿易百貨業，且兩事業的規模相差巨

大
6
。但基於不禁止水平結合案件的稀缺性，以及德記洋行主要業務為代理進

口水、酒
7
與製造即食茶類（開喜烏龍茶）及甜品；事業性質與統一的部分業

務相近，因此本研究仍將其歸類為水平結合，檢驗其估計結果。

由於結合後德記洋行並未消滅，故本案的治療組為統一與德記洋行。我們

6 統一企業在2005-2011年間的營業成本平均值為2164.18億元，同時期德記的平均成
本為5.72億元。

7 德記洋行的主要產品可詳見其事業之網頁說明:http://www.tait.com.tw/products.
php?pc_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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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食品產業為主，進行關聯性排序，而控制組因此設定為「電腦系統」與「水

泥」二產業（分別為關聯性最高與次高）。此案例採雙差法的估計結果如下表

13，其中有3個設定：(1)統一與德記對電腦系統與水泥、(2)統一與德記對電腦
系統以及(3)統一與德記對食品業，而結果的說明以控制產業特殊時間趨勢者為
主。

表11設定(1)與(2)的估計結果顯示，相對於控制組，統一與德記在結合後
的利潤呈現下降的情況，規模從下降1億4千萬到3億，但不顯著。此外，在結
合之前(2005-2006)，估計值即為負值，且不顯著，而其規模也與結合後之估計
值相近。

由圖1可見，統一與德記的絕對利潤在結合點後有明顯的下降，因此，雙
差法中所見的利潤下降，代表結合決定後統一與德記與控制組的利潤間呈現類

似的變動趨勢。

應變數：營運成本

表12所呈現的是用成本做為應變數的雙差法估計結果。設定(1)與(2)的結
果呈現不同的規律：(1)中，估計值由結合決定前的正值在結合當年短暫的轉為
負值，而後轉正。設定(2)則在結合決定前後由負轉正，估計值規模在負175億
到正228億之間。由圖2觀察，統一食品之成本於2005-07間上升，2008-2009間
短暫下降，接著在2009年後上升。亦即，由雙差法的估計結果與時間趨勢觀察
到的成本變化，皆發現在結合決定後統一的成本有上升的趨勢。

統一與德記的案例與前案例不同的地方在於德記所經營的飲料事業，僅

佔統一的營業範疇中的一小部分：統一企業共有6個事業群，德記經營的範疇
主要屬於統一乳飲群公司

8
中的綜合飲料部與茶飲事業部。此外，如前述，統

一企業在2005-2011年間的營業成本平均值為2164.18億元，而德記的成本規模
僅為其1/400，因此，雖然由上似乎觀察到結合決定前後成本變化趨勢規律有
變，但此變化不利於協同效應解釋。而即使本研究能取得數量以及其他輔助資

料，除非資料詳細到能支援符合市場定義的各類計算，否則以此二事業規模差

距，恐難得到此結合能使統一取得更高市場力量的結論。

8 另五事業群為食糧群公司、速食群公司、綜合食品群公司、保健群公司與流通群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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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以利潤做為應變數的雙差法估計結果（案件編號13）

設定(1) 設定(2)
統一對電腦系統與水泥 統一對電腦系統

控制產業特殊時
間趨勢否

無 有 無 有

2005年 -167.9097 -191.7680 -78.8441 -186.4480
　 (-0.36) (-1.03) (-0.14) (-0.91)

2006年 -223.5025 -218.8849 -147.4012 -195.9383
　 (-0.52) (-1.11) (-0.30) (-0.91)

2007年 -292.0609 -269.2007 -208.8787 -203.1383
　 (-0.73) (-1.19) (-0.48) (-0.80)

2008年 -218.0969 -170.9304 -200.9409 -141.3078
　 (-0.95) (-1.16) (-0.77) (-0.69)

2009年 -329.9344** -255.7482 -416.5124** -307.9392
　 (-2.43) (-1.32) (-2.13) (-1.06)

2010年 -70.2581 18.0255 -234.0142 -79.4323
　 (-0.19) (0.05) (-0.52) (-0.17)

2011年 -404.5082** -302.0006** -561.9181** -361.9695**
　 (-3.24) (-3.03) (-3.09) (-3.09)
常數 87.4757 -4364851.1260 119.0674 -3989603.4852
　 (0.27) (-0.32) (0.25) (-0.22)

觀察值 456 456 313 313
R-sq 0.133 0.166 0.163 0.167

說明： 估計值單位：千萬元。括弧中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經集群(cluster)調整過的t統計量，*代表p值
小於0.10，**代表p值小於0.05，***代表p值小於0.001。

表12　以成本做為應變數的雙差法估計結果（案件編號13）

設定(1) 設定(2)
統一對水泥與電腦系統 統一對水泥

控制產業特殊時
間趨勢否

無 有 無 有

2005年 8100.6081 1048.8975 -4832.8550 -1754.2862
　 (1.01) (0.45) (-1.05) (-1.10)

2006年 6080.1195 480.5865 -4688.4336 -2158.3579
　 (0.82) (0.19) (-1.05) (-1.08)

2007年 3502.6328 -898.0676 -4563.9203 -2642.3197
　 (0.53) (-0.30) (-1.09) (-1.13)

2008年 6118.7515 3398.3107 1319.5659 2572.7093
　 (1.48) (1.21) (1.17) (1.10)

2009年 2448.6212 1665.6442 1611.2284 2212.0205
　 (0.84) (0.65) (1.10) (1.06)

2010年 978.7506 1827.5629 2474.8082 2287.1791
　 (0.23) (0.55) (1.07) (1.06)

2011年 -2855.3133 76.2722 2660.9217 1624.8893
　 (-0.78) (0.04) (1.01)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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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數 657.1849 2716.3343 5178.2718** 6411.8980
　 (0.09) (0.30) (2.98) (1.75)

觀察值 462 462 181 181
R-sq 0.155 0.242 0.265 0.453

說明： 估計值單位：千萬元。括弧中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經集群(cluster)調整過的t統計量，*代表p值
小於0.10，**代表p值小於0.05，***代表p值小於0.001。

第五章--　結論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使用國內可得的公開資料對過去的結合案件進行結

合事後分析中實質分析（檢驗市場均衡在結合後的變化）的可能性。我們利用

台灣新報(TEJ)所提供之股價與損益表資料並使用相關研究中最普遍的雙差法
分析結合決定之後，結合事業的股價變化與（稅前息前）利潤和（營業）成本

的變化。估計結果發現，在少數能進行分析的案例中，確有協同效應的跡象，

但若要得到更可信的結果，則需要更詳細的資料。

本文用以分析的財務資料缺乏實質分析所需的必要條件：價格與數量的資

料，也缺乏充要條件：能用以確認結合事後的市場均衡變化是否確由結合事件

而來的相關市場供給與需求的資料，故無法提供結合後是否發生單邊效應或協

同效應的證言。

由於實質分析為完成事後分析的前提，而事後分析為檢討結合決定品質的

重要方法，在缺乏系統性的市場資料蒐集或市場資料取得成本過高的情況下，

國內在事後分析的研究領域恐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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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黃美瑛（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本文係針對臺灣結合案例進行事後評估，透過結合決定作成後對於特定市

場競爭影響之實質分析，來審視結合決定的正確性。由於資料不易取得，相關

文獻不多，本是一項很好的嘗試，具有其重要性，值得肯定。下列有幾點作法

供作者參考：

一、 由於價格及銷售數量等資料缺乏，本文採用利潤及成本作為雙差法之應變
數，且以各產業平均利潤或成本間的相關係數，來挑選控制組。對此有數

點意見如下：第一，採用利潤或成本為應變數，似乎難以反映單方效果

或成本綜效等結合決定不禁止結合之主要考量因素，過去的文獻皆以評估

價格及供需效果為主。第二，利用相關係數來挑選與結合廠商產業關聯性

最高產業所有廠商作為控制組，其適當性應多加解釋，或提供相關文獻支

持，因為相關係數高不代表產業關聯度高，且實驗組為個別公司而控制組

為產業亦需充分解釋，再觀之挑選出來的控制組產業與其比較的結合公司

性質相差甚多，可見此挑選原則有待商榷。

二、 所選出的3個結合案例為何比較適合雙差法的評估，其理由何在？應加說
明。

三、 本文選擇的3個結合案例，其事後評估應朝不禁止其結合的理由，可能包
括規模經濟或數位匯流，或沒有價格單方效果等，去檢視結合後之廠商表

現及市場狀況，是否符合該項結合決定之意旨，較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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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貴退差價對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影響之探討

石宇軒
*
　王俊傑

**

中文摘要

本文假設市場上只有兩家進行Cournot競爭的廠商，並分別以同質商品與
異質商品的情形來研究「買貴退差價」對默契性聯合行為難易度之影響，而本

文使用可支撐默契性聯合行為之最小折現值的大小來衡量聯合行為之難易度。

本文發現，買貴退差價的政策更容易讓廠商維持默契性聯合行為。當越多消費

者選擇退費則越容易促進聯合行為，且在異質商品時，本文也發現當兩家廠商

商品替代性越大時，默契性聯合行為愈難維持。

關鍵詞： 默契性聯合行為、買貴退差價、寡占市場、Cournot競爭

目　次
壹、研究動機

貳、文獻回顧

　　一、廠商間的差異

　　二、廠商間的互動

參、同質產品的假設

　　一、基準模型

　　二、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肆、異質產品的假設

　　一、基準模型

　　二、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伍、結論

*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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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各類案件中，以獨占行為、結合行為、聯合行為與市場

結構較有關係，這些行為都是利用或設法建構賣方相對於買方的不公平市場地

位。不過，根據公平會的統計，在1992年至2014年間，不論是檢舉案或主動調
查案，聯合行為都是三種行為中案件最多者

1
，因為廠商間的聯合行為，不僅

僅只能以實體契約或協議甚至是口頭承諾，也有其他方式可以達成。根據公平

交易法第14條對於聯合行為的定義為「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
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

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其中其他方式之合意行為即是本

研究主要探討的重點。

事實上，本文主要探討的就是「一致性行為」，也就是默契性的聯合行

為，實務上較多的聯合行為也是以一致性行為呈現，畢竟一致性行為較難找到

證據證明。以公平會公處字第093102號處分書為例，中油與台塑數次幾乎同一
時間調價且幅度相同，使社會大眾有兩家公司間有聯合行為之疑慮，而公平會

也做出裁罰，並得到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91、92號判決的確認。但2012年
時，公平會已不再認定中油與台塑間有聯合行為，並認為中油係配合政策調價

並無自主調價空間，另外，中油與台塑的油品可視為完全替代，加上油價調整

機制完全透明，當有一家廠商調價時另一家也同時調價屬於自然的市場機制。

而2011年時連鎖便利商店同時調漲現煮咖啡之價格遭到公平會裁罰是另一
個聯合行為的例子，根據公處字第100220號處分書，公平會認為廠商間有聯合
行為的論證主要為以下幾點：

一、 在寡占市場裡調價應該會很小心為之，但部分廠商早早就發布新聞稿宣布
漲價且一次漲5元，表示廠商間有合意行為，否則不會冒著客戶流失的風險
而率先公布要調漲價格，廠商的新聞稿等於也讓其他廠商有足夠的資訊。

二、公平會認為4家超商在同類型的品項調整價格皆為5元，符合一致性。
三、  4家受裁罰的廠商成本皆不相同，但只單單因鮮乳調漲2至3元就把咖啡一
致調漲5元，因此符合一致性。

1 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2014年年報，1992年至2014年間，獨占行為有10件檢舉案，
結合行為有41件，而聯合行為高達119件；在主動調查案方面，獨占行為有4件，
結合行為有19件，而聯合行為高達7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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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這4家咖啡廠商的市占率已經有影響消費者行為之能力，因此斷定超商咖
啡非為寡占市場，且超商咖啡自成一個市場與其他咖啡店或飲料店的咖啡

有明顯的區隔，因此超商咖啡可以界定為單一市場。

可惜公平會的論點最終並未獲得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195號判決的支
持，該判決支持廠商反駁的論點，主要論點如下：

一、 廠商以Bertrand模型來解釋此調整價格的行為，認為此次成本增加是因為
原物料價格上漲，因此各家廠商成本增加的幅度都差不多，認為調漲的行

為是符合市場機制的，是價格跟隨的結果。

二、 廠商以市場彈性做佐證，說明超商咖啡並非與其他咖啡有明顯區隔，因此
超商咖啡並非寡占市場，因此也無法以聯合行為影響市場。

從上述例子可看出一致性行為確實很難找到直接證據，只能以間接證據加

以推敲，不容易獲得證實，也引發了本文作者對一致性行為的研究興趣。本文

擬在經濟理論上的層次探討廠商所宣稱「買貴退差價」的行銷策略對寡占市

場是否可能促進聯合行為。本文作者對「買貴退差價」的行銷策略可能促進聯

合行為的疑慮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部分國外文獻，如：Hass and Gerstner 
(1991)2

，以實證研究證實當廠商宣稱有買貴退差價時，商品的價格確實提高，

即使對手廠商並沒有宣稱買貴退差價亦然，而對手廠商也會因此而提高價格，

直到雙方價格越來越接近。第二，在國內，只有大型連鎖商家比較願意推出

「買貴退差價」的行銷策略，一般的個別小型商家並不採用，而這些大型連鎖

商家所建構的市場結構較接近寡占市場。

本文作者認為公開宣示的「買貴退差價」行銷策略也可作為寡占廠商間意

思聯絡的工具，也可以藉此達成共同決定價格的目的，從而可促進寡占廠商間

的聯合行為，且縱然廠商之聯合行為對於消費者有不利的影響，但消費者因利

所趨的行為反而會促進廠商間的聯合行為。本文以下主要分為四節，第二節為

文獻回顧；第三節討論在同質產品之假設下，買貴退差價對於默契性聯合行為

維持的難易度之影響；第四節則討論異質產品的情形，並比較買貴退差價在同

質產品與異質產品不同情形下，促進廠商間的聯合行為的程度；最後第五節為

結論。

2 參見Hass, J.D. and E.Gerstner (1991), “Price-Matching Policy: An Empirical Case,”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Vol. 12, No. 4, pp.301-305。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0

貳、文獻回顧

在產業經濟學的文獻中，由於廠商存續期間不確定，一般仍利用無限期模

型來討論寡占廠商間的聯合行為。在無限期模型的假設下，運用無名氏定理

(Folk Theorem)的概念可推知3
，如果折現率足夠小，則廠商間可以達成合作均

衡，而此合作均衡即為聯合行為。也因此，廠商間達成默契性的聯合行為的難

易度可使用折現值的大小作為參考依據，本文與大部分文獻也採用此一指標作

為判斷標準。雖然這個折現值並無法直接在現實生活中實際觀察或是透過數據

上的統計得來，但折現值的意義可看成廠商對於未來的重視程度（或可視為耐

心），因為大部分文獻皆假設廠商在第一期時彼此間已有默契性聯合行為，當

廠商偏離時雖然當期利潤會增加，但之後無限期的利潤都會是競爭狀態時的利

潤水準，因此如果廠商認為未來期數的利潤加總不若當期重要，則亦會偏離合

作均衡，而廠商考量的點就為當期偏離合作均衡所增加的利潤(gain)減掉未來
無限期因處罰而來的損失(loss)，在與無限期都一直保持者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利
潤兩相比較，折現值用來衡量未來利潤的重要性也可以推斷維持默契性聯合行

為的難易程度。

準此，大部分相關的文獻都是先計算出一個基準模型的折現值，並以此做

為比較的基準，再將意欲分析的因子加入模型裡並推算出新的足以維持聯合行

為的折現值，兩相比較則可得知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難易度的改變。但影響折

現值或是影響廠商做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動機的變數有很多，文獻中的討論大致

可分為廠商間差異與廠商間互動等兩類。

一、廠商間的差異

例如在Gross and Holahan(2003)裡4
，兩家廠商分別位在不同的兩個城市，

在自己所屬於的城市屬於獨占廠商，因此聯合行為為分別以獨占的價格在各自

的城市販賣商品。當某家廠商意圖去侵入另一家廠商的城市時，需要另外付出

運輸的成本，Gross and Holahan(2003)發現，當運輸成本升高或是距離變長時
皆會使得維持默契性聯合行為所需的最低折現值上升。此結論成立的主要原因

為當廠商打破聯合行為，也就是要進入對手廠商的城市銷售時，需要自行吸收

3 無名氏定理非成於一家之手，有眾多相關文獻，可參見Fudenberg, Drew and Jean 
Tirole (1991) Game Theory, MIT Press, pp. 151-160的介紹。

4 參見Gross, J. and W. L. Holahan (2003), “Credible Collusion in Spatially Separated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44, Issue 1, pp. 2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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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費 ，因此在有運輸成本時偏離合作均衡的利潤會比沒有運輸成本時偏離的利
潤減少運輸成本，因此利潤變低也會使廠商偏離聯合行為的意願降低。不過，

廠商成本的高低也不一定受限於地理上的距離，也可肇因於消費者對於廠商的

偏好。如果偏離的廠商要侵入競爭對手廠商的市場時，為了改變消費者的偏好

可能需要廣告或行銷等等的成本，此時，理論模型推導出的結果其實與運輸成

本的假設會相去不遠。但改變消費者的偏好之成本難以明確計算，因此，也可

以距離的運輸成本替代消費者差異進行模型推導。消費者對不同廠商的偏好也

可視為一種廠商間的差異，因此，可歸類在第一類的影響。

另外Matsumura and Matsushima(2012)嘗試結合廠商間競爭的激烈程度與聯
合行為

5
，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歸因於廠商間的差異。他們指出，當競爭程度越

激烈時，維持默契性聯合行為所需的折現值越高，即維持默契性的聯合行為更

為困難，造成此種結果的原因不是取決於偏離時的當期利潤而是之後處罰期間

的利潤，因為當競爭程度越激烈時在競爭狀態時的利潤越低因此也降低了廠商

偏離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動機，因此競爭激烈的程度與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之難

度兩者呈正向關係。

Savorelli(2012)則假設兩家寡占廠商生產異質但彼此有替代性的商品6
，而

他發現產品替代性越大時，支撐合作均衡所需的折現值越小，因替代性越大時

利潤會因對方增產而使自己產品的價格下降導致利潤降低，表示在競爭狀態也

就是處罰時高替代性比低替代性的利潤來的低，因此懲罰力量較大，表示兩家

替代性越大廠商越容易進行聯合行為。因為Savorelli的例子涉及兩家廠商產品
的替代性，因此，此一例子其實也在探討廠商間的差異程度對聯合行為難易度

的影響。

二、廠商間的互動

不同於第一類的文獻，這一系列的文獻較著重在寡占廠商間的互動，並與

消費者連結，例如Cooper(1986)將廠商對消費者的承諾與默契性聯合行為做連
結

7
。Cooper(1986)討論保證最低價(Most-Favored-Customer pricing)，這個機制

5 參見Matsumura, T. and N. Matsushima (2012), “Competi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Collusive Behavior,”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64, Issue Supplement s1, pp. 
22–31。

6 參見Savorelli, L. (2012), “Asymmetric Cross-Price Effects and Collusion,” Research 
in Economics, Vol. 66, Issue 4, pp. 375–382。

7 參見 Cooper, T.E. (1986),  “Most-Favored-Customer Pricing and Tacit Collusion,”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7, No. 3, pp. 37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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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消費者會永遠付出最低價格購買商品，如果某廠商降價或其他廠商價格比

某廠商低，則某廠商會馬上將價格降至與其他廠商一樣的水準。此一機制可

促進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原因在於，當一家廠商知道自己降價後對手會自動跟進

時，降價本身並無利可圖。畢竟其他廠商也會降價，甚至自己的銷售額也不一

定會增加，使得降價所可能帶來的損失會大於潛在多得的利潤。

保證最低價的機制也可看為一家廠商給其他廠商的“訊號＂，因此廠商可

在銷售行為尚未開始前先將價格定在高於Nash均衡的價格，之後便不會降價以
此得知此機制有促進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功能，而因為有廠商間會互相知道彼此

的保證最低價之承諾，因此可歸類為廠商間的互動，而此一系列之後的文獻也

都證明有類似機制時的均衡價格，皆會大於Nash均衡時的價格，如Neilson and 
Winter(1992)。 

他們證明當市場上只有兩家廠商且為Bertrand 競爭時，當只有一家廠商採
用保證最低價時，有採用的廠商角色會類似於價格領導模型裡的價格領導者，

沒採用此一策略的廠商只能站在較為被動的一方，因為在同質產品且雙占的假

設下，當沒採用保證最低價的那一間廠商一旦降價，有採用的對手廠商因為承

諾的關係所以馬上會跟進，因此降價並不會使市占增加，導致沒有採用保證最

低價的廠商並無主動降價的動機，而有採用的廠商也不會主動降價因為對手為

了保持市占率也會跟進降價，且對手還不需退費給消費者，因此降價也不會帶

來更多利潤，在此狀況下均衡價格會介於Bertrand均衡與Stackelberg均衡之間。
此外，在Belton(1986)裡，他們分析了一個雙占廠商生產同質產品的設

定，當兩家廠商都保證價格不會大於競爭對手時，兩家廠商會以高於Bertrand 
均衡的價格平分市場，當只有一家廠商採用時效果也類似價格領導模型，均衡

價格會接近價格領導模型的價格，但仍然比Bertrand均衡還高，理由也是不管
有沒有採用的廠商主動去降價，都不會使自己變得更好因此也沒有降價的動

機，可推知保證最低價是確實有助於廠商間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

Ohnishi(2004)更指出保證最低價的結果不但高於Bertrand均衡且與Stackelberg
均衡吻合

8
，因此依照上述文獻都可知保證最低價在多種市場狀態下都確實有使

廠商皆以高於競爭狀態均衡存在於市場。

在上述關於保證最低價的文章中，都可得知出現這種類似的訂價策略皆會

使價格高於競爭狀態下的價格，所以保證最低價看似對消費者有利（消費者可

8 參見Ohnishi, K (2004), “A Unilateral Pricing Policy and the Stackelberg 
Equilibrium,” International Game Theory Review, Vol. 12, Issue 03, pp.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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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受最低的價格），但實際上是傷害消費者也使廠商有合法的辦法達成聯合

行為。

Liu(2011)則整合了保證最低價的策略與前面所述以折現值衡量默契性聯合
行為難易度的分析技巧

9
，先就沒有任何機制的狀態下，計算兩家寡占廠商可

達成合作均衡所需的最小折現值當作基準，接著加入各種訂價機制並分別分析

折現值出現何種變化。值得一提的是，在單期模型中，保證最低價的策略並無

任何效果，因為在單期模型的假設下，對手廠商降價時，由於產品還沒開始銷

售，廠商並不需要退給任何消費者費用。在資訊完全透明的假設下，廠商間都

會知道對方會降價因此本身也會降價，所以價格還是會維持在競爭狀態下的價

格。因此，在多期模型之下，特別是無限期模型，保證最低價的退費可發生在

下一期時，此一策略才有意義。

Liu(2011)發現，不論哪種類型的保證最低價策略都會侵蝕偏離合作均衡所
增加的當期利潤，因此，廠商偏離合作均衡的動機就會下降，即保證最低價策

略使合作均衡所需的折現值最小值下降，可藉此推論保證最低價的策略確實有

促進廠商間默契性聯合行為的功能。本文繼續延伸Liu(2011)的分析，仍以廠商
間的互動與消費者特性兩類變數對於維持聯合行為之最小折現值的影響，但本

文所分析的買貴退差價策略與Liu(2011, 2013)的保證最低價並不相同。
本文所分析的買貴退差價策略指的是自己現在的價格與自己過去的價格相

互比較，若降價則退費。與過去文獻中的保證最低價策略不同，因保證最低價

要求廠商所設定的價格需與對手廠商一樣，但買貴退差價不但要一樣還需退費

給上一期的消費者，因此廠商一但有偏離行為的產生，損失的利潤會比保證最

低價還來的多。直覺上，如果廠商採用買貴退差價的策略會比保證最低價的策

略更不容易有偏離合作均衡的行為。

附帶說明的是，本文也探討了消費者特性對買貴退差價策略效果的影響。

本文所指涉的消費者特性，即為當消費者買貴時，消費者選擇退費的傾向。雖

然Liu(2011, 2013)也討論了退費機制，但本文將以明確的需求函數去比較採用
買貴退差價策略與否對於維持聯合行為之折現值下限的影響，得出的結果也與

Liu(2011, 2013)的結論稍有差異。

9 參見Liu, Q. (2011), “The Effect of Most-Favored Customer Clauses on Prices,”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59, Issue 3, pp. 343–371與Liu, Q. (2013), “Tacit 
Collusion with Low-Price Guarantee,”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 81, Issue 5, pp.828-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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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同質產品的假設

假設市場只存在兩間雙占廠商分別為廠商i與廠商j，且生產同質產品，而
面對的反需求函數為Pi=a-(qi+qj)。兩家廠商進行Cournot競爭，且假設兩家廠商
的邊際成本、固定成本皆為零。

一、基準模型

首先討論只存在兩家廠商的寡占市場，且廠商未採用買貴退差價策略，假

定廠商採用扣扳機策略(trigger price strategy)懲罰偏離合作均衡的廠商10
，這是

文獻最常採用的假設之一，例如Cheng(2001)與Matsumura and Matsushima(2012) 
11
也都是假設扣板機策略作為廠商偏離合作均衡時的懲罰策略。此時兩家廠商

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條件為：

其中， 為廠商偏離聯合行為時的當期利潤 ， 為廠商採取聯合

行為時的當期利潤 ， 為廠商於競爭狀態時的當期利潤 ，δ為折現值。

經整理後可得：

 ………………………………………………… (1)

式(1)即是基準模型下兩家廠商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所需最小的折現值。

二、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現在加上廠商於銷售前會承諾一個機制給消費者，假設市場為資訊完全流

通的市場，因此廠商任何的策略都會被所有消費者與廠商得知，而廠商在銷售

時承諾消費者，如果下一期的價格比本期低，則退回差價，但僅限退給本期的

消費者並不溯及既往。所以市場的背景為：當有此承諾時，如果有廠商在本期

偏離勾結時的數量進而影響價格使價格下降時，則須在本期退費給上一期（上

10 扣板機策略即當有某家廠商發現當期有其他廠商背離聯合行為時，之後的無限多
期都會一直維持競爭狀態不會再回復到聯合行為的狀態。

11 參見2. Cheng, H .(2001), “Cournot outcome and optimal collusion: an example,” 
Economics Letters, vol. 74, Issue 1, pp,1-8與Matsumura, T. and N. Matsushima (2012), 
“Competi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Collusive Behavior,”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64, Issue Supplement s1, pp.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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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為聯合行為時的價格）購買的消費者，而在下一期因為對手廠商採扣板機

策略的關係，價格將降到競爭狀態下的價格水準，因此廠商又須退費給在本期

消費的消費者。

假設只有α比例的消費者會選擇退費，且令 為勾結狀態下個別廠商i的
產量， 為廠商i在偏離時所面對的產量，因此如果廠商i偏離，則偏離當期
與之後無限期的利潤將變為：

由此可推知，加上買貴退差價機制之後廠商要達成默契性聯合行為的條件

為：

即無限期在聯合行為下利潤之加總要大於單期偏離聯合行為之利潤加上無

限期在競爭狀態下之利潤，再減去退費金額。整理後可得：

 ………… (2)

式(2)即是在同質產品下且有買貴退差價政策下，要維持聯合行為所需之最

小折現值，不過由於式(2)中的 與 不同於未採買貴退差價政策下的

與 ，並無法將式(1)式(2)直接比較用以判斷維持聯合行為所需之最小折現

值的變化，我們仍須先求出 與 。

因當廠商決定偏離聯合行為時，偏離當期的利潤要減去因價格下跌而需退

費給前一期消費者的數量，而此退費不朔及既往，因此廠商極大化的目標為

其中下標bp表示廠商採用買貴退差價政策的情形，因此， 、 、

分別為在廠商採用買貴退差價政策時，廠商i所面對的價格、數量與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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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廠商進行Cournot競爭，一階條件為對 之偏微分，

整理後可得  

將 帶回反需求函數可得      

而 

令在同質產品且有買貴退差價時滿足維持聯合行為之最小折現值為 ，此

時用式(2)可得在有「買貴退差價」承諾時要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為：

 (3)

很明顯地，式(1)與式(3)很難直接進行比較，必須透過數值模擬的方式推敲。

圖1　同質產品下有無買貴退差價之折現值之差異

圖1為當a=1時，不同α所對應之式(1)與式(3)的值，其中，實線為式(3)而虛
線為式(1)在圖上之軌跡。有「買貴退差價」時滿足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
並無恆小於沒有買貴退差價之折現值，而由實線的軌跡可看出當α越大時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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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小表示越容易維持聯合行為，產生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當廠商知道偏離

後會有越大比例的人退貨時，廠商會了解一但偏離會因為需要退費的數量越多

而導致利潤降低，因此退貨比例越大廠商越沒有偏離聯合行為的動機。以上觀

察可整理成以下兩個命題：

命題1： 在同質產品下且有買貴退差價時，當越多消費者選擇退費則越容易促
進聯合行為的發生。

命題2： 在同質產品下且有買貴退差價時，超過一定比例的消費者選擇退費
時，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折現值才會比沒有買貴退差價時低。

此外，雖然先前的討論均假設兩家廠商同時採用「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使得兩家廠商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可同步下降，但理論上來說，當

一家採用此一策略後，另一家未必要跟進。不過，由於「買貴退差價」的策

略表面看來對消費者有利，因此，消費者會傾向購買有買貴退差價廠商的商

品
12
，所以，在實務上，販賣相似商品的廠商，幾乎都有志一同打出買貴退差

價的口號。

肆、異質產品的假設

本節假設市場上存在兩家異質廠商且為寡占市場，而兩家廠商產品對彼此

的替代程度假設相同，替代程度皆為b，此時兩家廠商所面對的反需求函數分
別為  ,  ，其中a為市場規模，下標h
表示目前兩家廠商生產異質產品，與前一節一樣假設兩家廠商之邊際成本、固

定成本皆為0，且兩家廠商之間為Cournot競爭。

一、基準模型

我們可以仿造求得式(1)的方法，先計算廠商偏離聯合行為時的當期利潤
( )，廠商採取聯合行為時的當期利潤( )，及廠商於競爭狀態時的當期利
潤( )，再代入式(1)中的公式即可獲得在異質產品假設下，基準模型的中支
撐合作均衡所需的最小折現值。

先考慮廠商i， 可由以下聯合利潤極大化的問題解得

12 本文未將此一消費者行為納入模型中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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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一階條件即為廠商i之反應函數

 

由於兩家廠商條件相同，均衡解必為對稱。令 可得

將產量帶回反需求函數可得在聯合行為下之市場價格為 ，此時我

們可以得知在聯合行為下各廠商之利潤為 。

則可由以下利潤極大化的問題解得

仿造以上程序，我們可解得  13

則可由以下利潤極大化的問題解得

依據一階條件，我們可解得 ，再加上 的資訊後，我們可知

接著，我們將以上所解得的 ， ，及 代入式(1)中的公式後可得
維持聯合行為之條件

 ……………………………………………………………… (4)

式(4)右半部即為在異質產品且無買貴退差價的情形下維持聯合行為所需之
最小折現值。

13 廠商i與廠商j的解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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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此時加上兩家廠商均提出「買貴退差價」的承諾，但以下分析一樣先以廠

商i作為分析標的，且與一樣假設只有α比例的人會退費。此時，廠商i所要極大
化的利潤為

一階條件為

可由此解出 ，此即為廠商i偏離聯合

行為時之產量，再將此產量代入反需求函數可得在一家廠商偏離聯合行為時之

市場價格水準

而一家廠商偏離聯合行為時，偏離聯合行為廠商當期的利潤水準為

將以上所得之 ， 及 代入式(2)後可得在異質產品、買貴退
差價之假設下，要維持聯合行為所需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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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不論是式(4)或式(5)均相當複雜，我們只能透過數值模擬來猜測「買貴退
差價」之策略在異質產品下可能之影響。我們在a=1，b分別是0.4, 0.6, 0.7的情
形下進行模擬分析。

圖2　異質產品下有無買貴退差價之折現值之差異

圖2中的虛線為式(4)之軌跡，實線為式(5)之軌跡，理論上，在3個b值下，
應有3條虛線，不過，根據計算結果，b分別是0.4、0.6、0.7的情形下，式(4)
右半部的值分別是0.5070、0.5137、0.5173，為避免混淆，圖2僅以一條虛線代
替。從圖2可知，在一定替代程度以上，而α足夠大時，「買貴退差價」的策略
才會比沒有任何廠商的承諾時更容易維持聯合行為。綜合以上，我們可得到以

下兩個命題。

命題3： 在異質產品且採用「買貴退差價」的政策時，當越多消費者選擇退費
時則越容易促進聯合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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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4： 在異質產品且採用「買貴退差價」的政策時，兩家廠商產品的替代性
愈低時，「買貴退差價」的政策愈有機會發揮促進聯合行為的作用。

命題3的經濟直覺與同質產品的假設下相同，這裡不再贅述。關於命題4，
我們首先可從圖2發現的是，兩家廠商產品的替代性愈低時，原則上，由於偏
離時所能獲得的利益愈小，兩家廠商愈是容易進行合作

14
。相對地，一旦兩家

廠商產品的替代性高到一定程度時，除非願意退貨的顧客高於一定比例，否則

「買貴退差價」的政策仍無法使得兩家廠商有更高的意願合作
15
。

伍、結論

本文嘗試以廠商承諾買貴退差價與消費者對於退費的意願，分析對於默契

性聯合行為難易度之影響，本文先以臺灣實際兩個例子說明默契性聯合行為因

為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因此難以界定，接著回顧過去的研究，得知大部分研究

都是以可以影響折現值的變數去做分析，因此本文也以利潤對於折現值之影響

作為分析的變數，得出的結果也與以前的文獻有相同之處，即當有「買貴退差

價」時廠商確實較易有聯合行為之產生，在這當中消費者因利所趨的行為，也

是助長廠商間聯合行為的一項要素。

綜合以上的分析，本文得到了一些有趣的觀察與結論。首先，雖然聯合行

為會侵害到消費者，但消費者因利所趨還是會選擇退費，這種消費者個人理性

的行為反而有促進默契性聯合行為之功能，且實務上很多店家打出「主動」退

差價，則買貴的消費者不必付出任何或是很小的成本即可退費，因此這個看似

對消費者有利的策略，實際上卻傷害了所有消費者的整體福利。

而本文結論與Liu(2011, 2013)略有不同的地方是，Liu認為，只要有價格保
證的策略，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一定下降，但我們認為選擇退費

的消費者比例夠大時，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最小折現值才會比沒有任何策略時

低，這可能是Liu是將退費比例用於單期的研究，與本文假設略有不同。
本文尚有可精進之處，例如本文對於消費者退費的比例為一外生變數，或

許此退費的比例會受到上一期的價格與本期降價後的價格之差額影響，當差額

越大時退費意願越高因此α會越大。不過，作者猜測，此時應該會得出與本文
類似之結論，因為當價格差越多則退費的比例越大，會使廠商一旦偏離聯合行

14 當b值在中間值域時，且α值夠大時，此一結論未必正確。
15 參見圖2中b值為0.7時，實線在虛線之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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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受到的損失更大，因此廠商更無動機去偏離聯合行為。另外，本文是假設

廠商使用扣扳機策略作為部分廠商偏離合作均衡之懲罰，但如果假定未來在某

些條件下有可能會回復到聯合行為狀態，或許會有不同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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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莊春發（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主席、兩位論文報告人、王教授及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受

邀針對這篇「買貴退差價對寡占廠商聯合行為影響之探討」進行評論。本篇論

文內容有相當多的數學式，本人剛看到這篇文章題目時很為公平會感到高興，

因為終於找到一個經濟模型來判斷或證明聯合行為的存在，可以從經濟學角度

找到對查察聯合行為的貢獻。

我想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是命題1、命題2，及命題3、命題4。其中，命
題1和命題3是一樣的，都是買的人越多、退費的人越多，也越可能促成聯合行
為。大家不要殺的血流成河，越多人退費，業者就死得越慘，就像現在新北

市某地區有線電視業者的割喉戰爭，新進業者以原有業者一般價格一半之優惠

殺價競爭，本人預估到年底，會造成相關業者營收各損失約1億元。報告人用
這樣的命題1去找到一個common sense，我也覺得可以同意接受。那命題2的部
分，在Cournot模式之下，超過一定比率的消費者選擇退費時，也就是要超過
圖1 虛線的部分，維持聯合行為所需的折現值才會比沒有買貴退差價時低，也
就是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才會提高 
本論文結論是，「買貴退差價」表面上是有利於消費者，但是很可能促進

聯合行為的產生，導致最後的結果卻傷害了所有消費者的整體福利，也就是最

後消費者接受的價格是比較高的，所以以一般常理看來有一點點奇怪，本論文

卻未能去解釋，而只是在數學模型上出現這樣的現象，很多數學上可以導出的

模型，可能在實務上卻是空集合。我建議王教授可以將得到的公式(1)、公式
(2)、公式(3)、公式(4)，把其中計算過程寫清楚，有幾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
由別人幫你檢驗是否有誤算，另外就是說不定在檢驗過程中會得到不同的見

解、不同的感想，這是我的經驗。

建議報告人看一下最新公平法的第14條第3項，規定「聯合行為之合意，得
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

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聯合行為的合意最基本就是契約、協議，但是現在廠

商已經有經驗了，不太會有白紙黑字的契約，所謂的合意大概多是協議。而合

意的範圍很廣，依公平法的第14條第3項之規定，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
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因素推定之，所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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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可以用經濟學的專業模型分析，去得到一個經濟學上的結果，而這結果跟

聯合行為，是一個 one response to one stimulus，即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但是要達
到這樣的成果是很不容易的。即使能得到這樣的結果，但是在法院的攻防上，

我想實務上法官還是會回到原始的判斷方式，也就是廠商間是否有意思聯絡、

意思聯絡如何呈現、有沒有哪些證據導致這樣的行為。另外建議王教授可以考

慮跟公平會的業務處合作一下，看看是否有其他具體案例可以套用上去。

最後還是要再強調一次，王教授非常辛苦的找出了數學式，以明確的需求

函數去比較採用買貴退差價策略與否對於維持聯合行為之折現值下限的影響，

雖然在座聽眾有許多並非經濟學背景或非數學背景的法律人，但縱使各位對數

學式不甚瞭解，但本文之切入的角度及結論部分，仍值得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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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

歐陽利姝*　王泰昌**　林益裕***　馬泰成****

目　次
壹、緒論

貳、價格管制、哄抬物價與不對稱價格傳輸

　　一、價格管制

　　二、哄抬物價

　　三、不對稱價格傳輸

參、商品特性、生產成本與產品價格

　　一、總體的絕對物價與個體的相對物價

　　二、原料成本與商品價格間之聯動

　　三、新科技產品與傳統民生物品

肆、價格不對稱性預警模型之估計與實證結果

　　一、預警研究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ADF單根檢定(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Enders, 2009)
　　　　(二) Engle-Granger 兩階段共整合檢測與估計(Engle and Granger, 

1987)
　　　　(三)不對稱價格調整檢測
　　　　(四)價格預警機制
　　三、實證結果

　　　　(一)資料來源
　　　　(二)敘述統計
　　　　(三)趨勢圖與單根檢測
　　　　(四)APT檢測

*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  淡江大學產經系講師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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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價格預警機制
　　四、小結

伍、價格不對稱與預警制度的經濟與法律意義

　　一、價格不對稱與預警制度的經濟意義

　　　　(一)價格不對稱的原因
　　　　(二)價格不對稱的應用有其限制因素
　　二、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

　　　　(一)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聯合行為
　　　　(二)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榨取性濫用行為
　　　　(三)掌握產業產銷與價格資料
陸、公平會管制物價之時機與方式

　　一、物價與公平交易法

　　　　(一)影響物價之關聯因素
　　　　(二)公平交易法介入規範物價之權限
　　　　(三)公平會對於物價之查處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物價波動中所扮演之角色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介入物價處理之必要性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執法權責
　　　　(三)管制經濟時期穩定物價之作法
　　　　(四)當前政府因應物價上漲之作法
　　三、公平會管制物價之時機與方式

　　四、小結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二、建議

摘要

本研究嘗試利用價格不對稱(APT)模型，提供競爭機關做為建立價格預警機
制，以處理物價之參考。該模型採取誤差修正的估計方式，透過原料成本與成

品價格間的長期關係，分析民生品的短期價格變化，是否真有易漲難跌的APT
現象存在，希望能建立價格波動預警門檻，提供公平會未來作業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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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我國屬小型開放經濟，民生物資之生產原料大多仰賴進口，而國際原物料

價格受市場供需與政經情勢影響有所波動，又是無可避免的正常現象。但輿論

媒體、民意代表與消保團體卻常存有國內商品價格有跟漲不跟跌的印象，認為

當國際原物料成本上漲時，國內產品價格會以較快速度，全額甚至超幅上漲，

以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原料價格下跌，產品價格卻僅會以遲緩速度微幅下

跌或根本聞風不動，而有所謂的價格不對稱性(price asymmetry)問題。再加上
國內農產品也常受颱風等天災影響存有季節性波動，因此，每遇原物料價格波

動（例如：小麥、黃豆）上漲，公平會與經濟部即迭遭批評，被指責是怠忽職

守，未能善盡督導物價責任，形成輿論話題，認為政府應強力管制物價，防止

商人囤積居奇壟斷物價。但在我國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政經體系下，物價管

制非但背離了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更傷害對人民財產權的民主保障，因而使競

爭機關無所適從，施政困窘不堪，損及執法所需之獨立性與中立性。因此，本

次公平會所提出之研究需求：「以客觀的產銷資訊與價格資料，建立物價上漲

預警機制，設定物價基準值及警戒燈號，只要商品價格波動超過基準值一定比

例，即就其供需市況，展開監控甚至主動介入調查」實屬刻不容緩之政務
1
。

準此，本研究嘗試綜合經濟與法律分析，針對產品價格反映成本變化是否涉有

價格不對稱的問題，提出一套預警機制。

預警制度非但可透過風險監控之角度，調節民生物價，亦可提供案件偵查

過程所需之佐證資料。以聯合行為合意推定為例，該機制就能提供市場事證

（例如：成本、利潤加成與市場供需）做為情況（間接）證據，推定業者是否

涉聯合行為。在此一構想下，公平會應如何判斷商品價格與原料成本間之聯動

性？倘事業定價涉有超額反映原料上漲幅度情事，其獲利到底是廠商壟斷所

形成之長期結構問題？還是僅為反映短期市場供需波動的overshooting？此一
overshooting是否又涉及人為操作？值此之際，公平會直接介入商品價格之管
制，是否與公平法追求效能競爭與價格機制之規範宗旨有所扞格

2
？若從恪遵

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分際，對於事業超額反映成本之漲價行為，有無另行建置

合宜規範體系之必要性？以上諸多問題，實有進行研究檢討之必要性。

基此研究動機，本研究擬從經濟分析之觀點出發，首先探究物價波動的本

1 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853805/print(2015/2/6)。
2 前揭註，陳榮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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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競爭機關處理物價應有之分際；其次，則挑選若干重要民生物資，蒐集

其價格、原料成本、產銷資訊等的市場資料，以時間數列之誤差修正(ECM)理
論，建立計量模型，用於分析產品價格到底是不是以較快速度或較高的幅度反

映原料成本上漲，期能協助公平會建立物價預警機制；最後，則分析可能影響

市場供需及物價波動之各項因素，進而在法律層面釐清公平法介入規範之界

限，並研擬政府對超額反映成本漲價行為之可行管制措施。研究成果除提供公

平會執法之參酌外，也冀望民眾與相關主管機關建立對於物價管制措施之應有

共識。

貳、價格管制、哄抬物價與不對稱價格傳輸

一、價格管制

根據OECD的定義，價格管制是由政府機關命令或民意機關立法來訂定物
品價格的上限或下限。價格管制也包括一些指導方針，這些指導方針訂定了價

格可以增加的幅度，最常見的應用是租金的管制，而如何訂定價格則決定於成

本、投資報酬率及加價等
3
。詳言之，價格管制是政府規定某些貨物或商品可

以在零售市場或生產過程當中可以銷售的數量及價格。

價格管制最常發生的地方是獨占事業或公用事業，有時在特殊情形（如戰

爭時）下也會有價格管制的措施。贊成價格管制的人認為一些基本的物品應該

是每個人都負擔的起，反對價格管制的人認為價格管制會阻礙投資及研發。

Alston et al.(1992, p. 204)的調查發現，多數經濟學家反對價格管制，主要原因
為價格管制將扭曲資源的配置。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費利曼曾指出經濟學家可能

懂得不多，但他們知道如何創造短缺及剩餘。就短期而言，對價格訂定下限將

導致剩餘，對價格訂上限將導致短缺。此外，價格管制造成的影響，會因為物

品的需求及供給彈性不同，導致有些人獲益，有些人受害，但常都會有無謂損

失(deadweight loss)的問題。產業競爭是個重要因素，在完全競爭市場中，訂定
價格的上限常會導致產品品質變差，以美國而言，在戰爭時期（兩次世界大戰

及韓戰），食物的原料變差，製程被簡化等等皆很常見。即便政府另外訂定品

3 資料來源： Glossary of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Economics and Competition Law, 
compiled by R. S. Khemani and D. M. Shapiro, commissioned by the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Fisc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OEC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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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下限也很難真正落實並管理。其他價格上限管制的後果，還包括有錢的消

費者可以賄賂供給者，以取得物品；供給短缺造成排隊購物
4
，也可能導致購

物黃牛的情形。另外，黑市買賣也會開始興盛。當然針對黃牛及黑市，政府皆

可採取其他的管制措施（如限制一次購買的數量及打擊黑市等），但是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這些措施可能無法達到功效，而且要實施這些措施也可能將花

費鉅額成本，真正有較多需求的人也無法被滿足
5
。

近100年來，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多數政府採行的是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的態度。只有在面臨大眾基本需要的特殊物品時才會介入，以免價格完全由

利潤導向的企業決定。例如，多數採資本主義的國家，電力是基本的必需品，

對於電價制訂的方式政府還是會干預。針對水、天然氣、室內電話等，多數的

資本主義國家皆會管制，通常是給廠商一特定的報酬率，再倒推出相關的價

格。其原因在於這些物品的市場常為寡占或獨占，像汽油之類的商品則多半沒

有管制，因為通常提供汽油的廠商很多，競爭比較激烈，比較沒有無謂損失的

問題。此外，價格管制也常出現於緊急時期及金融動盪的時期。在第一次及第

二次大戰的時期，參戰的國家許多都有物價管制的措施，以期穩定經濟並避免

通貨膨脹。韓戰時期，美國也有物價管制，在1971年Nixon Shock的時期，美
國總統尼克森發布Executive Order 11615（依據1970年的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命令90天內物價及工資均不能變動以抑制通貨膨脹6

。這些管制已經不

4 當美國於1973至1979年間對汽油價格管制時，採用先來先服務的作法，汽車駕駛
必須排隊等候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買到汽油。這種現象在共產國家更是屢見不
鮮，如蘇聯及東歐的共產國家，常常都有價格管制，排隊買東西極為常見。這種
價格管制方式下，消費者付出的代價不只是商品的價格，還包括等候時間的機會
成本，再如美國之類的國家，這些機會成本可能很大，加上原來的價格後，可能
還高於沒有管制下的成本，因此，就此點來說，價格管制的效益可能是小於成本
的。在蘇聯之類的國家，由於工資也常受到管制，失業率高，因此，此類的機會
成本較低，價格管制的代價相對於美國可能較低。另一種可能的機制是採用抽籤
的方式，例如，公司初次公開發行時的承銷價格往往偏低，欲申購股票者人數眾
多，故實務上皆是採用抽籤的方式，中籤率常常很低。此處的承銷價格偏低，常
常也是與政府的管制有關，希望投資人不會買到太貴的股票。

5 取材自Hugh Rockoff, Price Controls,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PriceControls.html，請見其中更詳細的
說明。

6 Yergin, Daniel; Stanislaw, Joseph (2002).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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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單一物品的價格管制，而是針對整體物價水準的管制。此為美國二戰後

第一次對物價及工資全面性的管制，而此管制最終延續到1973年，最後，多數
人認為這些管制是無效的，原因是許多申請增加價格的製造商獲得允許，而被

允許的理由只是因為生產的成本增加了
7
。

二、哄抬物價

與價格管制有關的另一個現象是哄抬物價(Price gouging)，前者是由政府發
動，後者是由賣方發動。所謂哄抬物價是指賣方對物品所訂定的價格遠高於合

理的價格。柯林頓總統執政時，指出美國的藥廠有哄抬藥價的情形，他們可以

獲得40到50%的投資報酬率，遠高於其他行業（如化工業）8
。哄抬物價通常發

生於需求或供給有突發的衝擊(shock)時，例如美國發生卡崔娜颶風後的紐奧良
等。Price gouging在美國可以當作一個法律名詞（有此種行為是違法的），也
可以當成是沒良心的漫天開價。

美國經濟學家較少談price gouging這個名詞，有時指獨占廠商將價格提
高，使其享有比競爭市場下為高的價格，有時指供給者在短期需求變動時獲得

的額外好處
9
。儘管如此，美國境之法基於尊重市場機制原則，競爭機關並不

管制這種傾向於榨取性濫用的管制，而是由結構面著手，例如：管制獨占市場

結合與掠奪性定價等結構面行為。多數的物價管制都是由相關專責的管制機關

與地方政府依據民刑事法律辦理。例如：根據美國佛羅里達的法律，哄抬物價

是一種刑事犯罪，當一個民生基本物品的供應商在發生重大急難事件當時或預

期將發生而提高價格時，就有可能犯哄抬物價的罪，在危急事件發生前或當時

取消契約或單方違約以獲得利益也屬於哄抬價格。例如，當颶風來臨之前，如

果零售商將已經購買的現有存貨換上新的價格，而此價格又高於原來的價格，

此即屬於哄抬物價。對賣方來說需要證明增加價格為反映成本（如需要用到

緊急發電機，此種電力的成本較高或危急時需付出較高的薪資才能找到工人

等）
10
。在加州則訂定了10%增加的上限11

。在美國，州政府訂定禁止哄抬物價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ixon_Shock
8 請參見Franklin Allen, Richard Brealey, Stewart C. Myers,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Eleventh Edition, McGraw-Hill Companies, 2014.
9 Lawrence Kudlow, The judicial hacker, Jewish World Review, June 14, 2000.
10 http://myfloridalegal.com/pages.nsf/Main/5D2710E379EAD6BC85256F03006AA2C5?

OpenDocument
11 Michael Giberson, The Problem with Price Gouging Laws Is optimal pricing dur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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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是合憲的。另外，州政府也可以訂定禁止囤積物品的規定
12
。截至2008

年，美國有34個州有訂定禁止哄抬物價的法令。根據美國的規定，哄抬物價的
情境包括下列三種條件

13
：

1. 緊急時期：大多數州的規定僅限於災難期間的價格變動。
2. 必需品：大多數州的規定僅適用於維生的必需品。
3. 價格上限：法令規定限制的是價格上限。
由於有關價格管制及哄抬物價的實例及相關理論很多，為節省篇幅在此不

一一介紹，而將重點放在不對稱價格傳輸的部分。

三、不對稱價格傳輸

不對稱的價格傳輸(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是經濟學領域一個重要
的研究議題，尤其是在農業經濟的次領域

14
。不對稱價格傳輸常被視為是一種

市場失靈的表現(market failure)，市場失靈發生的情形包括：市場太少、非競
爭行為或市場不存在，導致無效率的分配。解決市場失靈的方法包括課稅/補
貼機制，財產權的指派及特殊定價機制。這些方法的精神都在於創造更多的市

場。這些措施可能是有效的，但如果增加市場反而造成非凸性(non-convexities)
或較少參與，則增加市場將導致獨占行為的市場失靈。如果是屬於自然壟斷或

資訊壟斷所造成的市場失靈則要靠非市場的手段解決
15
。

有關不對稱價格傳輸最有名的文章應為芝加哥學教授Sam Peltzman於2000
年發表於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Prices Rise Faster than They Fall（價
格上升比下跌快）

16
。他指出產出價格對投入價格的增加通常較投入價格的減

少反應為快，不論是生產者的物品還是消費者的物品都有此現象。在這兩種市

場中，不對稱的反應對於成本衝擊的反應幅度都很顯著，而且持續性很久。平

均而言，對於正向的成本衝擊，相對於負向的成本衝擊，立即反應的幅度前者

emergency unethical? Regulation, Spring 2011.
1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ice_gouging
13 M. Zwolinski, The Ethics of Price Gouging,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3: 347–378, 2008.
14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現象相當普遍，主要發生於汽油、農產品、零售銀行的存款、
碳排放權等市場中。

15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M000056&q=market%20
failure&topicid=&result_number=1

16 Sam Peltzman, Prices Rise Faster than They Fall,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8, No. 3 (Jun., 2000), pp. 46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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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者的兩倍。此種差異可維持五到八個月。Peltzman 的研究有別於過去選擇
性的針對一兩個市場（如汽油及農產品等），他針對許多產品一起研究，包括

了77種消費者物品及165種生產者物品。
Peltzman的研究發現，個別決策者（如連鎖超市）對於成本的衝擊沒有不

對稱反應，但是成本衝擊在經過一連串的批發配銷系統過濾後，有不對稱的情

形出現。他也發現不對稱的程度與投入價格波動度有負向的關係，而不對稱的

程度與存貨成本、價格改變的不對稱菜單成本(asymmetric menu costs of price 
changes)及不完全競爭沒有顯著的關係。Peltzman指出無論是完全競爭的市場
還是寡占的市場，都有不對稱價格傳輸：當市場中有很多且不精明的消費者時

有不對稱價格傳輸的現象，而當市場只有少數幾個大的精明玩家（產業買家）

一樣也有此現象。Peltzman指出或許可以利用調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來解釋
其研究發現。例如，當一產出物品的投入（如原料或人工）都是「隨心所欲」

(at-will)的契約採購，如果原料的價格上漲，廠商可以停用此原料，基於這種
契約的性質，廠商可以以低的成本迅速解決此問題。但是，如果原料的價格下

跌，廠商要增加相關的採購，如要快速處理，則需要耗費較多的成本（如搜尋

成本等）
17
。

Meyer and Cramon-Taubadel(2004)針對2004年以前的文獻作了有關不對稱
價格傳輸的完整回顧

18
。該文指出非競爭市場及調整成本為兩個解釋不對稱價

格傳輸的主要理由。作者認為競爭市場的產業，根據邊際成本訂價，會立刻百

分之百反應供應商價格的增加或減少，不對稱價格傳輸不可能發生於完全競爭

的產業。因此，不對稱的訂價應該與產業不夠競爭有關，壟斷者可能利用一些

詭異的方法來遂行其市場力量。

Kimmel(2009)延伸了前述Peltzman的想法，並將其擴展至所有公司，而不
論契約是否為「隨心所欲」，作者認為在簡化的競爭市場模型中不可能出現不

對稱價格傳輸，但如果在模型中額外考慮競爭性、寡占性及獨占性就可以使不

對稱的訂價變得可能發生。Kimmel指出在實際的世界裡，價格的改變不是對
稱的：只要投入價格的增加不會使得所有廠商都離開市場，則任何跟著漲價的

17 Balke et al. (1998) 指出如FIFO (first in first out)之類的會計方法可以解釋不對稱價格
傳輸。請見Balke, N.S., Brown, S.P.A. and Yücel, M.K. (1998). Crude Oil and Gasoline 
Prices: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Economic 
Review, First Quarter, pp. 2-11.

18 Meyer, Jochen and Stephan von Cramon-Taubadel (2004). 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 A Surve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5, 58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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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都可能可以獲利（只要銷售量不會大幅減少）。但是，當投入價格下跌

時，沒有廠商可以獲得好處，除非其增加產量及銷量，這些需要花費時間。

Kimmel說明要增加產量及銷量需要花時間，而減少產量則比較不會19
。

Ritz (2015)指出雖然不對稱價格傳輸相當常見，但在Peltzman的樣本中約
有3成價格傳輸是對稱的20

。有些情形下，價格上升反而比下降還慢
21
。他指出

不對稱價格傳輸的現象在英國媒體有甚多的討論，許多人認為這代表市場的

競爭不夠激烈。Kimmel(2009)提到價格不對稱傳輸不可能發生於簡單的競爭市
場模型中。Tappata(2009)則說明根據傳統的經濟理論，同質的公司如果做價格
競爭，則利潤會等於零，此時成本的衝擊將全數移轉到最終的價格

22
。Ritz維

持產業競爭使均衡價格受邊際成本影響的假設，但是發現均衡訂價函數為線型

時，邊際成本的變動（不管往上還是往下）會完全轉移到價格的變動；如果均

衡訂價函數為成本嚴格凸函數(convex function)，則由任何一點開始，一個給
定數額的成本增加，其使得價格增加的額度將會超過一個給定數額的成本下降

導致價格降低的額度。因此，在凸性的均衡價格函數下，邊際的傳輸額度將會

超過平均傳輸額度，因此，傳輸額度在高成本（高價格）的時候會比較大。

Ritz證明這種凸均衡價格函數在競爭及非競爭市場都可能發生。如果均衡訂價
函數為凹函數(concave function)則會發生相反的情形。這個結果不論是在競爭
市場或在非競爭的市場都可能發生

23
。Ritz認為，過去研究常見的兩項假設有

問題，包括假設均衡訂價為邊際成本的線型函數（例如假設需求及供給函數均

為線型）以及僅考慮些微的變動（即考慮微積分中local的現象）。修正此些問
題，根據其理論，確實可以解釋價格實證結果中不對稱傳輸的各種現象，無論

19 Kimmel, Sheldon (2009). Why Prices Rise Faster than they Fall.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iscussion Paper EAG09-4, July 
2009.

20 Robert A. Ritz,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Asymmetric Cost Pass-Through, Energy Policy 
Research Group (EPRG) Judge Business School &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ay 2015.

21 見Ward, Ronald W. (1982). Asymmetry in Retail, Wholesale, and Shipping Point Pricing 
for Fresh Vegetabl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4, 205-212. 及Meyer 
and von Cramon-Taubadel, 2004.

22 Tappata, Mariano (2009). Rockets and Feathers: Understanding Asymmetric Pricing.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0, 673-687.

23 Ritz (2015)指出他之前的理論需要倚賴非競爭的市場來證明不對稱傳輸現象，他則
能克服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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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增加傳輸，還是減少傳輸，甚至是沒有改變的傳輸。

(一) 不對稱價格傳輸種類
根據Meyer and Cramon-Taubadel(2004)，我們可以根據三種準則將不對稱

價格傳輸分類。以下的說明及圖示均係參考該文。

第一個準則指的是到底是傳輸速度還是幅度為不對稱。圖1中的產出價格
pout
係決定於投入價格pin

，在某一特定事件時間，後者可能會增加，也可能會減

少。在圖 1(a)中，pin
改變後，pout

的變化幅度係決定於pin
的變化方向。在圖1(b)

中，重點在於速度。當然，圖1(a)及圖1(b)的狀況可能同時發生，此即圖1(c)。
第二個準則係根據Peltzman(2000)，他指出不對稱價格傳輸可分為正向

及負向。如果pout
對於pin

的增加相對於減少的反應更快或更完整時，他稱此為

「正向」，此即圖2所示。而「負向」的價格傳輸是指pout
對於pin

的減少相對於

增加的反應更快或更完整時，此即圖3所示。該文指出如果把正向及負向當作
好壞來解釋就會導致誤解。如果pin

及pout
分別代表的是一商品批發及零售的價

格，負向的不對稱價格傳輸對消費者而言是好的，而正向的不對稱價格傳輸則

是不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價格的傳輸不一定是由投入的價格影響產出的價格，也有可

能因為需求的突然改變，導致產出價格的改變，進而影響投入的價格。該文建議

將正向的不對稱價格傳輸定義為：「在利潤縮小的情形下（投入價格增加或產出

價格減少），相對於利潤擴大的情況下，價格（對應的是產出價格及投入價格）

跟隨變動的速度較快及幅度較大」。反之，則為負向的不對稱價格傳輸。

第三種分類準則為根據垂直及空間（水平）分類。所謂的垂直不對稱價格

傳輸指的是如消費者常抱怨農產品價格的增加很快會傳輸到批發價及零售價，而

當其價格的減少則很慢。所謂的空間不對稱價格傳輸是指如美國小麥出口價格的

增加，會使得加拿大出口價格的增加的速度很快，幅度也大，相反的美國出口價

格同幅度的減少，則對應的加拿大出口價格減少的幅度較小，反應也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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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a)　不對稱價格傳輸之幅度

圖1(b)　不對稱價格傳輸之速度

圖1(c)　不對稱價格傳輸之速度及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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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正向不對稱價格傳輸

圖3　負向不對稱價格傳輸

表1提供不對稱價格傳輸的實證研究彙整。儘管價格不對稱的研究眾多，
但初步了解，並沒有先進國家競爭機關設有預警制度管制民生必需品的跟漲不

跟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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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商品特性、生產成本與產品價格

一、總體的絕對物價與個體的相對物價

物價分為總體的絕對物價與個體的相對物價二種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整

體物價絕對水準，範圍涵蓋所有商品，就是總體經濟的絕對價格上漲或是所謂

的通貨膨脹。唯一的原因就是整個國家的總供需失調。總供需的變化乃係涉及

貨幣、外匯與財政政策等總供需調整工具，此類政務率皆與個體的競爭政策或

公平會施政無關，公平會不宜也無力介入整體通貨膨脹之管制。至於相對物價

則是個別商品相對其他商品價格的高低。其上漲若是源自該特定產業的市場供

需甚至人為操作，公平會責無旁貸，自然應該對該市場供需嚴加留意。如果個

別商品價格上漲，單純只是因為國際或國內原料成本價上漲，則成品自然應該

相對上漲。但如果漲價是因為業者聯合壟斷市場，公平會自然應該本於反托拉

斯之授權，儘快處理聯合行為。這就是政府針對單一商品相對價格上漲應有之

作為。

二、原料成本與商品價格間之聯動

長期以來，消費者普遍存有國內商品價格有易漲難跌的印象，特別在食衣

住行等重要民生物資方面，各界常認為當原料價格上漲時，商品價格會以較快

速度，全額甚至超幅上漲，以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原料價格下跌，成品

價格卻僅會以遲緩速度微幅下跌，甚至逆勢上漲，而有所謂的價格不對稱性問

題。因此，每遇國內外重要農工原料價格波動時，政府即迭遭批評未能善盡督

導物價責任，形成輿論話題。由於問題癥結在於：民眾在認知上受到無商不奸

的傳統觀念影響，先入為主地存在商品價格漲多跌少的印象，認為廠商會將產

品價格以較快（慢）速度反映原料成本增加（下跌）；或是在產品售價上超額

反映成本漲幅，但成本下跌時，售價卻又文風不動。但此一印象是否果真反映

國內產業結構壟斷程度過高，廠商因而得以利用原物料漲跌獲取獨占利潤，導

致物價偏高或是長期上漲？還是僅僅只是反映社會大眾對於物價變化主觀體

認所形成之相對剝奪感，如同卡尼曼(Kahneman)24
的前景理論所言：大眾基於

自私心理，對於“損失＂比“獲利＂更為敏感，商品價格上漲代表實質所得減

24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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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一種損失，實在很難接受；反之，價格調降則因實質所得的增加，是一

種獲利，則視為理所當然，因而對兩者敏感程度不同。在價格上漲時，會體認

較大痛苦；反之，在價格下跌時，則僅會有微小確幸。

因而使民眾產生物價在反映成本波動時總是漲多跌少的主觀認知。而以上

認知其實包括兩種不同的概念：(1)產品價格是否長期間總是以較大（小）的
幅度反映物價上漲（下跌）？(2) 即使產品價格在長期間合理地反映成本，使
產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維持一個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短期動態的調整過程中，

產品價格是不是以較快（慢）速度反映原料成本上漲（下跌）？使得廠商能夠

混水摸魚，取得短期壟斷利潤。研究團隊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實證問題，宜藉由

嚴謹的計量分析，蒐集產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的實際資料進行分析，以判定國內

物價是否存在漲多跌少的現象，並進一步建立起民生物資的價格預警制度。利

用計量模型參數建立監控物價上漲的預警機制，涵蓋範圍包括各民生必需品。

為便利公平會未來作業，我們也挑選其中較為重要的9項商品做為樣本，提供
公平會未來作業參考之依據。具體的方法則是利用所能蒐集各該商品產銷資料

的樣本期間，作為判定產品價格上漲是否合理之基準值，並建立燈號概念，例

如：估計結果顯示，產品價格相對成本波動超過預測值一個標準差，就算是達

到黃燈，即需詳加留意市況；超出兩個標準差，就達到紅燈，公平會即應主動

立案，介入調查。

三、新科技產品與傳統民生物品

在展開個別商品價格與成本分析前，必須先釐清創新科技產品與傳統民生

物品的特性差異。創新科技產品生產過程複雜，需要利用大量科技知識或是大

規模機器投資，因此，產品附加價值極高，成本僅占售價極其微小比例，這類

科技產品價格與原料價格高低無關，也不會引起社會大眾注意，其價格上漲甚

至能反映我國科技水準進步與國際競爭力提高，並進一步提高各該產業從業人

員所得，推動經濟成長。傳統民生物品生產過程簡單且步驟不多，既不需要專

利科技，甚至也可能不需要大量投資。因此，附加價值不高，原料成本占成品

售價極大。例如：小麥磨成麵粉、黃豆榨成沙拉油、生乳加溫殺菌成鮮奶、石

灰土燒成水泥。由於這些簡單加工品的原料成本占產品售價極高比重，且多進

口自國外，因此，每遇國際農工原料波動價格（或是颱風過後的蔬果價格上

漲），就會連帶引起國內製品價格起伏，甚至使民眾普遍產生各類物價漲多跌

少的印象，而使政府相關單位（例如：經濟部與公平會）迭遭消保團體與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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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未能善盡督導物價責任，形成諸多施政困擾。

因此，本研究主要挑選生產過程簡單、不需要專利科技、附加價值不高、

原料成本占成品售價極大比重、輿論高度重視的民生必需品進行研析。由於公

平會並未刻意針對國內物資建立起長期的價格與產銷資料庫，挑選之研究對

象，也考量現有具長期價格與產銷次級資料，可供作計量分析的商品，共篩選

10項民生物資：小麥與麵粉、燃煤與水泥、黃豆與黃豆油、水泥與預拌混凝
土、生乳與鮮奶、天然氣與瓦斯、稻穀與白米、鋼胚與鋼筋、玉米與飼料。

本研究建立價格預警機制之具體研究方法，主要是參考Borenstein et al. 
(1997)、Peltzman (2000)、Borenstein et al.(2002)、Bettendorf et al.(2003)、馬
泰成、簡美瑟(2011)等一系列以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稱
ECM）為基礎的計量模型。

肆、價格不對稱性預警模型之估計與實證結果

一、預警研究

國內外建立預警機制之研究方法，早期使用灰色預測模型（李順成，

2000）或區別分析(Benzing, 2000)，近二十年間以時間序列分析為主，除第
二章介紹的各式價格不對稱分析外，也包含單變量ARIMA模型（戢桂如等，
1997）及多變量的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簡稱ECM）；近5年
大數據分析當道，則多為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與資料探勘(Data Mining)
(Li et al., 2010；Cao et al., 2011；Karahoca et al., 2013；Li et al., 2015)。
誤差修正模型(ECM)有多個特性優於前述提及之預警研究方法：(1)ECM為

多變量時間序列分析，同時考量變數長期均衡關係與短期關係之交互影響，修

正ARIMA模型忽略長期均衡的缺點；(2)ECM由統計檢定客觀判斷變數間是否
存在長期均衡，且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和邊際影響，均能量化說明，優於類神經

網路無法清楚提供邊際影響之缺點；(3)ECM估計結果不僅能用來預測未來結
果，也能設定預警門檻，修正區別分析只能分類的缺點；(4)ECM使用較長時
期的資料，能提供更多訊息，優於灰色預測僅利用少數資訊進行預測的缺點。

不過，誤差修正模型為線性模型，其配適度通常無法超越高度非線性的類神經

網路。

由於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成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的長期關係，分析國內重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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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必需品的短期價格變化，是否真有輿論所指稱的價格不對稱性存在？如有，

政府適當之介入時機又是如何？因此綜上各研究法之特性，本研究選擇以誤差

修正模型預測民生物資市場價格，及設定價格異常上漲之預警機制。模型除修

正為可檢測市場價格是否存在不對稱性調整，出現易漲難跌的特性，以期能特

別監控其未來價格動向外，也將根據預警模型殘差之常態分配特性，設定價格

預警門檻。根據模型分析結果，可協助公平會判定公權力介入市場標準，以避

免對市場機制造成不當之人為干預。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採用時間序列資料進行迴歸分析前，必須先檢測變數是否為定態

(stationary)或不具有單根(unit root)，以確定同期變數間的長期關係，並非「假
性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之關係(Granger and Newbold, 1974)。若變數為非
定態序列，單根檢測結果將呈現序列具有單根。無單根之序列屬於整合階次0
次的序列，標記為I(0)；若差分一次可為定態序列者，則為I(1)序列。若原料成
本與零售皆為I(1)時，可進一步檢測兩者間是否存在共整合的長期均衡關係。
若是原料與成品價格皆為I(0)，或者兩者皆為I(1)但存在共整合的長期均衡關
係，則短期原料成本波動對成品價格波動之影響，都應考量前一期偏離長期均

衡的幅度。

檢測單根方法眾多，各有優缺點，並無學者一致推薦之檢測法，因此本研

究選用文獻普遍採用的。至於共整合檢測，因為價格與成本兩個變數的長期關

係，最多僅有一條共整合關係式，因此選用相對較容易執行的Engle-Granger共
整合檢測。

以下分別說明ADF單根檢測、Engle-Granger共整合檢測，以及價格是否易
漲難跌之模型設定與檢測，和價格預警之概念。

(一)ADF單根檢定(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Enders, 2009)
檢定任何一個變數Xt（例如，成本Ct或價格Pt）是否具有單根（非定

態），可選用的檢定關係式有三種： 
1. 不包含截距項的隨機漫步(pure random walk)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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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含截距項的隨機漫步(random walk with drift)

　  ……………………………… （4.2）

3.  包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項的隨機漫步(random walk with drift around a 
stochastic trend)

　  ……………………… （4.3）

其中∆yt=yt-y(t-1)，βi、a0、a2、γ皆為參數，t為時間趨勢項，εt為誤差項，

p為最適落後期數，用以控制殘差項序列相關的問題。
三條ADF單根檢定式之差異在於是否納入截距項或時間趨勢。若序列

平緩無明顯趨勢，採用檢定式(4.1)，若序列潛在變化呈現上升或下降線性趨
勢，採(4.2)，若序列存在非線性趨勢，則採(4.3)。若實務上難以判斷，則依
循圖4之檢測流程處理(Enders, 2009)。

圖4　ADF單根檢測流程(Enders, 2009)

不管採用哪一條關係式，檢定變數是否有單根的虛無與對立檢測設定均

相同：

H0：γ=0　　（代表變數具有單根，需要進行差分才能轉為定態）
H1：γ<0　　（代表變數為定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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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虛無假設代表變數為定態，不存在單根(unit root)；反之，若結論為不
拒絕虛無假設，則變數為非定態，存在單根。檢定γ=0之τ統計量，並非傳統的t
分配，檢測之P值乃根據MacKinnon(1994)建議的方法估計取得。
(二)Engle-Granger兩階段共整合檢測與估計(Engle and Granger, 1987)

Engle and Granger(1987) 的兩階段共整合檢測與估計，在第一階段採OLS
估計兩個I(1)變數間之關係式，目的在於取得關係式的殘差，以檢測殘差是
否為定態。若殘差 為定態，則根據Granger表現定理(Granger Representation 
Theorem)(Engle and Weib, 1983)，變數間存在共整合關係，採原始變數估計的
共整合式和使用誤差修正模型估計的意義一致。因此，可採普通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簡稱OLS）估計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間之向量誤差修正
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簡稱VECM）或針對以成品售價為應變數
之單一條誤差修正模型(ECM)進行估計。若殘差 為非定態，則兩變數間不存

在長期均衡，只能估計兩變數短期變動關係。換言之，採OLS估計原料成本與
成品售價差分後之向量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簡稱VAR）
或針對以差分後之成品售價(Pt)為應變數之單一AR模型進行估計。
1.  採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簡稱OLS）估計成本(Ct)與零售價
格(Pt)間之共整合關係，即長期均衡關係：

為了進行不對稱價格調整之檢測，本研究依循Peltzman(2000)所採用的
分析方式，首先考量變數間之逐年變動量不一定為固定常數，因此採用對數

型式，估計原料成本(lnCt)與成品零售價(lnPt)之長期關係式。
假設成本(lnCt)和價格(lnPt)均為I(1)，則Engle and Granger(1987)之兩階段

共整合檢測與估計步驟，第一階段乃估計下方之共整合關係式
25
：

 ………………………………………………… （4.4）
其中，εt為相互獨立且具同質變異的誤差項。

若成本(lnCt)與零售價格(lnPt)間存在共整合關係，則(4.4)估計具有一致

性，其殘差 必為定態且為偏離長期均衡的差異量。採

用前述ADF單根檢測，配合MacKinnon(1996)調整自變數個數後的臨界值
(critical values)，即可檢定殘差 是否為定態：

 ……………………………………… （4.5）

25 若兩變數均為定態，直接估計式(4.4)即可。若兩變數，一為定態，一為非定態，
則式(4.4)不成立。



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 99

H0:ρ=1 （價格與成本沒有共整合關係）  

H1:ρ<1 （價格與成本存在共整合關係）
若  檢測之p值 < 顯著水準，則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殘差為定態，變數存

在共整合關係。反之，若  檢測之p值 > 顯著水準，則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
殘差為非定態，變數不具共整合關係。

2. 成本(Ct)與零售價(Pt)存在共整合關係下之誤差修正模型(ECM)
共整合式乃變數間的長期均衡關係，「誤差修正」指價格偏

離均衡關係 ( ≠0 )乃短暫現象，長期下，會自動修正返回均衡關係

（ ，其中Pt
*為長期均衡價格）。因此短期價格調整

需考慮偏離的情況。

ECM模型利用前一期之長期均衡偏離值( )來修正本期的價格水準。由
於本研究目的，除欲進行價格預測以了解零售價格上漲是否相對成本出現過

度調漲之情況外，也希望檢測零售價格相對成本變化的調整速度，會不會因

為成本上漲或下跌而有不同？亦即問題成為：當成本上漲時，零售價格會以

較快速度，反映成本增加；反之，當成本下跌時，零售價格是否僅以遲緩速

度下跌，而有所謂的價格不對稱性問題。參考Peltzman(2000)之設定，本研
究建構價格不對稱調整之ECM模型，以進一步檢測成本上漲時，零售價格反
映成本變動，是否呈現價格不對稱性問題。

價格不對稱調整之ECM模型，設定如下：

  … （4.6）

其中， ， （ ），

若 （ ）； （ ），若

（ ）。最適落後期q，為AIC值最小之模型對應之q，其中AIC= 
。此處的k為模型中參數的個數，n為有效觀測值個數， 為(4.6)之

一致性估計值。額外納入應變數落後期，則是考量供給與需求干擾若持續影

響成品價格，可能使模型殘差相關，因此額外加入應變數落後期的控制項。

殘差若存在相關性，迴歸係數估計式雖然仍具有不偏性和一致性，但是變異

數估計值與係數的標準誤皆為有偏估計，因此t test和F test檢測結果均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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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LM test 檢測兩年殘差是否相關。26,27

在式(4.6)中，如果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在長期維持如(4.4)之均衡關

係，則一旦前一期供需發生波動使實際lnC與lnP在t-1期脫離均衡關係，

出現 ，則在t期自然會有力量促使二者路徑又回到長期均衡路徑。

例如，前一期誤差為正 ( )，隱含 ，亦即前一期

價格過高，則本期價格應調降；反之，若前一期誤差為負( )，隱含

，亦即前一期價格過低，則本期價格應調升。因此，預

期 之係數θ應為負，θ絕對值大小，反映本期零售價格修正“前期實際價格

(lnPt-1)偏離均衡價格( )間差異＂的比例，亦即θ反映調整至
長期均衡的速度。當 ，代表前一期之C與P處於長期均衡途徑28

。θ值愈
接近-1，調整速度愈快。

(三)不對稱價格調整檢測
根據式(4.6)，成本與零售價格之間會維持一個穩定的長期關係。因此，該

式可用於檢測：(a)價格是否長期間持續超額反映成本的上漲(H1: βi≠a1，i=0, 
…, k）？亦即當成本上漲時，零售價格是否以較高幅度反映成本增加；反之，
當成本下跌時，零售價格僅微幅下跌或根本文風不動。此外，亦可檢測(b)零售

價格之累積反映，是否成本上漲異於成本下跌( )？若兩項檢

測，皆呈現不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則該項成品並無價格不對稱問題。

最後，值得再度強調的是：ECM的優點在於其能考慮價格與成本間之長
期關係，當前期發生成本變化使實際價格偏離均衡水準時，在本期自然會有力

量使實際價格向均衡水準趨近。最後，成本也可能會因上漲與下跌不同的方向

( 或 )，對零售價格有不同的影響程度與遞延效果。例如：如果成本
在t期上漲1美元，並在t+1期下跌1美元，此一價格持平並不意味著零售價格會
先漲後跌並回復到原先水準，或是根本不變。在價格不對稱的情形下，零售價

26 附錄月資料檢測6個月殘差是否相關。LM test利用(4.6)式之殘差值( )，估計
+(4.6式)所有解釋變數+vt。虛無假設為H0: δi=0, i=1, k（殘差不

相關），H1: 至少一個δi≠0, i=1, k（殘差相關）。觀察本研究10組原料-成品價格
相關性之落後期，年資料皆未超過2年，月資料則未超過6個月。因此，年資料設
定k=2，月資料設定k=6。

27 模型本欲納入廠商家數以控制市場結構的變化，惟相關資料難以取得。
28 Gujarati (2003, pp. 824-826)，Borenstein et al. (1997, pp. 314-315) 與Bettendorf, Geest, 

and Varkevisser (2003, pp. 67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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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甚至可能在t+1期及以後各期仍然繼續上漲。因此，本研究的ECM模型與部
分調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基本上並不相同。
(四)價格預警機制
價格不對稱模型，除可提供歷史價格調整是否存在易漲難跌情況外，最終

目的仍在於預警用途。根據各價格不對稱調整模型之參數與殘差值，可建立監

控物價上漲的預警機制。具體的方法是以整個樣本資料期間作為判定產品價格

上漲是否合理之基準值，並建立燈號概念。

根據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進行估計後，可取得模型殘差值，計算其標準

差。在殘差滿足常態分配下，殘差均值上下一個標準差的範圍，大約包含68%
的觀察值，殘差均值上下兩個標準差的範圍，大約包含95%的資料，而殘差均
值上下三個標準差的範圍，大約包含99.97%的觀察值。
由於誤差之變異數等於應變數之變異數，亦即 =Var(u)=Var(∆lnP)。因

此，根據下一期的原料成本資訊，以及參數估計結果，可預測下一期的成品價

格變動量（式(4.6)之 ）。若下一期實際價格變動量超過預測值一個標準差

( )，可設定為黃燈，業務單位即需詳加留意市況；若是波動
超出兩個標準差( )，就達到紅燈，公平會即應主動立案，介
入調查。若無成本資料，則以樣本平均值(  ) 近似  處理。

三、實證結果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蒐集10組民生品之年資料進行分析，月資料之分析結果則提供於附

錄。表2為民生品項目、資料來源和樣本資料涵蓋期間對照表29
。

小麥、黃豆、玉米、燃煤、天然氣等資料，取自國外資料庫，其他商品單

價，則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之內銷量與內銷
價，自行計算出內銷單價（新臺幣元/公斤）。樣本資料期間，除廢紙為1992-
2014，小麥與黃豆為1982-2014外，其餘皆為1981-2014。
國外資料，原始資料單位為美元者，均乘以美元兌臺幣名目匯率，轉換為

新臺幣元。國外天然氣原始資料單位為US$/mmbtu，由於1 MMBtu=1 million 
BTU(British Thermal Unit)= 28.263682 m3

，因此將原始資料再除以28.263682轉
換為每立方公尺單價。

29 廢紙資料僅12筆，自由度低，估計結果較不精確，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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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乳資料來自公平會所提供之歷年生乳收購價格，各期收購價為各期夏

季、暖季與冬季價格之平均值。未提供數據之日期，視為收購價未變動。若是

當年收購價格有多次調整，則將多次收購價平均值視為該年生乳價格。

(二)敘述統計
本研究針對民生用品且資料期間相對較長與較重要的分類，採名目價格進

行分析。表3提供所有變數之敘述統計，其中變異係數為標準差/平均值*100，
乃資料單位不同或平均值大小差異太大時，可客觀衡量各變數資料波動差異的

指標。依據表3顯示，除生乳成本相對於鮮乳零售價以及水泥成本相對於預拌
混凝土零售價變異較低外，其餘民生品均呈現原料成本波動大於成品零售價格

波動幅度。

針對各民生品進行原料成本與成品售價的共整合檢測與短期價格動態調

整分析前，必須先檢測變數是否為定態。所有變數之ADF單根檢測與Engle-
Granger共整合檢測結果顯示，所有變數之對數值皆為差分一次轉為定態的I(1)
變數。原料成本與成品售價之共整合關係檢測部分，全部I(1)變數組別皆存在
長期均衡關係。以下為各民生品原料成本與成品售價之詳細實證說明。

表2　研究對象與年資料來源

科別 代號 單位 原始資料定義 資料期間 資料來源

民
生
工
業

小麥 C1 元/公斤 US$/公噸 1982-
2014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麵粉 P1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黃豆 C2 元/公斤 US$/公噸 1982-
2014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黃豆油 P2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生乳 C3 元/公斤
為酪農收購款
夏冬與暖之平
均值

1981-
2014 公平會提供

鮮奶 P3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廢紙 C5 元/公斤 國產中部收購
均價 

1992-
2014

商品行情網(http://cip.
chinatimes.com/)

瓦楞紙 P5 元/平方公尺
內銷值/內銷
量CPI（基期
=100年）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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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對象與年資料來源（續）

科別 代號 單位 原始資料定義 資料期間 資料來源

農
業
育
樂

稻穀 C4 元/公斤 稻穀（蓬萊）
價格

1981-
2014 農糧署網站

(http://www.afa.gov.tw)
農糧統計-糧價及糧商資料白米 P4 元/公斤 白米（蓬萊）

零售價 
1981-
2014

玉米 C10 元/公斤 Maize, US$/mt, 
real 2010$

1981-
2014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飼料 P10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燃
氣
營
造

燃煤 C6 元/公斤 Coal, Australia, 
$/mt, 2000 US$

1981-
2014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World Bank

水泥 P6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水泥 C7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預拌
混擬土

P7 元/立方公尺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天然氣 C8 元/立方公尺
為Natural gas 
LNG, US$/
mmbtu

1981-
2014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World Bank

瓦斯 P8 元/立方公尺 國內天然氣之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電子
機械

鋼胚 C9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

性查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鋼筋 P9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1981-

2014

表3　樣本年資料之敘述統計

民生物資 單位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變異係數 個數(年)

民
生
工
業

小麥(C1) 元/公斤 7.779 4.918 14.209 2.794 35.91 33

麵粉(P1) 元/公斤 13.332 9.908 22.244 2.973 22.30 34

黃豆(C2) 元/公斤 5.635 3.449 10.273 2.004 35.56 33

黃豆油(P2) 元/公斤 28.672 17.426 45.872 8.627 30.09 34

生乳(C3) 元/公斤 19.695 15.985 26.173 3.093 15.71 34

鮮奶(P3) 元/公斤 39.163 31.723 54.447 6.888 17.59 34

廢紙(C5) 元/公斤 3.702 1.900 5.660 1.111 30.01 14

瓦楞紙(P5) 元/平方公尺 12.787 9.911 17.687 2.017 15.7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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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樣本年資料之敘述統計（續）

民生物資 單位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變異係數 個數(年)

農
業
育
樂

稻穀(C4) 元/百公斤 17.745 12.800 23.100 2.756 15.53 34

白米(P4) 元/公斤 26.715 21.140 36.269 4.048 15.15 34

玉米(C10) 元/公斤 5.047 3.184 8.776 1.497 29.66 34

飼料(P10) 元/公斤 10.581 7.765 16.300 2.774 26.22 34

燃
氣
營
造
科

燃煤(C6) 元/公斤 1.567 0.820 4.006 0.847 54.04 34

水泥(P6) 元/公斤 2.065 1.454 2.355 0.213 10.32 34

水泥(C7) 元/公斤 2.065 1.454 2.355 0.213 10.32 34
預拌混擬土
(P7) 元/立方公尺 1460.676 1040.365 2124.544 292.655 20.04 34

天然氣(C8) 元/立方公尺 7.177 2.977 17.344 4.435 61.79 34

瓦斯(P8) 元/立方公尺 9.122 5.880 17.933 3.876 42.49 34

電
子
機
械

鋼胚(C9) 元/公斤 9.701 5.541 23.036 4.957 51.10 34

鋼筋(P9) 元/公斤 12.031 7.288 25.276 4.632 38.50 34

(三)趨勢圖與單根檢測
圖5(a)~5(j)為10組民生品之原料與成品名目價格走勢圖。觀察各組價格變

化走勢，有兩項發現：(1)原始資料似乎都存在隨機趨勢，(2)除了圖5(g)中的燃
煤原料與水泥成品以及圖5(h)水泥原料和預拌混凝土成品外，每一組原料與成
品之名目價格走向大致一致，隱含同期原料與成品價格間可能存在穩定的關

係。不過，實際原料成本與成品售價格的漲跌是否存在易漲難跌的情況，則有

賴進一步之共整合檢測以及價格不對稱檢測。

圖5(a)　小麥與麵粉價格走勢圖  圖5(b)　黃豆與黃豆油價格走勢圖



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 105

圖5(c)　生乳與鮮奶價格走勢圖 圖5(d)　廢紙與瓦楞紙板價格走勢圖

圖5(e)　稻穀與白米價格走勢圖 圖5(f)　玉米與飼料價格走勢圖

圖5(g)　燃煤與水泥價格走勢圖 圖5(h)　水泥與預拌混凝土價格走勢圖

圖5(i)　天然氣與瓦斯價格走勢圖 圖5(j)　鋼胚與鋼筋價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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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提供原料與成品價格對數值之單根檢測與Engle-Granger共整合檢測結
果。表中變數之整合階次皆為I(1)，顯示變數皆具有單根且差分一次可轉為定
態。

進行Engle-Granger共整合檢測時，稻穀與白米、玉米與飼料、廢紙與瓦楞
紙、水泥與預拌混擬土之長期關係式的殘差為非定態。觀察走勢圖後，進一

步採用Quandt-Andrews unknown breakpoint test，測試長期關係式是否存在一
個結構變化點導致殘差為非定態。根據Quandt-Andrews檢測結果，證實此四組
民生品之長期關係，確實存在結構變化。根據Quandt-Andrews檢測建議之結構
變化點，重新估計長期關係式後，殘差皆轉為定態。長期關係式之估計結果

統整於表5，表格中之Dxxxx，皆為虛擬變數，其數值定義為：xxxx年開始，
Dxxxx=1，xxxx年以前Dxxxx=0。

表4　單根檢測與Engle-Granger共整合檢測結果

民生物資 單位 整合階次I(?) 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係
個數
（年）

民
生
工
業

小麥(C1) 元/公斤 I(1)
Yes

33
麵粉(P1) 元/公斤 I(1) 34
黃豆(C2) 元/公斤 I(1)

Yes
33

黃豆油(P2) 元/公斤 I(1) 34
生乳(C3) 元/公斤 I(1)

Yes
34

鮮奶(P3) 元/公斤 I(1) 34
廢紙(C5) 元/公斤 I(1)

Yes
14

瓦楞紙(P5) 元/平方公尺 I(1) 34

農
業
育
樂

稻穀(C4) 元/百公斤 I(1)
Yes，2008年開始有結構變化

34
白米(P4) 元/公斤 I(1) 34
玉米(C10) 元/公斤 I(1) Yes，2004年開始斜率有結構

變化

34
飼料(P10) 元/公斤 I(1) 34

燃
氣
營
造
科

燃煤(C6) 元/公斤 I(1)
Yes

34
水泥(P6) 元/公斤 I(1) 34
水泥(C7) 元/公斤 I(1)

Yes，2001年開始有結構變化
34

預拌混擬土(P7) 元/立方公尺 I(1) 34
天然氣(C8) 元/立方公尺 I(1)

Yes
34

瓦斯(P8) 元/立方公尺 I(1) 34

電
子
機
械

鋼胚(C9) 元/公斤 I(1)
Yes

34

鋼筋(P9) 元/公斤 I(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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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長期關係式之估計結果

原料成本(C) 小麥 黃豆 生乳 廢紙 稻穀 玉米 燃煤 水泥 天然氣 鋼胚

成品價格(P) 麵粉 黃豆油 鮮奶 瓦楞紙 白米 飼料 水泥 混凝土 瓦斯 鋼筋

應變數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ln P
常數 1.521 2.063 0.451 1.990 1.257 1.545 0.690 7.534 1.073 0.800

[11.67]** [13.20]** [2.83]** [24.21]** [10.35]** [16.34]** [31.14]** [35.16]** [10.97]** [10.64]**
ln C 0.525 0.742 1.079 0.430 0.695 0.442 0.088 -0.526 0.589 0.750

[8.14]** [8.09]** [20.13]** [6.81]** [16.12]** [7.02]** [2.26]* [-1.83] [11.38]** [22.06]**
D2004* ln C 0.162

[7.88]**
D2008 3.162

[6.87]**
D2008* ln C -0.995

[-6.57]**
D2001 -0.648

[-2.55]*
D2001* ln C 1.344

[3.88]**
Observations: 33 33 34 14 34 34 34 34 34 34

R-squared: 0.68 0.68 0.93 0.79 0.97 0.90 0.14 0.77 0.80 0.94

(四)APT檢測
觀察表5中lnC之係數，各成品價格之原料成本彈性，除鮮乳之彈性較高為

1.079外，其餘大約介於0.4~0.8。飼料價格在2004年後對玉米價格波動較為敏
感，彈性由2004年以前的0.442提高至0.602；白米對稻穀之成本彈性則略降；
預拌混凝土對水泥價格之彈性則由2001前的無彈性（係數不顯著）提高至2001
年後的0.818(1.344-0.526)。以鮮乳為例，彈性大於1，表示成品價格變動比例超
過原料成本變動比例。

取得上述各組民生品之長期關係式的殘差值，即可估計成品反映原料成本

變動的APT模型，並檢測成品價格反映原料成本波動時，是否存在易漲難跌的
現象？表6為各組APT模型估計結果。除黃豆油與瓦楞紙之成品價格需納入應
變數落後期一期來控制序列相關問題外，其餘成品價格之殘差均無序列相關問

題。表7統整所有民生品之價格不對稱的聯合檢測與累積效果檢測結果。研究
結果顯示：所篩選之民生品，皆無易漲難跌或易跌難漲之價格不對稱調整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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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APT模型估計結果

原料成本(C) 小麥 黃豆 生乳 廢紙 稻穀 玉米 燃煤 水泥 天然氣 鋼胚

成品價格(P) 麵粉 黃豆油 鮮奶 瓦楞紙 白米 飼料 水泥 混凝土 瓦斯 鋼筋

應變數ΔlnP ΔlnP ΔlnP ΔlnP ln P ΔlnP ΔlnP ΔlnP ΔlnP ΔlnP ΔlnP
 0.042  0.478  0.855 0.248 0.304  0.325 -0.034  0.104  0.328  0.751
[0.21] [1.52] [1.33] [6.51]** [1.06] [3.76]** [-0.53] [0.31] [1.87] [6.44]**
-0.028 -0.368  0.183 -0.012  0.082  0.158  0.080  0.022  0.162
[-0.14] [-1.71] [0.27] [-0.09] [1.04] [2.84]** [0.52] [0.17] [2.92]**
 0.475  0.277  0.558 0.276 0.821  0.280  0.062  0.505  0.507  0.881
[1.86] [1.30] [5.94]** [2.93]* [11.90]** [2.96]** [1.06] [2.51]* [8.01]** [8.99]**
-0.204 -0.194  0.312  0.107  0.180  0.081  0.135  0.065 -0.020
[-1.07] [-0.73] [1.62] [2.20] [1.72] [1.36] [0.84] [0.67] [-0.30]

-0.651 -0.720 -0.547 -0.354 0.07 -0.203 -0.169 -0.200 -0.186 -0.145

[-3.32]** [-3.42]** [-2.73]* [-2.61]* [0.53] [-1.38] [-1.66] [-2.46]* [-2.29]* [-1.32]
 0.264 - 0.203
[2.26]* [-2.20]

Observations 31 31 32 12 33 32 32 32 32 32
R-squared 0.42 0.55 0.45 0.90 0.68 0.64 0.33 0.16 0.56 0.87

 標準差 0.102 0.118 0.036 0.029 0.035 0.051 0.059 0.069 0.059 0.049
註：括號[ ] 中為異質性穩健t統計量

表7　價格不對稱檢測-年資料

APT 關係式 LM test 聯合檢測 (F test) 累積效果檢測 (t test)

成品(P) 原料(C)
H0: 2期殘差
無序列相關

麵粉 小麥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黃豆油 黃豆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鮮奶 生乳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白米 稻穀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瓦楞紙 廢紙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水泥 燃煤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預拌混凝土 水泥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瓦斯 天然氣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鋼筋 鋼胚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飼料 玉米 無相關 無APT 無累積APT
註： ，其中 

或 ，則

根據表5各組實際之長期關係式估計結果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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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價格預警機制-年資料

民生物品 單位
預測
變數

樣本平
均

係數
黃色警戒 紅色警戒 價格

不對稱
累積
效果

民
生
工
業

小麥
元/公斤 0.0099 －0.651 NO NO

麵粉

黃豆
元/公斤 0.0007 －0.720 NO NO

黃豆油

生乳
元/公斤 0.0117 －0.547 NO NO

鮮奶

廢紙 元/公斤
0.0038 －0.354 NO NO

瓦楞紙 元/平方公尺

農
業
育
樂

稻穀
元/百公斤 0.0152 0.035 NO NO

白米

玉米
元/公斤 0.0075 －0.203 NO NO

飼料

燃
氣
營
造

燃煤
元/公斤 -0.0002 －0.169 NO NO

水泥

水泥 元/公斤
0.0101 －0.200 NO NO預拌混

擬土
元/立方公尺

天然氣
元/立方公尺 0.0311 －0.186 NO NO

瓦斯

電
子
機
械

鋼胚
元/公斤 0.0164 －0.145 NO NO

鋼筋

註： ，

或 ，則根據表4-4各組實際之長期關係式估計結果
來計算。

(五)價格預警機制
表8統整10項民生用品之黃色與紅色預警門檻：若每單位成品實際零售價

格（對數值）變動量超過預測價格（對數值）變動量一個標準差，公平會應留

意市況；若是超出兩個標準差，公平會即應主動立案，介入調查。例如，若每

立方公尺實際瓦斯價格（對數值）上漲超過預測價格（對數值）變動量0.059，
公平會應留意市況；若是超出0.117，公平會即應主動立案，介入調查。以物價
資訊看板平臺上之商品為例說明。使用名目價格計算，且與前一期價格相比，

因此操作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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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項目：日正中筋麵粉一公斤包裝為例，缺乏其成本資訊，但觀察其

2015年7/2最高價為50元，最低價為44元，計算簡單平均價為47元，7/3最高與
最低價分別為51元和44元，平均價為47.5元。平均而言，上漲∆lnPt=ln(47.5)-
ln(47)=0.0321元，∆lnPt -  =0.0321-0.0099=0.0222低於黃色警戒的0.102，因
此公平會尚不需要介入。

黃豆油項目：臺糖大豆沙拉油 3L/瓶（以沙拉油的密度300.9轉換，每公升
大約0.9公斤，因此3L約為2.7公斤）為例，缺少其成本資訊，但觀察今年7/1
最高價為159元，最低價為104元，計算簡單平均價為每3公升131.5元或每公斤
16.235元。7/2最高與最低價分別為159元和122元，平均價為每3公升140.5元
或每公斤17.346元。平均而言，∆lnPt=ln(17.346)-ln(16.235)=0.0662元，∆lnPt - 

 =0.0062-0.0007=0.0055仍低於黃色警戒的0.118，因此公平會尚不需要介
入。

瓦斯項目：大臺北瓦斯價格為例，觀察其歷史價，價格一路下跌，僅今年

6月每立方公尺21.23元上漲至7月之21.43元。由於每立方公尺∆lnPt=ln(21.43)-
ln(21.23)=0.00938元，而∆lnPt -  =0.00938-0.0311<0，仍低於黃色警戒的
0.059元，因此公平會尚不需要介入。

四、小結

針對9組民生品進行的價格預警分析結果，成本與零售價都存在共整合關
係。各組民生品零售價格之黃色警戒與紅色警戒水準如表8所示。
觀察誤差修正係數，所有係數均介於-2和0之間，確定零售價格能收斂於

長期均衡(Bettendorf et al. , 2003)。當係數值愈接近-1，調整速度愈快；觀察
表8，黃豆油零售價格往長期均衡調整的速度最快，修正比例約72%，白米最
低，不到5%，水泥、鋼筋與鮮奶也較緩慢，均低於20%。在5%顯著水準下，
本研究所挑選的民生物品則皆無易漲難跌之APT情況。

伍、價格不對稱與預警制度的經濟與法律意義

一、價格不對稱與預警制度的經濟意義

 前述計量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篩選之民生品均不呈現APT，此一事證雖對

30 不同食用油的密度並不相同，但是都在0.9上下，因此採0.9g/cm3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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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市場機制與公平會施政提出若干支持。但APT是否能100%掌控市場獨占
力？公平會是否能完全仰賴預警機制管制我國市場競爭機制？其實並不盡然，

否則世界各國早已普遍實施預警制度，APT分析並早已成為各競爭機關之制式
指導原則。為進一步研究這些議題，本研究嘗試以當前我國政經發展環境為背

景，分析APT的政策意義與執法上之適用性，希望能提供若干建議供公平會參
考。

(一)價格不對稱的原因
依據Meyer et al.(2004)針對文獻所整理的結論，APT出現的原因大致分為

兩點：(1)市場壟斷導致產品漲價，競爭機關應及時處理；(2)經濟成長或通貨
膨脹過程中，廠商為減少菜單成本(menu cost)之定價行為，符合市場效率原
則，競爭機關不需特別留意。

1.  市場壟斷：依據Meyer et al.(2004)整理，社會大眾面對APT最直覺的反應就
是寡頭壟斷。事實上Borenstein et.al.(1997)、Balke et al.(1998)、Brown and 
Yucel(2000)、McCorriston(2002)等文獻也指出：獨占廠商利用原料成本發生
漲跌波動之際，濫用市場力量提高產品售價，就是形成事業APT的主要原
因。然而Meyer et al.(2004)則提出相對保守看法，認為前述理論過於武斷與
民粹。APT原因甚多，並非只有市場獨占所能解釋，例如：他們認為所有
APT之研究都是針對單一商品（或市場）的時間數列資料進行研究，除非
市場壟斷發生在研究者所引用之樣本期間內，否則價格上漲的卡特爾行為

根本無法反映於APT之內。他們甚至進一步引用Ward(1982)看法認為：市場
壟斷不但不會造成APT（跟漲不跟跌），反而會導致負向的APT（跟跌不跟
漲）。原因在於：寡占廠商不願意冒著提高價格造成市占率減少之風險。

2.  Menu cost：依據Ball and Mankiw(1994)的研究，在其他情形不變的前提下，
如果原料成本增加（減少），產品價格理當隨之上漲（下跌）。但在現實世

界，廠商調整產品售價往往需要支出相當的交易成本（也就是所謂的menu 
cost），例如：更改報價單與價目表、改變會計系統、通知下游客戶…，無
不需要花費資源。依據Levy et al.(1997)與Dutta et al. (1999)統計，menu cost
約占美國零售市場廠商利潤的27%-35%之間。再加上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
國總體物價水準多呈穩定上漲之勢。此時，即使個別商品（例如：冷氣）價

格長期維持不變，但相對其他物品或勞務（例如：按摩）而言，冷氣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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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已然自動下跌
31
。因此，在效率市場的前提下，如果原料成本下降3%，

廠商基於競爭壓力，本應降低產品售價，以維持產品競爭力。但因總體物

價本呈長期上漲趨勢（例如：每年通貨膨脹率5%），如廠商仍維持原本產
品售價，不相應降低，但實質上，其產品價格相對整體物價已然下跌5%－
3%=2%。因此，維持原價不反映原料成本降低，非但能節省menu cost等交
易成本，有時還能達到實質降價目的。反之，當原料成本增加，其產品售價

原本就應上漲，再加上整體物價又呈長期上漲，更使其心目中理想的產品售

價較實際價格高出許多。此時，即使調漲產品售價必須支付額外交易成本，

但廠商仍必須立即反映。往來之間，自然形成各界對廠商跟漲不跟跌的非對

稱上漲印象。

3.  其他原因：除了上開兩項因素外，APT也往往與產品特性（是否易於腐壞）
與存貨控管等因素有關。但Meyer et al.(2004)強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則是：
政府的保證收購與價格支持等農業政策。按各國針對農業大多訂有保證收購

等價格下限政策。Kinnucan and Forker(1987)因而認為農產品價格支持計畫，
往往會使中間商人認為價格下跌只是暫時的，因為政府為維持農民所得，會

馬上啟動保證收購等價格干預措施，使價格回穩。反之，價格上漲則多屬長

期持續現象（因為政府不會採取措施打壓農產品價格）。因此，廠商為節省

menu cost會很快地反映成本增加，但卻僅以遲緩速度反映成本下跌。
(二)價格不對稱的應用有其限制因素

APT分析雖能利用簡單可操作之門檻，做為公平會初步判斷是否介入物價
查處之依據，有助於區分廠商調價行為是否涉及公平法規範或純屬供需變化所

導致之經營行為，以大幅節省行政調查成本。但就執法實務言，APT仍不能取
代公平會的調查、分析與斷案功能。如欲精準判定聯合行為，尚有賴辦案人員

綜合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就水平競爭與垂直供應鏈關係、市場競爭型態、成

本結構與其他重要變數（如匯率變動、油電漲價）等因素整體考量。易言之，

建立在價格不對稱的預警制度其實就是一個測量是否發燒的溫度計。但發燒只

是反映人體防禦機制的一種症狀結果，原因甚多，甚至有時人體可以透過發燒

31 冷氣於1970年代價格與目前價格相差不多，但卻只有富豪人家才有能力消費
（「我在冷氣房裡長大的！」是當時富家子女常掛在嘴邊的說詞）；反之，當時
上海浴室按摩則屬於大眾消費（百元有找）。但隨著經濟成長與勞動所得（或勞
動價格；或勞動成本）提升，洗腳按摩因屬勞力密集行業，其價格自然水漲船高
（千元以上）。最後，冷氣絕對價格雖然沒有太大變化，但其相對價格卻也下降
到平民階級所能消費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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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新陳代謝，使感冒自然消失。因此，本研究強調如果市場資料顯示APT存
在並不代表市場存在獨占或壟斷，最多只能顯示：市場價格反映超出（或低

於）原料成本變化幅度，使市場供需在短期內產生overshooting。至於APT是
否涉及人為操作？是否為廠商壟斷導致之長期結構問題？尚有賴公平會進一步

掌握足夠的證據，以判斷APT確實源自事業聯合壟斷市場的合意行為。更何況
依據Meyer et al.(2004)針對40篇論文所探討的205件個案所作之統合分析(Meta-
analysis)顯示：APT存在的比例達48%（99件）。但經過他分析這些個案因資
料共線性、觀察期間、樣本頻率與結構變化等因素影響，往往會使估計結果產

生偏誤。此時，在市場不存在APT的虛無假設下，單憑計量結果證明市場聯合
是否存在，至少涉及兩項執法錯誤：

(Type I error)APT存在，但市場沒有壟斷：
(1) 市場價格變化除反映原料成本所形成之供給變化外，還包括市場需求
波動：APT也有可能是反映需求增加所形成之衝擊，例如：當原料價
格下跌或上漲時正逢市場需求增加，統計資料自然會顯示APT存在。

(2) 事業利用APT減少menu cost：在總體物價長期上漲的趨勢下，事業定
價總是傾向反映（不反映）原料價格上漲（下跌）。

(Type II error)APT不存在，但市場有壟斷：值得注意的是，APT不存在並
不代表市場沒有壟斷。依據Bolotova and Novakovic(2012)、Ma(2007)與Meyer et 
al.(2004)研究，此一現象多數發生於政府管制下的特定市場。例如：Bolotova 
and Novakovic(2012)以美國紐約州管制牛奶零售價格不得超出生乳成本的200%
的措施為例說明：政府為保護酪農與消費者，規定牛奶定價不得超出進貨成本

的一倍，以限制經銷商中間利潤不得超出進貨成本。但此一規定卻形成業者聯

合壟斷的focal point，亦即所有業者均以生乳價格的200%定價，即使當逢需求
淡季乳品價格理當調降時，也是以成本加成一倍的方式定價。此時，生乳價格

的200%價格反而成為業者聯合壟斷市場的標的價格。但弔詭的是：任何計量
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必定顯示APT不存在於受管制的牛乳市場。其理甚明：生乳
價格調漲（價）一元，市場價格就馬上調漲（價）二元。

（小結）type II error多數發生於政府管制的市場，判斷容易不至於引起公
平會執法困擾，問題真正還是多數發生於type I error：APT存在但市場沒有壟
斷。因此，Azzam(1999) 指出：即使當前文獻能精確指出APT是否存在，但至
今仍未有學者能以計量分析100%證明APT與聯合行為間的關聯性。但即使如
此，由於APT誤差多集中於type I error，並能利用簡單可操作之分析，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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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一個初步判定市場狀況的事證。因此，以事前角度言，APT確實可以做為
一個預警機制，以協助公平會處理物價案件。

總之，公平會可透過APT的預警結果，決定是否立案進行調查；但APT仍
無法全然保證價格變化是否源自廠商壟斷。如欲精準判定聯合行為，仍有賴

執法機關通盤考慮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特別是APT屬於數量分析，成功與否
端賴主管機關能否掌握大量時間數列及橫斷面之市場資訊，例如：經濟學者

Harrington(2006)在如何偵測價格卡特爾所作之研究曾指出：執法機關如欲減少
誤判風險，就必全面蒐集產品價格、原料成本與產業結構資料，清楚認知 (1)
廠商行為本質；(2)廠商行為變化；(3)與其他廠商或產業之比較；(4)判斷利潤
高低。而以上均與執法機關所掌握之資料品質與數量息息相關。更何況在默契

性聯合壟斷案件中，執法者在無法取得書面協議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如欲單

憑便利機制(facilitating practices)等間接證據，能將廠商繩之以法。首要之務，
就必須能並充分瞭解涉案廠商之價格與成本資料，進行正確的價格不對稱分

析，並進一步取得各項行為及目的要件。研究團隊即希望公平會能藉著民生物

資價格預警系統之建立，有助於公平會能夠長期持續地蒐集市場的產銷及價格

資料。在處理價格案件時，能掌握機先，在誤判風險最小的前提下，取得推定

廠商合意的間接證據。

二、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

雖然我國公平會公平法第25條之授權，競爭機關或有權限可管制事業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漲價行為。但依據各國作法與我國公平會執

法趨勢顯示：競爭機關對價格之管制，大多尊重專責的管制機關職權，以類似

25條整合管制(hybridized approach)的作法則不多見，並將其視為一種在「非常
時期（例如：921大地震）」方能採行之「非常手段（管制水塔定價）」。再
加上以APT為基礎之預警制度又偏重於水平競爭，與垂直交易無涉。因此，以
下僅就獨占與聯合的角度分析APT之適用性。
(一)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聯合行為
自公平交易法實施以來，國內事業已逐漸瞭解聯合漲價是非法行為，為規

避政府規範，即使有合意壟斷市場的行為，也逐漸化明為暗或轉成默契性的一

致性行為（馬泰成、洪德昌，2001）。由於一致性行為沒有公開合意等直接證
據，僅有卡特爾為貫徹減產紀律的「促進資訊透明」與「懲罰欺騙行為」等便

利機制(facilitating practices)，在法庭上作為證明合意存在之間接證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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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力較弱。但依據我國最高法院判例有關證據認定之見解：「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

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

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始為合法。」此時，便利機制

（例如：中油與台塑公開漲價資訊）雖僅能用以證明間接事實的存在與否，並

據以推論他項事實（促進市場資訊流通讓競爭對手知道自己將漲價，並請對手

跟漲）。但只要便利機制等間接事實能符合推理管道（例如：APT），並在不
違背經驗法則的情形下，其實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此時，APT
雖不能做為證明業者有公開合意的直接證據，也不是可以做為間接證據的便利

機制；但APT至少能提供執法機關做為證明犯罪的推理依據，其執法意義遠高
於形式上的價格平行行為。原因在於：「即使原料價格下跌，但所有廠商的產

品定價仍然不變或甚至同時上漲(APT)」相較「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同時上漲
（平行行為）」在證明一致性行為存在的推理時，前者似較後者更能明顯地、

一致地指向共謀壟斷之犯罪事實。

總之，執法機關在審理價格案件時，如果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事業聯合壟斷

價格之事實，必須將法條作適度的延伸，方能利用間接證據證明聯合合意，就

必須對APT做為間接證據的證據力，採取較嚴格的標準。但只要執法機關能將
所有有利於被告的疑點排除後，發現合意壟斷之限制競爭因素確實是APT現象
之「唯一合理解釋」，就能依照便利機制作為間接證據，認定當事人有非法合

意。

(二)價格不對稱的執法意義：榨取性濫用行為
1. 榨取性濫用：就公平法第9條獨占事業之禁止行為言，APT主要涉及榨取性
濫用(exploitative abuse)。而美國與歐陸兩大競爭法系對於榨取性定價之管制
則有不同之看法：前者認為商品價格漲跌係反映市場供需機制之正常變化，

基於經濟效率與契約自由原則，競爭機關不應管制榨取性濫用定價。反之，

後者則在EC條約第102條(a)款之規範下，視獨占事業漲價為剝削消費者利益
的榨取性濫用，認為競爭機關不應放任獨占事業任意漲價剝削消費者，以維

持社會分配正義。由於(1)我國法律體制屬歐陸法系，榨取性濫用原本就是公
平法第9條對於獨占事業之禁止行為；(2)在事業具有獨占力的前提下，APT
於證明榨取性濫用的證據力高於APT證明一致性行為的證據力。APT在當前
貧富差距日益惡化與社會階級對立益趨激化的大環境下，其實證結果自然具

有若干政策意義，可供公平會做為安定社會人心，並進而鞏固民主政治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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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參考。

2. 反托拉斯與所得分配：APT分析主要適用於不需要現代科技之民生物資。由
於該等物資附加價值不高，原料成本占產品售價主要比例。另方面，由於民

生品多屬於勞力密集產品。因此，勞動支出其實也占產品售價相當比例（雖

然不若原料比例之高）。由於勞動薪資應該隨經濟發展過程逐漸提高，使經

濟成長果實能由全民共享，理論上，該等產品價格相對於科技產品售價應一

路上漲，使民生物資市場上呈現正向APT現象：
經濟成長→民生產業勞動薪資增加大於生產力

32
增加→產品價格上漲→正向APT

經濟成長→科技產業勞動薪資增加小於生產力增加→產品價格下跌→負向APT

民生商品價格雖然傾向於跟漲不跟跌之APT特性33
，但本研究針對9項

民生品所為之實證分析卻顯示：該等商品多不呈現APT，黃豆/黃豆油與鋼
胚/鋼筋甚至呈現負的APT（跟跌不跟漲）。理論上應呈APT的民生品卻沒
有APT的市場現實，除了顯示這些市場沒有獨占定價或聯合行為，對公平會
施政有若干肯定外；另方面，似乎也印證了我國勞動所得占GNP比重由1981
年的44%一路降至2012年的39%之所得分配惡化事實。由於廠商勞動成本穩
定，甚至稍微減少，即使市場需求與原料成本發生波動時，產品價格漲幅空

間卻也不大。雖然近年來薪資階級所得裹足不前所隱含的貧富不均是全球化

現象，並有賴財稅政策與社會福利予以調整。但政府機關各司其職，就競爭

機關掌理反托拉斯角度而言，其執法意義仍不容忽視。

按我國受薪階級薪資所得多年來雖然裹足不前，但就絕對水準言，至少

還能維持原先水準，只是經濟成長果實多由富人藉由房地產與股市投機取走

（且資本利得稅極少），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即令如此，近年來社會仍發生

太陽花學運等一系列以縮短貧富差距為主軸之抗爭行為。依此比例觀之，所

得分配不均更嚴重的英美法系國家所遭遇的壓力其實較臺灣更為險峻（各國

所得分配惡化情形參閱表5-1）。以美國為例，依據Wolff(2014)統計：雖然
美國14年來總所得增加超過四分之一，但國家新增加的財富卻皆為菁英階層
取走；反之，中產階級所得

34
卻自2000年起呈現一路下跌。影響所及，美國

前1%的富有家庭所得占GDP比重由1982年之12.8%增加到2013年之19.8%；

32 此處生產力指：non-quality adjusted labor productivity。
33 參見Peltzman (2000)。
34 中產階級所得以所得中位數計算(median income)，也就是100人中，所得第50高與
所得第51高兩人所得平均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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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40%較為貧窮家庭所得比重卻由12.3%降到9.4%。所得分配一路惡
化終於導致社會資源的高度集中，以2012年美國財富資料計算，全國竟有
22%的財富集中於前千分之一富豪之手35

。再加上所得稅課徵歸宿又多以勞

工薪資所得為主，富人階級的利潤所得卻因各式租稅減免，稅額極少，以致

國家租稅多由中產受薪階級承擔，使中產階級逐漸萎縮，終於導致民怨四

起，類似佔領華爾街或種族爭議事件層出不窮，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表5-1　主要國家(地區)每戶所得分配狀況

西元
年別

每戶

中華民國
日本
(a)

美國
(a)

美國
(b) 香港

五等分
位差距
倍數

吉尼
係數

五等分
位差距
倍數

五等分
位差距
倍數

吉尼
係數

五等分
位差距
倍數

吉尼
係數

五等分
位差距
倍數

吉尼
係數

1997 5.41 0.32 4.78 9.50 0.38 13.89 0.46 - -
1998 5.51 0.32 4.62 9.70 0.38 13.83 0.46 - -
1999 5.50 0.33 4.85 9.89 0.41 13.64 0.46 - -
2000 5.55 0.33 4.74 10.15 0.41 14.01 0.46 - -
2001 6.39 0.35 4.68 10.44 0.41 14.40 0.47 17.22 0.52
2002 6.16 0.35 6.36 9.73 0.40 14.39 0.46 - -
2003 6.07 0.34 6.11 9.40 0.39 14.71 0.46 - -
2004 6.03 0.34 6.04 10.04 0.40 14.78 0.47 - -
2005 6.04 0.34 5.97 10.17 0.40 14.98 0.47 - -
2006 6.01 0.34 6.24 10.39 0.40 14.81 0.47 18.66 0.52
2007 5.98 0.34 6.39 10.29 0.40 14.54 0.46 - -
2008 6.05 0.34 6.07 9.57 0.39 14.68 0.47 - -
2009 6.34 0.35 6.25 9.59 0.39 14.79 0.47 - -
2010 6.19 0.34 6.22 - - 15.41 0.47 - -
2011 6.17 0.34 6.24 - - 15.84 0.48 20.70 0.52
2012 6.13 0.34 6.26 - - 15.83 0.48 - -
2013 6.08 0.34 6.12 - - 15.90 0.48 - -
說　　明： 五等分位差距倍數係最高20%家庭所得為最低20%家庭所得之倍數；吉尼係數愈大，表示所得分配不均

等的程度愈高。
附　　註： 本表之資料為各國官方發布數字，各國間所得內涵相異，不具嚴謹比較基礎，例如:我國為臺灣地區全

體家庭之可支配所得；美國(a)為全體家庭稅後所得，含政府現金給付，2007年(含)以前含資本利得及非
現金給付，2008及2009年則不含資本利得，(b)為稅前所得，含政府現金給付，但不含資本利得及非現金
給付；日本(a)為年間收入(稅前之所得總額)，惟1999年起才納入農家，2002年起再納入單人戶，(b)為全
體家庭(含單人戶及農家)之每人可支配所得；新加坡(a)為全體家庭，(b)及為就業家庭之工作所得，(a)及
(b)均不含社福移轉收入及繳稅支出，因此倍數及係數較高。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102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所得分配不均自然引起經濟學家關注，並形成了當前經濟學主流：制度

學派（又稱政治經濟學）的看法：「倘公共政策使財富進一步集中於具有優

35 相對而言，在1979年此一數據僅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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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經濟地位的少數菁英階級（例如：大型生產者），或是削弱與其對立階級

所具有之制衡力量（例如：中小企業與消費者）。此時，經濟效率只會使資

源與財富為少數人壟斷，反而會對長期生產力造成負面影響且不利於民主政

治(Acemoglu and Robinson，2013，p.176)。」依此觀之，經濟效率所支持的
經濟福利不一定能代表全民的社會福利；市場經濟達到均衡也不一定代表民

主政治能夠穩定發展。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強調市場競爭的經濟政策往往

是政治上的災難，而沒有法治的民主政治也常形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

資源分配高度不均也順帶重燃起社會對反托拉斯的期望，政治經濟學大

師Simon Johnson更呼籲：「社會上需要新的經濟理論，破除社會上“大到不
能倒＂的迷思，對大財團（特別是銀行）施以更嚴格的反托拉斯管制，以維

護政治安定。」
36
因此，就主管反托拉斯業務之競爭機關言，自然也應該正

視當前所得分配惡化激發階級對立，並危及民主政治的政治現實。更重要的

是：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標並不是僅侷限於維護經濟效率，而是同時包括鞏

固民主政治
37
。根據ICN的整理：主要工業國家之競爭法的立法目標可歸納

為：確保有效的競爭環境、提高經濟效率、確保經濟自由、促進市場整合、

配合民營化與自由化政策、提高全球市場競爭程度、積極地推動消費者福

利、消極地保護消費者、創造中小企業公平競爭環境、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等

10項38
。其中前6項在於保護競爭效率從而推動經濟成長，後4項則旨在保護

消費者與弱小的競爭者等弱勢族群。此外，我國公平法第1條也開宗明義地
指出公平法立法旨在：「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

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因此，維持社會公平正義以鞏固民主政治本

來就是競爭法的重要目的。更何況美國休曼法根本就是當時美國國會為緩和

工人與農夫暴動所引起之社會不安，希望能藉著節制財團擴張，以維護分配

正義，進而維護民主政治與社會安定。因此，維護市場競爭等學理機制根本

不是當時反托拉斯的立法目的(Brooks，1964)。
3. APT與榨取性濫用：基於以上說明，反托拉斯除了要維護競爭機制與經濟效
率外，也要顧及潛在的政治問題，必須經濟與政治兩者並重以求取公平與效

36 2010/1/21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參閱：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0/01/21/
an-antitrust-investigation-of-the-banks/；2014/11/30

37 Maurice Stucke. 2012. “Reconsidering Antitrust’s Goals.”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3(2): 551-629.

38 參閱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755.pdf(半
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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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間的平衡。因此，謹就前述計量結論與公平會處理獨占事業定價的施政關

聯說明如次。

雖然美國法基於尊重市場機制的考量，對榨取性濫用採取當然合法原

則，不會直接管制事業定價過高或超額利潤行為
39
；而歐盟雖然明文限制榨

取性定價，但因取締榨取性濫用涉及諸多執行與認定問題，因此，對於榨取

性濫用的管制亦高度審慎，迄今僅有4件榨取性濫用案案例40
被執委會處分，

其中2件41
甚至遭ECJ撤銷。但近年來，受全球性所得分配惡化之影響，前述

政治經濟學主張自然引起競爭法文獻上的廣泛重視，以芝加哥學派理論為主

的效率觀點也已遭到強力挑戰，1970年代哈佛學派主張保護消費者與重視分
配不公的理論，又再度受到重視。例如：First and Waller(2013)在一篇名為
“反托拉斯的民主赤字＂文章中指出：過於寬鬆的反托拉斯執法不但是導致

所得分配不均與經濟力量集中的原因之一，更威脅到全球的民主政治安定。

其後，Baker and Salop(2015)則進一步提出類似1970年代無過失獨占(no fault 
monopolization)的概念，認為即使獨占廠商透過高效率或創新投資取得獨占
地位，沒有任何阻礙性濫用等違法行為，但只要該等廠商利用獨占力量，不

當定價取得獨占利潤，就應視之為榨取性濫用，由競爭機關加以管制。渠等

更進一步呼籲美國國會應比照歐盟做法修訂休曼法，將榨取性濫用管制納入

反托拉斯範圍。即使短期內有修法困難，渠等也建議FTC可利用現行FTC法
第5條授權，暫時處理獨占行為所造成之所得分配不公。即使獨占者透過正
當手段取得獨占地位，但只要其利用獨占力量進行不當定價，就應該被視為

是一種不公平競爭，由FTC加以管制。
總之，以上主張的基礎在於：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各國勞動生產

力雖然持續攀升，但市場機制競爭的結果卻是：勞動者所獲得的薪資報酬一路

減少，資本家的利潤所得一路攀升。此時，如果競爭機關所保障之市場競爭機

制無法公平的分配經濟資源，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競爭機關就有調整執法方

向的必要性。以民生產業相關之結合為例：如果競爭機關放任市場機制自行運

作，雖可提高資源運用效率（例如：獨占併購可減少成本，使獨占利潤增加10
39 美國法甚至認為榨取性濫用是推動產業發展的原動力：榨取性濫用使得廠商於短
期內得以享有超額利潤，但只要市場不存在進入障礙，長期間必會吸引新生產者
進入市場，導致產出增加與價格下跌，前者為經濟創造出更多財富，後者則能嘉
惠消費者，因此，既然榨取性濫用存有自我矯正機能，也就不需政府特別關注。

40 General Motors，United Brands，British Leyland與Deutsche Post II。
41 General Motors與United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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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業者卻提高價格使消費者損失2元，兩者合計共增加12元）。此時，即
使富人所得增加使整體社會福利增加（12-2=10元），但富人福利的增加卻是
建立於窮人的犧牲之上，即使前者福利增加大於後者福利減損使公共利益增

加。但基於公平觀點，政府仍有對獨占定價加以管制的必要。

4. 加強對於民生用品榨取性濫用之規範：競爭機關對於涉及民生必需品榨取性
濫用之規範必須以競爭法立法目標為根基。競爭法目標包括甚多，但無論如

何區分，其實不外乎效率與公平兩類
42
。就執法實務言，除了在民生品聯合

行為的取締
43
可以達到公平與效率兩者兼顧的局面，其實在多數競爭法領域

中根本不可能同時達成效率與公平雙重目標。競爭機關如欲保障競爭效率就

必須犧牲消費者公平，如欲保護消費者利益就必須犧牲競爭效率，兩者如魚

與熊掌不可兼得。

但基於當前貧富差距急遽惡化的大前提下，公平會為達成競爭法目標就

必須有所取捨：至少在民生必需品市場方面，公平會應偏重社會公平加強對

消費者的保護，並在市場範圍與獨占力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利用預警制度與

APT加強對民生用品榨取性濫用之管制，只要財團事業符合獨占認定標準且
具有APT事實者，公平會即應立刻展開調查。
雖然在證據不足被告應受無罪推定之基本原則下，執法機關不宜屈服

於民粹，單憑APT以證據力較弱且迂迴的證據作為處分依據。但當本研究指
出：多數民生物資因薪資所得低落與成本降低沒有呈現APT的整體環境下，
若APT指出某一獨占事業長期超額反映原料成本，定價「顯著」且「長期」
高於競爭價格或是生產成本。只要沒有任何非常顯著的市場效率原因，公平

會就應考慮以榨取性濫用規範其行為。至於民生必需品的具體判斷標準，除

考慮案關市場結構外，本研究建議按照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將占

五等分中所得最低家庭（弱勢家庭）消費支出比重最重要的食品與飲料產

42 競爭法目標包括甚多，Jacobson(2015)因而依據法律觀點，進一步將其歸納為：維
護整體經濟福利、規範競爭過程、保護消費者福利、保障消費者選擇的自由與多
重目標五類。基於本研究對各國實務之整理，幾乎每一個國家都落入最後一類：
多重目標。但就經濟學言，無論如何區分或精簡，其實不外乎效率與公平兩類，
Jacobson的前兩項屬於效率範疇，後兩項屬於公平範疇，最後一項（也就是各國實
務）則是兩者兼顧。

43 取締遊艇業聯合行為雖符合效率原則可增加整體經濟產出與富人利益，但卻傷害
了製造遊艇的中小企業與相關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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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列為特別管制對象（參見表5-2）44
，只要該等商品定價長期存在超額利

潤，公平會就應比照加拿大Competition Tribunal於Superior Propane案作法45
，

將廠商行為是否會惡化貧富不均做為判定違法依據。原因在於：(1)我國公平
法雖明定維護消費者利益為競爭法目標，但因消費者範圍涵蓋極廣，除一般

家庭外，尚包括其他的商品購買者（例如：購買中間原材料之大型廠商與奢

侈炫耀品之土豪富紳），如不分類別不予排富，就可能發生犧牲一般中小企

業與產業升級為代價，保護豪門巨室的遺憾情勢，例如：過度管制遊艇業或

輕航機生產廠商經營行為，反會犧牲中小企業與就業勞工之福利。因此，立

基於公平的管制範圍應以民生產業為主。(2)相較於默契性聯合或是結合等領
域，利用APT取締榨取性濫用的執法基礎清楚分明，只要民生必需品之獨占
事業長期具有跟漲不跟跌的APT，且該事業調薪幅度極少，因而勞動成本長
期維持不變甚至減少，使其獨占利潤長期成長。此時，執法機關就可依據貝

恩指數(Bain Index)計算其獨占力，作為認定違法事實之市場要件。(3) 公平
會資源有限，不可能比照民生必需品，對所有產業投入相等之資源關注。

表5-2　民生必需品列表

(1) 主食品：米、米製品、麥麵、穀物雜糧豆類及製品、麵包及麵製品、糕餅、彌月蛋糕等。
(2)副食品：全年肉類、魚貝及水產品、蔬菜類、食用油及油脂類（含人造奶油）等。
(3) 乳酪及蛋類：奶粉、鮮牛奶、鮮羊奶、其他奶製品（如天然奶油、煉乳、養樂多…），蛋
及蛋製品。

(4)水果類：全年水果、其他加工水果與乾果。
(5) 糖及其他食品：全年砂糖（方糖）、糖果、果醬、蜂蜜、巧克力、冰淇淋、其他糖類，調
味品類，調理食品（含熟食、冷凍調理食品）、彌月油飯。

(6) 非酒精性飲料：汽水、沙士、可樂、礦泉水、蔬果汁及其他不含酒精之飲料、豆類、穀
物、雜糧飲料、豆漿、沖泡之茶、咖啡、可可。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102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102.pdf

(三)掌握產業產銷與價格資料
就執法實務而言，執法者受限於研究資料不足，不可能將盤古開天以來

所有的時間數列資料納入APT分析，因而可能衍生出APT應用於執法的限制。
44 其實占該等家庭支出比重最高者應係房租，約占其總支出一半，只是房價政策實
在不涉及公平會業務。

45 Superior Propane, [2002] C.C.T.D. No. 10, 18 C.P.R. (4th) 417 (Can. Comp. Trib.); 
aff’d 3 F.C. 529 (Fed. Ct. Ap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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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如果聯合或其他限制競爭行為是發生在分析期間（例如：本研究的1981-
2014）之前，且壟斷態勢歷經34年不變，則APT就很難反映市場因壟斷所造成
價格成本比長期偏高之問題。又由於在一致性行為的處理上，執法機關很難

找到廠商聯合的直接證據，多半僅能依賴促進資訊流通等便利機制，做為間

接證據。此時，如欲將APT做為聯繫間接證據與實際犯罪的推理依據，就必需
仰賴大量時間數列及橫斷面之市場資訊，以證明犯罪事實。例如： Harrington 
(2006)在政府取締價格卡特爾所作之研究就指出：執法機關在價格案上如欲減
少誤判風險，就必須在產品價格與原料成本的分析上，清楚認知(1)廠商行為本
質；(2)廠商行為變化；(3)與其他廠商或產業之比較；(4)利潤高低。此時，執
法機關如欲單憑間接證據將廠商繩之以法。首要之務，就必須能全盤掌握市場

長期資訊，才能透過APT與其他產業結構分析涉案廠商之價格與成本資料，以
取得聯合行為及其目的要件。因此，建議公平會能藉著民生物資價格預警系統

之建立，長期持續地蒐集市場產銷及價格資料，並透過主計單位與國發會「物

價資訊看板平臺」等資料，在處理價格案件時，能夠掌握機先，在誤判風險最

小的情形下，取得推定廠商合意的間接證據。

此外，由於公平會掌管全國所有產業之競爭事宜，備多力分，少數統計人

員不可能確實掌握全國各產業之價格成本資料，甚至連廠商數目都有困難。再

加上公平會處理個案的市場資料有甚高比例係由業者提供，也容易導致道德危

機，使業者為避免法律規範，刻意提供虛偽或經修飾之偏誤資料，誘導公平會

辦案方向。此一執法困境即係Phlips(1995)所稱之不可分性(indistinguishbility)，
亦即公平會因無法掌握確實成本資料，以致無法區分市場實際價格究係(1)獨寡
占事業在競爭狀況下所決定之合理價格，抑或(2)濫用獨占力量或從事市場壟斷
所為之獨占價格？以致產生誤判之虞。解決之道不外乎擴大資料取得範圍與加

強分析資料兩者：

1. 擴大蒐集具公信力與可信賴之整體性市場價格資料46
：整體資料係對所有產

業或產業內所有廠商所為之調查資料，抽樣對象廣泛。雖然樣本或有高估，

或有低估，但基於大數法則，高低偏誤可相互抵銷，並得以形成常態特性，

因此準確度較高。反之，公平會透過個別訪談所調查之個別事業資料誤差非

但較高，且加上道德危機所形成之誠實問題，根本不值得信賴。因此，為提

高辦案準確度，公平會宜加強與負責國家整體資料統計業務之主計總處聯

46 甲乙廠商進行交易，甲廠商的價格就是乙廠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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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以擴大資料蒐集範圍。按我國整體物價與個別市場價格資料之調查，係

由行政院主計總處負責彙總，該處作業方式採取：「整體資料公開發布，個

別資料隱藏保密原則」，俾於保護隱私之前提下，達成資訊公開之目的，故

受調廠商多願誠實填報。此相對於公平會為辦理個案與調查個別事業，所面

臨之道德危機問題，主計總處整體資料之準確度與信賴度自然較高。雖然依

據統計法26條規定：「統計之公開程度分左列三類：一、秘密類：除因統計
上之目的供給政府機關之需要外，不得洩漏之。二、公開類：得供公眾閱覽

及詢問。三、公告類：應按規定時期及其他條件，於一定地域公告之。」

公平會雖無法因辦案需要取得個別業者價格資料，但至少可基於統計需求，

透過副院長主持之「穩定物價小組」，取得個別市場或產品之價格資料，以

建立起長期資料庫。至於公平會同仁為辦理個案所取得之個別廠商產銷資料

（除市場價格資料
47
）實不宜賦予太大信賴。

2. 設計經濟模型以分析價格資料：即使公平會可取得個別商品價格資料，APT
至多也只能在事前提供預警功能，在事後做為推理機制以判定聯合行為，其

本質與價格平行行為相同，只是市場的一個表象，很難做為間接證據證明廠

商合意。依據Eastman Kodak v. Image Technical Servs案48
，法院指出：至少必

須滿足三項前提下，市場價格與生產成本差距才能夠做為證明市場力量的間

接證據，亦即(1)案關市場能夠清楚界定；(2)廠商必須有高市場占有率；(3)
市場存有進入障礙且其他的競爭者也無法於短期內提高產出。因此，高利潤

最多只是證明市場力量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就經濟學言，前述三項

條件其實完全反映於涉案事業所生產產品面臨替代品的多寡（亦即需求替代

彈性）。形式上，此一標準就是教科書上所說的Lerner Index(LI)。而LI衡量
市場力量的方法，就是比較實際價格(公平會實際訪查價格)與理想價格（市
場處於競爭下的價格）間之差距。理論上，此一理想（或競爭）價格就是邊

際成本（廠商每多生產一單位產品所增加的成本）。然而實務上，即使實際

價格與成本唾手可得，但邊際成本卻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不可能量化於

實際數據。例如：即使統一超商夙以經營效率著稱，但試問該公司能否知道

花蓮某一門市每多賣出一份報紙（價格必定10元），統一的總成本會多出幾
元？高雄某門市多賣出一瓶鮮奶，總成本增加多少？更何況如前所述，涉案

廠商為規避法律規範往往產生道德危機，其所提供成本的正確性殊堪質疑。

47 市場價格資料是由公平會自行於市場調查所得，並非廠商提供。
48 1997-2 Trade Cases P 71,908, 44 U.S.P.Q.2d 1065, 97 Cal. Daily Op. Serv. 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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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市場力量的衡量問題，遂有各式理論嘗試以不同計量方法估計獨

占力。其中，較為多數學者所接受並廣為採用的標準做法就是所謂的新實證

產業組織學說(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NEIO)49
。該學說有鑒於

市場範圍界定不易與邊際成本無法取得等問題，因而發展出一套以LI為基礎
的獨占力認定標準，例如：Genesove and Mullin(1998, 2006)與Kim and Knittel 
(2006)等一系列研究就以民生必需品為研究對象，將市場需求替代彈性引入
LI，發展出一套客觀的獨占力界定標準(elasticity-adjusted Lerner Index)。該
模型的優點就是：即使執法機關不了解業者真正的成本，也不確定市場範圍

到底多大，但只要知道主要原料價格與替代品價格，就能精準地估算出市場

力量大小。就執法實務言，該理論正可用於銜接本研究的價格預警制度，作

為公平會事後處理案件所需評估市場力的要件。亦即競爭機關可於事前建立

預警機制，如發現價格異常或其他與競爭相牴觸事證，顯示該異常並非短期

供需失調，即可立案展開調查，並於事後透過完整的獨占力分析，甚至將交

易慣例、廠商家數與產業結構等要項納入分析模型，即可跳過市場範圍與邊

際成本，得出正確的市場力量。

陸、公平會管制物價之時機與方式

一、物價與公平交易法

(一)影響物價之關聯因素
所謂物價係整體經濟活動之綜合表現，一般分為總體的絕對物價與個體的

相對物價二種不同的概念。影響物價之因素錯綜複雜，且彼此相互關聯。舉凡

貨幣供給水準的多寡，匯率的變動，重要農工原料的價格走勢，特定產業的市

場供需變化，天然災害的影響，勞動成本的變動以及市場預期心理因素等都會

影響物價波動。如依物價膨脹的類型加以區分，概可分為以下三類
50
：

49 Bresnahan, Timothy F. (1989), “Empirical Studies of Industries with Market Power,”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II, eds. R. Schmalensee and R.D. Willig,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50 Bresnahan, Timothy F. (1989), “Empirical Studies of Industries with Market Power,”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II, eds. R. Schmalensee and R.D. Willig,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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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拉動(Demand Pull)因素
就需求面而言，舉凡消費、投資、政府預算赤字、貿易順差等實質有效

需求及貨幣供給之大幅增加，皆將促使總需求大於總供給，導致物價水準之

上漲。

2. 成本推動(Cost Push)因素
就供給面而言，凡勞動成本提高，利率上揚，生產原料及機器設備價格

上漲，廠商壟斷市場抬高利潤等，將導致成本增加，影響物價上漲。

3. 預期膨脹心理(Expectation of inflation)因素
倘民眾預期物價將行上漲，而不願保有貨幣，增加支出會形成搶購、囤

積，將導致貨幣流通速度加速，增加有效需求，使物價上漲更為劇烈；另方

面，膨脹心理倘促使公眾要求提高工資，將使廠商生產成本增加，形成物價

進一步上漲，倘廠商無法相應調整工資導致生產的萎縮，將造成更可怕的停

滯膨脹(Stagflation)現象。
上開影響物價上漲之關聯因素，倘涉及總體國家總供需失調，如貨幣發

行過多、匯率貶值、貿易出超或財政赤字等因素，必須由主管總供需調整工

具之中央銀行與有關之財經部會採行因應措施，此與公平會執行公平交易法

之職掌並無相關。但倘涉及個體物價之上漲，則必須進一步探討其上漲係來

自特定商品的市場供需變化，或是成本上漲因素，或是人為操縱壟斷之因素

所致，再進一步區分係屬於公平會之職掌與權限，或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

權責，如此相互協調分工合作，始能達成穩定物價之目標。

(二)公平交易法介入規範物價之權限
在探討公平會是否介入規範物價之權限之前，必須先瞭解公平交易法之立

法目的及規範內容，公平交易法第一條開宗明義的指出，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

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至於其規範內容，可分為二大部分，一為限制競爭，另一為不公平競

爭。前者在於規範市場之自由競爭，藉以消除市場進入障礙及濫用市場力量，

後者在於規範市場競爭之公平性，藉以充分發揮效能競爭的本質。有關公平交

易法直接規範到價格之相關條款如下：

1. 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公平交易
法第9條第2款）。 

2. 事業不得為聯合（包括價格等）行為（公平交易法第15條）。
3. 事業不得對商品或服務約定轉售價格（公平交易法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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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業不得以低價利誘，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行為（公平交易法第20條
第3款）。 

5. 事業交易不得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公
平交易法第20條第4款）。

6. 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此為概括條款，
涉及囤積、哄抬價格等行為之運用條款，公平交易法第25條）。

7. 違反第9條、15條、19條、20 條 及25條等之相關罰則規定（包括公平交易法
第34條、36條、40條、42條）。
上開有關公平交易法涉及適用物價之條款，除第25條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屬於概括規定，具有補充同法規範不足之

功能，其補充法益包括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及消費者保護之外，其餘條款包

括第9條第2款之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
更；第15條之事業不得為聯合（包括價格等）行為；第19條之事業不得對商品
或服務約定轉售價格；第20條第3款之事業不得以低價利誘，阻礙競爭者參與
或從事競爭行為；第20條第4款之事業交易不得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競爭等，均屬於限制競爭之範疇。而事業涉及限制競爭

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關係到市場之界定，獨占事業之認定，各條款構成要

件是否成立，市場力的大小以及合理原則之運用，必須依個案決定，並非單純

可依價格的漲跌加以認定。倘事業未涉及公平交易法上開條款之違反，而是個

別廠商基於市場供需變化或成本變動所為個別價格之調整，係反映市場機制之

正常運作，公平會原則上應予尊重。至於如何調整供需失衡或反映成本變動等

事項，以維持物價之穩定，必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採行相關因應措施。

(三)公平會對於物價之查處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重要民生物資價格異常上漲案件之作業情形略以，個

別物價上漲反映案件，依個案檢舉內容分由相關主管處室處理；遇有大規模物

價反映時，組成專案小組因應處理，並公布相關調查結果，充分揭露資訊，以

利消費者知悉；遇有涉及全面物價上漲時，得依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2項規定，
商同各相關部會共同處理。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104年2月10日所揭露之政府所採取的積極穩定物價
措施資料顯示，公平會針對各項民生物資價格波動情形，已持續進行監控，若涉

及聯合壟斷情事，即立予開罰。自96年8月起至104年2月止，共處分48件案件，
總計裁處金額共69億4,169萬元。公平會並於訪查民生物資價格過程中，提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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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遵守市場規則，並針對相關業者及事業團體發函警示，促使其遵守法律。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物價波動中所扮演之角色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介入物價處理之必要性 
由於公平交易法係一部維持市場自由與公平競爭之法典，其立法旨在追求

效能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並發揮市場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之運作。
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無法直接介入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與供需數量或其他經濟

管制措施；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不同，其有特定專責之法定職掌及對價格管

制之特別法規可供依循，而且其對於特定產業的瞭解以及產銷與成本資料之掌

握較為完整，就管制能力與管制授權而言，實有介入經濟管制物價之必要性。

所謂「 經濟管制 」，廣義而言，係指：基於特定目的，國家直接或間接
介入商品生產、銷售等市場經濟活動過程，對於企業商品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之決定，實施各項行政管制措施
51
。也就是說，行政機關依據法律授權，透過

法律規章制定、設定許可、 監督檢查、行政處罰和行政決定等行政行為，對特
定個人或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限制和控制的行為。至於政府經濟管制的方

式，包括進入管制、價格或數量管制、補貼和政府採購、發放許可證或營業執

照、制定行業標準與向消費者公開資訊等。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執法權責
1. 行政機關除組織法之管轄、權限、任務規定之外，還要有行為法的職權、權
能之行使授權，才可以對人民採取一定的措施。換言之，行政機關之所以能

以干預措施作為穩定物價的手段，並非僅以其組織規範為依據，另外尚有

「行為法或作用法」的授權，才能取得職權或權能。 
2. 「管轄權」之意義，一方面是行政機關處理行政事務之權力，另一方面則是
賦予對屬於本身任務範圍之事項有處理之職責。其相關規定在行政程序法第

11條第1項：「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
3. 行政機關為權力之行使，攸關人民權益，故須以「法規」為依據，不得任意
設定或變更。而且行政機關之權限不受其他機關之侵越。不得擅自變更自己

之權限，將之移轉予其他機關。除非「法律」或「法規命令」有明文規定得

為「管轄權」移轉或變動之規定外，否則行政機關不得將「管轄權」移轉其

他機關或人民。其相關規定在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5項：「管轄權非依法規
51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等，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
行為適用之可行性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18卷第4期，頁28-29，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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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設定或變更」。 
4. 由上開情形可知，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除了組織法之規定管轄、權限及任
務外，還必須要有行為法或作用法之依據，且不得違反行程序法之相關規

定。有關物價問題之處理涉及範圍錯綜複雜，我國並無訂定處理物價專法，

亦無專責處理物價之主管機關。事實上，物價問題的處理並非單一部會可獨

力完成，各相關部會得依其組織法與行為法或作用法之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另倘涉及他部會職掌事項者，即可相互協調，共同配合，積極主動，洞燭機

先地相互分工合作，始能達到穩定物價之目標。

(三)管制經濟時期穩定物價之作法52

在經濟自由化公平交易法施行之前的管制經濟時代，財經各相關部會曾採

行限價、管制出口、補貼進口、降低關稅、機動減半貨物稅等穩定物價措施，

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在經常性之重點工作上亦有以下幾項：

1. 蒐集重要物資產銷價格資料，建立行情報導系統。
如編訂「國際經濟情勢週報」、「國際主要農產品情勢週報」、「我國

與亞洲鄰近地區國家商品價格比較週報表」及「國際重要商品價格比較週報

表」等供上級及政府有關部門釐訂政策措施之參考。

2. 對國內重要物資實施供需檢查作業。
針對國內重要物資實施供需檢查作業，就各項物資之產銷、庫存、成本

變動情況，各業別之產銷原料供應、設備利用率、接單情況及國內市場行情

等資料。蒐集的項目包括食米、蔬菜、毛豬、家禽、蛋類、奶粉、糖、黃豆

油、玉米、飼料、小麥、麵粉、模造紙、紙漿、洗衣粉、棉紗、衛生紙、水

泥、鋼筋、鋼板、合板、玻璃等23項。
3.  督導業者調節進口大宗穀物之供存，船期及到貨儲備情形。俾能掌握機先，
不使供需脫節，確保市場充分供應。

4.  分別於61年、62年及68年設立小麥、黃豆及玉米平準基金、並視國際行情調
高（或降低）平準基準。其操作方式為凡進口單價低於此基準者，均須繳交

差額，高於此基準進口者，由平準基金予以補貼，藉以穩定其加工品價格。

5.  事先籌畫節令（如元旦、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十月慶典等）、天然災害等
短期物資之調節與運輸。俾事前防範，減少損害盡力維持各項物資正常供應。

6. 嚴防人為操縱市場，哄抬物價。

52 參見前揭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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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管制經濟時代之穩定物價措施，是否符合當前時空環境，值得進一

步探究，由於當前的經濟政策為「自由化、國際化」，除非涉及人為之操縱

壟斷行為，主要在於尊重市場機能之發揮，可預見的是經濟時空環境不同，

所採行的物價穩定措施並非全然一致。

(四)當前政府因應物價上漲之作法
1. 行政院

為因應2007年間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行政院於2008年5月27日
通過「當前物價穩定方案」，成立「穩定物價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

召集人，各部會持續監視國內、外商品價格之變化，並定期調查國內民生商

品價格，掌握民生物價變動趨勢，適時採取物價穩定措施。該小組為持續性

任務編組，視國內物價情勢需要，密集或不定期召開。「穩定物價小組」由

當時的經建會擔任小組幕僚，參與部會包括經濟部、農委會、財政部、中央

銀行、交通部、內政部、法務部、公平會、主計處、新聞局、消保會、工程

會等。該小組採任務編組，分為重要商品及原物料市況監理工作小組（由經

濟部、公平會負責）、營建物料供需協調小組（由經濟部負責）、防制人為

操縱物價專案小組（由公平會負責）、打擊民生犯罪督導小組（由法務部與

各地檢署負責，並邀集公平會、行政院消保處、經濟部商業司 、 法務部調
查局、內政部警政署、環保署及衛生福利部等單位參與），以維持國內物價

之穩定
53
。

2. 當前政府物價穩定措施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104年2月10日提供之政府所採取的積極穩定物價措

施，主要針對民生必需品價格從生產到銷售的整體流程掌握與監管，包括：

「上游」對於大宗進口物資及農產品產地價格的掌握，機動調降大宗物資關

稅、免徵營業稅；「中游」減輕農漁民運輸成本及嚴查中盤商聯合壟斷；以

及「下游」監控市場價格、成立抗漲專區、懲罰不法囤積或哄抬等。在各相

關部會共同努力下，已發揮穩定物價的功能
54
。茲摘述如下：

(1)上游：穩定大宗進口物資及農產品產地價格
甲、財政部機動調降大宗物資關稅或免徵營業稅

乙、責成國營事業配合穩定物價

53 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資料，首頁/新聞與公告/物價資訊看板平臺/物價措施/穩定物
價作為/物價小組運作機制，最後瀏覽日期2015/6/23。

54 同前揭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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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掌握每日農產品產地及批發價格行情

(2)中游：減輕運輸成本，嚴查聯合壟斷
甲、補貼農漁民用油

乙、賡續辦理公共運輸油價折讓措施

(3)下游：監控市場物價、成立抗漲專區、嚴懲不法囤積或哄抬
甲、穩定農產品市場價格

乙、建立市場查價機制

丙、成立抗漲專區，協調業者共同抗漲

丁、加強查緝聯合壟斷、不法囤積或哄抬價格等行為

(4)配套措施
甲、 中央銀行密切注意物價走勢，適時運用公開市場操作、貼放利率政策
等貨幣政策工具，維持物價穩定。

乙、 使用維生器材與必要生活輔具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予以優惠，以減輕
渠等經濟負擔。

丙、 衛福部掌管食品衛生安全，提供消費者安全衛生並兼具多元化之嬰兒
奶粉。

丁、 衛福部、經濟部與財政部等相關部會共同合作，協調奶粉相關業者優
先導入使用電子發票，讓資訊更透明。   

三、公平會管制物價之時機與方式

(一)市場價格預警制度
本研究利用誤差修正模型(ECM)，針對十大民生必需品進行市場價格預警

制度之實證，其估計結果作為判斷產品價格上漲是否超過合理之基本值。倘該

產品價格上漲超過一個標準差（黃燈），則需詳加留意市況；倘產品價格上漲

超過二個標準差（紅燈），則應主動立案實質調查。

本研究提出兩個公平會管制物價的時點，包括留意市況與主動立案實質調

查。謹將其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1. 留意市況
(1) 當市場反映某一產品價格上漲時，公平會執法人員即進行蒐集該產品市場
價格、原料成本及產銷資料等。 

(2)針對該產品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並進行檢測。
(3) 建立市場價格預警防衛制度，倘該產品價格上漲超過一個標準差（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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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表示只是一種短期價格波動現象，或許經過一段時間的市場機制的

調整，即可恢復長期的穩定均衡關係。

(4) 倘產品價格上漲涉及供需失衡或反映成本變動等事項，則得移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密切注意或採行相關因應措施。

2. 主動立案實質調查
當產品價格上漲超過二個標準差（紅燈）時，即表示其產品價格變動已

偏離長期原料成本與成品價格之長期穩定均衡關係，則必須主動立案實質調

查。至於有關立案實質調查之法源及程序，得依公平交易法、行政程序法、 
行政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分述如下：

壹、調查權之法源及程序

  1、調查權之發動→公平法第26條
  2、調查程序→公平法第27條第1、2、3、4項
  3、中止調查之要件及程序→公平法第28條第1、2、3、4項
  4、卷宗閱覽及閱卷辦法→行政程序法第36-43條
  5、獨立行使職權→公平會組織法第8條
  6、拒絕調查之罰則→公平法第44條
  7、拒不繳納罰緩之罰則→行政執行法第11條
貳、有關公平會整個案件之調查處理流程與實務見解如下：

  1、案件來源（檢舉或職權）
  2、收文、抽籤輪分審查委員
  3、業務處提出擬辦單，並請委員指導
  4、擬訂調查執行計劃
        (1)涉案者之特定市場結構、特性分析
        (2)涉案者對市場之影響
        (3)關係人、證人、競爭者、交易相對人相關事證之蒐集
        (4)進行市場調查、取得相關情況證據
        (5)必要時，得請主管機關表示意見
        (6)必要時，得請檢、警、調機關配合蒐證
        (7)得對涉案者，營業場所進行物證或間接事證之取得
        (8)要求涉案者提出相關資料，並進行答辯
        (9)必要時，得舉辦公聽會、聽證會
        (10)其他必要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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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積極蒐集人證（經常意見不一致）、書證（最具證據力）、物證（間
接證據）。

  6、進行約談並作成紀錄（包括檢舉人、被檢舉人、關係人）
  7、檢討證據基礎（事實要件）與法律構成要件
  8、必要時再行證據補強措施
  9、擬案提委員會議審議
10、作成處置（處分、不處分）
11、行政救濟之答辯事宜
叁、 有關調查結果所作成之行政處置（處分、不處分）宜發布新聞，週知
相關事業與消費大眾。

肆、有關公平會管制物價之時機與方式流程圖如下圖6。

圖6　公平會管制物價之時機與方式流程圖

四、小結

本研究雖然提出一套利用誤差修正模型(ECM)方法，以利進行市場價格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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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實證，作為判斷產品價格上漲是否超過合理之基本值。但由於此一方法之

運用僅適用於傳統的民生物資，且在判斷管制物價的兩個時點到底是留意市況或

是主動立案實質調查時必須花費一段時間，此一等待時間公平會是否能夠應付龐

大的民意代表與輿論社會大眾的壓力宜實質考量。再者，在運用此一分析工具時

亦需建置一套完整的產業資料庫，並進行人員訓練等事宜，方克其功。

由於物價問題錯綜複雜，非單一部會可獨力完成，必須由各相關部會相互

協調，分工合作。物價安定工作應不以影響經濟正常發展為前提，兩者應相輔

相成。且穩定物價工作必須在事前採行因應措施，以減少價格波動造成之傷

害。準此，研究團隊在此提出幾點意見，供處理物價問題參考： 
（一） 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同為政府施政之重要經濟政策目標，物價安定

工作應不以影響經濟正常發展為前提，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執。

（二） 我國為小型且高度開放之經濟體，穩定物價工作必須全盤掌握國際
經濟動態及其走勢方克其功。

（三） 公平交易委員會係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關，個別物價之漲跌倘不涉
及公平交易法規範事項或人為操縱壟斷等情事，仍宜尊重市場機制

之發揮。至於倘產品價格上漲涉及供需失衡或反映成本變動等因

素，則得移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密切注意或採行相關因應措施。

（四） 經常掌握國內重要民生物資及農工原物料之產銷庫存、成本、價格
等變化，並建立一套完整的產業資料庫，方有助於及時查處人為操

縱市場物價之行為。

（五）即時公布正確物價資訊，有助於消除市場預期上漲心理。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採用具有誤差修正功能的價格不對稱(APT)模型，透過原料成本與
成品價格間的長期關係，分析國內重要民生必需品的短期價格變化是否存在輿

論所指稱的易漲難跌的APT現象。根據模型殘差值，也能建立價格波動預警門
檻。因此，研究結果能提供競爭機關做為建立價格預警機制，以處理物價之參

考。本研究挑選10項民生必需品之年資料與月資料樣本，進行實證分析，以驗
證預警制度的穩健性，提供公平會未來作業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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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此10項民生商品年資料與月資料均不具APT現象，鮮奶之
月資料甚至呈現負的APT（跟跌不跟漲）。此一結果與輿論看法完全相反。推
測可能原因有二：(1)APT（不）存在並不代表市場（不）存在獨占或壟斷。就
實證分析而言，檢測結果存在APT，只能說明市場價格過度反映原料成本變化
幅度，使市場供需在短期內產生價格上漲過多的情況。就執法實務而言，APT
分析結果不能取代公平會的調查、分析與斷案功能。如欲精準判定聯合行為，

仍需要執法機關綜合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方能決斷；(2)理論上應呈APT的民生
品卻沒有APT的市場現實，除了這些市場可能沒有獨占定價或聯合行為，對公
平會施政有若干肯定外；另方面，也印證我國勞動所得減少與所得分配惡化事

實。由於本研究篩選之民生品多屬於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商品，因此勞動支出占

產品售價比例較高。由於廠商勞動成本穩定，甚至稍微減少，即使原料成本發

生波動時，產品價格漲幅空間卻也不大，因此APT無從發生。

二、建議

根據實證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面六點建議：

建議一（關於價格預警制度）：建議公平會以APT為基礎，針對重要民生
物資建立價格預警系統，以掌握農工原料成本變化對下游民生必需品價格之以

影響，做為處理市場競爭問題之參考。

建議二（關於物價管制）：建議公平會體察國際潮流與執法實務，謹守競

爭機關與管制機關分工之基本精神，不宜直接涉入物價管制，只有在獨占或聯

合等限制市場競爭行為發生時，方宜管制價格。

建議三（關於聯合行為之防制）：建議公平會採用「APT（同時考慮價格
與成本）為主，價格平行行為為輔」的推理方式，做為認定聯合行為的價格依

據。原因在於：「即使原料價格下跌，但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仍然不變或甚至

同時上漲(APT)」相較「所有廠商的產品定價同時上漲（價格平行行為）」在
證明一致性行為存在的推理時，前者似較後者更能明顯地、一致地指向共謀壟

斷之犯罪事實。

建議四（關於榨取性濫用之防制）：在當前貧富差距日益惡化影響階級對

立的政治環境下，公平會宜利用APT作為管制榨取性濫用之預警機制，以落實
公平法第9條第2款、第3款，只要財團事業符合獨占認定標準且具有APT事實
者，公平會即應立刻展開調查。

建議五（關於執法實務）：建議公平會透過「穩定物價小組」協調，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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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總處取得具公信力與可信賴之市場價格資料，以建立起長期資料庫。另方

面，亦宜引入經濟分析，以解決市場界定不易與成本無法取得問題，精準認定

市場力量。

建議六（關於跨部會協調）：由於物價問題錯綜複雜，非單一部會可獨力

完成，必須由各相關部會相互協調，分工合作。物價安定工作應不以影響經濟

正常發展為前提，兩者應相輔相成。且穩定物價工作必須在事前採行因應措

施，以減少價格波動造成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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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月資料APT分析

附錄提供本研究10組民生用品之月資料APT模型實證分析結果。樣本資料
涵蓋2002/01-2015/05，共161筆觀察值，資料來源請參見附表1。觀察附表2敘
述統計之變異係數，除生乳與鮮乳、鋼胚與鋼筋、水泥與預拌混擬土三組民生

品之成品價格變動高於原料成本變動幅度外，其餘民生品皆為原料成本波動大

於成品價格。

附表3統整月資料APT模型估計結果之不對稱價格調整檢測，檢測結果顯
示：鮮奶、白米與飼料聯合檢測雖存在價格調整不對稱的情況。不過，鮮奶的

累積影響呈現易跌難漲，白米當期價格反映成本變動的情況，也是易跌難漲。

對原料成本漲價反映幅度較大的情況，飼料顯現在1期和2期後，但累積反映，
並未出現不對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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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月資料

民生品 代號 單位 原始資料定義 資料期間 資料來源

小麥 C1 元/公斤 US$/公噸 2002/01-2015/05 World Bank 

麵粉 P1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黃豆 C2 元/公斤 US$/公噸 2002/01-2015/05 World Bank 

黃豆油 P2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生乳 C3 元/公斤 為工廠收購款夏冬
與暖之平均值

2002/01-2015/05 公平會提供

鮮奶 P3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稻穀 C4 元/公斤 稻穀（蓬萊）價格 2002/01-2015/05 農糧署網站(http://www.afa.gov.
tw)
農糧統計-糧價及糧商資料白米 P4 元/公斤 白米（蓬萊）零售

價 2002/01-2015/05

廢紙 C5 元/公斤 國產中部收購均價 2002/01-2015/05 商品行情網 ( h t t p : / / c i p .
chinatimes.com/)

瓦楞紙 P5 元/平方公尺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燃煤 C6 元/公斤 Coal, Australia, $/
mt, nominal, US$ 2002/01-2015/05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World Bank

水泥 P6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水泥 C7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預拌
混擬土

P7 元/立方公尺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天然氣 C8 元/立方公尺 Natural gas LNG, 
US$/mmbtu 2002/01-2015/05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World Bank

瓦斯 P8 元/立方公尺 國內天然氣之內銷
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鋼胚 C9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鋼筋 P9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玉米 C10 元/公斤 M a i z e ,  U S $ / m t , 
nominal$ 2002/01-2015/05 Global Economic Monitor (GEM) 

Commodities

飼料 P10 元/公斤 內銷值/內銷量 2002/01-2015/05 經濟部/統計處/跨類別彈性查
詢/工業生產產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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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樣本之敘述統計-月資料

民生物資 單位
成本/
售價%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標準差

變異
係數

個數
(月)

小麥(C1) 元/公斤
50.42 

8.02 5.29 13.70 1.76 21.90 161

麵粉(P1) 元/公斤 15.90 10.92 25.87 3.22 20.22 161

黃豆(C2) 元/公斤
32.18

11.03 6.25 17.70 2.82 25.61 161

黃豆油(P2) 元/公斤 34.26 21.37 53.72 7.53 21.99 161

生乳(C3) 元/公斤
51.92

24.62 20.65 29.91 2.09 8.48 161

鮮奶(P3) 元/公斤 47.41 36.04 54.97 4.46 9.40 161

稻穀(C4) 元/百公斤
60.48

22.64 18.63 30.87 2.43 10.74 161

白米(P4) 元/公斤 37.44 32.07 43.08 2.25 6.01 161

廢紙(C5) 元/公斤
單位不同

4.14 1.85 6.57 1.04 25.10 161

瓦楞紙(P5) 元/平方公尺 13.39 9.83 16.27 1.26 9.43 161

燃煤(C6) 元/公斤
113.73

2.41 0.99 5.17 0.86 35.84 161

水泥(P6) 元/公斤 2.12 1.70 2.59 0.16 7.78 161

水泥(C7) 元/公斤
單位不同

2.26 2.00 2.79 0.17 7.45 161

預拌混擬土
(P7) 元/立方公尺 1818.54 1525.21 2228.40 192.30 10.57 161

天然氣(C8) 元/立方公尺
90.07

12.05 6.40 19.57 4.26 35.35 161

瓦斯(P8) 元/立方公尺 13.38 8.14 19.07 3.04 22.73 161

鋼胚(C9) 元/公斤
93.83

15.95 7.18 27.69 3.81 23.87 161

鋼筋(P9) 元/公斤 17.00 8.39 29.46 4.16 24.48 161

玉米(C10) 元/公斤
44.96

6.03 3.58 10.17 1.74 28.91 161

飼料(P10) 元/公斤 13.40 8.91 16.87 2.25 16.83 161

註：成本佔售價%是利用平均成本/平均售價。實際生產，投入與產出不一定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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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價格不對稱檢測-月資料

APT關係式 LM test
APT聯合檢測 

(F test)
累積影響檢測

(t test) 

成品(P) 原料(C)
H0:殘差無序
列相關

麵粉 小麥 無相關 無APT 無APT

黃豆油 黃豆 無相關 無APT 無APT

鮮奶 生乳 無相關

拒絕H0

負向： , i=1,2,6 
正向：  （易跌難漲）

白米 稻穀 無相關

拒絕H0

負向： , i=0,1,5
正向： , i=4

無APT

瓦楞紙 廢紙 無相關 無APT 無APT

水泥 燃煤 無相關 無APT 無APT

預拌混凝土 水泥 無相關 無APT 無APT

瓦斯 天然氣 無相關 無APT 無APT

鋼筋 鋼胚 無相關 無APT 無APT

飼料 玉米 無相關

拒絕H0
負向： , i=3
正向： , i= 1,2

無APT

註：1. LM test為6期殘差之相關性檢測。
2. APT模型設定與年資料模型相同：
 
 
3. 若聯合檢測拒絕H0，才會進行個別期的不對稱調整檢測，個別APT檢測(t test)之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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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價格預警機制-月資料

民生
物品

單位
預測
變數

樣本平
均 係數

黃色警戒 紅色警戒 價格
不對稱

累積
效果

小麥
元/公斤 0.0036 -0.111 NO NO

麵粉

黃豆
元/公斤 0.0032 -0.046 NO NO

黃豆油

生乳
元/公斤 0.0027 -0.178

負向：
t-1,t-2,t-6
正向：t-5

負向
鮮奶

稻穀
元/公斤 0.0009 -0.080

負向：
t, t-1, t-5
正向： t-4

NO
白米

廢紙 元/公斤
0.0027 -0.056 NO NO

瓦楞紙 元/平方公尺

燃煤
元/公斤 0.0024 -0.085 NO NO

水泥

水泥 元/公斤
0.0017 -0.017 NO NO預拌

混擬土
元/立方公尺

天然氣
元/立方公尺 0.0030 -0.165 NO NO

瓦斯

鋼胚
元/公斤 0.0042 -0.123 NO NO

鋼筋

玉米
元/公斤 0.0037 -0.078

負向： t-3
正向：t-1, 

t-2
NO

飼料

註：1. 正向與負向不對稱價格調整分別指易漲難跌與易跌難漲。

2. 
 。

3. 未知時，可以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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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陳和全（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各位公平會的長官、各位來賓，大家好。非常榮幸受邀擔任本篇「重要民

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度之研究」的評論人，事實上，這篇文章是公平會今年

度委託研究計畫的報告，由歐陽利姝教授領導的團隊進行研究，相關的審查會

議本人也都有參與。

本篇研究是藉由挑選若干重要民生物資，蒐集其價格、原料成本、產銷資

訊等的市場資料，以時間數列之誤差修正(ECM)理論，建立計量模型，用於分
析產品價格到底是不是以較快速度或較高的幅度反映原料成本上漲，期能協助

公平會建立物價預警機制。此外，亦分析可能影響市場供需及物價波動之各項

因素，進而在法律層面釐清公平法介入規範之界限，並研擬政府對超額反映成

本漲價行為之可行管制措施。

本篇研究所使用主要的經濟學理論與模型如下：

(1) 不對稱價格傳遞(Asymmetric Price Transmission，APT)：原料成本漲跌
時，產品訂價反應不一致的現象。

(2) 誤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因變數為產品訂價，自
變數為原料成本變動，又分割成正變動與負變動。由於時間序列往往是

上下擺盪而逐漸收歛至長期均衡水平，因此上一期「過度」則這一期會

有下修的價格壓力，上一期「不足」則這一期有價格上修的壓力，把這

一影響當期價格的力量控制為變數，即是ECM的基本原理。
本篇研究實證模型的驗證如下：(1)如果成本正變動與負變動對價格的影響

參數，於統計上顯著不同，則APT現象成立，應可推論「成本上漲時，廠商產
品訂價往往會過度轉嫁」。本文得出未有APT現象。(2)ECM的迴歸殘差，是於
控制自變數後的價格波動。以過去數據之ECM模型即可得到某一產業的價格波
動分佈，於是本文設定，凡現在真實價格超過價格波動1個標準差即亮黃燈、2
個標準差即亮紅燈。

本文最大價值是在企圖建構價格預警系統，而這樣的嘗試本身就相當值得

讚賞，整篇文章的資料蒐集非常詳實，整體研究架構也十分清晰，是一篇值得

一讀的好文；此外，所建構之ECM模型內容完整，實證亦頗具參考價值，倘若
可以讓公平會同仁熟練此套價格預警制度之操作、運用及推演此方法，相信更

能充分發揮本研究成果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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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價格拘束之研究―以德國為例

陳曉慧
*

中文摘要

書籍對終端顧客單一定價制，目前在我國意見紛歧。本文藉由對德國實施

此制度，進行研究，發現下列可資我國參考之結論：1、本制度之產生，有賴
成立業者組織，長期討論與推動。2、相較於在競爭法中以例外規定，採獨立
立法可免除，利用公會達成卡特爾共謀之疑慮。3、本制度可使非預期暢銷書
籍，特別是難於快速瀏覽、時間機會成本較高、價格彈性較低的書籍，有比在

自由競爭市場中，更多被生產、增加銷售服務的機會。4、不拘束批發價，可
以維持經銷商間的競爭。並配合卡特爾主管機關對毛利過高、過低或顯不合理

之審查，可以避免集中化，以支持品質、服務競爭。5、本制度需有例外彈性
規定，但不得有漏洞，以避免不公平競爭，有賴有效的追訴機制，以及卡特爾

主管機關之監督。

目　次
壹、前言

貳、書籍價格拘束制度之形成環境

參、限制書籍價格競爭之目的

肆、德國書籍價格拘束法之規定

伍、書籍價格拘束之經濟分析

　　一、反競爭效果

　　二、促進競爭效率

陸、結論：德國經驗之啟示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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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平會(81)公研釋字19號，以及歷來之處分書，均指圖書對消費者之售
價，適用公平交易法第18條（約當現行法第19條），禁止限制轉售價格1

。但

書籍可印定價，相較於其他商品不得標不二價，則顯寬容
2
。

唯倡議圖書固定售價之呼聲，迄今未絕。98、99年臺北市出版同業公會召
開多次會議，郝明義為文指出，出版、發行公協會組織、誠品、金石堂、博客

來與小型獨立書店聯盟「集書人文化」等出版業上、中、下游均有共識，實施

定價銷售制度，禁止折扣戰，以解決大通路間嚴厲折扣下殺競爭，使出版商必

須調漲圖書定價，產業鍊各環節的毛利減少，小型傳統書店、獨立書店逐漸消

失的困境。修改公平交易法，立法制訂書籍定價銷售制度，即為手段之一
3
。

然此共識並未實施。

103年4月30日文化部舉辦「圖書單一定價制度的取或捨」座談會，依據會
議記錄

4
，出版商有聯經出版公司、陳穎青；書店有博客來網路書店總經理暨

TAAZE讀冊生活網路書店創辦人、天龍圖書、金石堂；通路聯合發行公司發
言，表示反對。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陳本源理事長也質疑執行、約束的

可能性。但新經典、繪紅、我們、書林出版社；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唐山書

店、茉莉二手書店；中華民國、臺北市、高雄市出版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圖書

發行協進會，則表示贊成。天下文化持中立立場。時報文化從發言紀錄，無法

判斷立場。學者黃心蓉、邱炯友均表示贊成。唯贊成者所贊同之內涵並非一

致。對於如何執行、落實，則幾乎是與會者共同的疑問。

綜合觀之，天下、聯經等大出版商，並未採取與小型出版商一致的立場。

網路書店、折扣書店與大書店金石堂，也明顯與獨立書店、小書店、二手書店

意見相左。因此，各出版公會的立場也僅處於贊成但仍須討論、諮詢的階段。

以下，分別從出版、通路、消費者與法律執行角度，歸納反對的理由：

1 公平會(81)公處字第040號處分書，(87)公處字第087號處分書。
2 公平會(81)公參字第00485號解釋。王銘勇，「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公平交
易季刊，第8卷第１期，96(2010)。

3 郝明義，「現階段我們需要圖書按定價銷售的理由」，出版界，第92期，13-14，
(2010)。

4 文化部，「圖書單一定價制度的取或捨」座談會會議記錄，http://mocfile.moc.gov.
tw/mochistory/images/activity/2014/book/2014043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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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版社毛利高，供過於求，退書率高，實銷率低，是難以存活的關鍵5
。

業者可以走出去。臺灣的書約有六、七成是翻譯書，為何沒有臺灣的作

者勇於寫書，因為他活不下去。如果要推文化，應該是要思考如何去鼓

勵創作，而不是拿別人的版權
6
。

2.  小書店如同光華商場小店家，即使面臨燦坤、PChome，惡性殺價，無
法競爭，也不能要求全面定價銷售

7
。而且，傳統書店業績的佔比已經逐

漸下滑，從過去70-80% 到現在50%不到，量飯店、網路書店、海外市場
佔比則節節上升

8
。此外，還有公部門圖書採購，亦不按照定價採購

9
。

3. 沒有折扣，沒有人買書10
。臺灣平均每人每年讀書僅兩本，問題是出在

讀書風氣不夠，消費不夠。如果定價了，很多通路根本沒辦法走，導致

很多通路不賣書了，只剩下現在銷售的六成，那時候要怎麼辦
11
？價格

事實上會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意願
12
。預估定價制實施，讀者的銷售量會

減少，那麼訂價反而會提高。假設一本書估算一年可以賣五千本，定價

制以後，毛利看起來提高了，可是銷量可能下估到四千。這樣算下來書

的訂價可能跟以前一樣，甚至比以前還高。也就是說採用圖書定價制以

後，出版社的訂價不一定比較低
13
。

4. 法律不能管到境外商店，市場等於拱手讓人14
。法律不能限制很多變通

作法，例如博客來把主機搬到香港，可是倉庫一樣在台灣。消費者在香

港的網站下單，然後在台灣交貨
15
。或者擺很多贈品，買一送一

16
。買一

本、買一百本，都統一定價嗎
17
？

歸納贊成的理由，如下：

5 博客來網路書店及TAAZE讀冊生活網路書店創辦人總經理張天立發言。
6 聯合發行總經理林建仲發言。
7 博客來網路書店及TAAZE讀冊生活網路書店創辦人總經理張天立發言。
8 聯合發行總經理林建仲發言。
9 資深出版人陳穎青發言。
10 博客來網路書店及TAAZE讀冊生活網路書店創辦人總經理張天立發言。
11 聯合發行總經理林建仲發言。
12 聯經出版公司總經理張雪梅發言。
13 天下文化行銷總監林彥傑發言。
14 博客來網路書店及TAAZE讀冊生活網路書店創辦人總經理張天立發言。
15 資深出版人陳穎青發言。
16 繪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佩齡發言。
17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理事長陳本源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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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籍如果視為商品，它可以自由競爭，可是文化需要保護18
。自由競爭

在資本主義社會無可避免，但絕對不能是最高指導原則
19
。所謂真正的

交易公平，不能讓大的去欺壓小的。文化多樣性，不能只有大型的通

路，應該還要有二手書店，要有獨立書店，這樣才能構成真正的文化多

樣性
20
。在出版面的文化多樣性，長遠的來說，在這塊土地上，我們必

須要有很多的華文作品，不管你出的是香港的、新加坡的、臺灣的或中

國大陸的。若要放諸於市場，臺灣的編輯或出版社必須要有面對大市場

的產品
21
。市場要作得起大書，然後也讓一些冷門的小書可以生存。所

以自製書的比例要相對的更提高一點
22
。

2. 圖書與其他商品不同，因為圖書商品上有標價，就會產生折扣、採購、 
採買的問題。大部分人同一本書一輩子只會買一本，再買就是送人

23
。

書就是這個價值，它值不值，由顧客來評估，你覺得值，你就買它，覺

得不值就不要買。文化商品必須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回到定價制，就

是希望回到原本應當有的價值，然後大家各有各的推銷方法，去讓消費

者理解到這本書應當有這個價值
24
。

3. 臺灣兩千萬人，一年有四萬多本新書，市場實在小到無法想像25
。2008

年的時候，一本新書從出版到舊書店，大約是一年的壽命；可是到了

2014 年，一本新書從出版到舊書店，只有二、三個月的時間26
。出版社

訂價的時候都是以79折來訂價，結果書店的活動期間可能只有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連出版社自己都覺得書價太貴了，也導致書的壽命變得很

短，因為一個月之後銷量立刻就真的很難看，退書很多。而今天哪家出

版公司可以抗拒通路的要求？書進到排行榜，就必須要打幾折，否則你

就不能進，所有的成本要出版業者吸收。並且可以無限制退書，而且不

能限制退書比率。對出版社而言，定價之後，總銷量一定會減少，毛利

18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蘇至弘常務理事發言。
19 我們出版社總編輯賴佩茹發言。
20 茉莉二手書店負責人傅月庵發言。
21 新經典文化出版社葉美瑤總編輯發言。
22 我們出版社總編輯賴佩茹發言。
23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經理蘇恆隆發言。
24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常務理事蘇至弘發言。
25 時報文化總監陳慶文發言。
26 茉莉二手書店負責人傅月庵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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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增加。比較傾向是批發的定價，然後終端的零售價，會希望在市面

上的折扣不要低於9折27
。因為就算零售定價制定下去了，我們還是必須

要讓更多的折扣給大書店，讓他們可以去作更多的活動或折價。這對讀

者來講，對出版社來講，或者對獨立書店來講都沒有什麼好的結果。定

價期間一年，因為比較好算
28
。

4. 獨立書店需要公平競爭！大型通路不斷地要出版社讓利。消費者始終都
是用一樣的價錢買到同樣的書，是現在所有業界的人集體在欺騙消費

者。可是這個黑鍋由誰在背？現在是由獨立書店在背，因為客人會到這

邊來說，別人都可以79折，為什麼你這邊要照定價賣29
？獨立書店要求

的只是銷售端的統一，當然可以有比如說10%的折扣，覺得這樣子我們
還是有機會競爭。也不期待要去跟大連鎖店拿到一樣折扣，這是不可能

的，我們沒有辦法跟它競爭這個東西，只要求銷售的時候的價錢能夠不

要太亂
30
。批價制也符合公平的原則，因為我們的立足點是平等的，同

樣在公平的原則之下，我如果賣得好是我本事，你賣得好是你本事
31
。 

5  定價制度除了影響出版端、銷售端，亦會影響作者端，因為出版社沒有
合理利潤，作者就不會有合理利潤

32
。

6. 消費者購書抵稅已談論多年，是否應先推動購書抵稅，再進行書價調
整，消費者比較能接受

33
。打折這件事情是可以教育的，馬上不能達成

的事情，不表示長遠不能達成
34
。

7. 鄉鎮書店為什麼會倒？他們很多的客源來自於學校跟政府單位，因為當
初的採購法是把所有的經費撥到學校，所以學校跟政府單位在沒有統包

的情況之下，他們就近會跟鄉鎮的書店買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學

校圖書館採購量沒這麼大的時候，很多老師會指定讀物，然後到獨立書

店去購買。現在老師有指定，但不敢指定學生買，反而跑到圖書館借
35
。

27 我們出版社總編輯賴佩茹發言。
28 繪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佩齡發言。
29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常務理事蘇至弘發言。
30 唐山書店負責人陳隆昊發言。
31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常務理事蘇至弘發言。
32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經理蘇恆隆發言。
33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理事李再星發言。
34 新經典文化出版社總編輯葉美瑤發言。
35 邱炯友，「臺灣推動圖書統一定價政策可行性之探討」，出版界，第91期，

8-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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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看，對於究竟應修改公平交易法，或制訂專法；允許固定書籍的零

售價格、或者批發價格等實際作法上的討論，仍屬模糊。在目標上，則有下列

爭議：

1. 書籍與其他商品，在競爭關係中，有何差異？是否得以文化保護、文化
多樣性等理由，在競爭法中對書籍之定價，為例外考量？

2. 圖書定價制度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保護獨立書店的存續？保護出版商免
於大通路無盡讓利與退書之要求？保護出版社利潤，與作者收益，得以

生產可面對臺灣、大陸與海外市場的書籍與冷門小書？或者其實反而是

拱手將市場讓給境外的商店？並使消費者受到損失？

為此，國內學者對英、法、瑞士、日、美、韓、墨西哥等國之發展
36
，以

及德國舊法
37
，已有研究。然德國已在2002年新訂書籍價格拘束法，本文欲對

德國制度迄今之發展，從其形成環境、政策目的、法律規定、經濟分析四方

面，進行討論，借鏡世界上第二大圖書市場之經驗，做為我國研擬書籍單一定

價政策之參考。

貳、書籍價格拘束制度之形成環境

目前德國堅持書籍賣給最終顧客之終端價格，應予固定。並於書籍價格

拘束法(Gesetz über die Preisbindung für Bücher, Buchpreisbindungsgesetz)第一條
開宗明義表明其目的在，保護作為文化財的書籍(Das Gesetz dient dem Schutz 
des Kulturgutes Buch)。然而，書籍在德國歷史上，並非向來因為其文化財之地
位，而不得打折。

18世紀前半期以前，出版商身兼經銷商，由於自己的書不足，需與其他出
版商互換。與一般貨物不同，係採互易

38
，打折是此時的常態。一方面由於價

格作為書商間交換的基礎，常訂價較高，之後為了求取經營利潤，會對顧客打

折。另一方面，商人間為處理互易時價格差異，或者迫於取得完整的書籍，需

以現金交易時，都會打折。這個年代，並無銷售層面的競爭，互易建立在商人

36 新經典文化出版社總編輯葉美瑤發言。
37 王銘勇，「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公平交易季刊，第8卷第１期，69-

76(2010)。
38 這也是目前國際重要的法蘭克福與萊比錫書展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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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的個人商業關係，對顧客打折，則是正當行為
39
。

18世紀後半期，出版商與經銷商分離，互易改為條件交易(Konditionsgeschäft)，
類似佣金交易

40
。出版商將出版品依據條件交給經銷商，經銷商可以選擇退書，或

者將書賣掉。一直到經銷商將書賣掉之前、或退還時，出版商都保有書籍所

有權。這個制度表面上看來，經銷商並不承擔風險，而是由出版商依據銷售情

況，承擔風險。因此，出版商有動機決定價額，因為價格越低，收益越差，價

格被公布在型錄中
41
。然而，書的經銷商也如一般貨物的商人，有自己需承擔

的經營成本。同時，因為德國統一，貨幣統一，價格競爭因為外地來運送者，

更形激烈
42
。19世紀，技術進步，產品價格低廉，創造更多的閱讀需求，但低

品質商品生產過剩，也司空見慣。經銷商數量大增，也增加了新的銷售管道，

如運送人、百貨公司與火車站書店
43
。經銷商彼此間以拍賣或贈獎等方式進行

毀滅性競爭，稱之為Schleuderei。書籍價格，不斷升高。當時給顧客的折扣通
常為25%，例外可以達到50%44

。但差不多半年內出版商就必須將超過預期、

不能賣的書，像倒垃圾一般，倒到二手書店
45
。

越來越多人批評顧客折扣，1825年出版商與經銷商共同成立了德國書商
聯合會（Börsenverein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建立合作解決亂象的組
織基礎。但經過60年，才於會員大會中，決議會員應遵守出版商制訂之店價
(Ladenpreise)，並制訂了處罰方式46

。

參、限制書籍價格競爭之目的

此後，此一垂直價格拘束的卡特爾，陸續受到國內訴訟、歐盟理事會之挑

戰。如1890年柏林Mayer&Müller書商，起訴認為聯合會強制禁止降價，限制
其營業自由，違反公序良俗，損害他們的聲譽

47
。此外，由於德文書銷售市場

除德國之外，也及於奧地利與瑞士，因此，三國間亦有垂直價格拘束。歐盟理

39 Karl-Heinz Fezer, “Die Verfassungsnähe der Buchpreisbindung”, GRUR, 186-187 (1988).
40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1.
41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1.
42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3.
43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4.
44 Karl-Heinz Fezer, “Die Verfassungsnähe der Buchpreisbindung”, GRUR, 186-187 (1988).
45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3.
46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5.
47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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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雖於1993年，依據第81條第3項EG認許之。但奧地利書商Libro以及與其有
關之網路書商Lion.cc，透過網路，將書以低於德國之訂價，賣給德國消費者。
比利時網路書商Proxis，也希望以折扣進入德國市場。他們都對歐盟理事會提
出申訴，懷疑出版商對其等禁運，而影響他們與德國消費者間的跨國網路交

易
48
。以下將先說明德國，再說明歐盟之狀況。

德國帝國法院於Mayer&Müller案指出，聯合會採取手段所追求的目的，
並不違法。營業自由，並不禁止業界的自助行為，只要其目的是在於，經由保

護，免於使行業的產品失去價值，免於一些人降價所帶來的缺點，而維持行業

的生存。另一方面，這個限制不能導致行會以外的商人不能再營業
49
。例如百

貨公司不是聯合會的會員，因此不能被行會限制所及，當其違反價格拘束時，

不能被排除送貨
50
。由此觀之，德國帝國法院並未將書籍如同其他物品，為不

同之對待。

此判決之後，出版社與書商間於1928年形成協議系統(Revers-System)。戰
後，1958年德國反競爭限制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GWB)
公布施行，正式於第16條，以與商標商品相同之理由，將出版品之垂直價格拘
束排除於一般價格拘束禁止規定之外

51
。立法者同時也提及，這是將德國數十

年來的協議制度，以及略微修改多數文化國家(Kulturstaaten)的制度所導入。因
為這與德國整體銷售與結算系統，以及與維持良好訓練有素的經銷商有關，所

以此一介入不會損害作者、出版社與經銷商
52
。

然而，德國反競爭限制法於1973年，在歐洲市場交織的反對聲中，刪除了
商標商品的例外規定

53
。但出版品價格拘束之例外仍予維持。

但德國政府並非不曾質疑出版品價格拘束之正當性。1962年德國總理對國
會提出修改反競爭限制法之報告中

54
，提到書籍與其他商品，於競爭政策上，

應受相同對待；特殊的經銷制度，不足以正當化差異處理之理由；書商文化任

務之達成，也非取決於價格拘束。

首先，就書籍與其他商品於競爭政策應為相同處理之理由，主要為書籍是

48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IP/02/461, 22.03.2002.
49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5.
50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6.
51 Vgl. amtliche Begründung zu § 11 des Gesetzentwurfs, Nr. 1 c.
52 Vgl. amtliche Begründung zu § 11 des Gesetzentwurfs, Nr. 1 c.
53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9.
54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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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與書籍經銷商間經濟交易的客體，通常大量生產，並基於商業理由而

生產或行銷(Kaufmännischen Erwägungen)，供給也是取決於市場供需之經濟法
則。至於其出版首先僅限於特定版次，也和其他批量生產商品(Serienfertigung)
沒有不同

55
。

政府將市場上的書，包含藝術、音樂、攝影的出版品，分成兩類
56
：

第一類是可以被取代，包括出版權已經不存在之目的用書（例如法條），

知識性書籍與小說。任何出版社都可以生產，任何書商也都可以銷售。此外也

包含大量的簡單娛樂書籍(die einfache Unterhaltungsliteratur)，沒有人在意是誰
寫的。

第二類是從出版社的角度來看，有自己獨占市場的書。包含深奧的著作

（專業文獻），或者作者姓名、出版社名稱、書名、書封，造成特別的需求，

不能由其他書籍被滿足。

第一類書和其他產業經濟上的相對同質性商品相當。第二類則與（獨占）

市場上的異質商品，特別是商標商品相當。第一類書依據其目的與使用，可被

取代，因此不僅在出版社，也在書籍經銷商之間，存在直接競爭。第二類書僅

在書籍經銷商間，而非在出版商（生產者）間，產生直接競爭。但垂直價格拘

束反而排除了經銷商因其經營成本差異，可能產生之價格競爭
57
。

其次，依據書籍交易的銷售與計算的特性，經銷商並非書籍的所有權人，

僅是依據條件而占有。但在計算售價時，經銷商也可以不降價，並非以固定價

格為必要。對於作者而言，也可以採用其他方式，而不以固定價格作為報酬計

算之基礎，例如依據實際的收入、總體數量等
58
。

最後，達成出版品經銷商的任務，也非取決於價格拘束。在此，本報告指

出其應負之三種文化任務，一、經銷商須訓練有素、高效率與受過教育。二、

應盡可能維持廣泛的書店，使具有價值的知識性著作，可以保有自己的位置。

三、經銷商製作書籍目錄
59
。

但是，到1962年經驗顯示價格拘束制度下，經銷商保有較高的毛利，仍然有
很多經銷商，只有限的書店，也沒有達到文化任務。專業性書籍，也僅有在較大

的經銷商才有。而且專業書籍之固定價格，也因需要給予對學生、聽眾、公立圖

55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S. 33-34.
56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S. 34.
57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S. 34.
58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S. 34.
59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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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專業性圖書館等特價優惠而打破。特殊化經營的經銷商，在文化考量下，

也仍然取決於知識水準以及所投入的資本，固定價格對其並非重要。而目錄工

作，主要是經銷商對不受價格拘束的二手書店，提供目錄與價格表。不同的經銷

商，對自己的書店，提供新書的目錄。生產目錄與出版社是否固定，或者由出版

商自己計算的價格無關。書目對書籍交易有利，其本來的目的是對出版品可以一

目了然，與固定店價沒有不可或缺的關係。如果書商對於購買，需要給予價格參

照，只要給予出版社的訂價或建議銷售價格也就可以了
60
。

此外，德國書商聯合會制訂交易與銷售規則(Verkehrs- und Verkaufsordnung, 
VVO)，規定書商之固定店價系統。VVO規定了降價的規定，例如系列、組
合、訂閱的價格，對學生的優惠價，對機關、機構與企業的特價。聯邦卡特爾

署，對此種一致性的共同價格約定，在法律沒有變更的情況下，產生疑慮。對

此，書商聯合會主張：地方上沒有大量的書店，會損害出版社、作者與公眾。

然而，本報告並不認為此等理由充分
61
。

基上，1962年的報告，主要是以實踐經驗，指出當時書店之數量與所提供
之服務品質，均不足以正當化競爭政策上，特別允許書籍經銷商以價格拘束保

有高毛利之差異處理。書商聯合制訂VVO，也違反反競爭限制法。其餘，價格
透明化、保護作者報酬等目標，則建議採取其他比價格拘束介入程度更少的方

式來達成。此一報告反應出卡特爾主管機關，將書籍與一般商品同等對待，以

市場法則觀察文化財交易的基本立場
62
。

然而，不只是1973年的反競爭限制法修改時，仍然維持了書籍店價拘束之
例外。德國最高法院也於多次判決中，不斷重申1958年之立法理由。並指出一
旦廢除書籍價格拘束，改採自由競爭，會損害出版品的多樣性，以及損害向

來經由廣泛的書店與許多小的供應商，所形成的書籍交易結構
63
。法院在解釋

60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S. 34-35.
61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S. 35.
62 同樣的立場也出現於1998年獨占委員會(Monopolkommission)的報告，認為從經
濟福利理論與競爭政策跨國比較分析，個別銷售通路的佔比，或書籍經銷上的獲
取密度，本身都不應是目的。取消價格拘束制度，對書籍多樣性的影響，則仍有
待實證觀察。Bundesregierung, Dreizehntes Hauptgutachten der Monopolkommission 
1998/1999, Drucksache 14/4002, 16. 08. 2000.

63 BGH, Beschl. v. 11.03.1997 - KVR 39/95-NJW auf CD-ROM, Rn. 17。本段判決法院
引用下列正面支持文獻：Fikentscher/Krauß in Gemeinschaftskommentar zum GWB, 
4. Aufl., § 16 Rdn. 35 u. 52 ff.; Franzen, Die Preisbindung des Buchhandels, 3. Aufl., 
Rdn. 7 ff.; Fezer, GRUR 1988, 185, 190; 批評文獻Emmerich in Immenga/Mestmäcker, 



書籍價格拘束之研究─以德國為例 157

適用反競爭限制法第16條時，應依據該規定之文化政策目標，符合免除於價格
拘束禁止之目的，即確保國民可以多樣化、平均與普遍覆蓋地獲取文化財書籍

(die vielfältige, gleichmäßige und flächendeckende Versorgung der Bevölkerung mit 
dem Kulturgut Buch zu gewährleisten)64

。

歐盟法院，如同前述德國帝國法院的見解，基本上肯認得以保護文化客體

書籍之公共利益，正當化對歐盟貨物自由流通(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的限
制。只要所採取的手段適於達成其目標，並且不超過達成目標之必要範圍。因

此，此一目的可以採取對進口商較少的限制達成，例如，允許進口商或者外國

的出版社，考量進口市場的條件後，固定其零售價格。是故，奧地利不得立法

禁止德文書的進口商，固定低於德國出版商決定之零售價或建議價
65
。而當出

口之唯一目的是為了重行進口，以迴避會員國固定價格之內國法時，法律禁止

此重輸入行為(Re-importation)，則不構成對進口之質的限制(Art. 36 TFEU, ex. 
Art. 30 EC)66

。

但歐盟理事會則態度不一。1993年德國的協議制度擴及奧地利與瑞士。 
1994年理事會認為，此一跨國的價格拘束，有足夠的理由依據第85條第3項免
除，因為有助於品項多樣化，銷售單位的全國性系統，適當存量的維持，有利

於全面提供公民任何形式的出版品。不僅是有利於物品散布，也有助於支持書

是文化財
67
。但之後歐盟競爭委員更換，反對價格拘束，認定1993年協議不能

被免除。因此，德國於2000年將協議重新內國化(renationalisiert)，僅約定內國
的價格拘束，重行進口只針對目的性規避的行為，始取得歐盟理事會同意此協

議不會明顯地影響會員國間之交易
68
。

2002年德國為了徹底免除歐盟對書商間協議之疑慮，刪除反競爭限制法對
書籍價格拘束例外之規定，改以書籍價格拘束法訂之。目標仍是：「確保德國

GWB, 2. Aufl., § 16 Rdn. 16; ders., Kartellrecht, 7. Aufl., S. 154 f.; Möschel, Recht der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Rdn. 389 f.

64 BGH, Beschl. v. 13.03.1979 - KVR 1/77, WuW/E 1604, 1605 = GRUR 1979, 490, 491 
- Sammelrevers 1974; Beschl. v. 23.04.1985 - KVR 4/84, WuW/E 2166, 2167 = GRUR 
1985, 933, 935 - Schulbuch-Preisbindung; BGH, Beschl. v. 11.03.1997 - KVR 39/95-
NJW auf CD-ROM, Rn. 18.

65 ECJ Case C-531/07 Fachverband der Buch- und Medienwirtschaft v LIBRO 
Handelsgesellschaft mbH, 2009, para.34-36.

66 Judgment of 10. 1. 1985 in Case 229/83. Leclerc/gasoline [1985] ECR 17, 35, para. 26-
27.

67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23.
68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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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的高效率市場，以及支持出版品作為文化財與文化載體之角色。」而歐

盟沒有疑慮的報紙、期刊、雜誌協議價格制度，則仍保留於反競爭限制法中
69
。

肆、德國書籍價格拘束法之規定

本法規範之客體「書籍」，依據第2條，也包含樂譜，製圖產品（例如地
圖），以及書籍、樂譜或製圖產品之重製物或替代物（如電子書），當觀察其

整體時，可認為主要是出版與書籍類的產品。此外，上述所稱物品作為組合物

品之主要部分時，此組合物品亦屬之。外國語文書籍原則不適用本法，除非以

德國為主要銷售市場。

營利、營業性銷售書籍給最終顧客的人，必須遵守依據第5條由出版或進
口之人，所制訂之價格。但二手書不適用之（第3條）。即使未獲利，但就私
人交易而言，顯不尋常者，實務上亦認定為營業性銷售，例如6週內賣了40本
書

70
。二手書是指已經有一次交易給最終顧客，進入其私人使用狀態的書

71
。

出版社之直接銷售，亦須遵守本條規定。

歐洲經濟區內跨境銷售的書籍，依據前述歐盟理事會之立場，不受價格拘

束。但如果從客觀情況可認為，純粹是為了再進口而出口的書，不在此限（第

4條）。
出版與進口之人，應加上消費稅，為書籍的每一版本(Aussage)，在銷售給

終端顧客時，制訂價額，並以適當的方式公布。變更價格時，亦同（第5條第1
項）。亦即不是為每一本書訂價，而是為該書的每一版本，指書籍的內容與外

觀不同時，出版或進口之人就有訂價義務
72
。因此，出版社就同樣的著作，同

時，以相同或幾乎相同的形式，不得有不同的售價
73
。但如果版本不同，就同

一本書也可以為不同之訂價。是故，第5條第4項規定，出版或進口之人或其等
之被授權人，如有正當理由，得為同一書籍，規定不同的價格。

進口書籍的人，決定最終價格時，不可以低於出版國的出版社為德國建議

的最終銷售價格，加上德國的營業稅之總額。如果出版社沒有對德國建議價

69 Bundesregierung,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gelung der Preisbindung bei 
Verlagserzeugnissen, Drucksache 14/9196, 03. 06. 2002.

70 OLG Frankfurt NJW 2004, 2098f.,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3 Rn.59.
71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3 Rn.60.
72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5 Rn.4.
73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5 R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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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進口者決定的最終價格，不可以低於出版社為出版國所訂或所建議對終端

顧客之淨售價，加上德國的營業稅之總額（第5條第2項）。如果進口之人在歐
洲經濟區任一成員國，以低於購買國之通常購買價買入時，可以依據其所獲得

的利益與通常購買價之比例，降低前述定價（第5條第3項）。
出版或進口之人可以制定下列價格：系列價格、數量價格、訂閱價格、機

構特價（僅限對該特定書籍之出版，依據契約有決定性合作關係之機構）、訂

購雜誌所附贈書籍的特價（僅限雜誌編輯所著作或出版之書）、分期付款的附

加額（第5條第4項）。其中，數量價格，係指就同一本書，終端顧客為了自己
的需求，而購買相當數量之特價。買了大量的不同書籍，不適用之。為了達到

數量，將人組織起來一起買，也不適用
74
。

價格拘束之例外，規定於第7條，包含為了同業員工、作品作者之
自己需求、老師評估課程利用之需求、有損害或缺點而標記為瑕疵的書

(Mängelexemplar)、倒閉前的30天清倉拍賣。中小學之共同訂購，依據數量與
價格，分別享有8-15%折扣。圖書館則分成2類：特定領域專業人士利用之專業
圖書館，享有最高5%折扣；任何人可利用的地方圖書館、邦圖書館、學校圖
書館，國軍與警察圖書館，最高10%折扣。
賣書時，得附贈之物品或負擔的費用，僅限下列4種：1、送價值很低的東

西，或與所買書籍之經濟價值相較，在經濟上幾乎可以忽視的東西。2、終端
顧客到訪銷售地點之極少費用。3、運費或特別取得的費用。4、其他行業通常
的附帶服務（第7條第4項）。
於書籍版本首次出版後18個月，出版與進口之人可以適當方式公布，取消

其價格拘束。但少於18個月又再度出版的書，或內容在一定時間、事件後嚴重
失去價值的書，不在此限（第8條）。

伍、書籍價格拘束之經濟分析

固定書籍對顧客之零售價格，屬於維持轉售價格。一般認為維持轉售價格

可能產生的反競爭效果包含
75
：一、成為製造商卡特爾的監控工具；二、促成

零售商的卡特爾；三、產生閉鎖效果(foreclosure)。但也可能促進經濟效率，

74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5 Rn.12.
75 王俊雯、王立達，「平議維持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與違法判斷標準：從美
國Leegin案談起」，月旦財經法學雜誌，第31期，105-1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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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下列面向
76
：一、鼓勵提供服務，二、增加品牌間競爭；三、遏制雙重加

價
77
。以下分別說明。

一、反競爭效果

維持轉售價格之反競爭效果中，由於書籍價格拘束，是由出版社決定，與

零售商卡特爾無關。維持轉售價格，可以提供經銷商高利潤，排除供給其他競

爭者的產品，產生閉鎖(foreclosure)78
。惟出版社與經銷商之間並非獨家交易，

可能會約定在店內較佳的位置展示，但並不構成閉鎖
79
。

生產者的卡特爾希望提高批發價(wholesale prices)，會誘使成員秘密地降低
自己的價格，以增加產出。維持轉售價格，可以作為監控生產者卡特爾協定是

否被遵守的有效工具
80
。然德國早期的反競爭限制法或現行書籍價格拘束法，

均僅限於個別事業垂直關係中，亦即每家出版社僅能自行拘束自己之價格，不

得透過行會或競爭者，而影響、或直接或間接強迫之
81
。實務上，卡特爾署允

許的形式是，協議契約由各出版社全權委託一位價格拘束受託人，與受拘束全

體經銷商所委託之一位全權代理人所簽署。新的出版社、經銷商加入契約，

也無庸重新取得數千家出版社、經銷商的簽名
82
。但德國書商聯合會所制訂交

易與銷售規則(VVO)規範降價，例如系列、組合、訂閱的價格，對學生的優惠
價，對機關、機構與企業的特價，則不無違反之嫌

83
。

現行書籍價格拘束法於第7條明文規定價格拘束之例外。違反價格拘束
者，依據第9條有不作為義務、資訊交付義務以及應負損害賠償。為便利起訴
者舉證，第10條規定，對於有違反本法規定疑慮之人，任一其他書籍經營者，

76 王俊雯、王立達，「平議維持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與違法判斷標準：從美
國Leegin案談起」，月旦財經法學雜誌，第31期，105-107(2012)。

77 王曉曄，「縱向限制競爭協定的經濟分析」，月旦民商法，第3期，39(2004)。
78 王俊雯、王立達，「平議維持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與違法判斷標準：從美
國Leegin案談起」，月旦財經法學雜誌，第31期，107(2012)。

79 Joost Poort, Nico van Eijk, “Digital Fixati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a Fixed E-book 
Pr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10 (2015), http://dx.doi.org/10.1080/102
86632.2015.106151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80 王俊雯、王立達，「平議維持轉售價格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與違法判斷標準：從美
國Leegin案談起」，月旦財經法學雜誌，第31期，106(2012)。

81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9.
82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19; § 7 Rn.24.
83 Bundestag Drucksache IV/617, 22.08.1962, 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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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有業務上沈默義務之經濟或稅務人員，檢查其帳簿與商業文件。第9條
第2項規定，經銷商與出版社，促進產業利益的行會、消費者協會，以及出版
社或經銷商之價格拘束受託人

84
，都可以起訴。此外，鑑於每天數以百萬計的

交易，上述之保護並不快速，損害賠償也難以證明，因此，德國出版社與經銷

商仍然有共同協議(Sammelrevers)，約定違約金85
。

有一個問題在於，是否因為很多出版社、經銷商均委託同一律師（所），

藉由其建議，而間接形成卡特爾？出版社價格拘束受託人，依據書籍價格拘束

法第9條，具起訴之當事人能力者，學說上認為須受足以反映出行業數量與規
模的出版社或進口商委託，以維護價格拘束之公共利益

86
。最高法院過去認為

只要出版商與經銷商不受拘束，即不違反禁止提供建議之規定（舊反競爭限制

法第38條第1項第11款）87
。此一解釋，亦不因新法施行而改變。價格拘束受託

律師的專業性，獨立於出版商與銷售商之客觀性與公益性，不至於成為共謀之

基礎
88
。

二、促進競爭效率

價格拘束可以排除雙重加價，而雙重加價以不同階層的事業，都具有市場

優勢地位為前提，但由於書籍市場有很多的出版社與銷售者，即不適用
89
。價

84 按經銷商並無價格拘束委託人，法條用語不精確，應泛指書店的委託人。
85 違約金依據系爭交易金額計算，在違約降價的情況，情節嚴重時，至少對首次違
約者處罰1,500歐元，後續每次2,500歐元，如一次對多數消費者之交易有違約情
事，則為5,000歐元。違約漲價，也有違約金。契約並約定，違約金不排除其他
法律權利之主張。出版社自行銷售給消費者之違約情事，也準用相同之違約金
約定。所得違約金，如無特別約定，交付德國書商社會公益組織(Sozialwerk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Wallenfels/Russ, BuchPrG, § 7 Rn.23-24.

86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9 Rn.36.
87 BGH NJW-RR 1986, 259ff. – Preisbindungstreuhänder-Empfehlung.
88 價格拘束委託律師雖受託於出版社與進口商，但係基於專業、客觀獨立於出版商
與經銷商之衝突利益之外，對共同協議、或現行法提供出版社、進口商、經銷商
以及其等之顧客，如圖書館、行政機關、地方機關、地方團體之諮詢，提供建
議。對出版商與經銷商並不具有拘束力，但有助於降低違法行為、亦有助於對價
格拘束有關、涉及整個產業行為的原則性問題，提供中心解答，解決引用法院，
太慢且不方便的困難。Wallenfels/Russ, BuchPrG, § 9 Rn.33-34.

89 Stefanie Kurz, Wettbewerbspolitische und –rechtliche Beurteilung der Buchpreisbindung. 
In: Ingo Saenger, Gerhard Schewe (Hrsg.), Forum Mergers & Acquisitions 2012: 
Beiträge aus rechts-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r Sicht.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120 (2012).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62

格拘束可以增加品牌間競爭，如同前述，德國也認為書籍類似於品牌商品。但

本文將不著墨於品牌商品，而將探討多樣化、平均與普遍覆蓋地獲取文化財書

籍之政策目標，是否促進經濟福利。

(一)提高服務水準
服務理論與搭便車有關。當服務對需求敏感度有實質影響時，打折者可搭

便車其他競爭者的服務，而拉低他們的服務水準。維持轉售價格可以鼓勵經銷

商競爭服務，增加價格、服務水準、銷售量與利潤。但服務理論僅適用於「仍

不為消費大眾所熟悉的品牌商品」
90
。

如前所述，德國總理1962年報告曾區分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因作者姓
名、出版社的名稱、書名、或者書封，所造成之特殊需求，不能由其他書籍所

滿足，為相當於品牌商品之異質產品。但對於不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則任何

人均可生產，為同質產品。然而，即使是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法條，於六法全

書之需求，也會因排版、檢索方法、附加判決、解釋令、文獻等資料的詳細

度，而影響購買意願。因此，書籍的完美替代(perfect substitutes)，事實上不存
在

91
。當消費大眾熟悉其作者、書名、出版社時，會導致服務理論之不適用。

其餘書籍仍可適用。

惟在各書店間漫遊的成本，可能高於所獲得之折扣，因此，有懷疑讀者是

否這麼做
92
。然而，如果折扣商店就在附近，或者現在透過行動載具、網路商

店隨手可及，即不無可能搭便車
93
。

但書不是複雜的商品，即使發現對的書可能困難
94
。且很多服務已見於

出版社廣告、平面或電子各媒體之書評，或可由網路書店之演算法獲知推薦

書
95
，則服務是否對需求敏感性有實質影響，也值得懷疑

96
。

90 Joost Poort, Nico van Eijk, “Digital Fixati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a Fixed E-book 
Pr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3 (2015), http://dx.doi.org/10.1080/1028
6632.2015.106151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91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Beyond the Dogma of the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 28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2 (2004).

92 Id., 11.
93 Joost Poort, Nico van Eijk, “Digital Fixati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a Fixed E-book 

Pr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10 (2015), http://dx.doi.org/10.1080/102
86632.2015.106151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94 Id.
95 Id.
96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Beyond the Dogma of the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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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德國市場的研究指出，出版社因為大量出版的壓力，廣告經費有限，

常僅能對近期暢銷書作者所寫，潛在有可能暢銷的書做廣告，但此種廣告對於

書的銷售，增益不大；反而是對較不著名作者的著作，可以顯著增加銷售
97
。

本研究討論的行銷方式，包含設計封面、撰寫導言、書評、選擇適當的上市時

間、書店擺放位置、促銷活動等。是故，同前所述，對於仍不為消費大眾所熟

知的作者、書籍，仍有強化服務競爭之需求。 
當出版社不知銷售量不佳是否和經銷商銷售服務不良有關，會產生道德

困難的問題。在固定價格制度下，由於銷售商有毛利動機，可節省控制成

本
98
。對顧客而言，若價格可由經銷商決定，顧客不知道價格是來自生產者

的品牌，或由銷售商決定。是故，拘束價格也是唯一可以標示品質的方式

(Qualitätssignalisierung)，因為當顧客發現訂價太高，出版社會因沒有人再來
買，而損失收益。顧客也會節省價格比較的成本

99
。

(二)維持全國性的銷售網絡
大部分的書是因一時衝動而購買(bought on impulse)或者當作禮物，書店之

數量以及地理分布增加，可增加需求
100
。E-book之發展101

、網路書店、郵寄運

送會使實體書店這方面的重要性降低。但若民眾在購買時（甚至在閱讀前），

無法確定特定書籍的品質，不完美的資訊，可能導致「檸檬」問題(“lemon＂ 
problem)，讓品質不良的物品排擠品質良好的物品，反而損害高品質物品的市
場

102
。因此，維持包含實體書店在內的多樣化銷售管道，仍有需要。

但大量、分散的實體書店，需要良好的中間商。在德國有很多不同組織型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1 (2004).
97 Edlira Shehu, Tim Prostka, Christina Schmidt-Sto¨lting, Michel Clement, Eva Blo¨meke, 

“The influence of book advertising on sales in the German fiction book market”, 38 J 
Cult Econ, 109-130 (2014).

98 Stefanie Kurz, Wettbewerbspolitische und –rechtliche Beurteilung der Buchpreisbindung. 
In: Ingo Saenger, Gerhard Schewe (Hrsg.), Forum Mergers & Acquisitions 2012: 
Beiträge aus rechts-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r Sicht.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121 (2012).

99 Id., 120-121.
100 Joost Poort, Nico van Eijk, “Digital Fixati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a Fixed E-book 

Pr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10 (2015), http://dx.doi.org/10.1080/102
86632.2015.106151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101 Id., 12.
102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Beyond the Dogma of the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 28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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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中間商，特別是Barsortiment，他們是大型經銷商，向出版社買入書籍，為
自己計算，再賣給書店。他們有良好的線上訂購系統、每天運送的服務。如果

沒有固定價格，書店的密度下降，可能會使中間商因為成本因素，不能全國性

提供服務。這些服務的投入，使德國不僅是當年出版的新書與再版書約9萬餘
本

103
，而是約40萬種書，在全國任一書店訂購的隔天，即可供應。包含網路書

店，也需利用Barsortiment。他們的服務，必須有足夠的毛利，因此這類的商人
也支持固定書價

104
。

然而，透過書店集中化、集團化，也可以增加可供應書籍的庫存與運送效

率，未必需要採用固定價格制度。但德國政府特別期待小型、由所有權人經

營的書店，扮演文化地景上的精神加油站
105
，以避免單一或少數具有市場力的

買方，影響出版品的多樣性
106
。德國文化媒體部長指出：「在這裡，除了暢銷

書，也展示主流市場以外值得注意的書與作家，或提供特別主題、專業領域的

書。讀者可以透過個別談話，獲得有用的建議，文化相遇與參與在此發生。適

於所有年齡層的閱讀、文化之交流活動在此舉辦。有助於維持種類繁多的出版

品。是維持書籍文化的多樣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107
。

德國書籍價格拘束法，並不限制出版社對不同的銷售通路，給予不同的銷

售條件。但明文規定出版社在決定銷售價格，以及其他對銷售商的銷售條件

時，必須適當考量小書店為全國性書籍供應所帶來之貢獻以及售書服務。不得

103 德國2013年新書與再版書為93600本，比前一年增加3％，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October 2013-October 2014”, 16, http://www.
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reports/2014/IPA-annual-report-201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104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1 Rn.7.
105 2015年德國文化媒體部首次頒發德國書店獎之部長致詞：“Lokale Buchhandlungen 

sind damit geistige Tankstellen unserer Kulturlandschaft!” http://www.deutscher-
buchhandlungspreis.de.

106 2014年線上書商Amazon和許多大型、國際出版社談條件時，以遲延交付這些出版
社的書為手段，德國包含Bonnier Media與Bastei Lübbe集團受到影響。在數個月的
協談後達成協議。德國書商協會擔心獨占廠商會更加利用他們的地位，濫用市場
力，因此要求歐盟強化數位時代的有效市場力與影響控制。德國書商協會向聯邦
卡特爾署檢舉Amazon，2015年6月歐盟執委會對Amazon與大出版社間的契約條件
約款展開調查，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 V., Buch und Buchhandel 
in Zahlen, 6 (2015).

107 2015年德國文化媒體部首次頒發德國書店獎之部長致詞：”Lokale Buchhandlungen 
sind damit geistige Tankstellen unserer Kulturlandschaft!” http://www.deutscher-
buchhandlungsprei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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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銷售者的營業額來決定折扣（第6條第1項）。2012年德國書商聯合會也提
出「服務目錄」，詳列各種服務指標

108
，作為出版社與銷售商交易以及未來法

院爭議時，解釋適用第6條第1項「適當考量」之參考109
。書商聯合會制訂服務

目錄，並非卡特爾法所欲規範之競爭規則，與受競爭法拘束之出版社交易條件

不同
110
。第6條第1項，主要是延續過去卡特爾署對折扣契約濫用價格拘束制度

的審查經驗，如果僅拘束對終端顧客的價格，完全不規範不同的層級，不能支

持品質競爭，反而促成集中化
111
。

過去，卡特爾署依據下列二個標準，審查毛利是否過高、過低，或其程度

顯不合理：1、大客戶，例如百貨公司，成本低於其他零售商，卻獲得很高毛
利，以至於這個經由折扣系統獲得利益的公司，並非因經濟上，而是僅因法律

上價格拘束契約之妨礙，不能將所獲得的買入利益，以低於拘束價格，轉給終

端顧客。這是濫用價格拘束之變貴作用。2、依據購買數量計算毛利的程度與
累積時，不僅是越多變高，同時也歧視小的銷售商時，構成價格拘束的濫用。

對此，卡特爾署指出，當折扣的程度僅依據購買數量決定，而損害以服務為主

的小書店的競爭力時，構成價格拘束制度之濫用
112
。

實務上，如果約定銷售商的毛利超過50%，構成濫用。卡特爾署認定的毛
利，包含紅利、獎金、分成等等。廣告津貼如果與銷售商的廣告花費無關，用

以增加折扣，而非用以平衡事實上的廣告開支，也納入毛利計算
113
。

太低的毛利約定，也是濫用價格拘束。因為價格拘束讓銷售商不能有其他

的可能性，依據需求與市場，自行決定價格。所以，每一個拘束價格的人都有

義務要考慮使銷售商有足夠收入的毛利。因此，重點不在於，銷售商從所有與

他往來之出版社的所有交易條件，整體來看，仍獲得適當充足的條件。也不是

單純決定於折扣數，仍需考慮每本書的價格，因為高價書打很少折扣，就可能

對銷售商是適當的報酬
114
。

108 服務目錄所列指標，可依雙方之約定，無庸全部做到。主要包含6大項目，其下各
有細項指標：參考（訂購/取得）、存貨維持、廣告/銷售、諮詢、座落位置與其
他。各項目中，也已將電子訂書、存貨管理系統、線上互動服務、電子採購等電
子化服務納入指標。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14-15.

109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12-17.
110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12.
111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1.
112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1.
113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2.
114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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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藉由對銷售層級之需求競爭(Nachfragewettbewerb)設下界線，使價
格拘束之高收益，投入品質、服務競爭

115
。2014年德國仍保有書店6000家（包

含書店與其他銷售點，但不包含百貨公司）。雖然網路銷售大幅成長，改變民

眾進城消費的習慣，實體書店的銷售量持續下降。但2014年營業額458百萬歐
元 仍佔49.2%銷售率，且2013年成長0.9％、2014年下滑1.2％，連續二年均較
網路書店同時期(-0.5%, -3.1%)表現為優。德國書商聯合會認為這是因為書店花
了很多力氣改建，並改變他們的觀念

116
，包含目標明確的行銷策略，強化連結

當地民眾，以及建立自己的線上服務
117
。環繞實體書店，發展出多樣化的網路

服務
118
：

(1)中立模式，例如www.buchhandel.de：經由所有可交貨書籍的目錄
(VIB)查詢介面將訂購單交給書商，書商由顧客自由選擇。經營者、
行會的中立性。

(2)中間商、Barsortimente的線上服務，例如Libri(www.libri.de), Koch, 
Neff &Volckmar(www.buchkatalog.de)：和實體書店合作，可以檢索個
別Barsortiment的目錄。顧客可以自由選擇交易對象與運送書店。

(3)線上寄送商，包含實體書店的線上分店，當作其他的銷售管道，用同
一個名字www.thalia.de。以及傳統寄送書商的線上服務，如Weltbild 
(www.weltbild.de)。

對一般書店而言，建置線上商店，太過複雜與昂貴，且e-books的收入與利
潤都很低，沒有投資意願。因此，小書店主要是利用中間商的白牌商店(white-
label shops)119

。由此可知，中間商對小書店，在數位環境仍然具有重要性。

此外，小書店自1990年起組成合作採購組織Leistungsgemeinschaft Buch，
制衡購買力強大的連鎖店(Thalia, DBH Hugendubel, Mayersche)120

。並出現移動

115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1.
116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 V., Buch und Buchhandel in Zahlen, 7 (2015).
117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 V., Buch und Buchhandel in Zahlen, 4 (2015).
118 Kerstin Emrich, Konzentration im Sortimentsbuchhandel: Diagnose, Prognose und 

Handlungsempfehlungen, 47 (2011).
119 F M. Bjørn von Rimscha, Sarah Putzig, “From Book Culture to Amazon Consumerism: 

Does the Digitization of the Book Industry Lead to Commercialization?” 29 Pub Res Q, 
330 (2013).

120 Jan-Felix Schrape , Zwischen Kontinuität und Bruch: Der Wandel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m, 3 (2012) ,http://gedankenstrich.org/wp-content/uploads/2013/10/Wandel-
des-deutschen-Buchhandels-2013.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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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書店，例如2012年中在法蘭克福成立的mobileBuchhandlung ，同時提供線上
與個人化移動式的選書與或主題服務，沒有固定的店面，但隨時可以前往私人

場所、托兒所、學校舉辦書的聚會、演講或朗讀，結合當地的藝術家、設計師

社群，共同參與活動，主動接近顧客
121
。

整體而言，德國民眾可以透過多樣化銷售通路取得書籍。2014年最主要的
管道是實體書店(49.2%)，成長最多的是出版商的直接銷售（增加1.5％，達到
20.4%），反映出版社積極利用出版社的網頁、部落格、臉書吸引顧客。損失
最多的是傳統的寄送書商(Versandbuchhandel, -21％)，大廠商Wildbild的危機，
電話、目錄、寄送都大量下滑。會員俱樂部、百貨公司也下滑

122
。網路銷售減

少3.1%，為16.2%，Amazon佔據約90%線上市場123
。

(三)維持出版社與出版品的多樣化
固定價格所獲得的高利潤，使書籍變成有利可圖，而被生產、銷售。出版

商被期待用從暢銷書固定價格獲得的較高利潤，交互補貼文化上重要但未必有

商業利益的出版品。然而沒有明確證據指出，出版商會這麼做
124
。

有文化價值的書，通常需要花費更多的閱讀時間，時間機會成本昂貴，但

價格彈性低，較具獨占力量。暢銷書則反之。因此，固定價格制度的獨占利潤

主要是來自於較不受歡迎的書，前述交互補貼，理論上也難以成立
125
。

出版商對於書籍暢銷與否，高度不確定。不論是否有固定價格制度，出版

商都必須投資於廣泛的產品組合
126
。如前所述，18世紀的德國書商，必須借互

易、書展，補足其種類。現在出版社集中化趨勢也很明顯，2012年OECD調查

121 Buchhandel im Wandel , 4. Oct. 2015, http://www.mobilebuchhandlung.de/buchhandel-
im-wande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122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 V., Buch und Buchhandel in Zahlen, 7-8 
(2015).

123 依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Versandbuchhändler統計數據，則增加6.5%,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 V., Buch und Buchhandel in Zahlen, 10-11 
(2015).

124 Joost Poort, Nico van Eijk, “Digital Fixati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a Fixed E-book 
Pr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11 (2015), http://dx.doi.org/10.1080/102
86632.2015.106151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125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Beyond the Dogma of the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 28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3 (2004).

126 Joost Poort, Nico van Eijk, “Digital Fixatio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a Fixed E-book 
Pr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7 (2015), http://dx.doi.org/10.1080/1028
6632.2015.106151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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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前50大出版社佔有80%的市場127
。全球每百萬人出版數量最多的是英國

（2875本），其次為臺灣（1831本），均屬自由競爭市場，德國也很多，佔第
9位（1156本）。出版書籍種類組合，德國與英國大致相當128

。

因此，在固定價格制度下，出版的書籍，成了暢銷書，可以獲利，符合出

版商的期待。即使書籍並未如預期暢銷，或者本來即不認為屬於暢銷書籍，仍可

藉由固定價格制度的較高利潤，有機會出版。與自由競爭市場之差異，不在於預

期暢銷書之出版，而在於本來即認為不會暢銷的書，也有被出版的可能性。

如德國一家中型獨立出版商，員工約20多人，專長於所謂「精緻文學」
(quality literature)指出：「固定書籍價格較為保護我們的安全，幫助我們保存出版
社以及品項的多樣性。我們可以出版已知不可能賣超過3千本的書。我們知道當
人們買書並不介意花21或22歐元時，就可以彌補數量少的問題。所以，如果大書
店來了，低價銷售，而消滅我們的計算模式，事情就變得非常困難了。」

129

不可能賣超過3千本的書，在市場上被供給，是否屬於資源配置的浪費
呢？又若以線上出版、隨選列印等技術，使數量少的書也能被出版，是否就不

必採用固定價格制度呢？

例如，德國獨占委員會曾質疑這可能讓80本義大利麵食譜被出版，對後代
而言，雖然可代表當代的文化生活，應該予以尊重，但極大化書籍生產的問題

在於，影響其他社會上的需求，沒有足夠的資源
130
。惟80本義大利麵食譜，依

據上述的推論，應不屬於固定價格市場，可能增加出版機會的書籍，因為這類

書籍的價格彈性高、時間機會成本低、獨占利潤低，除非暢銷可能性大，否

則，不容易被出版。反之，於自由競爭市場則有可能出版80本義大利麵食譜，
因為每一家出版商對暢銷與否均不確定。另，獨占利潤高的書籍，受限於讀者

127 Wallenfels/Russ, BuchPrG, § 6 Rn.1.
128 德國書籍種類2014年是實用性書籍(Sachbuch)10.1%，大眾書籍(Belletristik)32.4%，
旅遊(Reisen)6.5%，建議(Ratgeber)14.9%，專業(Wissenschaften)11.2%，學校與學
習(Schule und Lernen)9.2%，青少年(Kinder- & Jugendbuch)15.8%，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 V., Aktiv und vielfältig – Der Buchmarkt in Deutschland 2014, 
Quellen: GfK Entertainment。英國2014年為成人小說(Adult Fiction)23％，成人非
小說商業類(Adult Non-Fiction: Trade)42％，成人非小說特別類(Adult Non-Fiction: 
Specialist)11％，青少年與教育(Children’s, Young Adult & Educational)24％，Source: 
Nielsen BookData。

129 Anna-Maria Rimm, “Conditions and Survival: Views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Ownership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German and Swedish Publishing”, 30 Pub Res Q, 87 (2014).

130 Bundesregierung, Dreizehntes Hauptgutachten der Monopolkommission 1998/1999, 
Drucksache 14/4002, 16. 08. 2000, Rn.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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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之時間機會成本高、不易搜尋，未必排擠電影、音樂、網路、戲劇等時間

機會成本低，搜尋相對容易之文化商品或服務之競爭。

線上出版、隨選列印的共通問題，則在於前述的「檸檬」問題(“lemon＂ 
problem)，不利於讀者事先檢視書籍品質，對高品質、難於快速瀏覽的書籍較
為不利。且讀者是否願於線上閱讀此類書籍，其閱讀習慣也需考慮。另外，以

政府獎助特定出版品或作家，以促進多樣化出版品的作法，則有政府的品味，

未必符合市場需求的困境。

陸、結論：德國經驗之啟示

德國是全球第二大書籍市場，2014年營業額9.322百萬歐元131
，德國書商

聯合會之會員，有出版商超過1850家，實體書店約6000家（含書店與其他銷
售點）

132
。依據Rønning等(2012)對歐洲各國採用不同圖書價格政策之研究發

現
133
，採取何種價格系統，對於出版或銷售的書籍數量，在固定與自由價格的

國家，都有成長。對於市場集中或整合的趨勢，不論是水平或垂直，也無影

響，在固定與自由價格的國家，都可以發現。同時，在任何案件中大部分都很

低。價格系統對於平均價格，也沒有可區別的效果，也就是，平均而言，不

能說自由價格系統的價格，比固定價格來得低。二種價格系統都對創新沒有

影響，但固定書價可以保護國內業者。唯價格系統的選擇，確實影響了何種

書被銷售與閱讀。自由價格系統導致暢銷書的銷售量增加，推薦書籍(selected 
books)的價格降低，而固定價格系統則得以銷售範圍較廣的書籍。固定書價法
制確保了學術環境的廣度與強度，在這些國家，書籍仍然維持品質、多樣化，

書店與銷售單位的數目，比其他採取自由價格的國家多。

亦即，固定書籍價格，無法在數位化、電子化潮流下，拯救不具競爭力的出

版商、通路商、書店免於被購併、整合或倒閉，也未必需要犧牲顧客去支付較高

的價格。但相對於自由價格市場，較能保有出版書籍多樣化與品質，不朝暢銷書

131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 V., Buch und Buchhandel in Zahlen, 4 (2015).
132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 V., http://www.boersenverein.de/
133 Helge Rønning, Tore Slaatta, Olav Torvund, Håkon Larsen, Terje Colbjørnsen, “Books 

– At what price? Report on policy instruments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Europe, 
Submitted to the Norwegian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he Norweg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2), http://www.europeanbooksellers.eu/wp-content/
uploads/2015/03/Books-at-which-Price.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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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bestsellerism)，並使較多數量的書店與銷售單位，仍具有競爭可能性。
總結德國對終端顧客固定書籍價格制度之研究，給我國的啟示，整理如下：

一、 本制度的形成，係經歷長久激烈的市場競爭，逐漸形成業者間組織，又經
過漫長60年的討論後，方才形成共識。在執行過程中，亦須有效輔導眾多
的出版社、經銷商、最終顧客，排除疑問、避免違反。也須追訴違反行

為，以免制度崩解。亦須見解可能改變的卡特爾主管機關溝通或訴訟，並

取得國會多數民意認同，得以固定價格為手段，保護作為文化財的書籍。

我國自98年間開始，以座談會形式零星討論。建議業者間可在特定組
織架構下，持續討論，深化溝通。此時，也須注意避免遊說行為之競租

(rent seeking)，不至於浪費價格拘束所帶來之利益134
。

二、 德國先後實施以反競爭禁止法排除適用、獨立立法二種方式。獨立立法的
好處在於，固定價格之例外降價，由公會制訂規則，有卡特爾共謀之可

能，以法律規定，可以避免此問題。另由歐盟之發展可知，當無明文將書

籍價格拘束納入競爭規則中，會隨卡特爾主管官員之改變，而改變對書籍

價格拘束協議之看法。是故，將政策目標與作法，以法律成文化，始能讓

卡特爾主管機關有所遵循，避免反覆。

德國初期先以業者間之共同協議，累積經驗與例外需求，也是我國

可以參考的方式。因我國之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項，並不排除因正當理
由，所為之轉售價格限制。關於共同協議之作法，仍須如德國早期的反競

爭限制法或現行書籍價格拘束法，均僅限於每家出版社（含進口商），僅

能自行拘束自己之價格。但在形式上，得由各出版社全權委託一位價格拘

束受託律師，與受拘束全體經銷商所委託之一位全權代理人，締結契約。

鑑於律師之專業性、中立性與公益性，可以避免以律師為軸心形成卡特爾

共謀。此外，公會對行為原則可做出建議。基本上，只要律師、公會之建

議，對出版商與經銷商沒有拘束力，且該建議有助於排除出版商、經銷商

之疑問，避免違約行為，使業者、顧客、主管機關、大眾對整個產業行為

原則有所瞭解，即不應覷以將該建議認定為卡特爾共謀。

三、 分析固定書籍價格對德國的影響，主要是使非預期暢銷書籍中，特別是難
於快速瀏覽、時間機會成本較高、價格彈性較低的書，有比在自由市場

134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Beyond the Dogma of the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 28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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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多被生產的機會。並以固定價格所保障之利潤，輔以法律規定出版

商對經銷商之銷售條件，需考量售書服務，使書店有動機為此類書籍提供

服務。對於保障社會大眾能夠較佳地取得不同書籍，實現憲法言論自由、

資訊自由、學術自由的基本權利，具有重要性。因此德國學者認為法定書

籍價格拘束的市場規則，比沒有書籍價格拘束的市場規則，更趨近憲法

(verfassungsnäher)135
。

我國書籍的生產量非常大，每百萬人計算的產量，甚至高居世界第

二。但依據前述文化部座談會內容，不論是出版商或經銷商都擔心固定價

格，會使價格上升，影響銷售量，顯見產品價格彈性高。此外，新書生命

僅有1-3個月。凡此市場現況，均不利於上類書籍之生產。文化部座談會
中，關於翻譯書偏多、自製書偏少、書籍品質不佳等發言，政府都應視為

警訊，負起責任使各類書籍，不同的言論內容，都能在市場上被提供、且

易於被取得，以保護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學術自由之憲法價值。

若今業者採取協議拘束書籍對終端顧客之價格，主管機關依據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25條，就「正當理由」認定，應審酌認定之因素，包含提
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促進品牌間之競爭（第3、4款）。然書籍非
均與品牌商品相當。另可依據第5款：「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
事由」，將保障各類言論之生產、競爭，促進與增加多樣化出版品之公共

利益，納入考量。德國法院、歐盟法院，基本上均肯認以保護文化客體書

籍之公共利益，正當化對自由競爭之限制，可茲參考。

四、 德國並未拘束批發價，購買力強大的連鎖書店、線上書店，可以獲得較好
的銷售條件。但德國書籍價格拘束法明文規定，出版社決定銷售價格與銷

售條件時，不得僅以銷售者的營業額來決定折扣，必須適當考量小書店對

全國性書籍供應所帶來的貢獻以及售書服務（第6條第1項）。好處是維持
書店彼此間的需求競爭，小書店仍須靠合作、服務、創新才能生存。中間

商是他們的最佳伙伴，提供訂貨、一日到貨、線上商店等服務。而市占率

大的連鎖書店與線上書店，也不能獲取過高的毛利。對出版社而言，透過

不同的批發價，得以區隔不同的經銷商，為其促銷不同種類的書籍，以毛

利為誘因，可免除控制成本，有助於多樣化書籍生產。社會大眾則節省價

格比較成本，有較多的實體書店，可以瀏覽、購買書籍，並得利用該店

135 Karl-Heinz Fezer, “Die Verfassungsnähe der Buchpreisbindung”, GRUR, 192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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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從事文化活動。

我國許多鄉鎮已經沒有書店
136
。政府採取對地方書店之獎勵補助措

施
137
，以為因應。但因缺乏有效率的訂書、運送、存貨服務，又需與網路

書店、出版社直銷從事價格競爭，地方小書店即使降價，也不見得有書；

降價後，毛利也不足以支應人事、租金等成本
138
。小書店消失，不足以制

衡具有購買力之連鎖書店、網路書店所提出之交易條件，也影響出版社之

出版。政府應正視言論、資訊城鄉供給不均衡的問題，採取更有效的措

施，促進書籍市場之效率。

若今業者採取協議，拘束書籍對終端顧客之價格，並約定將書店對

全國普遍獲得書籍之貢獻、服務品質等列入銷售條件考量因素時，同

上，公平會可依據第5款：「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將
保障小書店存續，能夠平均與普遍覆蓋地獲取文化財書籍(die vielfältige, 

136 臺灣立報社論：「根據最近的調查，臺灣319個鄉鎮市中，其中至少有120個已找
不到任何一家書店，有些即使鄉鎮即使還勉強存在一兩家店面，卻主要是供應文
具，書刊寥寥可數。臺灣最南端的屏東縣，33個鄉鎮當中，有27個鄉鎮書店已然
絕跡。高雄縣27個鄉鎮，有15個已經沒有書店存在，其中田寮鄉甚至連文具店也
沒有！中部的彰化縣、東北端的宜蘭縣，其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http://www.
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23，最後瀏覽日期：2015/10/22。

137 文化部102年起，推動實體書店之獎勵補助，103年修正「文化部推動實體書店發
展補助作業要點」，目的在推動維繫社區文化據點的「扶持獨立書店」政策，鼓
勵獨立書店作為社區微型文化中心為目標，凡依我國法令登記設立或立案經營之
實體書籍零售業者，都可以提案申請補助。文化部希望：「書店業者發揮創意
提案，如與社區的學校及團體合作，讓書店與社區建立友善及合作關係；結合
數位閱讀趨勢，利用書店部分空間結合資訊硬體設備並與數位平台合作，提供
民眾有別於紙本書籍的閱讀經驗；或是欠缺活動或展示空間的書店、以銷售文具
為主的書店，經過空間修繕規劃提供展演及活動，轉型為特色書店，以及其他
足可作為社區閱讀基地或微型文化中心的創意計畫，凡經提案並審查通過者，都
可獲得年度經費部分補助。」，2014/4/8文化部新聞稿，http://www.moc.gov.tw/
information_250_3139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10/22。

138 楊素提及：「獨立書店雖深入社區，並具獨特專業的選書特性，但相對地也代
表獨立書店先天必須面臨需求小眾、訂購量少，沒有足夠市場規模等問題，經
銷商自然不敢把完整書籍供貨壓在小額交易身上。甚至實務上，包括一些在寄
送偏遠區域開店的業者，小型書店連向上游訂書有時都成問題，更是受創慘重。
更別提近年來台灣閱讀風氣的日顯淡薄，物價、店租卻節節高漲，利潤微薄，
生意越來越難做，書店早因不堪負荷而出現過一波波倒閉潮，過去十年，台灣
書店總數更從近2000加一路下降到千餘家出頭。」楊素，對抗大鯨魚 獨立書店
合作求生，Smart Culture, 第15期（2015），http://tccanet.org.tw/article-777.html#.
VimTqNaFuXs，最後瀏覽日期：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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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ichmäßige und flächendeckende Versorgung der Bevölkerung mit dem Kulturgut 
Buch zu gewährleisten)之公共利益納入正當理由之考量。此外，亦符合第1
款：「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之事由。而公平會亦

應對過高、過低、不合理之毛利約定進行調查，以了解是否有濫用轉售價

格協議的情況。

五、 我國業者擔心境外訂書、國內送貨、贈品等等規避行為。在書籍價格拘束
制度下，違反的業者，構成不公平競爭。德國在過去係由卡特爾署進行監

督，目前則明文於書籍價格拘束法第9條規定違反之民事責任，並由業者
間透過違約金約定來防止。而本制度也須要大量購買折扣、圖書館折扣、

提前變更價格、倒閉清倉拍賣等例外，因市場需求而不同，在書籍價格拘

束法第7條，德國將長久以來的例外規定成文化。由德國的演進來看，當
業者、民意確定國家以對終端顧客價格拘束為手段，以達成促進多元化書

籍生產與銷售管道之政策目標時，業者與其受託律師、卡特爾主管機關、

法院，都共同致力於維護本制度之無缺漏性(Lückenlosigkeit)，與適當的例
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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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本文旨在探討書籍此項產品是否應允許價格拘束，即維持轉售價格。本文

以德國為例鉅細靡遺地以歷史脈絡來探討德國書籍採取價格拘束制度的源由與

思維，對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的施行，實具有很好的啟發與參考空間。

以下是對於本文的若干建議，期能對本文後續的修改有所助益。

1. 作者為法律專業，行文與思考也多由法律角度為之，事實上，本文若
干分析實有其經濟學上的意涵，若能加以增添，則或可更為生色。例

如，德國允許書籍價格拘束制度的主要理由，在於保障出版者及作者的

利潤，即維持小廠的存在，俾使文化創作得以不絕，也不被壟斷，這在

經濟學上，即獨占性競爭市場的多樣性效益。消費者藉由市場競爭得利

的，不只是更為低廉的價格與更多的數量，多樣性往往是另一重要的消

費者利得，書籍所傳遞的文化更是如此，因此不能只以傳統的競爭思維

來看。各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中，雖強調開放自由競爭，卻也對電影、電

視、書籍等文化事業多有例外保護，這是相同的道理。或許，我們也可

說，書籍出版具有動態的正外部性，需要政府有額外的考量予以保護。

2. 其次，訊息不對稱是另一重要考量因素。正由於出版社不知銷售量不佳
是否和經銷商服務不良有關，會產生道德危險問題，因此價格拘束成為

唯一可以標示品質的方式。這種訊息不對稱在經濟學中是造成市場失靈

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得市場績效不如預期，此時容許價格拘束反成為解

決此種市場失靈的重要方式，這是書籍市場的特色。而允許價格拘束可

算是某種政府介入市場的作為，藉以矯正可能的市場失靈現象。這也說

明了公平交易法中維持轉售價格應採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處理的要義。
3. 本文對於德國的制度有細緻的討論，惟對於其他各國的相關制度與思維
並未探究。本文固以德國為例，但對讀者而言，自也希望能略論及其他

國家的相關規範，若能提供一些相關內容，本文當可增色。

4. 正由於價格拘束有其利弊兩方面的影響而應採取合理原則處理，不知是
否曾有學者或文獻針對書籍價格拘束探討其利弊兩面的量化分析？若

然，則可提供相關說明，若否，或可做為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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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可能的話，也可以增加探討價格拘束制度對於書籍以外其他商品的啟
示，特別是那些與書籍具有類似性質的商品。

6. 本文欲借鏡德國經驗，當然對我國有一些啟發與參考價值，若能進一步
探討德國與我國在文化、市場背景的差異性分析，則貢獻度當會更高。

例如閱讀風氣的不同造成市場需求的差異，是否會使我國的產品（書

籍）多樣性較難發生等問題。

7. 德國的書籍價格拘束制度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它是一個「『趨近憲法』的
市場規則」，使人民能「多樣化、平均地、普遍覆蓋地獲取『文化財書

籍』」是一個很令人著迷的立法原則。我國的公平交易法似乎還未達此

一層次，因此本文的探討實具有比單純價格拘束制度更弘遠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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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

行為

王銘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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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規範解析
　　一、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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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98年修正
　　二、德國2013年修正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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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法制

　　一、日本獨占禁止法對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規範

　　　　(一)法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二)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二、日本不當廉價銷售行為規範要件分析

　　　　(一)沿革
　　　　(二)構成要件分析
　　三、日本不當廉價銷售規範司法判決案例

　　　　(一)中部讀賣新聞事件
　　　　(二)東京政府芝浦屠宰場事件
　　　　(三)賀年明信片事件
　　　　(四)松岡興產事件
　　　　(五)大正製藥事件
　　　　(六)Dikuko公司事件
　　　　(七)山口縣豐北町公共巴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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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範妥當性分析
　　　　(一)立法理由及施行概況
　　　　(二)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適用上爭議
伍、執法建議―執法準則應有內容

　　　　(一)規範主體：有相當市場地位事業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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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價格係事業行銷重要手段，事業如提供相同品質商品或服務，但價格低於

其他事業，對該對事業而言，在市場上自具有競爭力。另一方面，低價的商品

或服務，對消費者而言，似係有利而無害，但事業如係以不當低價利誘交易相

對人、或以其他不當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市場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

虞時，公平交易法自有介入之必要。2015年2月4日公布施行之新修正公平交易
法第20條第3條，增訂禁止事業為有限制競爭之虞之「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行為」，該法係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第20條禁止不公平阻礙競爭規範之意旨而制訂。在立法上是否妥適？如何執法
落實？均待研析。本文透過介紹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日本不當兼價銷
售法制之立法沿革及規範要旨，並比較公平交易法前該規定與德國、日本相近

法制，本文就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要件及適用爭議加以分析檢討。
最後本文認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就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應制訂執

法準則，就執行該規範之重要事項加以規定，包括「有相當市場地位事業」之

意義、對「低價」與「不正當行為」之判斷標準、考量因素及如有正當理由實

施低價利誘行為時「正當理由」之具體情事，執法準則如有前該內容，應可使

該規定規範內涵更加透明，減少該類違法事件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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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價格係事業行銷重要手段，事業如提供相同品質商品或服務，但價格低於

其他事業，對該對事業而言，在市場上自具有競爭力。另一方面，低價的商品

或服務，對消費者而言，似係有利而無害，但事業如係基於排除他事業為目

的，以低價提供商品或服務，或以其他方式使競爭者難以參與或從事競爭，公

平交易法自有介入之必要。

我國公平交易法原無針對不當低價銷售行為明文規範，惟2015年2月4日
公布施行之修正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條，增訂禁止事業為有限制競爭之虞之
「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行為」，依立法

理由所載，該規定係「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法第20條禁止不公平阻礙競爭規範
之意旨」而修訂

1
。惟如前揭說明，價格競爭本係事業競爭重要手段，前開規

定「低價利誘」究何所指？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其他不正當方法」

係指何方法？在法理論及執法程序上應有再研究之必要。

在比較法觀察上，本文基於美國及歐盟競爭法制並無針對不當低價利誘行

為有明文規範，且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係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而制訂，而日本競爭法制就不當低價銷售行為則有明文之規定，故本文說明與

我國不當低價利誘銷售法制相近之德、日法制立法沿革、法規範要件及執法概

況，並分析討論我國公平交易法前該規定立法妥當性、要件及適用上爭議，最

後並提出執法之建議。

貳、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規範解析

新修正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增訂關於事業不得為有限制競爭競爭之虞
之低價利誘行為規範，該規定於立法理由中明載係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條禁止不公平阻礙競爭規範意旨而修訂，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規範沿
革及規範意旨，應予探究。

一、沿革

(一)1957年至1989年修正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關於低價銷售之規範，始於1957年限制競爭防

1 該規定立法理由，請見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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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法立法，斯時關於低價銷售之規範係以當時第22條（現行法第19條）濫用市
場支配力及第26條（現行法第20條第1項）禁止市場支配事業為差別待遇及妨
害競爭行為為規範依據。前開規定第26條第2項禁止市場支配事業不當或無正
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規範者為阻礙自由價格競爭行為，當時德國學說及判

例，認自由競爭既係限制競爭法之目的，故應衡量當事人之利益為判斷是否為

不當，即以「利益衡量」為判斷前該規定中不當之標準
2
。

在1973年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次修正時，就該法第26條第2項禁止差別
待遇、阻礙行為之規定適用對象擴及「有相對市場力」之事業

3
，至關於事業

有無相對市場力量之判斷，依依賴理論之見解，市場力量之相對性表現於交易

相對人對有相當市場地位事業之「依賴性」
4
。

其後在1980年限制競爭防止法第4次修正時，擴大修正前第26條第2項之適
用範圍，增設第37A條第3項對中小規模企業競爭者有優越市場力之事業所為差
別待遇、阻礙競爭行為規範，德國卡特爾署依該規定，得制止就基於對中小規

模競爭者有優越市場力，且依市場狀況有實質影響地位之事業，對其競爭者直

接或間接不公平阻礙，且成為繼續侵害競爭之行為
5
。

適用該新修正後禁止低價銷售規範之案例，是德國卡特爾署在1983年對
Coop Bremen處分案6

，在該案中受處分人就系爭商品市場占有率約10%，以半
年為週期進行1次特賣，以低於成本價格方式銷售洗潔劑與牛奶等5項商品，德
國卡特爾署從市場占有率等事項認定該公司具有優勢市場地位，復認該公司之

低價銷售行為，符合1980年修正前開規定之非短暫期間，以低於成本之價格銷
售，造成對中小規模企業競爭者威脅之要件，且再衡量比較該公司為強化自己

市場地位之利益及侵害中小規模事業競爭者事業活動之利益，認該低價銷售行

為，符合不當阻礙之要件，故命該公司停止該低於成本價格銷售行為。

2 關於德國該部分法制之說明，請見東田尚子，ドイツにおける仕入原価割れ販売

の規制─競争制限禁止法二〇条四項を中心に─，一橋論叢第125卷第1號，20
頁，2001年1月。

3 關於德國法制1973年修法，請見田中裕明，「市場力の濫用としての不当廉売行

為」，追手門經營論集第2卷第1號，第3頁（1996年）。關於「有相當市場地位事
業」，指有相對市場力之事業，國內有譯為「市場強勢事業」，以與獨占事業區
別，請見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引自吳秀明著，競
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第458頁（2004年）。

4 吳秀明，註3前揭文，459頁。
5 東田尚子，註2前揭文，第22頁。
6 對該處分案例之討論，請見東田尚子，註2前揭文，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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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5次修正時，更改前開第37A條之規定，增訂
第26條第4項，簡化原37A條之規定，該項規定「對中小企業之競爭者有優勢市
場力之事業，不得為直接或間接不公平阻礙該等競爭者，行使其市場力。」

(二)1998年修正內容
在2013年新法前之最後修法係1998年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6次修正，該

次修法將原規定第26條第4項移置於第20條第4項，並增訂明文規定成本價格折
扣販賣為不當阻礙之例示規定。該修正理由係認事業以成本價格折扣販賣，係

事業基於市場力及資本力，違反「業績競爭」原理，該規定顯示出對成本價格

折扣販賣強烈反感
7
。但就該修正，在德國亦有不同見解，有認以低於成本價

格出售之廣告效果，在幾乎相同的商品或服務，因不可能為商品或服務品質的

競爭，重視的是以低價銷售所生之廣告效果，該修正將使利用低價銷售以節省

廣告費用之中型規模事業難以對抗大型事業，惟該不同見解，未能阻止該次修

法
8
。

1998年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第4項關於有相對市場地位事業不得對中小
型事業競爭者為直接或間接阻礙行為之規定，不當低於成本價格銷售案例是

2000年9月7日德國卡特爾署Wal-Mart案之處分案，該案件共有3件，源起於處
分前1、2年進入相關商品市場的Wal-Mart開始進行低價銷售，引起當時德國食
品業首位廠商Lidl及排名在5大食品業販賣業者之一的Aldi Nord對抗，持續2個
月半以上期間，就牛奶、人造奶油、米、蔬菜均以低於成本價格之銷售。

就前開3公司所進行低於成本價格之銷售行為，德國卡特爾署在判斷該行
為是否違反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第4項之規定時，首先須決定該等事業，是
否為對中小企業競爭者有優勢市場地位（市場力）？在劃定產品市場及地理市

場、特定中小企業競爭者後，基於該3公司之資本力及市場占有率，德國卡特
爾署肯定該3公司各別對中小企業競爭均有優越市場力。其次，德國卡特爾署
就該等事業是否為於成本價格販賣、是否為非暫時的期間等問題時，認確有低

於成本價格銷售，時間繼續約2個半月。最後基於相關事業間之利益衡量，以
檢討有無正當化理由。該署認為就Wal-Mart部分，就該公司對消費者認知的利
益與中小規模競爭者不當阻礙被保護之利益進行比較衡量，因該公司進入市場

1年以上，以低於成本價格販賣並不是為進入市場之低價銷售，故認小規模企
業競爭者之利益高於Wal-Mart之利益，認該公司以低於成本價格銷售並無正當
7 對該修法不同見解之討論，引自東田尚子，註2前揭文，第24頁。
8 東田尚子，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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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由。至就Lidl、Aldi Nord公司部分，因該2公司以低於成本價格銷售，不
僅在對抗競爭者低價銷售行為，設定低於競爭者價格進行銷售，並無正當化事

由。且因食品之低於成本價格銷售具有吸引顧客的效果，危及中小規模競爭者

之存續，進而威脅食品市場競爭結構，故對該3公司，均命停止以低於成本價
格出售前開商品之行為

9
。

由以上案例說明，可知1998年修正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第4項規定
違法要件如下：

1. 係由對中小型事業優勢地位之事業所為
至中小型事業有無優勢地位，應依市場占有率及資本力而決定，但

對中小型事業優勢地位之事業，依當時德國學者之見解，常不以一定程

度以上市場占有率及資本方為必要，端視市場結構決之，但該事業較之

受阻礙之事業規模為大，自是必要的
10
。

例如在Hitlsten-Platten案德國聯邦普通法院判決中認實施低價販賣之
事業銷售額，是其他小規模事業的4倍；至在前開Wal-Mart事件，德國卡
爾署處分書中，並未明確說明受處分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受處分之事業

分別是較小規模零售事業規模為大之連鎖零售業者、食品零售業界最大

業者及在該業界排名前5名之事業，故認該等事業所為之低於成本銷售
行為違法，至該等事業以外其他小規模企業競爭者為低價銷售行為，則

無違法問題
11
。

2. 成本價格
在Wal-Mart事件的3處分中，德國聯卡特爾署重複確認以個別商品之

成本價為計算基準，係該機關執法之立場，較成本為高之價格，是當然

合法
12
。

3. 不能說是短暫期間
低價銷售行為期間是否不能認係短暫，應視行為是否繼續、是否長

期間實施、是否有規律反覆實施判斷。在前開Wal-Mart事件3件處分中，
受處分事業以低於成本價格銷售繼續2個半月，依德國卡爾署之意見符

9 關於本案之說明，請見OCED(2006), Resale Below Cost Laws And Regulations, DAF/
COM(2005)43, P.120。引自：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abuse/36162664.pdf，
最後閱覽日：2015年10月19日。

10 東田尚子，註2前揭文，第26頁。
11 東田尚子，同前註。
12 東田尚子，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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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非屬短暫期間之要件。

4. 客觀正當化事由
低於成本價格銷售是否有正當化事由，在個別事件，應依自由競爭

之立法目的為利益衡量而決之。如銷售易於腐敗或破損之商品、過季商

品、庫存品及新開商店等情況，即有降價之必要性時，德國通常認有正

當化事由
13
。

較有爭議的是為對抗競爭者實施低價銷售行為而實施之低價銷售是

否應認有正當化事由？雖有德國學者曾認競爭者如以價格競爭為工具，

為對抗而實施之低價銷售行為，原則應為適法
14
。但就此德國司法實務

裁判例認為，低於成本銷售之違法性，係為維持競爭市場結構保護中小

規模競爭者而決之，故為對抗競爭者實施之低價銷售，不符正當化事由

之要件
15
。在前開Wal-Mart事件3處分中，認對抗Wal-Mart低價銷售之另

2事業，其不僅在對抗Wal-Mart之價格，更設定較該價格為低之銷售價
格，故無正當化事由。

二、德國2013年修正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規範 

因就事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形態，於該法施行後，出現各種形態之濫

用行為，而德國法制，如前開說明，就禁止濫用行為也一再修法加以因應，其

結果反而累積多種個別行為之要件，造成對濫用行為禁止規範之構造更加複

雜。致難以理解、適用法律，是以在2013年德國限制競爭法第8次修法時，就
「市場支配事業」與「具相對市場地位事業」之行為，予以分別明確規範。在

該法第18條規定支配市場地位之規範，第19條規定禁止事業濫用支配市場地位
行為，而在第20條則就禁止有相對市場地位事業濫用其市場力予以規範。但規
範要件上並無實質變化，仍持續沿用原有判例理論為判斷基準。

(一)不當低價行為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該法第19條第1項關於禁止市場

支配地位事業為不公平阻礙或無正當理由對同種事業差別待遇行為之規定，對

當作為其供給或需求者之中小企業，就特定之商品或營業服務對其所依賴之程

度，已達於無足夠且合理之可能性之事業或事業團體，亦有適用
16
。

13 東田尚子，同前註。
14 東田尚子，同前註。
15 東田尚子，同前註。
16 日本學者就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譯為「相對的市場力」之規範，請見柴田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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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2013年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第3項第1款及第2款則係對不當低價
行為之規範。依該項規定，對中小企業競爭者有優勢市場地位之事業，對該中

小企業競爭者不得直接或間接為阻礙行為。並以下列3款為不公平阻礙行為之
例示規定，即：

1. 在進貨價格以下供給食品（第1款）；
2. 在進貨價格以下非短期之供給（第2款）；
3. 要求下游廠商高價販賣而供給（第3款）。
值得注意的前開第20條第3項第1款、第2款關於不當低價銷售行為之禁止

規範，施行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17
。

德國限制競爭法制關於低價銷售之前開規範中，第1款係以「食品」之供
給為規範對象，禁止以低於進貨價格之價格供應，至低於進貨價格供應之要

件，僅適用於對最終消費者販賣之零售業者，對產業用加工業者銷售之大規模

批發業者並不是適用對象。且因其規範之目的在於保護中小企業競爭者之競爭

活動，是否有侵害中小企業競爭者之競爭應為考量行為是否違法之要素
18
。

第2款關於不當低價銷售行為，並不限定於食品，以低於進貨價格提供其
他商品或服務之零售事業，均為適格主體。惟該規定並不是一律禁止以進貨價

格販賣，須符合「非暫時」，係以持續競爭效果為出發點，但並無必要持續侵

害競爭
19
。此類之低價銷售行為，為維持自由競爭之法律目的，基於「利益衡

量」得正當化。在德國近期發展趨勢為，新品進入市場時一般認不得為正當化

事由，但為防衛目的之低價銷售，則有認為得為正當化事由
20
。

(二)不公平阻礙或差別待遇行為
不當低價銷售行為，在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第3項第1款、第2款，

列為不當阻礙行為之例示規定，同條第1項係禁止具有相對市場力之事業，不
得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或無正當理由直接或間接對他事業為差別待遇。該規

定有二要件，即阻礙(Behinderung)與差別待遇(Diskriminierung)，但二者重複者
有之，常難以明確區別

21
，亦即一事業遭受阻礙時，也受到有別於其他事業之

「競爭制限防止法對的地位濫用規制理論」，引自柴田潤子等合編，「企業法現
代課題─市川兼三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發行，260頁（2014年10月1
日出版）。

17 柴田潤子，前揭文，260頁。
18 柴田潤子，同前註。
19 柴田潤子，同前註。
20 柴田潤子，同前註文，第261頁。
21 柴田潤子，前揭文，第2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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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同理，受到差別待遇之事業，也代表受到阻礙
22
。

至在前開第20條規定中交易阻礙或對他事業差別待遇，如依德國學說，基
本態樣有四，即：拒絕交易、交易價格之差別待遇、競爭者之阻礙行為及附排

他性條件之交易等
23
。

參、日本法制

一、日本獨占禁止法對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規範

日本「關於私的獨占禁止法律」（以下簡稱獨占禁止法）係以規範私的獨

占、不當交易限制、不公平交易方法為3大項目，但亦有認應包含事業結合24
為

4大項。日本獨占禁止法制對低價銷售與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前開規定不同，
係將限制競爭之不當廉價銷售行為列為不公平交易方法予以規範。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19條規定，事業不得實施不公平交易方法。而該條所稱
之「不公平交易方法」，則依同法第2條定義。日本獨占禁止法制對「不公平
交易法」之定義，係採行法定與授權主管機關指定之雙重規範方式，即既以法

律明文規範具體不公平交易方法之意義，同時又授權主管機關即日本公平交易

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會）在一定範圍內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具體行為。

(一)法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1款至第5款規定，該法所稱「不公平交易方

法」，係指符合該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中第1款至第5款是規定具體要件，而
第6款則係授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法定要件行為外，於該款規定之行為，
具體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1款至第5款明文規定「不公平交易方法」25

行為如下：

22 吳秀明，「支配市場事業及市場強勢事業之阻礙競爭與差別待遇行為」，引自吳
秀明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發，元照出版，第548頁（2004年11月出版）。

23 柴田潤子，前揭文，第274頁。
24 關於日本獨占止法規範重要內容究為3大項目或係4大項之說明，請見根岸哲編，
（註釋）獨占禁止法，有斐閣發行，第337頁（2009年12月25日發行）。

25 本文關於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規定「不公平交易方法」中文翻譯，部分引
自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日本獨占禁止法平成21年修正案之中文翻譯，該譯文內
容，請見：http://www.ftc.gov.tw/upload/4126d588-2e9e-42b5-a641-6ab0a7356f37.
doc，閱覽日：201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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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同拒絕交易行為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1款規定之不公平交易方法係「無正

當理由，與競爭者共同為下列任一行為者：(1)對事業拒絕供給，或限制
供給相關之商品或勞務之數量或內容。(2)要求他事業對事業拒絕供給，
或要求其限制供給相關之商品或勞務之數量或內容。」此為共同拒絕交

易行為。

2. 差別對價行為
依因不同地域或相對人，不當以差別對價繼續供給商品或勞務，造

成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之差別對價行為，係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9項第2款規定之不公平交易方法。
3. 不當廉價銷售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3款係將無正當理由低價銷售列為不
公平交易方法，該款規定「無正當理由，以明顯低於供給所需費用之對

價繼續供給商品或勞務，致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且日本獨

占禁止法除本款明文規定不當廉價銷售為不公平交易方法外，另於指定

不公平交易方法中，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亦將不符本款規定之低價銷售

行為，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詳見後述說明），係日本獨占禁止法對不

當廉價銷售規範之特色。

4.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4款將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列為「不

公平交易方法」，依該規定對購買自己提供之商品之相對人，無正當理

由，附加下列限制條件，以供給商品者。該限制條件包括決定相對人銷

售該商品價格，並要求其遵守，或為其他限制相對人自由決定商品銷售

價格者；決定向相對人購買該商品之事業，銷售商品之價格，並要求相

對人使該事業遵守，或為其他要求相對人限制該事業自由決定銷售商品

價格者。

此不公平交易方法，前者係事業就其所提供之商品限制交易相對人

銷售該商品之價格，後者係限制交易相對人之相對人銷售該商品之價

格，即限制所提供之商品轉售時之價格。

5. 濫用優越地位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5款將「濫用優越地位」為不公交易

方法，其具體內容為利用自己在交易上優越地位，而為下列依商業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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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係不當之行為之一者：(1)要求繼續交易相對人，購入該交易標的之商
品或服務以外之商品或服務；(2)要求繼續交易之相對人，為自己提供金
錢、服務或其他經濟上之利益；(3)拒絕受領交易相對人所交付關於交易
之系爭商品；受領交易相對人所交付系爭交易商品後，要求相對人取回

該商品；遲延給付交易對價或減少數額；或設定其他對交易相對人不利

益之交易條件，或加以變更，或實施交易。

(二)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依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6款規定，除前開第1款至第5款行為外，符

合下列規定行為之一，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指定者：

(1)不當對他事業為差別待遇者。
(2)以不當對價交易者。
(3)不當引誘、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易者。
(4)以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為條件而交易者。
(5)不當利用自己交易地位與相對人交易者。
(6)不當妨害與自己或自己為股東或「役員」26

（董事、監察人等重要執

行業務人員）之公司在國內有競爭關係者，與交易相對人交易；或不

當引誘、教唆，或強制該公司股東或董事、監察人等重要執行業務人

員為對公司不利益之行為。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符合前該規定公告指定之不公平交易行為共15種，
其行為如下：

符合前開(1)要件者有關於購入之共同拒絕交易（一般指定第1項）、其他
拒絕交易（一般指定第2項）、差別對價（一般指定第3項）、交易條件之差別
待遇（一般指定第4項）、事業團體之差別待遇（一般指定第5項）。
符合前開(2)要件者為不當廉售（一般指定第6項）、不當高價購入（一般

指定第7項）。
符合前開(3)要件者為欺瞞引誘顧客（一般指定第8項）、以不當利益引誘

顧客（一般指定第9項）、搭售（一般指定第10項）。
26 日本獨占禁止法此執行公司業務重要人員係使用「役員」，就該「役員」之意
義，依獨占止法第2條第3項規定，該法所稱「役員」係指理事、董事、執行董
事、執行業務社員、監事或監察人或有相同資格者。經理人或任本公司、分公司
事業之主任屬之。且依日本學者見解，是否屬役員，不以名義為準，必須以實質
加以判斷。請見村上政博編輯代表，（條解）獨占禁止法，弘文堂發行，第7頁
（201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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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開(4)要件者為附加排他性條件交易（一般指定第11項）、附限制條
件交易（一般指定第12項）。
符合前開(5)要件者為對交易相對人選任執行業務人員（役員）之不當干涉

（一般指定第13項）、對競爭者妨害交易（一般指定第14項）、對競爭公司內
部干涉（一般指定第15項）。

二、日本不當廉價銷售行為規範要件分析

(一)沿革
日本獨占禁止法關於不當廉售行為之規範，在該法立法時係將該行為列為

「不公平競爭方法」行為類型之一，即在該法第2條第6項規定「不公平競爭方
法，係符合左列各款之一之競爭手段」，不當廉售行為係規定在該項第3款，
即「不當以低對價，供給物、資金或其他經濟上利益者」，同法第19條與現行
規定相同，禁止不公平競爭方法

27
。

但在日本獨占禁止法1953年修法時，則將不公平競爭手段，改為「不公平
交易方法」，並增訂前開主管機關得指定不公平交易方法之制度，依該規定，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在1953年公布之一般指定第5項，前段係關於不當廉售行
為之規定，後段是關於不當高價買入之規定，即該次指定將2者合併在一般指
定第5項內。
惟1982年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其所公布1953年一般指定修正時，為整理

行為類型與使要件明確化，將1953年一般指定第5項分為1982年一般指定第6項
不當廉售行為及第7項不當高價購入行為，並在一般指定第6項中分為原則違法
之前段「無正當理由，以顯著低於供給商品或服務必要費用之對價繼續供給，

致他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者」，考量相關因素後判斷其違法性之後段規定為

「以低對價不當供給商品或服務，致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者。」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違反禁止為不公平交易方法之法效，在1977年前該法第
20條第1項原規定主管機關得命停止該行為，在1977年修改時，改為主管機關
得命其停止、刪除契約或排除其他該當行為之必要措施。

但2009年日本獨占禁止法修改時，就不公平交易方法之法效果引進課徵金
制度（相當於我國行政罰鍰），但依該法規定，得處以課徵金者限於該法規定

27 關於日本獨占禁止法對不當廉售行為之規範沿革，請見深津健二，中小企業政策

と不当廉売規制，日本首都大學法學會雜誌第55卷第2號，3頁以下，2015年1月31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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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類型，且法定類型以外並經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指定之指定類型，

包括共同拒絕交易（第2條第9項第1款）、差別對價（第2條第9項第2款）、不
當廉價銷售（第2條第9項第3款）、限制再販賣價格（第2條第9項第4款）及濫
用優勢地位（第2條第9項第5款）等。同次修正，將前開1982年一般指定第6項
前段規定內容，置於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3款，列為得處課徵金之法定類
型，法定類型以外之指定類型，則修正為「除該當本法（獨占禁止法）第2條
第9項第3款行為外，不當以低對價供給商品或服務，致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困
難之虞者。」

是以日本獨占禁止法制，現行就不當廉價銷售規範，係以1982年一般指定
第6項原則違法之前段內容為法定類型，得處以課徵金，日本有學者認基本規
範架構並無改變

28
。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前開不當低價銷售行為訂有執法準則（不当廉売に

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以下簡稱日本執法準則）
29
，此外，該會並就

特定商品之不當低價銷售行為亦分別訂有執法準則，該類商品包括酒類、汽油

及家電製品
30
。以下謹就日本獨占禁止法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不當廉價銷

售之一般性規定要件加以分析。

(二)構成要件分析
如前開說明，日本獨占禁止法制就低價銷售規範，原則違法類型係該法第

2條第9項第3款規定之法定類型，其規定內容為「無正當理由，以顯著低於供
給商品或服務必要費用

31
之對價繼續供給，致他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者」，至

例外違法類型係一般指定第6項規定之「除該當本法（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
項第3款行為外，不當以低對價供給商品或服務，致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困難
之虞者。」以下分就二類型之要件加以說明

32
。

28 深津健二，註26前揭文，6頁。
29 最近修訂係在2011年（平成23年6月23日），關於該執法準則，請見日本公平交易
委員會網站：http://www.jftc.go.jp/dk/guideline/unyoukijun/futorenbai.html，最後閱
覽日：2015年10月19日。

30 關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酒類、汽油及家電製品所制訂3執法準則，請見日本公平
交易委員會網站內執法準則網頁，網址為：http://www.jftc.go.jp/hourei.html。

31 此規定法條用語雖使用「費用」，但在日本公平交委員會英文版係使用「cost」，
便於讀者理解，在本文後述說明，即以「成本」稱之。

32 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獨占禁止法（第4版），弘文堂發行，第310頁
（201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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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違法類型
(1)顯著低於供給必要成本（費用）之對價

日本執法準則就此要件「成本」、「價格」之基準，認應從不當廉

價銷售規範目的加以解釋，該執法準則認不當廉價規範目的之一，係廉

價銷售行為人之行為造成與自己相同效率之事業活動有難以運作之虞，

故「供給必要成本」係指廉價銷售事業自己供給商品必要之成本，不是

業界一般供給必要成本，也不是現實存在特定競爭者之成本。

其次，前述不當廉價銷售規範目的，在於事業反映自己努力或正

常競爭過程之設定價格不受阻礙。故設定價格縱使如低於「供給必要

成本」，繼續供給該商品，損失變少時，以該價格供給即成合理。是

以該執法準則認以前開觀點，認價格及成本基準，應以對廉價銷售之

事業言，是否無經濟合理性之設定價格而決之。增加商品之供給，損

失卻擴大之價格設定行為，如無特別情事時，應無經濟合理性。故該

執法準則認判斷設定價格有無經濟合理性，應以供給該低價商品所必

要之成本與銷售價格加以比較。

前開「供給必要成本」，日本執法準則稱「總販賣成本」（總販

賣原價），即供給廉價商品所必需成本之合計
33
。在一般製造業係製

造成本加上販賣成本及一般管理成本。在一般販賣業是指進貨成本加

上販賣成本及管理費。

是否明顯低於「總販賣成本」，應以供給廉價商品所產生之成本

加以計算。但日本執法準則提出計算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A. 供給必要成本，係指如不供給該商品即不產生之成本（稱具可變
性質之成本）。「具可變性質之成本」因不能回收，廉價銷售商

品增加，損失亦隨之擴大，故該準則認設定價格低於「具可變性

質之成本」，即推定是「顯著低於供給商品必要成本之對價」。

另一方面，如所設定之價格高於「具可變性質之成本」，以該價

格供給，即不符不當廉價銷售之要件。

B. 是否該當「具可變性質之成本」，日本執法準則認應依是否因廉
價銷售商品之供給量變化而增減、是否為與廉價銷售商品之供給

有密切聯連性之成本等加以觀察評價。

(a)變動成本34
（因作業程度在總額比例增減之成本）亦為「具可變

33 請參見該執法準則註2。
34 日本執法準則關於變動成本用語為「變動費」。



論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行為 193

性質之成本」，且縱使非明確認係變動成本，但該成本在性質

上，係因廉價銷售商品之供給量變化因而程度上增減之成本，

該執法準則亦認如無特別情事者，亦推定是「具可變性質之成

本」，進而縱使依該成本之性格，不能為前開推定者，在個案

中，因在廉價銷售期間，供給量之變化而增減之成本，原則仍

認係「具可變性質之成本」。

(b)另在企業會計上各項成本中與廉價銷售商品之供給有密切關連
性之成本，指在製造業之製造成本、難販賣業之販賣成本及營

業成本。

營業成本是由販賣成本與一般管理費所構成，營業成本所

包含為履行訂購之倉庫費用及運送費用，因事業廉價銷售系爭

商品時，就該商品之供給有密切關連性，故日本執法準則認此

屬「具可變性質之成本」。

C. 非屬「具可變性質之成本」者
日本執法準則從是否為因廉價商品之供應量變化而增減費

用、或因是否與廉價商品之供給有密切關連性之成本觀點，認不

屬「具可變性質之成本」者包括：為獲得低價商品訂購必要之成

本，如廣告費、市場調查費、接待費，如無特別情事時，不該當

「具可變性質之成本」，所謂特別情事係指該成本係廉價商品之

供給開始或繼續不可避免之成本
35
。

另日本執法準則規定在本公司組織之人事部及經理部門之人

事費、交通費及通訊費，該等成本性質上，與廉價商品之供給無

密切關連性，故不是「具可變性質之成本」
36
。

惟在價格部分，除價格基準外，另一受爭議之問題，係是否

要低於市場價格，始符合廉價銷售之規範要件，就此在前開條文

中並無規定，日本司法實務判決認如所設定價格不低於市場的價

格，不符合不當廉進之要件，如後述日本中部讀賣新聞社事件二

審東京高等法院1975年（昭和50年）4月30日判決即認所設定之價
格不低於市場價格者，即非低於成本價；另有判決則認如事業所

設定之價格超過市場價格，並無排除競爭事業之阻礙競爭效果，

是以超過市場價格之價格，亦不屬不當廉售行為」（參見後述日
35 參見日本執法準則註7。
36 參見日本執法準則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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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郵政公社案二審東京高等法院2008年11月28日判決）。
(2)繼續性

日本獨占禁止法前開規定所指的「繼續」，依日本執法準則係指

在相當期間反覆實施低價銷售行為，或依實施低價銷事業之營業方針

得客觀預測者。但不以每日實行低價銷售為必要，如固定在每週週末

實施低價銷售行為，從購買者立場仍屬繼續供給。

(3)他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
在此所稱之他事業，依日本執法準則所載一般係指與低價銷售商

品有競爭關係者，但因低價銷售之態樣不同，無競爭關係之事業也可

能包括在內。該執法準則並舉例認批發事業或零售事業所為之低價銷

售行為，如影響及於製造事業時，他事業即包含供給與低價銷售商品

同種商品之製造事業。

另致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日本執法準則認並不以實際

上造成他事業活動有困難為必要，應依各種狀況及造成之結果之可能性

加以考量，其可能性之有無，日本執法準則認除考量他事業之實際狀況

外，並應綜合考量低價銷售行為銷售之期間、廣告宣傳之狀況、低價銷

售商品之特性、低價銷售者之意圖、目的等因素，個別具體判斷。該準

則並舉例表示，有力事業在排除他事業之意圖下，以低於具可變性質成

本之價格廉價銷售，在該市場銷售數量至首位，個別事業事業活動雖不

至認為困難，但仍該當「致他事活動有困難之虞」之要件
37
。

(4)正當理由
事業僅以低於成本價格提供商品或服務，並不當然違法，須「無

正當理由」，故日本學者認法定違法類型之「無正當理由」及例外違

法型之「不當」應屬實質要件
38
。

事業所為廉價銷售行為，符合前開要件時，如有實施廉價銷售之

正當化特別情事時，日本執法準則認不阻礙公平競爭，例如從供需關

係，低價銷售商品之販賣價格低落、低價商品之原物料再調度價格較之

原取得之價格為低時、依商品或原物料之市況而設定低價格者，應認有

正當理由；或決定價格後，再調度取得原物料時，因原物料價格上漲，

致該價格顯著低於供給必要費用時，該執法準則亦認有正當理由。

且在日本執法準則復再說明，如生鮮食品般品質易急速下降或
37 日本執法準則註9。
38 根岸哲編，注釋獨占禁止法，有斐閣發行，第344頁（2009年12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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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季節商品過於銷售高峰期、或設定低於具可變性質成本之廉價等情

況，亦應認有正當理由之廉價銷售。

正當理由實施廉價銷售之具體情況，除前開執法準則之說明外，

日本學者有認下列情事，亦符合正當理由之要件：事業結束營業時、因

金融理由為取得現金而銷售、新進入市場時、在年末等特定期間所為大

拍賣、為對抗競爭者之廉價銷售及其他依正常商業習慣認係妥當者
39
。

2. 例外違法類型
日本獨占禁止法例外違法類型係指一般指定第6項所指，日本獨占

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3款規定外，不當以低價供給商品或服務，致他事
業之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者。

就此外違法類型部分，日本執法準則表示不符合前開法定類型之價

格或成本基準及繼續性時，即以低於總販賣成本價格供給或偶而以低於

「具可變性質之成本」之價格供給時，應依低價商品之特性、低銷售行

為之意圖、目的、低價銷售之效果、市場全體狀況，如對公平競爭有負

面影響時，即該當一般指定第6項之規定，應予規範。
至是否符合「致他事業之事業活動有困難之虞」之要件，除應就前

開法定違法類型之判斷標準綜合考量外，市場占有率高之事業，繼續且

大量低價銷售，或對他事業營業重要商品低價銷售時，應認對他事業之

事業活動有影響。縱使其價格高於「具可變性質之成本」，日本執法準

則仍認該行為該當前開一般指定第6項之規定。

三、日本不當廉價銷售規範司法判決案例

日本關於不當廉價銷售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司法判決案例如下：

(一)中部讀賣新聞事件
本件係受讀賣新聞社支持之日本中部讀賣新聞社就新發行之報紙價格，設

定廉價銷售事件，每月報費500日元，其他報社每月1千至1千2百日元，就該報
社廉價銷售報紙行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經計算結果，認一份報紙成本最少

812日元，故認中部讀賣新聞社廉價銷售行為符合1953年一般指定第5項之「不
當低廉銷售」之要件，就該廉價銷售行為聲請法院核發緊急停止命令，經東京

地方法院准許該聲請，命被告將訂報費下調至812日元，經該報社抗告後，東
39 關於日本學者關於實施低價銷售正當理由之討論，請見山本晃正，「不当廉

売」，引自 日本經濟法學會編，「經濟法講座3獨占法の理論と展開」，三省堂
出版，第57頁至第63頁（2002年10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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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高等法院於1975年（昭和50年）4月30日駁回抗告，該案雖經報社向日本最
高法院(最高裁判所)提起特別抗告，以抗告不合法駁回確定。東京高等法院該
裁定是日本法院第一次就「成本」（原價）之基準表示意見，而受到重視。

(二)東京都政府芝浦屠宰場事件
此案係因東京都政府經營之芝浦屠宰場，因接受都政府經費補助，故設定

較低之利用費用。其競爭對手日本食品公司所經營之民間肉品處理業者難以營

業，故認東京都政府該低價行為符合1953年一般指定第5項及1982年一般指定
第6項前段「不當廉價銷售」規定，向東京地方法院請求損害賠償，日本東京
地方法院

40
於1984年（昭和59年）9月17日判決認東京都的肉品處理場利用費用

確實屬於明顯低於「成本」之價格，屬「不當廉價銷售」，判決被告東京都政

府應賠償原告日元5,412萬餘元。但該案經被告上訴後，二審東京高等法院在
1986年（昭和61年）2月24日41

判決則認為東京都政府經營芝浦屠宰場所設定之

使用費數額，不符合「不當廉價銷售」之要件，而駁回原告之請求，日本食品

公司雖就該案件上訴，但日本最高法院在1989年（平成元年）12月14日42
判決

支持二審法院之見解，駁回日本食品公司之上訴。

本案二、三審與一審判決因競爭市場之地理範圍與設定廉價目的認定之不

同，故有不同結論。

在相關市場劃分部分，本案關鍵在於相關市場之範圍，相關市場範圍一決

定後，即決定本件被告行為是否符合不當廉價銷售規定。一審係以東京23區為
地理市場，被告經營芝浦屠宰場市場占有率超過百分之50，但其後二、三審則
係以關東及東北地方1都11縣為地理市場，市場占有率即僅有個位數，該使用
費率縱使較低，本案二、三審判決認對市場及競爭者幾乎不會有負影響。

(三)賀年明信片事件
日本民間明信片業者，主張國家發行之賀年明信片設定價格行為，符合

1982年一般指定第6項「不當廉價銷售」及獨占禁止法第3條前段規定獨占之要

40 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昭和5 9年9月7日昭和5 6年 (ワ )第1 4 2 11号判決，引自：
http://snk.jftc.go.jp/JDSWeb/jds/dc005/DC005?selectedDocumentKey=S590917S5
6K09014211_，

41 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昭和6 1年2月2 4日昭和5 9年 (ネ )第2 5 1 3号判決，引自：
http://snk.jftc.go.jp/JDSWeb/jds/dc005/DC005?selectedDocumentKey=S610224S5
9K04002513_。

42 關於該案日本最高法院判決引自：http://snk.jftc.go.jp/JDSWeb/jds/dc005/DC005?sele
ctedDocumentKey=H011214S61K0100065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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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侵害其營業權，向日本大阪地方法院請求損害賠事件。

就此事件，日本大阪地方法院在1993年（平成4年）8月31日判決中43
，駁

回原告之請求。此判決認為日本郵政法承認國家對郵政事業的獨占，關於明信

片之製造、販賣雖適用日本獨占禁止法，但賀年明信片價格設定行為，並無違

反獨占禁止法之規定。原告主張國家就賀年明信片之價格符合「不當廉價銷

售」規範部分，該判決認賀年明信片之價格雖較一般明信片價格為低，但不符

不當廉價銷售之要件。此判決見解其後並受到二、二審判決之支持。

(四)松岡興產事件
在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2000年（平成11年）2月10日判決44

中，原告公岡興

產公司主張被告是2個製造販賣混凝土之事業組織（協同組合），其對原告行
為符合1982年一般指定第6項「不當廉價銷售」及相同指定第2項「間接拒絕交
易」行為，請求法院制止該行為，並判決准許被告關於賠償損害之請求。其理

由係認被告北勢協同組合為與非組織成員之原告競爭投標，決定下調共同販賣

價格，並對組織成員交付補助款以「低於製造成本」之價格販售，原告因而被

交易相對人要求下調至相同價格，致事業活動難以繼續。

名古屋地方法院在此判決中表示，被告販賣價格低於成本，且廉價銷售目

的在於取得與原告投標時之勝利，故被告廉價銷售行為，符合不當廉價銷售規

範之要件。

(五)大正製藥事件
本案係大正製藥公司對其下游藥品連鎖店Dikoku公司以侵權行為所提起之

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該案涉及被告使用為「成本價販賣」之方式，標示

定價與進貨價格，並以進貨價格販賣，就該行為原告主張進貨價格是營業秘

密，將該價格標示販賣之行為，構成不正競爭行為，且以進貨價格販賣之行，

亦符合1982年一般指定第6項「不當廉價銷售」規定之要件。就原告主張被告
行為符合「不當廉價」販賣部分，一審之日本東京地方法院2003年（平成14
年）2月5日判決認為在廉價銷售一般指定所示基準之一的低於成本價格銷售，
被告所為以「成本價販賣」，因未低於成本價格，故不符合不當低價銷售要

43 日本大阪地方法院平成4年8月31日平成元年(ワ)第3987号判決，引自：http://
snk.jftc.go.jp/JDSWeb/jds/dc005/DC005?selectedDocumentKey=H040831H0
1K09003987_。

44 日本名古屋地方法院平成11年2月10日平成2年(ワ)第731号判決，引自：http://
snk.jftc.go.jp/JDSWeb/jds/dc005/DC005?selectedDocumentKey=H110210H0
2K0900073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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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該案經原告上訴後，二審東京高等法院則採與一審判決不同見解，認「成

本販賣」之一部分商品，其價格屬「顯著低於供給必要成本之對價」，但不符

「繼續」實施之要件，仍不符合「不當廉價銷售」之要件，該見解經一審原告

上訴後，日本最高法院仍支持該二審判決之見解，而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六)Dikoku公司事件
本案是前開案例五判決之後續判決，起因於前開判決五原告大正製藥公司

以前述「成本價販賣」為理由，而解除基本買賣契約，契約相對人Dikoku公司
基於契約起訴請求確認契約地位及請求交付醫藥品。

此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2005年（平成16年）2月13日判決採取前案例五一
審法院相同見解，認為並無「成本價販賣」之商品是以低於實質進貨價格販賣

之證據，故認不符「不當廉價販賣」要件，而採認原告一部分主張，其後二審

時，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在2007年（平成18年）2月27日判決中亦支持該一
審判決之見解。

(七)山口縣豐北町公共巴士事件判決
此事件涉及山口縣豐北町地方公共團體以免費或低廉票價經營公共巴士之

行為，該區域內多個經營計程車之事業，主張該行為符合1982年一般指定第6
項不當廉價銷售，而起訴請求停止該公共巴士營運。就此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下

關分院於2007年（平成18年）1月16日判決認該免費或低廉價格費用之公共巴
士營運行為，確屬「顯著低於供給必要成本之對價」，同時亦認該行為亦使原

告等計程車事業有難以營運之虞，但該判決綜合考量該低廉價格係基於公益目

的、競爭關係及市場狀況等因素，認有該公共巴士低價行為有「正當理由」。

(八)日本郵政公社事件
本案係日本宅急便業者Yamato運輸公司認其競爭對手日本郵政公社所實施一

般小包寄送服務新費率，符合1982年一般指定第6項「不當廉價銷售」而起訴。
本案一審東京地方法院在2006年（平成18年）1月19日判決中認日本郵政

公社系爭包裹之費率，並未低於成本，綜合考量日本郵政公社在宅配市場之市

場占有率僅不到百分之10（約占第5位）、採取新費率之主觀意圖、比較在宅
配市場之市場價格及對競爭者的影響，認不符不當廉價銷售之要件。

該案件經原告上訴後，東京高等法院在2007年（平成19年）11月28日判決
駁回原告之上訴，支持一審之見解。其中受到注意的是二審判決中表示，日本

郵政公社所訂之新費率尚在市場業者所訂最高與最低費率範圍內，故未低於

「市場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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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範檢討

一、2015年修法前規範

(一)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
公平交易法於2015年修法前，並無針對低價利誘或限制不公平交易行為有

明文規範，就事業以不當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限制競爭者，學者及司法

實務認應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不當利誘交易相對人規定。
蓋2015年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3款規定「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為交易之行為」，有認該規定包括日本1982
年一般指定第6項不當廉價銷售與前開一般指定第7項及第9項45

之規定。

(二)不當低價銷售案例
1. 藥品1元價格投標事件46

本件受處分人以遠低於進貨成本之新臺幣（下同）1元（成本12
元）競標銷售隆柏立普能膜衣錠10毫克藥品，排除其他廠商參進競爭之
回復行為，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係以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

人與自己交易而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

法第19條第3 款規定，乃依修正前同法第41條前段規定，以100年9月8日
公處字第100163號處分書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300萬元47

。

該處分經受處分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原處分訴訟，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780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其理由主要係認
受處分人就系爭藥品之投標雖係遠低於成本，但另一競爭者投標之價格

45 廖義男主持，公平交易委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93年
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二，第99頁（2004年11月）。

46 我國關於事業以遠低於成本價格之低價槍標之案例，最早係在公平交易委員會81
年公處字第004號對保祥公司之處分案，該案受處分公司就B型肝炎疫苗採購事
宜，以零點1元得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該行為違反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
3款「以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之規定，關於該
處分案之解說，請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該次會議決議之說明，請見李憲佐、
吳翠鳳、沈麗玉，「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範之檢討─以「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為中心」，收錄於公平交易法施行十周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第258頁至第259頁，2002年月出版。

47 本判決引自我國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本文後述判決均引自該系統，司法院網
址：www.judicia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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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低於成本，而採認受處分人主張以1元投標係要保有原有交易對象之
目的。且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關於其他不正方法之解釋，應
與例示『脅迫、利誘』具有共同特徵，即須交易相對人意願受強制、不

正當誘引，使其無法為適當判斷，始符該規定之要件。

然該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上訴後，最高

行政法院於103年判字第31號判決就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規定
不正當方法之解釋，認「第19條第3款規定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己
交易之行為之方式或手段，除『脅迫』、『利誘』外，尚包括『其他不

正當方法』。析言之，該款規範之行為之方式或手段，具有『不正當』

之共同特徵；觀其立法例係於『脅迫、利誘』外，再明文規定『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而非規定『或其他相類（似）之不正當方法』；則本

款所指『其他不正當方法』當解釋為『脅迫、利誘』以外之其他一切不

正當方法，並非以具有「脅迫、利誘」之共同特徵為限，即不以相對人

之交易意願受到脅迫、利誘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又所謂『不正當方

法』，參照該規定之立法理由：『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為本

法之立法目的，故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應予禁止：…七：所謂無正當

理由或不正當方法，應從其阻礙公平競爭之性格加以解釋。通常應綜合

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

後，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故判斷事業行為

是否為不正當方法、有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自應就行為人

是否出於明知故意而採行手段以排除其他競爭者，使交易相對人與自己

交易，如欠缺正當理由，則係典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具有高度的可非

難性，其結果亦同時影響其他競爭事業於市場上為積極自由地從事效能

競爭之可能性，而產生限制競爭之實際效果。原判決認上開第19條第3
款規定關於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應具有與例示之『脅迫、利誘』共

同特徵，即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不正當誘引，而使其無法為適

當判斷，始足當之，認原判決見解有誤，撤銷原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經該院103年度訴更一字第15號判決以前開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經原告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再以103年度裁字第
1683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本判決值得注意的是前開最高行政法院2次判決均認受處分人以遠

低於成本價格之1元價格參與投標，且受處分人以1元低價搶標之目的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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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競爭廠商進入系爭藥品在國內醫學中心交易之機會，而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競爭之虞，該行為屬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規定之其
他不正當方法。

2. 低價銷售葡萄酒事件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5月26日102年民公訴字第2號判決原告主張被告

低價銷售葡萄酒，被告銷售價格與原告經銷商銷售價格差距如下：

PSI 2008紅酒被告出售價為（新臺幣，下同）1,350元、原告經銷商
價格為1,980元；NV Vilmart酒被告出售價為1,350元、原告經銷商價格
為2,180元；Vina Tinto酒被告出售價為1,000元、原告經銷商價格為1,650
元；Castano Monastrell酒被告出售價為250元、原告經銷商價格為420
元；Hecula Monastrell酒被告出售價為350元、原告經銷商價格為580元；
Casa Ciaca酒被告出售價為1,900元、原告經銷商價格為2,850元。
在此一審判決認被告以「不合市場行情之價格」銷售酒類，符合公

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前該規定之要件，而准許原告請求，判決認被告
應賠償原告損害。該案件經被告提起上訴後，智慧財產法院104年5月
21日所為103年度民公上訴字第1號二審民事判決認：「交易者在交易中
以較低的成本，提供相對人較大的福利，且無壟斷或寡占市場意圖表徵

於外時，即非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依一審原告公司所提

出之價格對照表，可證明一審被告公司就相同酒類零售價格，遠低於原

告經銷商價格，但此二審判決認為原告公司並未提出其實際銷售予經銷

商之價格，且是否低於市場行情，不能以兩造在網路上所刊登之價格為

唯一標準，況上開價格之差距亦非在「顯不合理」之範圍，且無證據證

明被告公司係以「賠本之方式」販售上開酒類。且被告公司所販售之酒

類，也不是僅有原告所指以低於市價行情販賣之前開酒類商品，是以此

二審判決認為被告公司願以「較低之價格販售上開酒類，並不代表其所

為不符市場競爭下的效率競爭原則」，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公司「係著眼

於未來市場壟斷所為損人不利己的行為」，故未採認一審原告所為被告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規定之主張，而廢棄前開一審判決採認原
告主張之判斷，並判決駁回原告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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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範妥當性

(一)立法理由及施行概況
1. 立法理由

2015年公平交易法修正前第19條第3款原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
之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一、…

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

易之行為。四、…。」2015年修正時，條次改為第20條，且刪除「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文字，在第3款部分，則改為「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20條(修正前第19條)刪除「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文
字，其理由係認該條規範違法行為屬限制競爭行為類型，是以刪除該部

分之文字。至第3款部分之修正理由，係「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條禁止不公平阻礙競爭之規範意旨，修正第3款，就具有相當市場地
位之事業從事不當低價競爭或其他阻礙競爭之行為，雖未構成掠奪性訂

價，但對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者，予以明文規定，以維市場競爭秩

序。」「另以往處理現行條文第19條第3款事業以贈品贈獎方式進行促
銷而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之不法內涵行為時，發現因與行為人之市場地

位以及行為對於市場造成反競爭之效果較無關聯，屬於不公平競爭行為

類型之規定，故將之移列至第三章不公平競爭專章單獨規範之。」
48

2. 實施概況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以低價利誘或不正當方法，阻礙他事業參

與或從事競爭之規範，於2015年施行後，尚未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該規定
處分案例，惟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與該會在相關執法準則中，就適用該

規定相關說明，應可了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該規定相關要件之見解。

(1)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7條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

規定之低價利誘，係指「事業以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阻礙競

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同條第2項規定：「低價利誘是否有限制競
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特性及實施

情況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加以判斷。」

48 關於2015年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修正理由，請見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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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何具體判斷某一價格是否為低價利誘，在該施行細則第27
條2015年修法理由中表示，判斷是否低價利誘，原則以平均變動成本
(average variable cost)為標準，例外於個案參酌市場結構、產業特性等
因素，亦可採用平均避免成本(average avoidable cost)、平均增支成本
(average incremental cost)或進貨成本等標準認定。

(2)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104年4月13日10412603121號令發布修正之「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中第八點（四）部分，就電信

事業「反競爭折扣優惠」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該
規定認「事業以折扣優惠招徠顧客，本為自由市場慣見之競爭方式，

而無須特別加以限制，惟部分折扣之實施，如選擇性折扣、忠誠折

扣、緩發折扣等，卻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而形成反競爭之

效果」，涉及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至前開規定所指定折
扣之意，依該說明如下：

A. 選擇性折扣：指僅針對特定競爭者之既有交易相對人為施行對
象，以顯不合理之低價或大幅折扣，利誘其轉換交易對象，藉以

打擊特定競爭者之折扣活動。

B. 忠誠折扣：指給予用戶之折扣優惠，係附屬於禁止用戶轉換對象
之約定，或針對可能轉換交易對象之用戶給予大幅折扣優惠，藉

以防止其轉換交易對象之情形 ，由於該類折扣之實施，將造成用
戶為特定用戶為特定事業「鎖定」，妨礙競爭者爭取交易機會。

C. 緩發折扣：指給予在一定期間內，固定且持續交易用戶大幅折扣
優惠，且該折扣之實現，繫於約定之交易期限屆滿，或僅與該特

定事業從事交易等條件，倘用戶於期限屆滿前中止交易，或與其

他競爭者交易，則喪失請求折扣之權利。

(3)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至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其他執法行政規則，雖有論及事業在何情

況，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但內容較不明確，如該會在
104年4月13日公布修正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
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8條載明「數位匯流下之事業跨業經營行
為，使原經營不同事業之事業成為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倘既存事

業或其上、下游事業，對跨業經營之新進事業(如有線廣播系統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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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對新進視聽媒體服務提供者)有杯葛、
不當差別待遇、不當低價競爭或其他阻礙競爭行為、不當之垂直非價

格交易限制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除可能涉及本法第9條及第
15條規定外，亦不排除涉及本法第20條或第25條之規定。」

(二)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適用上爭議
1. 適用主體應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

依前開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範立法理由之說明，公平交易法
第20條係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之規範而制訂，而德國前開法
制，係針對有相對市場事業之規範，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前開規
範立法理由中，亦載明該款係規範「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從事不當低

價競爭或其他阻礙競爭之行為」，是以該規定在法條用語中，雖無如德

國法制明文規範適用主體，但係以「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為規範主

體，自無疑義。

在2015年公平交易法修法前，公平易委員會就第20條(原規定第19
條)規範之執法，認原第19條規定，雖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為共通要件，但各款間仍具有不同屬性，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該會

第382次會議曾就「公平交易法第19條構成要件研析」案為決議，該決
議將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1款、第2款及第6款歸屬為「限制競爭」行為
之範疇，而同條第3款、第4款及第5款則歸屬「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範
疇，不公平競爭行為本質上即屬使用不正當之競爭手段，違反商業倫理

性，對競爭秩序產生不良影響，而應受非難，且該行為非限於有相當市

場力之事業始得為之，故「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人，不以有市場力量者

為限。而對市場競爭有影響之限制競爭行為，則須行為人有相當市場力

量始得為之
49
。

但在2015年公平交易法修法後，增訂第20條第3款之規定，並將第
20條定位為限制競爭行為，載明應適用於「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
惟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制訂之前開2個執法行政規則中，就適用對象部
分，並無明確說明，是否適用於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恐生適用

上之疑義。

49 關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該次會議決議之說明，請見李憲佐、吳翠鳳、沈麗
玉，「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範之檢討─以「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為
中心」，收錄於公平交易法施行十周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2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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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以中小規模企業為保護對象之爭議
如前開說明，德國禁止低價販賣法制，除係以有相對市場力之事業

為規範主體外，該規定復明文規定保護中小規模企業，但公平交易法第

20條第3款雖在前開立法理由載明係參考德國法制而為之立法，但是否
以中小型規模企業為保護對象，在法條中並未明白規範，且依該法條用

語，是否當然即以中小型企業為保護對象，並不明確，如大企業間之低

價競爭，是否可依本款規定加以規範？實有疑義，且在公平交易委員會

所制訂前開執法準則中，就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保護事業規模，
並無特別規範。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雖在立法理由敘明係參
考德國限制競爭法第20條之法制所為立法，但在立法體例、用語相較德
國法制，並不完全相同，如認該規定係在保護以中小型規模事業，因公

平交易法中就「中小型規模事業」之意義，亦無明確規定，反可能造成

適用之困難，是以本文適用上應不限於以中小規模企業為保護對象。

3. 「低價」基準不明確？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係以「低價利誘」為要件，何謂「低

價」？在公平交易法及前開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制訂之相關執法準則中，

就「低價」基準為何？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7條僅規定「以低於成
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並在施行細則立法理由中說明，原則上以「平

均變動成本」為判斷標準，例外在個案考量市場結構、產業特性等因

素，可採行平均避免成本、平均增支成本或進貨成本為判斷標準。但何

種情況屬例外情況，在施行細則及施行細則修正理由中並無說明。

惟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者，依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1
項之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千萬元以下罰鍰；
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億
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依該規

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者，與違法之聯合行為、獨占
事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及違法限制轉售價格之責任相同，基於公平交易

法第20條第3項低價利誘規範過於抽象，為事業能了解該何種價格始符
低價利誘之要件，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參考日本法制之執法經驗，就低價

利誘之低價基準，制訂執法準則，公布該會對低價標準之見解，以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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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業遵循。

4. 「其他不當行為」解釋之限制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之要件，除前述說明之低價利誘，阻

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或從事競爭之行為外，尚包括「其他不正當」行為，

此規定之其他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或從事競爭之行為究何所指？恐亦該

款規定另一發生爭議之問題。

在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3款規定「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為交易行為」，亦使用「其他不

正當方法」用語，但在前開藥品1元搶標事件中，就該規定之不正當方
法用語亦產生適用上之爭議，且如前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之規定
者，依同法第40條之規定，得處分行政罰鍰，是以為符合行政罰規範明
確性，就「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解釋，應採行較嚴格之見解。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5款，分別是杯葛（第1款）、差別待遇
（第2款）、低價利誘（第3款）、迫使參與限制競爭行為（第4款）及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第5款）。比較德國前開限制競爭防止
法第20條及公平交易法第20條立法體例，雖均係規範有相當市場地位之
事業，但德國法制係以抽象規範為主，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禁
止的是「阻礙」、「差別待遇」，而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0條規定除第5
款規定外，均係具體規範其限制競爭行為之態樣，且公平交易法第20條
第3款以外其他款項規定之限制競爭行為亦可能有限制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行為之效果，故「其他不當行為」之意義，解釋上應與德國法制

「不當阻礙」不同。

另德國限制競爭法第20條第3項係規定有相當市場地位事業不得為
直接或間接阻礙行為，並以低價銷售食品為例，但公平交易法第20條採
取不同立法方式，係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當行為」限制競爭者參與或

從事競爭之行為，即以「低價利誘」為例示規定，本文認「其他不當行

為」解釋上應係指與「低價利誘」相類之行為。

伍、執法建議―執法準則應有內容

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或從事競爭行為，而有限制競爭

之虞者，為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所禁止，惟基於以上說明，價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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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事業競爭最常見之方式，低價促銷亦為日常生活中相關產業常使用之促銷

手法，是以就該規定之執行，本文認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制訂執法準則，供事業

以價格為促銷時遵循。本文並認執法準則應說明下列事項：

(一)規範主體：有相當市場地位事業之意義
如前開說明，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條文雖無明文，但在立法理由說明

中，不當低價利誘行為之規範係就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不當低價競爭或

其他從事阻礙競爭之行為加以規範，是以該規定規範主體為「有相當市場地位

之事業」。然何謂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在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中均無相關規定，如前開說明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係適用於「有相對市
場地位事業」，決定該事業之標準，並以依賴性理論為判斷事業是否屬該條規

定之有「相對市場地位」之事業，公平交易委員會就修正前第19條規定之規範
主體，公平交易委員會曾於90年1月18日第481號委員會決議通過「有關公平交
易法第19條修法後增列『有限制競爭』如何適用各款」議案，亦採依賴性理論
為執法參考

50
。

然前開決議究僅係公平交易委員會內部執法之參考，且公平交易法第20條
第3款修法理由，亦明定該款係針對「有相當市場地位」事業之不當低價競爭
行為之規範，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執法準則中應說明判斷「有相當市場地位」事

業之標準，縱無如市場占有率般有明確數據，但仍應在執法準則說明判斷考量

因素，使該規範之適用更加透明。

(二)「低價」基準
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之低

價，指低於成本或顯然不相當之價格，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並在該規

定修正理由中說明，原則係以「平均變動成本」為標準，例外於個案參酌市場

結構、產業特性等因素，亦可採用平均避免成本、平均增支成本或進貨成本等

標準認定。

「平均變動成本」、「平均避免成本」、「平均增支成本」或進貨成本等

判斷標準原係經濟學理上之名詞，現既要作為公平交易法執法標準，應在執法

準則中，就相關名詞之意義加以說明，始為適當。

其次，前開判斷標準不同所得之成本數據亦可能不同，是以既有原則與例

外，例外涉及適用不同標準，就例外情況之具體情事，亦應在執法準則中加以

說明。

50 李憲佐、吳翠鳳、沈麗玉，前揭文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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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事業會計上何種費用或成本可列為變動成本，作為計算是否為低價利

誘行為之參考，並無明確規定，在執法準則中，應可參考日本執法準則之內

容，就具體常見之費用或成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考量時何者可列為變動成本

加以說明，以利執法。

(三)「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行為之判斷標準
如前開說明，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規範之行為，除低價利誘，尚有

「其他不正當」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不正當行為」，用語抽

象，不明確，執法準則中應就公平交易委員會判斷「其他不正當」行為之具體

標準或考量因素，加以說明。

(四)有正當理由之低價利誘行為
事業所為低價利誘行為，可能確實會造成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但

該行為可能不致造成限制競爭之虞，如日本學者及執法準則中所提出之實施廉

價銷售之「正當理由」，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並無如同條第2款「正當理
由」之規定，但如有正當理由時，如新設商店促銷、結束營業拍賣等，應認可

實施低價利誘行為，以低於成本價格出售商品，故就該正當理由之具體情況，

執法準則中亦應加以說明。

陸、結論

對部分事業而言，低價提供相同品質商品或服務，是其競爭之利器，因其

價格低於其他事業，對消費者而言，較之其他競爭手段，在景氣不佳之時期，

自最具吸引力。但事業如係以不當低價利誘交易相對人，或以其他不當阻礙競

爭者參與或從事市場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時，不僅有礙競爭，對消

費者而言，係短期有利，如其他競爭者無法參與競爭時，市場競爭失調，消費

者將反受低價利誘之果，故公平交易法自有介入之必要。

2015年2月5日施行之新修正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增訂禁止事業為有
限制競爭之虞，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行

為，基於該法係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禁止不公平阻礙競爭規範之意
旨而制訂。本文透過介紹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日本不當低價銷售法制
之立法沿革、規範要旨，並比較公平交易法前該規定與德國、日本法制，認基

於不當低價銷售行為所產生之限制競爭效果，自有加以規範之必要；就該相關

規範之檢討言，本文該規範適用於「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且並不專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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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規模事業為保護對象，低價及不正當行為規範尚不明確。

最後本文認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就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之規定制訂執法
準則，就執行該規範之重要事項加以規定，包括「有相當市場地位事業」之意

義、該會對「低價」、「不正當行為」之判斷標準、考量因素及如有正當理由

實施低價利誘行為時「正當理由」之具體情事，執法準則如有前該內容，應可

該規範內涵更加透明，供業者促銷時遵循以減少該類違法事件之發生。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 李憲佐、吳翠鳳、沈麗玉(2002)，「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範之檢討―以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為中心」，收錄於公平交易法施行十周

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15頁至283頁。
2. 吳秀明(2004)，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發，元照出版。
3. 廖義男主持(2004)，公平交易委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
四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3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報告二。

二、日文書籍

1. 村上政博等編(2014)，（條解）獨占禁止法，弘文堂發行。
2. 金井貴嗣、川濱昇、泉水文雄編(2013)，獨占禁止法（第4版），弘文堂發
行。

3. 3.根岸哲編(2009)，（注釋）獨占禁止法，有斐閣發行。
三、日文論文

1. 山本晃正(2002)，「不当廉売」，引自 日本經濟法學會編，「經濟法講座3
獨占法の理論と展開」，三省堂出版，第43頁至第66頁。

2. 田中裕明(1996)，「市場力の濫用としての不当廉売行為」，追手門經營論

集第2卷第1號，第371至第398頁。
3. 東田尚子(2001年)，ドイツにおける仕入原価割れ販売の規制─競争制限禁

止法二〇条四項を中心に─，一橋論叢第125卷第1號，第17頁至第33頁。
4. 柴田潤子(2014)，「競爭制限防止法對的地位濫用規制理論」，引自柴田潤
子等合編，「企業法現代課題―市川兼三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

堂發行，第255頁至278頁。
5. 深津健二(2015)，中小企業政策と不当廉売規制，日本首都大學法學會雜誌

第55卷第2號，第1頁至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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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文

1. OCED(2006),Resale Below Cost Laws And Regulations,AF/COM(2005)43，引
自：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abuse/36162664.pdf　最後閱覽日：2015
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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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王立達（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王法官文章主題，乃是2015年2月公平交易法修正公布後之第20條第3款規
定。在本次修法前，一般認為公平法對於不當低價之規範對象，只有獨占業

者的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非獨占業者之不當低價，依照王法官文章
的整理，在修法前只有極少數案件認定違反第19條第3款1

。但是本次公平法修

正，將原第19條第3款改列為第20條第3款，同時將原本為該款所規範的不當贈
品贈獎行為，以第23條另外加以規範。因此非獨占業者之不當低價，就成為現
行第20條第3款最典型的規範對象。修法理由明文指出此一修正意旨，並表示
乃係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20條之規定。在此背景下，王法官文章詳細整
理分析德國與日本對於非獨占事業不當低價之相關規定、違法要件與重要案

例，對於我國今後如何理解及解釋適用本款規定，具有重要價值，值得肯定。

從本次修法的條文變動，以及王法官文章整理的德日經驗與我國案例，可

以看出修正後公平法第20條第3款的違法要件，依序應該包含以下各項：
一、 低價利誘行為。公平法施行細則2015年7月第27條修正理由指出，低
價利誘原則上係以系爭價格是否低於平均變動成本作為判斷標準。

二、 相當市場地位。本次公平法第20條修正時從本文刪去不公平競爭，僅
保留「限制競爭之虞」作為各款行為共通違法前提，成為純粹限制競

爭條文，除有特殊情形之外，基本上應以一定市場地位作為違法門

檻。按非獨占者之不當低價，依照德日法制需以一定市場地位為其基

礎。2015年7月修正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7條第2項，對於低價利誘有
無限制競爭之虞，復規定須考量當事人之市場地位。惟此市場地位是

否如同德國法制，係指對於具競爭關係中小企業之相對優勢地位，亦

或如同第20條第2、5等款，係就相關市場客觀認定是否具有相當市場
地位，值得討論。本款之修法理由雖然言明參考德國法律規定，但是

並未引進德國法條中對於中小企業競爭者具有優勢市場地位，及對該

中小企業直接或間接為阻礙行為之要件，導致現行條文規定反倒較為

1 除了王法官文中所整理的保祥疫苗案、1元藥品投標案、葡萄酒案以外，尚有瑞聯
航空1元機票案。瑞聯航空1995年12月間以1元機票切入台北─高雄航線，引發北
高航線激烈價格競爭，一般票價從接近2000元驟降至900元左右。公平會以其行為
目的乃在參進市場為由，簽結本案，未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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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日本立法例，似乎有意不以中小企業作為市場地位與阻礙、限制

競爭可能性之衡量對象
2
。施行細則第27條第2項有關限制競爭之虞之

判斷考量因素，亦未提及必須考量中小企業。因此無論從條文結構

或是比較法上立法緣由來看，本款規定均應如同第20條第2、5兩款規
定，以相關市場中之相當市場地位作為違法構成要件。

三、 限制競爭之現實可能性。此乃根據第20條本文須有「限制競爭之虞」
之法條共通要求，除相當市場地位外另一必須具備的違法要件。本

要件即為施行細則第27條第2項所稱「實施情況對於市場競爭之影
響」，參考德日法制與執法經驗，應考量因素包括價格低於成本之延

續時間長短、低價產品占競爭者銷售項目比例與衝擊程度大小等等。

從先前國內葡萄酒案和1元藥品投標案是否違法之認定結果差異，可
以看出有無限制競爭之現實可能性，似乎已是我國法院實務採用的違

法要件之一。

四、 合理事由。低價利誘並非當然「不當」而違反第20條第3款規定，其
是否不具有正當性，尚須考量有無其他合理事由足以支持其存在。例

如瑞聯航空1元機票案所採納的參進市場，或是王法官文章整理的德
日執法經驗中曾經採用的正當合理事由，均可作為我國執法之參考。

公平會原本對於獨占業者掠奪性定價案件，在中油等案件早已採用美國

Brook Group案3
所設下的判斷標準，除了銷售價格必須低於平均變動成本之

外，在以低價將競爭者逐出市場之後，尚須有能力持續抬高價格至完全彌補先

前所有銷售虧損為止（稱為虧損填補要件，recoupment requirement），方始構
成違法。然而德日立法例對於非獨占者之不當低價均未要求符合虧損填補要

件，公平法本款修法理由更指出：「就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從事不當低價

競爭或其他阻礙競爭之行為，雖未構成掠奪性訂價，但對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

果者，予以明文規定」。由此立法緣由觀之，本款規定並不以事後具有完全填

補虧損之可能性，作為違法前提要件。然而舉輕以明重，既然具有相當市場地

位者之不當低價行為不以虧損填補為要件，則對於獨占事業之掠奪性定價，公

平會原本執法實務所建立的虧損填補要件，也應該隨著本次修法而遭到推翻。

按如果繼續保留此一要件作為獨占業者不當低價之違法前提，只會導致此類案

件全數繞過現行法第9條有關獨占濫用之規定，直接適用第20條第3款。如此一
來獨占濫用中有關不當低價之規定即遭到架空而無適用餘地，不符法律解釋之

基本原則。
2 王法官文章所整理之日本法上判斷標準，亦係如此。
3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09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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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之交錯

黃郁雯
*

一、前言：通訊傳播產業之特性與發展現況

1. 通訊傳播產業之特性與發展現況
近年來通訊傳播產業，包括電信、媒體及網路服務等產業，基於資通訊科

技的進步與網際網路的普及應用，已儼然成為當代生活食、衣、住、行、教

育、工作及娛樂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尤其自1995年網際網路由國防轉為商
用之後，網路的普及應用更造就全球網網相連，實現天涯若比鄰的超時空推

目　次
一、前言：通訊傳播產業之特性與發展現況

　　1. 通訊傳播產業之特性與發展現況
　　2. 全球政府皆面臨相似的管制挑戰
　　3. 全球通訊傳播市場的熱門管制議題
二、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要點之差異與交集

　　1. 競爭法管制要點
　　2. 通訊傳播法管制要點
　　3. 兩者管制異同之比較歸納
三、通訊傳播個案分析

四、結論與建議

　　1. 數位匯流下競爭法的角色與任務
　　2.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通訊傳播法管制
　　3.  因應數位匯流所需的管制思維再進化--用4.0版的管制思維迎接新經

濟時代

*   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暨電信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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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然而電信、媒體及科技領域不斷推陳出新的應用與發展，正衝擊著既有的

法制架構，並為當代立法與執法帶來新一波挑戰；同時更賦予新興的市場經營

者與服務提供者，以及創新、新創業者(start-ups)無限的發揮空間與契機。
許多舊有的商業模式已相繼被新興服務型態所淘汰，商業產品及服務必須

更快適應迅速變遷中的市場環境與消費需求。電信與媒體之間的界線日趨模

糊，網路運營商與內容營運商開始垂直整合，過時的電信網路與媒體網路由於

跟不上最新的需求，且無法因應「資訊密集」、「雙向式」的消費者需求應

用，終將淪為古董文物。在當今這個行動通訊掛帥的時代，消費者不斷追求更

新、更快、更高容量的行動寬頻服務，甚至使得最為複雜精細的網路佈建者亦

疲於奔命，面臨極大的壓力，不敢稍怠。因此，過去以來慣於將稀有無線電頻

譜做長期分配的政策措施，已無法跟上最新科技的發展，也無法配合新興科技

而能夠將許多不同的服務整合於相同頻譜、頻段之中，欠缺彈性作法。

傳統國與國之間的疆界，已無法再限制或區隔資訊傳輸的時間、空間與內

容。資通訊的傳輸方式、載具、內容及服務經營的商業模式都正在經歷空前的

巨變，而我們正迎向這個新經濟、新時代的浪頭，經驗著這場繼工業革命、電

腦革命以來最為震撼的網路革命。

伴隨著數位匯流、下世代網路（全IP化網路）的建置、無線寬頻通訊的普
及、物聯網的崛起，以及近來備受矚目的工業4.0運動，以上諸多發生於資通
訊及媒體產業的新現象儼然已造成當今立法者與規範管制者不得不奮起跟進的

壓力。一方面，在許多需要規範管制的場合中，管制者盡量朝向「輕度管制」

(light touch)措施；但在另一方面，管制者又必須基於穩定性考量，有必要確保
既有業者（及既有服務）能夠穩定供給諸多消費者的需求，於此同時，還必須

監督既有業者不會濫用市場力，以違法行為破壞市場競爭。

2. 全球政府皆面臨相似的管制挑戰
新興通訊市場及科技的發展帶來破壞式創新的效果，因此對全球各地市場

產生相似的衝擊，並對各國的管制者提出挑戰議題。歸納言之，可列出幾點相

似的特點：首先，政府與主管機關必須協助佈建足以滿足全民通訊所需的通

訊基礎設施。其次，政府與主管機關必須了解並充分善用全球的資本市場來投

資於通訊傳播的基礎設施。再則，各國政府必須比以往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無

線頻譜資源，使其效用極大化。另外，必須讓投資經營網路的業者獲取合理的

投資報酬率，但也須慎防這些業者趁機阻礙創新服務或減損消費者的選擇機

會，形成瓶頸障礙。最後，管制者尤其不可忽略晚近以來逐漸形成的媒體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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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onglomerates)勢力及其影響力。這股勢力正方興未艾，且對於政府監理
管制及政策制定具有強大的潛在影響。

3. 全球通訊傳播市場的熱門管制議題
以上諸多現象正發生在通訊傳播產業，並從根本上影響著全球的通訊播傳

市場樣貌。總體觀之，近來最新的發展與管制重點舉例如下：

(1)發起本國性及區域性的寬頻網路佈建（基礎建設）。
(2)對於外資持股比例之放鬆與促進通訊傳播市場之自由化。
(3)投入加強消費者隱私權保護之措施與規範。
(4)推行確保國家安全及促進相關法律施行之措施。
(5)探討「網路中立性」及如何落實的相關政策與規範。
然而，以上所有議題絕對無法被單獨抽出來檢討，況且在不同的政策目標

之間，甚至還彼此存有衝突與緊張關係。進一步而言，儘管全球的電信、媒體

及科技市場中出現了以上所述的共同議題，但是對照到各國國家層級及區域層

級之上，基於不同的文化與政治考量，則將出現許多不同的回應與做法
1
。

本論文著眼於上述通訊傳播市場之特質與發展現狀，立論探討國家的法律

與政策應該如何因應此一快速變遷的產業，並從產業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及競爭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角色交錯與法規管制之交集處

著眼，期能分析探討爭點，並研擬檢討應對之策。

二、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要點之差異與交集

1. 競爭法管制要點
競爭法是市場管制的母法，用於維護國家整體的市場競爭與經濟秩序，確

保市場之自由與公平交易。對於產業的管制，除非另有他法規定，否則一體適

用所有產業的競爭議題。誠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條之規定，公平法的立法宗
旨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其管制的重點可大致分為兩大類：

(1) 限制競爭之管制，包括獨占、結合、聯合管制、限制轉售價格及其他限
制競爭行為。

(2) 不公平競爭之管制，包括不實廣告、仿冒、不當的贈品贈獎、營業誹謗
及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的行為。

競爭法的管制手段包括事前管制與事後管制。例如結合的申報與審查，可

1 Law Business Research (2014), 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 Review, 5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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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事前管制手段，避免市場過度集中於少數事業或集團。然而，一般而言，競

爭法的管制與處分多出現於事後的管制與導正。舉例而言，對於獨占事業，公

平交易法並不禁止獨占廠商的市場力存在，但是為避免獨占廠商或優勢地位業

者挾其強大市場力，進而操縱市場價格或扭曲市場供需機制，故特別針對其行

為加以管制及監督。例如禁止獨占廠商對商品或服務之價格為不當的決定或操

縱、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以不公平的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等，以禁止其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2
。這些管制與規定及管制的方法，係屬於

事後管制與監督，針對具有相當市場力之廠商課與不作為義務，待有人檢舉或

經由競爭主管機關（公平會）自行依職權調查，並做成決定或處分。

2. 通訊傳播法管制要點
不同於競爭法的管制目的與手段，通訊傳播法屬於產業管制法。相較於競

爭法著重於事後管制之特質，產業管制法則側重在事前的管制手段，例如制定

實施產業的進入規則及遊戲規則，最明顯反應在制定執照發放的門檻、訂定各

類產業標準與準則、依據產業特性與市場需求，規劃稀有資源配置的方式（例

如頻譜及路權之指配）。另外，配合產業政策，研擬訂定相關施行措施，同時

負責產業的監理及相關法規之管制監督。故通訊傳播法，作為通訊傳播產業之

管制法，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稱NCC）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管轄之重點在於通訊傳播產業特許執照之發放（包括電信及媒體產業）、電信

技術標準之訂定與管制、電信法施行監督、媒體產業經營之管制、電信或媒體

產業之併購申請檢視，以及確保通訊產業中之消費者權益。

我國自西元2004年制定實施「通訊傳播基本法」3
以來，主管機關NCC一

直朝向因應數位匯流、整合既有法令、建構足以呼應媒體匯流及數位匯流的法

制架構為努力目標
4
。依據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一條「為因應科技匯流，促進通

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利益，提升多元文化，特制定本

法。」；同法第16條亦規定「政府應於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後二年內，依本法
2 公平交易法第9條參照。
3 通訊傳播基本法，中華民國93年1月7日公布實行。
4 有關數位匯流法制的論述相當豐富，相關文獻可以參考 江耀國、周韻采，<有線
電視與電信產業匯流之法律問題研究>，收錄於江耀國(2003)，《有線電視市場
與法律》，頁239以下，台北：元照；劉幼琍，<電信、媒體與網路的整合與匯流
>，收錄於劉幼琍主編(2004)，《電信傳播》，頁371以下，台北：雙葉；王郁琦
(2004)，<數位媒體法制發展與擬議中「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探討>，收率於氏著，
《資訊電信與法律》，頁143以下，台北：元照；石世豪(2009)，《向競爭轉向的
通訊傳播匯流法制》，台北：元照；劉孔中(2010)，《通訊傳播法—數位匯流、管
制革新與法治國家》，台北：臺灣本土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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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揭示原則，修正通訊傳播相關法規。」然而原本各執一方的電信法、廣電三

法（媒體法）修法進程卻不斷遭到阻礙，命途多舛。按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的規畫藍本，原希望先將電信法、廣電三法（媒體法）各自修法，調整
成趨近適於匯流的狀態，最後再將兩部法律融合成一部（或一套）數位匯流大

法，此即所謂分階段「兩步到位」的修法原則
5
。然而匯流修法關乎匯流市場

的樣貌形塑，當然也涉及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其中因素、變數都相當複雜，

導致不論電信法修法，或是廣電三法修法皆雙雙在立法院遭到卡關難產。近日

立法院正在審查廣電三法的修法草案，引發不少正反衝突的對立觀點，各界預

測廣電三法修法能否在本次立法院會期闖關成功，恐將又是變數重重。

3. 兩者管制異同之比較歸納

表1　公平交易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異同之比較

競爭法 -- 公平交易法 通訊傳播法

主管
機關

公平交易委員會 (199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4)

管制
目的

維護市場經爭秩序，確保公平與自由的競
爭機制

因應科技匯流，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
維護國民權利，保障消費者利益，提升多
元文化

管制
重點

• 相關市場界定
• 相關市場中市場力之判定（獨占、優勢
地位、相當市場力之判定）

• 是否濫用市場力造成扭曲競爭或破壞市
場公平競爭秩序

• 衡量整體市場的競爭狀態是否自由、公
平或遭受扭曲

• 需長期觀察蒐集產業資訊，建立產業資
料庫，以供日後判斷之佐證依據。

• 對於限制競爭之規範（尤其是針對聯合
行為之搜證及處分，有賴充分的產業觀
察與資訊），有必要強化反托拉斯規範
的管制工具，例如善用寬恕政策的誘因
機制，配合提高違法的處罰額度，以減
低蒐證困難的負面因素。

• 設定進入門檻與執照發放（特別有涉及
特許執照及稀有資源之分配）

• 頻譜資源之指配或分配（競標）
• 網路互連
• 網際網路互連
• 確保普及服務
• 實施不對稱管制，管制市場主導者，抑
制市場力之濫用

• 確保消費者隱私權及消費者主權
• 負責產業政策之推行
• 監督相關法規之執行
• 蒐集產業資訊，協助研擬或修改相關政
策及法規

• NCC所管轄之重點在於通訊傳播產業
特許執照之發放（包括電信及媒體產
業）、電信技術標準之訂定與管制、電
信法施行監督、媒體產業經營之管制、
電信或媒體產業之併購申請檢視，以及
確保通訊產業中之消費者權益。

5 與「一步到位」的作法有所差別。一步到位的做法，指將電信及廣電匯流一次統
整，一次推出通訊傳播匯流法，我國NCC於成立之初曾研擬出一部整合型的「通
訊傳播管理法」草案，但因各方多有疑義且難以達成匯流的共識，故推行草案遭
到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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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平法第46條（本法為競爭基本法）：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
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

7 公平法第2條第2項。
8 See Reference Paper , WTO Telecommunication Agreement.

表1　公平交易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異同之比較（續）
競爭法 -- 公平交易法 通訊傳播法

管制
對象

公平法為競爭基本法，視同我國經濟憲
法，除非法律另有規定，事業關於競爭行
為，一律優先適用公平法

6
。

普遍適用於各個產業的經營者。另外，更
擴大包括同業公會及依法設立、促進成員
利益的團體

7
。 

通訊傳播法主要規範通訊傳播業者，包括
電信、媒體業者。近來，美國也將網路業
者及網路內容提供者(ISP)納入管制，並課
予相當的作為義務。
未來隨著匯流的整併，經營模式朝向平台
經營的趨勢，亦可能將匯流平台業者納入
管制分類。

管制
手段

兼具事前管制與事後管制手段。
事前管制：
結合審查、聯合行為豁免申請

事後管制：
對於具有市場力之事業進行行為管制（不
對稱管制），禁止不公平競爭行為，例如
不實廣告、仿冒、營業誹謗、其他欺罔或
顯失公平的行為。

*協同管轄(concurrent power & concurrent 
regulation)，同右。

兼具有事前管制與事後管制手段。
事前管制：
市場進入門檻、執照發放、各項產業標準
或營業管制審查、頻譜資源分配。
事後管制：
引進競爭法的規範，針對具有市場力的業
者，採用不對稱管制方式，強化產業主管
機關的競爭管制功能。
對於市場的整併與結合進行審查，防止市
場過於集中。
訂定價格上限制(price cap)及各項價格審
查機制檢視。

*協同管轄(concurrent power & concurrent 
regulation)
為因應WTO電信協定參考文件8

之要求，
各國通傳產業主管機關紛紛於所屬管轄
法中強化產業主管機關的競爭管制機能
(competition safeguard)，並將相關競爭法
規修訂入法。但此並不影響原本競爭主管
機關的對於產業競爭管制與執法之功能。
針對通傳產業的競爭法爭議，公平會與
NCC皆有職權進行調查與處分。但是基於
行政一體，為了避免不同機關做出差異甚
遠的決定，造成受規範產業為規避不利判
決而進行管制選擇(regulatory shopping)，
兩機關間應以「協力管轄」的方式，於事
前充分溝通並尊重彼此的專業判斷，最後
形成一致的決定或判決，對公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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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平交易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異同之比較（續）
競爭法 -- 公平交易法 通訊傳播法

管制
挑戰

競爭主管機關對於快速變遷與擴大中的市
場環境必須有所研究與了解，對於新興媒
體或新經濟經的市場範疇如何界定相關市
場，及其中的市場力，並評估該市場力的
作用行為是否有違公平法。
通訊傳播市場中，動態市場、動態競爭及
動態效率等元素，影響通訊產業現在及未
來的發展關鍵，公平會必須有遠見及能力
將其納入競爭評估的考量。

通傳產業不斷面臨科技創新及數位匯流所
帶來的快速變遷。主管機關及相關法律必
須隨著市場變遷及消費供需的改變而不斷
檢討管制的內涵及效果，進而因應調整出
與時俱進的管制架構與做法，可謂充滿高
度挑戰性。

交錯
領域

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競合
產業競爭之監督
相關市場範圍界定及市場力的判定
針對優勢地位業者的（不對稱）管制
市場機制優先或是管制機制優先
面對快速發展變遷的通傳產業，如何適度維持競爭主管機關及產業主管機關的角色與
功能
是否更新管制手段與工具
因應數位匯流、新興服務、科技創新應有的管制架構與管理哲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通訊傳播市場個案分析

個案一、4G行動寬頻服務的管制議題
(一)全球4G行動寬頻市場發展概況
所謂「4G」是指第四代行動通訊網路，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針對「4G」

定義的IMT-Advanced 規範，用戶在高速移動時，其資料傳輸能達到每秒100 
Mbps，而靜止狀態下，傳輸速率達到每秒1 Gbps的超高速度，能提供到這樣的
速度，皆可稱之為4G，像是LTE-Advanced與WiMAX Release 2(802.16m)都是
ITU承認的4G標準，而目前較多國際各電信大廠採用LTE技術9

。我國電信商目

前所推出的4G-LTE行動寬頻服務，雖非真正使用LTE-Advanced技術，但未來
藉由長程演進技術之升級，將提升至真正高速寬頻，甚至超高速寬頻(super-fast 
broadband)頻譜的速度水準。
國際手機製造大廠愛立信於2014年7月發表最新行動趨勢報告預測，2015

年行動用戶數將超過全球人口總數，估計至2019年底將達到約92億規模；智慧
型手機無論現在或未來都是主要的行動寬頻裝置。愛立信預測，2016年智慧型

9 羅正漢，4G懶人包：不可不知的10個FAQ，iThome報導，http://www.ithome.com.
tw/tech/8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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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用戶數將超越基本型手機(basic phone)用戶數，全球行動寬頻用戶也將持
續成長，到2019年底將達到76億，占行動用戶總數的80%以上。
分析指出，相較於3G服務，4G的平均傳輸速度可高出5至10倍，4G的寬頻

將可大幅提升線上影音串流、線上遊戲、行動視訊會議的品質，且隨著全球4G
覆蓋率提升，各方看好4G可實現與改進高速行進間的檔案存取，更使得行動通
訊商機湧現，相關新興應用也將隨之起飛。統計資料顯示，2013年全球4G用戶
約1.2億人，隨各國4G服務陸續開台，預估2015年全球行動用戶將有一半人數
使用4G，大幅超過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產值。
臺灣則於2013年10月完成4G頻譜拍賣作業，總標金創下1,186億新臺幣的

天價新高，由6家業者得標，正式宣告4G通訊時代來臨10
。2014年可謂為臺灣

4G行動通訊開展的元年，2014年5月起，期盼已久的4G行動通訊服務已由三大
電信商陸續開台，帶領國人邁入高速行動寬頻服務新紀元。目前6家4G業者已
全數順利開台，預估到2017年，全臺將有1,000萬4G門號開通，市場成長的力
道十分可觀。

(二)4G執照開放的檢討
臺灣於2013年10月完成4G行動通訊頻譜拍賣釋出，成為全球第107個開放

4G行動通訊的國家。然而本次4G頻譜拍賣及特許執照發放，不論是事前關於
發照政策研議，或是事後拍賣得標金額創下新高，與NCC所設定的原底價溢價
比高達216%，皆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高額的拍賣標金是否可能轉嫁到消費
者的資費？得標的6家業者如何在既有的11家行動通訊業者（包括2G、3G、無
線寬頻接取業者WiMAX業者）的市場中開展客源及創新服務？除了既有三大
10 根據GSA的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挪威和瑞典是最早提供4G行動通訊的國家，接
著烏茲別克、美國、香港及日本隨後於2010年開始提供4G服務；亞洲的菲律賓、
新加坡、韓國反應積極，也於2011相繼推出4G-LTE服務；泰國和中國（全球名列
第95）跟進於2013年開始4G商轉，而臺灣則於2014年加入4G的營運行列，成為全
球第107個4G運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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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業者之外，新進業者是否能發揮促進競爭的效果？推升我國行動寬頻

的服務水準？種種問題頓時紛踏而致，引人深思。本文在此歸納幾點關於本次

4G-LTE發照與管制的觀察，分析整理下列重點，提供再度檢視思考之基礎：
1. 欠缺完整的頻譜政策，造成頻譜使用效率不佳，且難以反映頻譜價值
從實務經驗看來，在4G發照之前，臺灣已有包括依審議制釋出頻譜的2G

行動通訊及1900兆赫的低功率行動通訊，以及依拍賣制釋出頻譜的3G行動通訊
與無線寬頻接取業務(WiMAX)。然而這四次的行動通訊業務發照過程中，頻譜
係被分配給取得經營特許業務執照的業者，形成所謂「執照綁頻譜」的做法，

使得頻譜的使用僅限於所對應的特許業務，成為專屬使用，不得任意轉換或流

通，大大降低了頻譜使用的效率，也無法反應頻譜的真實價值。

另外，為管理各種行動通訊業務，NCC針對每種特許業務執照訂定個別
的業務管理規則，遊戲規則歧異，且彼此不得互跨經營，一來限制頻譜的流通

性，二來增加管制監理的行政成本，正暴露出我國欠缺宏觀的頻譜規畫政策，

遑論願景。為此，學者劉孔中教授曾提出警示，希望4G的發照與釋出頻譜可以
從適度反映頻譜價值及提升頻譜使用效益來規劃

11
。

首先，關於頻譜的真正價值，我國向來遵行的「執照綁頻譜」制度，使得

稀有資源的頻譜成為指配給特許執照經營者的附屬品，忽略了頻譜本身可流通

也可單獨交易的特性，也因而無法反應頻譜的真實價值。因此有學者建議可參

考英國及美國的作法，依預算法第94條，將商用頻譜以拍賣制單獨釋出，並將
頻譜與行動業務之特許執照脫勾，為將來頻譜可流通性預作準備。頻譜為稀有

資源，需求者眾但資源有限，為避免頻譜在自然技術限制及人為高度管制下更

形稀有，所以必須加強頻譜的使用效率。劉孔中指出，為避免人為因素造成的

稀有性，實有必要建立頻譜交易轉換的次級市場。美國允許頻譜出租，英國、

德國則允許進一步交易，英國甚至加碼鬆綁，不再要求頻譜交易須經主管機關

Ofcom之同意。檢視英美頻譜管理機制之改革，發現皆以市場導向及確保頻譜
的最適使用為指導原則，一來可發揮頻譜最大的經濟效益與技術效益，再則可

增加頻譜的流動性，突破人為造成的稀有性。故建議盡快通過電信法之修法，

引入頻譜交易機制，與許現有之頻譜持有人（包括行動通訊業者）可自由出

租、出界、交換、轉讓、分隔或合併其頻譜，並且不問當初是否以拍賣首次釋

出頻譜。儘速形成一定規模的頻譜次級市場，使經營不善的業者可藉此退場，

11 劉孔中(2011)，從整體頻譜管理機制的宏觀角度論4G頻譜的釋出，國政評論，
201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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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需要頻譜的業者藉此取得頻譜，因而改善強化產業的體質與競爭力。

其次，關於頻譜的使用效率，劉孔中教授指出，國家作為稀有資源的頻譜

管理者，必須定期檢視頻譜的使用效率，避免頻譜錯誤配置而難以更正，或有

口袋深的業者為阻礙競爭對手取得頻譜，而買下頻譜使用權，任其閒置。

一般而言，商用頻譜使用效率可透過開徵頻譜使用費來形成頻譜使用者有

效使用頻譜的壓力。關於頻譜使用費的計算，若是依拍賣制單獨釋出的頻譜，

則拍賣的金額正可反應其使用的價值；但若不是透過拍賣獨立釋出的頻譜，其

頻譜使用費應如何計算才能反映其市場價值，則有賴計價機制設計。以英國為

例，Ofcom自1988年起開始採用「管理誘因計價法」12
對於非以拍賣釋出的頻

譜開徵頻譜使用費，藉以反應頻譜的機會成本（而不只是主管機關管理頻譜

的成本）。此意味著“頻譜使用費至少應該反映出頻譜對於其使用者的機會成

本，也就是說相同頻譜如果供其他用途使用原本可以獲得、但因為供給系爭業

務使用而無法獲得之收入
13
。＂Ofcom將這套「管理誘因計價法」同樣適用於

公部門，藉以提昇公部門的頻譜使用效率，促使釋出閒置頻譜，結果成績斐

然，在過去10年間公部門交還給Ofcom的頻譜已產生10億英鎊的效益，並促使
蘇格蘭繳回閒置的緊急服務頻道，供固定點對點連結的4GHz頻率也被釋出作
為其他用途。

檢視我國長年以來公部門佔用相當多的頻譜，卻少有繳費或繳費甚少的情

形--公營廣播電台、教育電視台或公共電視台頻率使用費為一般商業台的五分
之一，警察、海巡、醫療、漁業電台及非營利政府機構專用無線電頻率使用費

是商用頻率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三，國防部及國安單位更是完全不繳頻率使用

費，凡此種種在欠缺定期檢討機制以監督其頻率使用效率及頻率使用情形是否

符合公益，或有無閒置頻譜或浪費稀有資源之情事下，難以期待其頻率使用效

率。故學者建議可分階段逐步要求公部門支付與商用業者相同的頻率使用費，

激發公部門的成本意識，使其檢討頻率使用之必要性，也藉此加諸壓力使能釋

出閒置不用或使用效率不佳的頻譜。總之，可透過頻譜使用費的收費機制來刺

激我國頻譜整體使用效率，對於商用或公用部門皆能奏效。

2. 4G天價競標金是否真實反應市場價值？更引來恐轉嫁消費者的隱憂
上述檢討頻譜價值的呈現，應由市場決定，而頻譜拍賣制恰能符合此目

的。然而此次4G頻譜的競標，創下總標金1,186.5億的天價，比起NCC原先所
12 根據管理誘因計價法之計算，頻譜使用費=每MHz之平均頻譜 x頻寬x使用區域x
（基於技術或商業考量）調整係數，節錄自劉孔中(2011)，前揭註。

13 劉孔中(2011)，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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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的總底標359億遠遠高出827.5億元，溢價比231%，此高額標金是否就正反
映了頻譜的真實價值？不無疑慮。

有論者指出此次拍賣的4G頻段中含有部份目前正為2G行動業務所使用的
頻段。原本在4G競標前，NCC應該進行「清頻」，將即將屆期的2G頻段清理
釋出，但礙於2G仍是目前電信業者重要獲利來源，猶有不少使用者，故NCC
權宜之計只能將2G執照延長至2017年。當著2G清頻落後，而4G發照在即，
NCC只有勉強開放2G頻段競標，並鼓勵既有2G業者標下原有頻段，提前做
4G。因而造成有的頻段過於熱門，標金突破250億元，（例如中華電信拿下
B2、C2及C5頻段，光是超熱門的C5單頻段標金就達256.85億元），而有的頻
段過冷，標金不到前者十分之一的懸殊差距。論者歸咎於NCC此次釋照作業過
於匆忙，競標案缺乏審慎規畫，從前期研究、溝通、模擬到正式競標只花約一

年時間，只為了趕上世界的4G腳步，相較於其他國家多花上2到4年的規畫作業
時間，實屬粗率

14
。想來不無道理，若NCC事先有充分的溝通宣導作業時間，

也適時完成清頻任務，讓讓欲競標者能從長規畫，那麼這些標金創新高的頻段

是否仍會以如此高價標出？業者是否會要花上40天393回合的心力及資力不斷
加碼爭取所謂的黃金頻段？則不無可疑。

使用年限為15年的4G執照競標，自2013年9月3日起每天進行10回合，歷經
40天393回合，終於於10月30日正式結束競價總標金高達1,186.5億元的4G釋照
結果出爐，比起底價總額359億，高出827.5億元，溢價比高達231%，不免引來
標金過高是否轉嫁消費者的疑義。NCC主委石世豪表示，在自由競標下，359
億這條線以上結標都是合理的，NCC已經達成內閣賦予的350億元以上的財政
目標；至於標金較其他國家高的原因在於臺灣有新進業者參與競標，所以市場

變動較大，但仍是自由競價下產生的合理價格。關於外界質疑近乎天價的得標

金未來是否會轉嫁給消費者，石世豪表示「業者不會以高資費趕走消費者」。

市場競爭機制會讓業者依消費者反應提出合理資費，NCC只管制主要資費，加
值型如吃到飽專案則不多加管制

15
。對於標金過高，行政院政務委員張善政表

示，競標結果遵照遊戲規則，業者應自我評估投標的狀況並做好規劃。若使用

費用過高，消費者不買單而導致業者無法獲利，這是業者應自力解決的問題，

14 <4G釋照競價結束 臺灣寬頻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2013/11/05 , 載於：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1963/。

15 <4G釋照1186.5億元結標 NCC：合理>，新頭殼報導，2013/10/30，載於：https://
tw.news.yahoo.com/4g%E9%87%8B%E7%85%A71186-5%E5%84%84%E5%85%83%
E7%B5%90%E6%A8%99-ncc-%E5%90%88%E7%90%86-081749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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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會以人為手段介入；同時張善政也期待業者發揮創意，讓消費者享受4G
帶來的便利。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日前有業者表示3G市場尚未獲利，而目前4G標金
又創下天價，不排除將高額標金轉嫁全民，不免引發消費者權益與業者經營狀

況在未來都將面臨挑戰的隱憂。

3. 4G資費成為競爭決勝關鍵，上網吃到飽仍為網路塞車的隱憂
4G上路，上網費率成為消費者選擇關鍵。國內3大行動通訊業者規畫4G上

網資費之初，皆表示將可能全面取消上網吃到飽資費方案，以消弭3G行動上網
吃到飽造成網路塞車、上網品質大打折的困境。4G資費方案，業者傾向分級收
費，並亦將參酌日韓經驗，採用多元方案，對於4G行動上網設有費率上限，除
非支付更高費用，否則不予盡情飆網的特權。

然而2014年5月底中華電信領先推出4G行動通訊服務，遠傳、臺灣大哥大
也相繼於6月3日、6月4日加緊跟上，其中仍見到推出上網吃到飽的優惠方案，
且與3G費率相差不大，企圖搶佔第一波4G客戶，雖然預期4G服務推出之初，
由於客戶基礎不多，尚不會造成立即明顯的網路塞車，但仍不免令人疑慮未來

4G的資費與滿足消費者享受優惠飆網心裡的交相作用下，有可能再度陷入頻寬
不足的窘境。業者推出3G吃到飽方案，卻讓消費者身陷吃不飽，甚至吃得很哽
喉的困擾，不但重挫業者與品質形象，更不免令人有被欺騙、名實不符的違逆

感，違反契約內容。

本文認為業者應審慎評估頻寬建設支出及使用者需求，規劃多元的分級資

費方案，訂定合理的資費，既能兼顧建設資本之支出，又可符合消費者需求。

而主管關機關對於資費，也只要管制主要資費，並保障消費者最低下限權益。

業者根據產品差異化、品質、速率、頻寬等提出不同的費率方案、加值型的專

案，甚至吃到飽或一價到底的資費方案，NCC並不需加以介入，但必須留意
4G上網通訊品質是否符合消費契約，以保障基本消費權益。
4. 推動4G建設 有賴官民協力

4G業者既以付出高額的標金搶進市場，接下來最大的任務在於佈建基地
台，強化行動通訊覆蓋率。然而，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即使提供4G服務，頻
寬仍會受到使用人數的影響，而拖累上網速度。故4G無線基地台的佈建，以及
後端傳送訊號的固網骨幹皆須同步增強建置。然而，各家4G得標業者聲明表示
會提供優質服務，NCC也表示會扮演品質稽核的角色，真正優質服務的來源仍
不外優質的網路建設。確定得標之初，除了中華電信明確表示將投資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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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在五年內建造超過7,000個基地台，積極提出4G建設計畫外，其他業者
未見明確回應。今年(2014)，中華電信更設下目標，預計在年底前達成搶佔全
臺40%，即60萬戶的市場佔有率。為此啟動網路建設大躍進計畫，加速鋪建全
臺的4G網路。原本規劃在3年內完成全臺4G網路覆蓋的計畫，也在新任董座蔡
力行的督導下，將提前於2年內完成，預計在2015年年底中華電信的4G網路將
覆蓋全臺灣。報載指出，今年中華電資本支出約403億元，其中固網占215億
元，3G／4G行動網路資本支出約93億元。據了解，中華電今年以精準建設為
目標，通盤檢討資本支出，4G建設不會少，其他資本支出將更嚴格審核16

。

然而，學者指出，根據經驗，我國的行動通訊建設不只須符合中央核發特

許執照的建設門檻，其中攸關基礎建設成功與否至為關鍵的要素在於地方政府

對於路權、管溝、基地台架設許可，及是否開放公共機構、公共建築或公有地

等作為建置。沒有地方政府的協助，難以奏效，所以建議4G特許執照發放應該
結合地方政府，並設置誘因機制，讓地方政府根據自己的規劃特色評估是否主

動協助網路建設，並可獲得分配執照標金與使用金
17
。本文認為，4G競爭與建

設的關鍵，當然不外乎成本與獲利間的正向循環。4G業者已支出高額頻譜標
金，之後還要投入基地台建設，且若採行3G與4G基地台共構，則3G基地台建
設遭遇的住戶抗爭（住抗）問題將同樣延伸至4G。一方面為提供更好的通訊品
質，基地台的增設在所難免，然而為了躲避住抗問題，且又得不到地方政府的

支援，非法架設的基地台—俗稱「黑台」應然而生。估計3G通訊的黑台數目已
達 隱身住宅、建築，四處密佈。不但增加業者建設成本，也形成主管機管監理
管制的額外成本。4G時代，若期待各家業者各自建置，以達到基本建設門檻要
求，則不免重複建設，並使得基地台黑台問題更加嚴重。

關於此問題，中國大陸已於2013年12月直接頒發4G執照給3大電信商，預
計2014年將成為佈建4G網路的衝刺年。中國大陸為佈建4G而規劃成立單一的
鐵塔公司，初期由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三大電信業者合資成立「中

國通信設施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鐵塔公司），主要經營鐵塔的建設、維護和

營運，兼營基地台機房、電源、空調等配套設施，並代為維護基地台設備，可

望進一步減少電信業內鐵塔及其他基礎設施重複建設，提高投資效率。鐵塔公

司甫於2014年7月18日掛牌成立，預計1年半內完成國有資本注入後，將積極邀
16 黃晶琳，<中華電信4G建設邀提前達陣>，經濟日報，2014/07/08，載於：http://

udn.com/NEWS/FINANCE/FIN3/8789714.shtml（最後瀏覽日 2014/07/10）
17 劉孔中，<4G特許執照發放應該結合地方政府>，<<國政評論>>，2013/01/02, 

http://www.npf.org.tw/post/1/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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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民間資金進入。根據初步估計，鐵塔公司在未來5年內將達到20萬座鐵塔和
基地台的建置規模，由於鐵塔公司剔除掉重複投資，將少建8萬機房和相關設
施，可為3大營運商節省300億元人民幣的直接投資，節約土地5,000畝左右，還
將減少後期相應的維護費

18
。根據臺灣的工業局表示，大陸將分階段設立4G基

地台，第一階段預計建置50萬座，將帶動大陸的4G商機約7,500億元新臺幣，
而臺灣部份，NCC統計臺灣的3G基地台約有2.5萬座，興建在1.6萬個站址。由
於3G、4G電磁波功率相差不多，業界估計未來4G基地台數也大約如此19

。4G
時代，推動基地台共構，或以成立單一鐵塔公司的模式，避免各業者重複投

資，衝擊環境又增加成本，中國大陸的單一鐵塔模式頗令人稱羨，值得我國主

管機關及業者共商研議。

(三)最小釋照單位與市場進入家數管制 – Is there a Magic Number? 3
另一個引發4G釋照規劃的爭議焦點落在「最低釋照單位」。頻譜釋出拍

賣，應考量「最低釋照單位」以及得標者後續使用及發展的合理性。然而究竟

應以多少為4G最小拍賣釋照單位則見解歧異。我國在第一階段4G釋照，規劃以
5MHz為最小釋照單位，曾招來外界質疑是否有將頻譜切分過細，造成頻寬需求
不足，無法有效發揮4G特性的疑義。NCC虞孝成副主委在一場4G前瞻論壇中表
示，NCC初步規劃是在第一階段釋照盡量採取積極開放的理念，故以5MHz為最
小釋照單位拍賣頻譜，隨後將於第二階段使所標得的頻譜加以整合並以確保業

者所標得的總頻段數可達10MHz。黃光渠教授指出以5MHz作為最小釋照單位，
不但符合國際潮流，也有助新進業者加入競標、促進競爭。另外，考量業者分

別爭取700MHz、900MHz、1800MHz不同頻段，可能會出現頻段不連續或有頻
譜釘子戶產生，故未來主觀機關也應考量推出組合式拍賣方案。

然而，林一平教授認為5MHz作為最小釋照單位，實有違寬頻政策，無法
成寬頻服務，且未來勢必還需擴張拍賣單位之頻寬，故持反對見解。以寬頻

技術特性而言，5MHz實不足以讓消費者體驗到新穎的應用服務與飆網快感，
若真要以5MHz作為最小釋照頻寬，則鍾嘉德建議主管機關務必連帶考量下列
幾點：第一，確保獲得5MHz以上頻段的業者能夠有連續頻段，落實「譜譜相
連」原則。第二，針對不同頻段規劃足夠的相連頻寬。針對我國目前釋出的三

個頻段(700MHz, 900MHz, 1800MHz)，國際經驗建議在700MHz及900MHz頻段
18 葉文義，<鐵塔公司成立 1年半後引民資>，<<中時電子報>>，2014/07/19，http://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19001102-260303。
19 <兩岸4G基地台興建預估量>，DIGITIMES中文網，2014/04/14，http://www.

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0&Cat=25&id=37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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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10MHz為單位使其頻段相連，而1800MHz則建議盡量以15MHz~20MHz為
單位進行頻段相連。特別應考量實際作業上，高頻段需要較寬的頻譜。李大嵩

教授亦指出，要使消費者產生有感的4G經驗，在三個頻段中至少要訂定頻譜獲
取的下限。例如在700MHz頻段至少要有10MHz，而1800MHz頻段因穿透力較
差，故需要較大頻寬來支援，故至少要有20MHz。另外，每張執照在同頻段之
總頻寬應該至少有20MHz，才能使4G真正成為有感的服務。劉孔中教授直陳
臺灣目前最主要的問題不在於市場中的業者不夠，而在於既有業者頻寬使用不

足，故真正的癥結點應在於頻段釋出使用，而非執照的發放
20
。若為發照而發

照，沿用以往N+1的舊思維，不斷增加新的業者進入，只會使行動通訊市場被
過度割據，難以引導達到永續經營及面對網路效益所需之必要規模

21
。

然而本次釋照最後拍版仍以5MHz作為最小釋照單位，主要考量原因之一
在於小單位的拍賣可使頻譜拍賣的營收因參加者家數擴大而最大化。然而本文

質疑，政府固然有增加國庫收入及需求的考量，但是市場開放家數將影響市場

的結構與競爭生態，拍賣金的營收是一時，過多的競爭者進入卻可能影響4G業
者長其所需建立的經濟規模，頻頻消耗精力於對抗零星業者之競爭。臺灣行動

通訊目前已有11家業者激烈競爭，若繼續開放更多新業者進入，除非可預期新
業者對既有3大業者能產生衝擊，否則實在難以期待競爭的刺激。然而究竟市
場開放的最適規模為幾家？主管機關如何拿捏執照張數？或是廣開市場進入大

門，而任其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此有待主管機關徹底了解市場進入需求，並

仔細考量產業生態發展之健全性，再做衡量。

(四)對於2.6GMHz頻段的處理與管制
針對目前國際4G使用主流之一的2.6GMHz頻段，在我國日前係由無線寬

頻接取業者（WiMAX業者）使用中，且無線寬頻接取即將到期，僅剩的一家
WiMAX業者--全球一動更是極力爭取延照，並希望藉此透過技術升級接軌步入
4G行動通訊服務。然而甫取得4G執照的業者們則口徑一致，齊聲反對，主張
WiMAX與4G執照條件與取得頻譜資源的成本不同，不應歸入相同服務市場，
否則有違公平。4G業者並主張NCC應儘早規劃釋出該頻段的時程與作業，以
補充現階段4G佈建頻寬不足的問題，故不應再容許WiMAX業者繼續佔用該頻
20 此部分專家意見參考<<行動寬頻世代前瞻論壇>>（2012年10月）。財團法人二十
一世紀基金會（主辦），台北。2012/10/29。會議紀錄2012.11.20載於：http://www.
docin.com/p-705949444.html。

21 劉孔中(2011)，<從整體頻譜管理機制的宏觀角度論4G頻譜的釋出>，國政評論，
201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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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導致頻譜使用效率不足。此問題爭執已久，WiMAX業者大聲疾呼當初
配合政府政策投入市場，今天卻因主流技術轉向而幾乎無以立足，若政府不許

延照，則有違誠信原則，揚言要提告求償國賠200億元！WiMAX的故事尚未落
幕，卻嚴重突顯了我國頻譜政策長年以來欠缺永續規劃與宏觀經營的致命傷，

因而造成政府、產業、消費者三輸的遺憾，有此教訓應當銘記，避免重蹈覆

轍。

至於為了順利接軌國際LTE使用2.6GHz作為4G服務頻段，本文認為主管機
關應及早提出2.6GHz頻段之釋照方案，先行確認釋照目標、以符合科技中立
原則修訂相關法規，避免造成「行動寬頻業務」(4G)與「無線寬頻接取業務」
（WBA，特別指WiMAX業務）兩者間的差別管理，一舉改善我國行動通訊市
場分割碎裂，管制不一的弊病。另外，也有研究建議因應新一代行動寬頻數據

流量需求爆量增加，政府應與行動信業者密切溝通合作，以健全完善行動通訊

市場環境，並定期檢視我國行動通訊頻譜使用需求，做出合理永續的頻譜資源

規畫，才能創造行動通訊業者與消費者雙贏環境
22
，本文甚為贊同。

綜上可知，4G時代的服務創新與競爭，實緊繫於頻譜資源的取得與使用效
率的提升，本文以臺灣4G發照為例，針對4G發照政策與主要考量因素加以檢
視，認為4G服務的競爭管制關鍵落於市場進入規則（執照與頻譜的取得）、市
場整併管制，例如亞太與國碁整併成立「新亞太」，又與臺灣大哥大共用基地

台及共享頻譜資源（漫遊）。另外，還取決於行動通訊基礎設施佈建之共享措

施與管制，例如基地台共站共構(co-location)、核心網路共用(co-RAN)等設施共
享的管制或開放，都將會影響4G業者彼此之間的合作與競爭模式，也進而影響
4G市場的競爭程度。

四、結論與建議

1. 數位匯流下競爭法的角色與任務
通訊傳播產業進入數位匯流時代，管制的挑戰由傳統的分業管制轉向匯流

平台的管制。藉由媒體匯流、數位匯流及科技創新所發展出的水平、垂直、多

角結合之平台經營模式，已非傳統分業法規管制及傳統市場界定可以因應。本

文認為面對下世代網路走向平台經營、競爭與整合的複雜商業模式，公平法與

產業法（數位匯流法）的交錯在於對市場競爭的規範與解讀，重點在於兩部法

22 陳人傑（2014年3月）。<2.6GHz頻譜規劃與頻率使用費調整>，發表於<<前瞻4G
元年行動寬頻法制環境研討會>>。元智大學主辦，台北。201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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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如何分權與分工，並加強競爭議題的共同管轄機制。然而，由本文所彙集的

諸多通傳市場之發展特點，包括資源共享、設施共享等共享經濟的管制思維，

形成當代管制的挑戰，不論公平會或通傳會皆須正面迎戰，並積極面對處理。

本文初淺提出公平會應加強努力的重點與方向如下：

• 加強研究平台競爭的因素與元素
• 奠定平台競爭的管制及核心處理議題
• 尊重市場機制，尤其對於通訊傳播市場更需強調「創新」及「永續經
營」的兩大元素，兼顧「靜態效率」與「動態效率」的評估，保留投

資誘因與合理獲利空間。

• 適度平衡產業主管機關的市場進入管制，避免過度干預市場機制。尤
其對事業結合或聯盟、新創產業的創新商業模式等，皆應預留充分的

產業自主空間，不宜斷然禁止或干涉。

綜合言之，競爭主管機關並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非產業政策的主管機

關，但是競爭管制與監督用於快速膨脹且迅速發展的匯流產業有非凡的意義。

對於整合科技、管理及創新服務的通訊傳播產業而言，不論是相關市場範圍界

定、優勢市場力的認定、事業的行為是否有涉及市場力濫用之判定…等皆會影

響產業發展與永續經營，也會與動態效率的評估息息相關，公平會身為競爭主

管機關不可不先預作準備，嚴陣以待。

2.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通訊傳播法管制
至於對於通傳會的管制建議，由於通傳產業產值極大，服務對象相當廣

泛，且又涉及科技研發應用、基礎設施佈建、未來投資報酬與永續經營的意

願，並且攸關產業競爭力及國家競爭力，面對高度技術性、專業性及潛在擴展

性極高的通傳產業，政府利用法規架構監督管制之尺度拿捏必須更為謹慎（包

括科技政策、產業政策、通傳管制法規、競爭法規）。201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提羅勒(Jean Tirole)教授長年研究產業競爭，並在其「電信競爭」的研究中特
別強調電信產業的獨占與壟斷特性必須審慎看待，其正面與反面因素皆必須詳

加評估。

關於管制經濟學如何拿捏，長年來爭執不休—不論是倍受討論的哈佛學

派結構管制主義(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S-C-P)；或是強調市場機制優
先，最小政府干預的芝加哥經濟學派，再演變至熊彼得(J. Schumpter)加入破壞
式創新理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對於網路經濟學的適用見解，各有千秋，耐

人尋味。然而面對即將全面啟動的下世代網路(NGN)--全數位化的網路架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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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亦即透過NGN全數位化平台整合既有電信、媒體、網路及行動等四網
合一的經營大勢已然成形，管制者（包括NCC、公平會及其他相關管制單位）
必須全面備戰，尤其在平台化的管制思維與可運用的管制工具上，實應有相應

的調整，與時俱進。畢竟那隻「看不見的手」仍是主導市場經濟的主要推手。

價格機制、消費者選擇以及產業本於自身資源及能力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選擇

與布局，不問是壯大自我（壟斷）、合縱連橫（聯合）、結盟或收購擴編（結

合），無非都在向那隻「看不見的手」致敬。

政府以管制與監理的角色，要維護最基本的市場機制與競爭秩序，或許有其

正當性及合理性，但面對通傳市場快速變遷與高度專業化，產業隨科技進步一日

千里，加上網路連結產生驚人的網路外部性效益（物聯網、車聯網、智慧城市、

雲端與大數據的應用…等，多管齊下挹注當代資通訊產業及通傳產業之發展），

管制者的因應腳步或許略嫌稍慢，但是挹注新管制思維的腳步及調整卻不可不迎

頭趕上。此正是通訊傳播市場管制與競爭管制的交錯，也是本文歸納強調的管制

關鍵要素。期待公平會、通傳會，或是超越部會層級的統合性組織部門立刻整裝

待發，迎戰下世代通訊網路新紀元的管制挑戰，積極整備相應。

以上，本文針對通訊傳播管制與競爭法的交錯領域及建議提出初淺的歸納

分析，後續希望深入研究平台經營的商業模式，與其相應的競爭管制政策。也

希望進一步分析公平法相關的研究課題：包括平台經營的市場界定、市場力延

伸至其他領域的評價（槓桿作用）、市場力合理使用與濫用的界定標準…，皆

是未來的研究議題。

3. 因應數位匯流所需的管制思維再進化--用4.0版的管制思維迎接新經濟時代
本文最後以用4.0版的管制思維迎接新經濟時代作為對政府管制的期許與

建議。根據最新的研究調查，新經濟所到之處，已在在顛覆與翻轉傳統商業模

式及市場經營結構。百年大業的旅館集團瞬間遭受Airbnb住宿分租平台業者的
危脅；偌大的計程車隊也遭到App叫車平台UBER及共乘平台ZipCar的嚴重競爭
挑戰。美國華頓商學院教授 Jeremy Rifkin的暢銷書《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與
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The Zero Marginal Society)將類似Airbnb，以共享平
台為核心的經濟活動稱作「協力共享社群」（Collaborative Commons，或稱作
「協力共享聯盟」）。這股共享經濟的思潮，正鋪天蓋地的席捲全球產業，挑

戰既有利益者與業者的生財之道。估計通訊傳播產業的經營與建置，也將難逃

共享經濟的洗禮與考驗，進而「設施共享」，或甚至「頻譜資源共享」的觀念

再不久都將應運而生，再次考驗當今管制框架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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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產業政策與管制長期以來「重硬輕軟」（重硬體而輕軟體），且管制

的思維傾向「防弊大於興利」，不利於創新服務或創新競爭模式之開發。身處

數位匯流的新經濟時代，面對蓄勢待發的共享經濟運動，加上一日千里的科

技創新與新興服務，本文強烈建議政府的政策制訂與管制必須突破傳統陳窠，

積極擁抱匯流、創新服務與資源共享的時代。摒除「防弊重於興利」的消極管

制思維，去除不必要的管制障礙與限制，破除既有傾向防弊、抗拒創新、流於

防堵的管制框架。與產業一同面對衝擊傳統運作模式與既得利益者的新觀念、

新思潮，正視破壞式創新及市場匯流的動態效率，以開放、正面的態度樂觀其

成，加速調整管制的腳步，回歸讓市場機制及消費者選擇來主導市場進入與淘

汰；打開管制的瓶頸，讓站在十字路口上的通傳產業大步邁進，勇於開創。

事實證明以「守成重於開創」的1.0版管制思維，與創新機制、數位匯流及
工業4.0所引領的新經濟背道而馳。面對新經濟展挑戰既有的法規架構與管制效
力，管制者的想像力及領導力更顯重要。筆者期許我國政府與管制機關應積極

面對數位匯流時代的市場環境，因應數位匯流所需的管制課題，換上一套管制

4.0版的思維，迎接網路與新經濟世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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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翁曉玲(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隨著數位科技快速發展與網際網路普遍應用，通訊傳播產業與服務跨越了

原有技術上的限制，不僅展開多角化的經營，同時亦不斷推陳出新發展新的應

用與服務。此等從傳輸技術、載具、內容服務到平台與營運模式的種種變化，

除了影響市場競爭與資源分配外，亦衝擊市場既有秩序。而規範通訊傳播相關

產業的兩大主要法律領域—公平交易法與通訊傳播法律，也面臨到前所未有的

挑戰。對於管制機關—公平會與通傳會而言，該如何克服現行法令不備或管制

措施的侷限之障礙，避免陷入無效管制或管制失靈的困境，誠屬不易。黃郁雯

教授於「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之交錯」一文中，觀察近年來全球通訊傳播

市場的新發展趨勢與各國政府共同關注的管制重點，提出我國產業主管機關

（通傳會）和競爭主管機關（公平會）應有嶄新的管制思維，透過兩部法律的

分權分工、強化兩機關在競爭議題的共同管轄機制等，以回應迅速變遷中的

通訊傳播產業市場，進行有效的監理管制。本人僅就該文內容補充提供幾點意

見，提供黃教授參考並可作後續研究討論。

「公平交易法」作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基本法，與通訊傳播法律（意即

電信法和廣電三法）作為電信與廣電媒體等特定產業的管制法律，兩者無論就

管制目的、管制對象、管制重點與管制手段，都有顯著的差異，黃教授在本

文中就兩部法律的管制異同作了比較歸納分析，本人敬表贊同，惟就通訊傳播

管制法令觀察的部分，該文似較偏向於電信法的觀察，因此就廣電三法管制重

點與手段的特色，相關論述略有不足，例如廣電三法的規範重點，除涉及廣電

媒體業者之申設、營運，和小部分與市場結構有關（垂直結合或水平結合的限

制）外，主要在於節目與廣告內容的規管和閱聽眾權益保護；特別是針對內容

管制部分，基於新聞與言論自由保障，我國向採事後管制，雖然近年來隨著網

路媒體的興起，廣播電視的影響力逐漸滑落，不過廣電內容之監理仍是通傳會

主要管制重點之一，至於未來是否會將管制範圍擴大到網路媒體內容和平台，

拉齊所有媒體類型內容的管制標準，至今仍爭議不斷，未有定論。

其次，就管制對象和管制行為之比較，目前通訊傳播法律與公平交易法管

制交錯之處，主要在於電信法和廣電三法所所規範的事業，包括第一類和第二

類電信事業、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和有線廣播電視事業；而



競爭法與通訊傳播法管制之交錯 233

所涉及的管制事項，包括事業獨占、聯合行為、事業結合、不實廣告等類型。

檢視公平會過去曾經處理過與電信、廣電媒體事業有關的案件類型，主要有關

於電信事業或是有線電視事業的結合案、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共同拒絕裝設有線

電視之聯合行為案、或是廣告不實案等。這些案件中若涉及事業結合者，乃由

公平會和通傳會分別審理並各自作成准否許可處分；若涉及聯合行為案件或廣

告不實案件者，目前則有公平會介入審理和處罰，通傳會並未處理。此等情

形，一方面與兩機關對各自權責界定、劃分和相互協議的結果有關；另一方面

則突顯出兩機關認事用法上管制標準之差異。黃教授若能進一步觀察分析這些

案例，或許更容易找出兩機關管制思維與重點的差異。

公平會是規範事業競爭行為的主管機關，公平法第46條明訂公平法是事業
競爭行為的特別法，但例外時又為普通法，因此在執法上常會出現與產業管制

法律競合的問題。為使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夠步調一致的執

行事業競爭規範，公平會常會頒佈針對特定事業的規範處理原則（或稱規範說

明），從公平交易法角度去解釋說明其對個別市場競爭行為的觀點或評價；又

或是與其他產業主管機關進行行政協調，釐清各自的權責範圍、在行政程序上

的分工與互助事宜。放眼當前中央行政機關，公平會是少數能做到「法制走在

實務之前」的機關之一，對於健全公平交易法制，有很大的助益。

公平會迄今對電信事業、有線電視事業、廣播電視事業已發布過數項處理

原則，包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

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另為解決與通傳會在廣電媒體事業管轄競合

上的問題，公平會亦曾於99年10月與通傳會開會協調（該項結論後經公平會
99.11.10第991次委員會議通過），兩會就廣電相關事業之結合申報案件、衛星
廣播電視節目上下架爭議案件，以及廣播電視節目不實廣告案件等三大類型案

件之權責歸屬、辦理方式與意見徵詢流程等事項進行協商。雖然公平會對於通

訊傳播市場以及跨業經營行為中可能發生的種種競爭行為進行態樣分析並提出

嚴謹的法律評價指標，而且這些審酌標準與說明看來頗具學理基礎，然而令人

遺憾的是，幾項在通傳領域中頗為棘手的爭議問題，像是有線電視頻道有無壟

斷問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有無杯葛其他媒體內容傳輸平台問題或是電信固網

市場有無價格擠壓問題…等至今懸而未決。

相較於電信法與廣電三法修法牛步，公平交易法近年來修法成效卓著。

104年1月22日立法院通過的第6次修法，不僅修訂各競爭行為類型之內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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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強化了主管機關執法權限和提升行政裁處效能―裁處權時效延長至5年。此
外，新法亦增訂「不服公平會處分，直接提請行政訴訟」之規定，更加確立了

公平會作為具專業化和去政治化的真正獨立機關地位。如今公平會擁有比通傳

會更強而有力的管制依據與工具，加上公平法定位為事業競爭行為之特別法

（見公平法第46條），其管制對象不僅普遍適用於各個產業經營者，並擴及至
同業公會及依法設立之共同利益團體（公平法第2條第2項），其實更能迅速回
應和解決數位匯流通訊傳播市場種種複雜棘手的競爭問題。

通傳會自2006年成立以來，雖持續推動廣電三法和電信法的修法工作，但
始終無明顯進展，至今僅修正了零星條文。通傳會礙於法制不備和管制工具不

足等因素，即使看到了通傳產業市場結構的問題，卻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難以

施展開來，只能在落伍的法條解釋上打轉。因此從行政一體和有效監理的角度

來看，個人淺見以為，公平會未來在監理通訊傳播市場競爭的議題上，應當肩

負起更多的責任。

首先，公平會要深入了解通訊傳播產業的雙元特性（即文化與經濟之特

性），尤其是關注數位匯流時代中迅速發展的新興服務模式和其對社會的影

響，故無論是對市場範圍的界定、優勢市場力的認定、濫用市場力的判定或是

事業結合等議題，公平會應以更宏觀的視野去詮釋經濟秩序與利益的概念，融

入較多的社會與文化觀點，讓經濟管制更加貼切社會文化脈動。

其次，誠如黃教授於文章中之建言，公平會應與時俱進，建立符合數位時

代市場環境的新管制思維，以尊重市場機制、重視「創新」及「永續經營」、

預留產業創新商業模式充分發展的空間等，作為重要審酌標因素，如此方能防

弊與興利兼顧。

最後，基於行政一體、職務協助的精神，公平會與通傳會的權限分工與互

助事宜，應朝向更為務實的角度思考。考慮到新公平法修正後兩會管制權力顯

著差異的現實情況下，前揭幾項規範說明和協調結論，似可重新檢視並作進一

步修正調整。

「在面對新經濟發展挑戰既有的法規架構與管制效力，管制者的想像力及

領導力更顯重要。」黃教授在文末的結語，提醒兩會應換上一套管制新思維，

本人深表贊同。期待公平會與通傳會一起並肩作戰、相互扶持，共同為導正通

傳市場秩序、促進產業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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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論加盟契約

劉姿汝

摘要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進入加盟體系，是年輕人脫離低薪自行創業，以及

中高年尋求事業第二春的常見選擇。從北中南各地經常舉辦的加盟展總是人潮

不斷，可窺知一二。但各行各業的加盟經營方式日益蓬勃的同時，爭議也屢見

不鮮。乍見加盟契約爭議似屬私法問題，何以能由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

平法」）的角度討論之?乃因加盟業主為構築加盟體系與多數加盟店間所締結
之加盟契約，時而有非止於契約當事人間，進而有影響加盟業主與加盟店在各

自相關市場之競爭議題時，則有公平法介入的空間。由於，加盟業主對於有意

加盟者或加盟店在資訊力與經濟力上有相當之落差，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因為

目　次
一、前言

二、加盟契約之特性與公平交易法

　　(一)加盟契約之性質
　　(二)公平交易法介入之正當性
 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加盟契約
　　(一)公平交易法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二)日本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
四、「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與加盟契約

　　(一)消費者保護法對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二)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對加盟契

約之影響

 五、結論

*   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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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契約多採用定型化契約，若加盟業主濫用此一相對優勢地位，可能讓加盟

店締結了對自己不利益之契約條款；又因為屬繼續性契約，在締約之後發現契

約內容顯失公平，或者被加盟業主另外加諸不合理的負擔，卻因為已支付高額

的加盟金、權利金，加盟店難以選擇脫離加盟體系，否則投下的成本將難以回

收。本文從公平法第25條論濫用相對優勢之規範，並討論公平會制定之「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其內容包括締約前重要交易

資訊的揭露、契約審閱期，到透過契約條款對加盟店的限制可能違反公平法的

類型等。如何從公平法的角度評價加盟契約之爭議，並與私法契約之規範，在

各司其職之外，能相互作用達到解決問題之效果，非常重要。

關鍵詞： 加盟契約、加盟業主、加盟店、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定型化契約、繼
續性契約、顯失公平

一、前言

想要覓得事業第二春，或者想自己當老闆的創業者，透過加盟的方式是可

以快速對於自己不甚熟悉的領域，藉由加盟業主軟硬體上的支援協助，可以很

快進入該行業讓經營上軌道，在不景氣的時代裡，加盟方式讓許多想創業者躍

躍欲試，此從一年當中北中南經常舉辦的加盟展可見一斑。但伴隨著的加盟契

約糾紛也屢見不鮮。

由於加盟業主相較有意加盟者或加盟店，不僅經濟力較佳，尤其對加盟事

業相關資訊更是具有落差而不對稱。因此，以定型化契約的方式所締結之加盟

契約，由加盟業主預先擬定契約條款，若加盟業主以資訊優勢為恃，契約條款

恐發生有利自己卻對加盟店不利益之內容，有意加盟者可能在不自覺或被矇蔽

的情況下而締約。要如何面對定型化契約之契約地位不平等，首先，是加盟締

結契約之前，有意加盟者是否有機會取得有關該加盟制度營運方式與現狀之充

分且正確的資訊；若決定締約時，是否有相當期間可以審閱定型化契約內容。

而加盟店在締約後被加盟業主加諸額外負擔，或者發現所締結之契約條款內容

本身即恐有不當交易限制時，是否有難以改變或脫離加盟體系困境。最後，若

加盟契約期間並不長，但本身經營狀況不錯，卻被加盟業主拒絕續約，再加上

若簽有競業禁止條款，投下的成本恐難以回收亦是嚴重的問題。可以見得從加

盟契約締結之前，到加盟關係之中，或甚至契約關係終止、消滅之後，每個階

段可能發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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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盟契約之爭議並非僅能從民事法解決，或是從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

勢地位或者其他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
法」)的角度也有充分可以介入的正當性，因為加盟契約還不止於加盟業主與
加盟店之相對關係，還會影響到加盟業主與加盟店各自所在相關市場之競爭。

由於加盟契約非典型契約亦無專法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

會」）所制訂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以下簡稱「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成為許多加盟關係發生爭議時非

常重要的依循與參考
1
，即使在加盟契約的民事訴訟案中，亦常見本處理原則

之討論。本文將從加盟契約之特質出發，討論公平法可以介入之正當性為何；

再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概念討論加盟契約；及在公平會所制定之「加盟業主

經營行為處理原則」下，可以對於加盟契約提供何種具體助益。由於「濫用相

對優勢地位」之概念可謂濫觴於日本，加盟的體系與經營環境亦與我國相似，

本文將以比較法之角度進行比較與討論。

因為目前國內加盟事業相當多元，為統一用語，本文原則上採用公平會所

制定之「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之基本定義。包括：

加盟業主、加盟店、加盟經營關係與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2
，尚未締約但有意思

加入加盟體系者本文則稱之為「有意加盟者」（包含已進入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的交易相對人）。

二、加盟契約之特性與公平交易法

 要了解公平法介入加盟契約之正當性，首先從了解加盟契約特性開始。
1 我國加盟相關之民間團體，如台灣加盟促進協會或台灣連鎖促加盟促進協會等，
在加盟定義等方面對於公平會的「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有相當之參考。
向明恩，「加盟契約在台灣司法判決帶來之民事爭議—從加盟契約之目的出
發」，月旦法學雜誌，第238期，(2015)。

2 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點的定義中，
「加盟業主」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提供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協助或指導加盟店
經營，並收取加盟店支付對價之事業。「加盟店」只在加盟經營關係中，使用加盟
業主提供之商標或經營技術等，並接受加盟業主協助或指導，對加盟業主支付一定
對價之他事業。「加盟經營關係」是指加盟業主透過契約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
等授權加盟店使用，並協助或指導加盟店之經營，而加盟店對此支付一定對價之
繼續性關係。但不包括單純以相當或低於批發價購買商品或服務（以下簡稱「商
品」）再為轉售或出租的情形。「預備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於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由交易相對人支付一定費用，並簽訂草約、預定單、意向書
等加盟相關文件，且約定如退出將沒收已繳費用或負賠償責任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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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盟契約之性質
所謂的加盟制度，不同行業的經營方式各異，也未見有統一之定義

3
。若

以一般所接受之定義，是加盟業主以商標的使用、店鋪的經營方式、know-how
等，以包裹的方式授權給加盟店，加盟店則是對此付出加盟金或權利金等作為

對價，雙方共同以統一的經營方式與形象，經營各加盟店的營運方式
4
，一般常

見的有委託加盟、特許加盟、自願加盟、合作加盟等
5
。若加盟業主直營或者完

全獨力投資設置店鋪的委託加盟方式，乃屬加盟業主自家事業體制內的經營，

加盟業主可以自主加盟店的經營方式；除此之外，基本上加盟業主與加盟店是

屬於各自獨立的事業
6
。

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之間的加盟關係乃建立於彼此間締結之加盟契約之上，

不同的加盟體系加盟契約內容各不相同，複雜程度也各異。加盟契約的性質，

基本上是屬於雙務契約、有償契約、無名契約（非典型契約）、繼續性契約、

定型化契約。為達成加盟事業的開展，通常契約內容中不乏同時涵蓋委任、買

賣、租賃、授權等內容之混合契約
7
。因為加盟契約既非民法債編中有名契約

的類型之一，又不似多層次傳銷的經營模式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專法與

主管機關公平會，加盟體系的管理與規範顯得較無明確而直接的法規可以遵

循。即使如一般其他混合契約，可參考其中各有名契約之相關規定，但畢竟

難以直接切入加盟契約的特質，在加盟契約的本旨與目的下找到解決爭議的依

據。那麼，公平法之規範又可以從何種角度以甚麼方式對加盟契約爭議有所助

3 加盟的各種不同定義，請參考向明恩，「加盟契約在台灣司法判決帶來之民事爭
議—從加盟契約之目的出發」，月旦法學雜誌，第238期，134-138(2015)。

4 西口元、奈良輝久、若松亮，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判例ハンドブック，青林書院，
3(2012)。

5 楊宏暉，「從加盟契約初探當事人的基本義務」，中正財經法學，第5期，56-
57(2012)。本篇論文提到：加盟的分類除了這裡所提起的委託加盟等之以加盟業主
對加盟店的控制關係作為區分方式外，還可依加盟之客體區分為商品加盟、服務
加盟、生產加盟與綜合類型。

 另請參考吳光明，「論加盟契約」，月旦法學雜誌，第187期，8-9(2010)。
6 日本加盟協會對於加盟定義為：事業（加盟總部）對他事業（加盟店）間締結契
約，給予可以用自己的商標、服務標章、企業名稱或其他能成為營業象徵之標
示，及使用經營之know-how在同一形象下販賣商品或進行其他事業活動的權利；
此一同時，加盟店需支付一定之對價以為反饋，對事業活動投下資金，接受加盟
業主之指導及支援下進行事業活動，兩者間如此的一個繼續性的關係。這樣的定
義更顯現出加盟業主與加盟店的獨立性。大山盛義，「フランチャイズ・コンビ

ニ加盟店主の労組法の労働性」，季刊労働法，246號，81(2014)。
7 楊宏暉，「從加盟契約初探當事人的基本義務」，中正財經法學，第5期，

4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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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首先從加盟契約的以下兩個特質談起。

1. 定型化契約
加盟業主為組成加盟體系與多數加盟店間所締結，常見選擇定型化契約的型

態以增進締約的方便性與效率性。但通常有意加盟者對於加盟事業多不熟悉
8
，

需要透過加盟業主授予經營的know-how，以及實際經營時店鋪的設計、商品原
物料的提供等全方位的支援，始能完善經營加盟事業。因此，對於有意加盟者而

言，在決定是否締結加盟契約加入該加盟體系之前，須深入了解此一加盟體系的

經營模式、加盟業主可以提供何種軟硬體的技術與設備的支援與指導、現有加盟

店的經營現狀等資訊，才可以作出準確的判斷，此皆須仰賴加盟業主的加盟資訊

的提供，而非僅看契約內容而已，因為對於非專業而資訊不對稱的有意加盟者，

需要充分理解相關資訊後才能決定是否加盟，並認知若要進入此加盟體系，加盟

契約中應該明確約定甚麼樣的條款內容以確保自己的權益。

而一旦決定加盟，因為契約內容多屬定型化契約，應讓有意加盟者能夠有

檢視契約內容的機會，此時則需要締約前的契約審閱期。

2. 繼續性契約
加盟契約並非一次性契約，加盟事業是需要靠長期間加盟業主與加盟店共

同經營才能夠讓雙方從中獲利。但契約履行期間長變數則多，且可能是締約當

下難以預見
9
。

當契約雙方的當事人在資訊力與經濟力上具有落差，繼續性的交易關係下

讓劣勢之一方在契約關係中容易讓相對優勢之一方所壓迫。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並非須以契約當事人間事業規模或交易資訊落差大等理由為必要，但不可否認

此會影響交涉力，弱勢的一方，因為投下的成本等關係非輕易可以脫離加盟體

系，能否承受此一損失的不同造成交涉力的差異，藉此可得知哪一方相對地非

常需要維持此交易關係，對相對優勢地位的判斷而言是重要的
10
。長期間的繼

續性契約，帶給加盟店的困擾有兩大部分：(1)締約後不易終止契約：加盟店若
在契約成立後，不論是初期加盟業主要求配合的店舖裝潢費用、商品進貨等，

或者開始經營後發現經營模式或利潤，與自己的預期有落差時，一是締約當下

8 當然其中不乏有「自願加盟」的型態，是本來已經在經營相關店鋪，但加入加盟體
系後，支付一定對價後就可使用加盟業主之商標，還能獲得加盟事業活動進行的相
關協助與支援。原本已經在開店的有意加盟者應該在經營知識方面較為理解。

9 加藤新太郎、金丸和弘、清水建成、奈良輝久、日下部真治，「座談会　企業間

における契約の解釈」，判例タイムズ，第1401號，89(2014)。
10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號，

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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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已經給付相當高額之加盟金、權利金等一定之對價，若不繼續契約關係而選

擇解除或終止契約，投下的成本無以回收；再者，加盟店自己中途退出可能面

臨被沒收履約保證金或者須支付高額違約金，都讓加盟店陷入兩難。(2)想繼續
契約關係卻不可得：此可分成兩種狀況，一是因為加盟店若投下的成本高，期

待能透過長時間經營收回成本，但若是中途違反了加盟契約條款之約定，而被

加盟業主行使終止權終止契約時，加盟店有機會主張該發生契約終止事由之契

約條款其實顯失公平或違反公平法而無效，再確認契約關係存在嗎？另一種是

加盟店經營狀態佳賺取不少利潤，期待契約到期後能夠續約，卻遭到加盟店拒

絕或阻擾的問題，是否有權利要求加盟業主續約。

綜合以上兩種加盟契約的特性，雙方對於加盟事業之相關資訊有落差，

若有不良加盟業者搭著現今社會加盟事業蓬勃發展的便車，一方面想收取鉅額

加盟金，又想快速壯大自己的加盟體系，就可能會提出一些並無根據之過大的

銷售額或利潤之預測，或者對於加入時及加入後必須投資的成本、加盟業主可

以提供的具體指導與協助等，並未提供充分且正確的資訊，僅是為了招徠更多

人加入，非真誠地想與加盟店一齊努力為加盟體系共創利潤。此時，極可能發

生加盟店在締約後發現加盟業主根本不具備可以妥善經營加盟事業之技術，或

者未盡技術或經營指導等義務，讓加盟店經營遇到困境。或者因為所締結之加

盟契約有顯著不公平之內容，加盟者卻受限於高額違約金而難以解除或終止契

約，被束縛於不想再繼續的加盟關係之中
11
，亦是加盟店在加盟後常見之困境。

(二)公平交易法介入之正當性
公平法乃規範競爭秩序之競爭法，對於私法爭議基本上並不介入，所以可

能存在公平法能否介入加盟業主與加盟店加盟契約爭議之質疑。然而，公平法

所規範的主客體是事業及其事業活動，所謂事業活動多為事業對他事業或者是

對消費者之交易，不免牽涉契約。因此，決不能斷言公平會與公平法無介入契

約爭議之空間與正當性。

1. 公平交易法對契約爭議的介入
契約的相對性，看似是被限縮在某個特定雙方的關係之下，若要解決個別

契約當事人之爭議只能回歸民事法之下。但如同「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

原則」（「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本文以下稱

「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
12
，在第1部分「有關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11 若林亜理砂、「コンビニ・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における情報開示と独占禁止

法」，駒沢法曹，第8號，58、59(2012)。
12 日本稱「優勢地位的濫用」，雖未指出「相對」二字，實則與我國之「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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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基本考量」中提及：「有關事業要以何種條件交易，基本上是委由交易

相對人間自主的判斷。交易相對人間自由交涉的結果，任何一方當事人之交易

條件比相對人或過去相比變得不利，是所有交易都可能發生之事。」此論述點

出了契約自由原則，以及因此契約雙方當事人自主決定的契約內容，即使相較

於相對人或過去不利益，應由自主決定的當事人自行承擔。「但是，自己的交

易地位比相對人優越之一方當事人，對交易相對人利用此一地位，依正常商業

習慣給予不當之不利益，阻礙了交易相對人基於自由且自主之判斷下進行交易

的同時，也不利於該交易相對人與競爭者間之競爭，而另一方面，行為人卻可

因此形成有利於與競爭者間競爭的可能性。這樣的行為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

所以成為不公平交易方法之一，受到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此一基本考量，則
說明競爭法介入契約當事人間交易關係的正當性為何。此已非僅單純止於契約

當事人間的交易問題，當契約當事人一方利用優勢地位使契約之相對人因而受

到不利益時，會影響到受不利益之一方的競爭力，同時也不當提升了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之事業的競爭力。所以，不論濫用的一方或被濫用的一方，都產生了

競爭的爭議問題，對各自所在的相關市場產生競爭上的影響，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理應受到競爭法之規範。

公平會所制訂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處理原則」，
亦在第2點（公平法第25條適用之基本精神）述及：「為釐清本條與民法、消
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

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法或本條之準據，即於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足生

影響時，本會始依本條規定受理該案件；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

件，則應請其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可窺知以「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做為判斷公平會有無介入餘地之基準，實符合競爭法之精神。

而如何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根據本處理原則第5點：「應考量是否
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

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秩

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

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但時而遇見某加盟體系下僅

一家加盟店對公平會提出檢舉時，是該以單一契約爭議為由而不涉入嗎？「日

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中提到即使僅是對特定的交易對象給與不利

地位」是相同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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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但若該不利益的程度甚強，放置該行為不處理將波及他者的情況，應可認

定有阻礙公平競爭的可能性
13
，此說明提供了解答。

的確，在契約自由原則之下，原則只要雙方意思表示並無瑕疵達成合意，

交易的雙方在交易地位上有落差時有所見，即使契約內容互不對等，反映在一

方因而交易條件較為不利，這本身亦不成問題
14
。第三者難以介入之空間與權

力。但契約自由原則並非毫無限度，仍有須受到限制的情況，包括強制締約、

契約修訂、方式強制等情形
15
。公平法若直接介入契約的角度，是從契約內容

若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時，可例外的認定為無效

（民法第71、72條）之一種，因為競爭秩序即是一種公共秩序。此外，對於違
反公平法之契約內容，根據公平法之規定，公平會對於違反公平法之事業得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16
。言之，違法之事業需要變更

契約內容始能達成處分之要求，所以即使公平法及競爭主管機關雖非直接介入

契約條款之效力認定，卻可以發生相同的影響效果。但無論如何，根據公平法

論及契約問題時，還是不能對私法自治過度介入，尤其是以「濫用對優勢地

位」為判斷時，一定要與競爭有關之契約爭議始有介入空間，不得不慎之處。    
2. 公平交易法與加盟契約
但加盟業主與加盟店是事業對事業的關係，即使兩者間企業規模與交易資

訊有相當落差，卻多被認為兩者是對等的，基於經濟合理性之下，應具有交涉

後締結契約之能力，與一般消費者與勞動者間之契約相比，會更被要求回歸遵

循契約自由原則
17
。但實際上，有意加盟者多無此一交涉能力，或甚與消費者

的締約能力相差無幾的情況，亦非少見。但在定型化契約的情況下，消費者保

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對於消費者的定型化契約有相當充分之保障（消

保法第11至17條），從締約前的審閱期到契約條款內容的實質檢視，以免消費
者因為資訊與經濟力之弱勢而締結了「顯失公平」的契約條款。與消費者有相

同弱勢之有意加盟者卻無法適用消保法之規定，只得回歸民法第247條之118
，

13 見「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第1「有關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基本考
量」的第1點。

14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號，
7(2014)。

15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自版，36-40(2013)。
16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自版，38(2013)。
17 清水建成、相沢麻美，「企業間における継続的契約の解消に関する裁判例と判

断枠組み」，判例タイムズ，第1406號，30(2015)。
18 民法第247條之1「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為左列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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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檢視已成立之定型化契約其條款是否有「顯失公平」，可以認定其無效之情

事，但對於有意加盟者如何保障締約前的契約審閱期，或甚對加盟體系了解相

關資訊以彌補資訊不對稱之落差方面，相關規範卻付之闕如。

再者，對於加盟契約的繼續性契約特性，民法債編各論雖對委任、僱傭等

個別的繼續性契約有規定，並不包括加盟契約，總論中亦無對繼續性契約的原

則性規範，因此從公平法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角度下，公平會所制

定之「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卻意外的補足了加盟契約適用民法時所

欠缺的部分，即使公平法不能直接處理契約條款之效力，仍具相當之意義，以

下將論述之。

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加盟契約

若要以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角度來討論加盟契約之問題，須了解公平法中

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是何種概念，又受到如何之規範。

(一)公平交易法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1. 公平交易法中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概念
公平法所規範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類型中並未明文列

出「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而是公平會針對第25條之認定與處理基準所制訂之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公平
法第25條處理原則」）第7點第3款論及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乃該當公平法第25條
之「顯失公平」行為，是「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之類型之

一。該點說明所謂以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乃指具相對市場

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

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並舉出兩個常見的行

為類型，包括1.市場機能失靈供需失衡時，事業提供替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
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2.資訊未透明化
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有意加盟者或加盟店即屬於在加盟前加盟資訊未透明

的顯失公平情況下，受害之一方。公平法第25條在性質上被認定為屬於公平法
各條規定之補漏條款，在適用範圍上須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

提，並先檢視「限制競爭」，再檢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規範是否已經窮盡

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
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
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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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始有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
19
。因此，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之行為，亦可能出現在「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例如獨占事業對

交易相對人濫用獨占力之行為（公平法第9條），實則也同時可能該當濫用相
對優勢地位之要件，但因已該當濫用獨占力之規範，所以不再另論濫用相對優

勢地位之部分。另外，如限制轉售價格（公平法第19條）、不當限制交易相對
人（公平法第20條）等亦屬同理。
(二)日本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如同前述，從競爭法的角度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可謂始於日

本。或許在其他國家（例如：美國）並無如此具體之規範，但是否就代表不適

合從競爭法的角度規範或介入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問題，恐怕過為速斷。

1. 規範之發展
日本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發展，起於日本獨占禁止法

20
第19條規定：

「事業不得為不公平之交易方法」，一開始從昭和28年（1953年），為了對應
大規模事業利用其優勢地位不當壓迫中小企業，因此於當時的第2條第9項第4
款（舊法）中，以「不當利用自己交易上地位」成為不公平交易方法的態樣之

一，本條授權日本公平會將所定義之「不公平交易方法」，以「不公平交易方

式（不公正な取引方法）」為題，公告具體的不公平交易方法類型（一般稱之

為「一般指定」），其第8項：「利用自己交易上地位比相對人優越，依照正
常商業習慣以對相對人不當之不利益條件與其交易」，舉出「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是即是一種「不當利用自己交易上地位」的不公正交易方法。其後，日本

公平會尚還陸續針對百貨業的百貨業告示（現在為大規模零售業告示）、新聞

業告示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訂出「特殊指定」，另外向來受到重視的「承攬價

金支付遲延防止法（下請代金支払遅延防止法，一般簡稱「下請法」，昭和31
年、1956年公布施行）」亦是被定位成是濫用相對優勢對地位規範之補充法。
其後也歷經了在一般指定中移至第14項，並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類型具體
定義並有過增訂，但始終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並未直接規定在獨占禁止法中。

但在2008年4月的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簡稱
「ICN」）的第七回總會以「Abuse of superior bargaining position」為題進行
特別研討並作成報告書，進而在2008年7月的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ited 

19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6版，288(2016)。
20 相當於我國之公平交易法，其全名為「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

する法律（制訂於昭和22年、1947年）」，ㄧ般簡稱「独占禁止法」、「独禁
法」，本文以下簡稱「獨占禁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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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一般簡稱「UNCTAD」）中，
OECD競爭委員會主席亦是以「The “Coming Out”of Abuse of Superior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Antitrust World」為題進行報告21

。這些動向讓日本公平會感受到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受到國際的矚目與討論，並肯定從競爭法的角度討論此

一議題。因此，平成21年（2009年）將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明文列入獨占禁
止法第2條第9項第5款成為具體的不公平交易方式之一，日本公平會另於翌年
(2010年）制定「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用相當之篇幅解釋何謂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概念，並舉出具體實務案例與假設性案例，讓外界能更具

象地認識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定義與認定基準
22
。因為在日本的經濟構造改革

的歷程中，重視自我責任與市場原理而放寬管制後，為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秩

序，讓中小企業能夠發揮所長而順利發展，以促進競爭，認為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之規範有其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23
。但我國公平法則尚未見到此積極之發展。

2.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
如前所述，我國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皆無直接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

為，而公平法第25條處理原則第7點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也僅提及「具相對市場
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亦未有具體的判斷基準。基本上，相對優勢地位不

若獨占力般對相關市場產生整體的影響，但與獨占力相同，僅具有相對優勢地

位並不違法，濫用了該相對優勢地位才可能產生非難性。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5款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定義則
是：利用自己在交易上地位比相對人優勢，依照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地實行以

下任一行為，(1)要求繼續性交易相對人（包含即將開始繼續性交易的相對人，
以下亦同），購買與該交易有關之商品或服務以外之商品服務。(2)要求繼續性

21 公正取引委員会競争政策センター，「諸外国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等の分
析」，5(2014)。

 日本公平會競爭中心的此一年度報告書中，選定八大國家或地區，對於各地方式
如何看待與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問題。總體觀之，或許歐美諸國不似日本如
此明列競爭法中，但其實在某些產業或領域之中仍可見到此一概念內化其中；亦
有如韓國有相當程度學習日本之概念與具體規範。所以可以支持競爭法的角度規
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正當性。

22 有關日本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演進，請參閱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
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107-108(2011)。

23 但此並非代表濫用對優勢地位是專為保護中小企業而來。在「日本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處理原則」第2中有提及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不是僅限於大企業對中小企業的
關係，大企業之間或中小企業之間的交易亦可能發生。

 長澤哲也，優越的地位濫用規制と下請法の解 と分析，商事法務，2-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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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對人，為自己提供金錢、服務或其他經濟上之利益。(3)拒絕受領交易相
對人給付之有關交易之商品，已經受領交易相對人給付之商品要求交易相對人

取回，遲延對交易相對人對價之支付或減少價額，或者對交易相對人設定或變

更為不利益之交易條件，或依此條件進行交易。

(1)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
根據「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第2「利用自己交易上的

地位比相對人優越之情事」之考量中提供四個判斷基準，簡單地用了甲

與乙為例：判斷甲對乙是否具相對優勢地位，須整體判斷以下事項(1)乙
對甲的交易依存度。(2)甲在其市場之地位。(3)對乙而言，變更交易對象
的可能性。(4)其他顯示與甲交易具必要性之具體事實。
在(1)的部分，若甲與乙的交易金額，占乙營業額相當大之比例，

乙與甲交易的必要性因而升高，對乙而言，若與繼續與甲交易遇到困

難，將成為乙事業經營上相當大的障礙。比例越大則顯現依存度越高，

但實務上也非僅從營業額比例作判斷，主要商品的依存度也是考量因

素
24
。。(2)的部分，雖然交易的一方當事人對他方在交易上的地位是否

較優越，並不以其在相關市場上須有絕對之市場支配力為條件，但若甲

在相關市場上之市占率高或排名居前，乙與甲交易時會期待交易數量或

交易額的增加，因為乙與甲交易的必要性提高，對乙而言與繼續交易若

發生困難，將成為事業經營上很大的障礙。在(3)的部分，乙要變更交易
對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與其他事業交易的開始或擴展，會考慮已投入與

甲交易有關的投資。若與其他事業交易的開始或擴展有困難，或者與甲

間有關交易已投下高額投資時，乙與甲交易的必要性變高，對乙而言，

若難以與甲繼續交易將是事業經營上很大的障礙。(4)其他與甲交易之
必要性，則可考量乙與甲的交易量、甲今後之成長可能性、乙取得交易

標的之商品或服務的重要性、乙與甲交易後得以確保之信用、甲乙間事

業規模之不同等。換言之，乙與甲的交易額大、甲對乙在交易中所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具有強大的品牌力、因為與甲交易使商品或服務的信用提

升，或甲的事業規模顯著比乙大很多，此時與甲交易之必要性提升，對

乙而言無法繼續與甲交易對於事業經營很容易形成很大的障礙。在以上

認定基準下，全面性客觀判斷兩事業間之關係，討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24 白石忠志、池田毅、藪内俊輔、内田清人，ビジネスを促進する独禁法の道標，

レクシスネクシス・ジャパン株式会社，27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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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否。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並非對於其所有交易相對人皆具有相

對優勢地位，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此乃「相對」優勢地位，是交易雙

方的條件來進行考量
25
，但實務上有一事業同時對於其多數交易相對人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案件，雖然交易相對人之間對該事業的依存度存在

差異（有高有低），但日本公平會對該事業是依其整體行為進行評估

後，認為成立一個（非複數）濫用優勢地位行為
26
。若被認定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的事業提出反論表示自己對於相對人的依存度也非常高，那該

如何評價？日本公平會的見解，認為即使存在「雙方優勢」，仍可以上

述基準來判斷哪一方對哪一方具有更為明顯之優勢並濫用之
27
。或許有

人質疑(1)與(3)根本是同一個議題，是否重疊或者根本謬誤，應是誤解。
在(1)的部分是所重視的是對加盟店而言所加入的加盟體系是否占其所有
經營事業之相當大比例，而(3)的部分則是重視加盟店是否容易變更交易
對象，而(1)與(3)未必相等，亦未必同時成立。實則此四個判斷加盟業主
是否具「相對優勢地位」之基準，皆在衡量加盟體系對加盟店之事業經

營的重要性，與難以脫離之程度，是屬整體性的衡量基準，而非擇一該

當即屬之。

上列之基準，加盟業主之於加盟店（包括有意加盟者）是否具有相

對優勢地位？以下試論之。(1)加盟店對加盟業主的依存度高，因為加盟
事業的進行必須仰賴加盟業主的全面性經營指導，還包括進貨或原物料

的來源也可能受限，此部分的依存度相當高。(2)加盟業主在其相關市場
之地位或許頗高，但即使不高，因為著重於相對關係，只要加盟店加入

後不易脫離，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店仍不失據有相對優勢關係。(3)加盟店
中途變更交易相對人的可能性低，因為考量從初期投入的沉沒成本額、

契約的終止權及違約金的有無等，交易關係的變動受到相當的阻礙。(4)
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事業規模也有相當差距。由此可見，大多數的加盟

業主都具有此相對優勢之特性，以隨處可見之超商加盟即是一例。因為

25 如日本的三井住友銀行案中，日本公平會即認定三井住友銀行濫用相對優勢行
為的對象限於「難以從三井住友銀行以外之金融機構融資來取得資金的融資事
業」，而非全部向三井住友銀行融資的事業或個人。平成17年(勧)20號。

26 トイザらス事件，日本公平會平成27年（2015年）6月4日審決判決。池田毅，「課

徴金導入後初の公取委審決において返品・減額による濫用行為を優越的地位の認

定に用いた事例――日本トイザらス事件」，ジュリスト，第1485號，6-7(2015)。
27 同前註。雙方互指對方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是個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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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的加盟型態，屬長期間的契約、拘束項目眾多且嚴格，對加盟業主

的依存度頗高
28
。

(2)濫用之認定
僅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就如同具獨占地位之事業，若不濫用該地位

並無違法之問題。但不若獨占事業之濫用獨占力，於公平法第9條中明
文例示3種行為態樣以及一概括條款可供為判斷基準，「公平法第25條
處理原則」中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之「濫用」認定，並未提出具體判斷基

準。而「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則是提及應取決於優勢之一

方是否對相對人給予「依照正常商業習慣屬不當的不利益」，這樣的基

準似並不明確，因為各產業有不同的商業習慣，難以用統一基準一言以

蔽之。但基本上是否「不當」，乃應從維持、促進公平之競爭秩序的觀

點對個案進行判斷；而所謂「正常的商業習慣」，是指從維持、促進公

平之競爭秩序的立場也必須被認可的商業習慣，而非僅是符合當今大多

數的商業習慣即可直接認定非濫用而不違法
29
。此一考量基準，基本上

還是要求須從維持公平的競爭秩序的觀點作解釋，只是判斷之際須加入

個案之商業習慣為衡量，千萬不可誤會商業習慣可以凌駕公平公正的競

爭秩序維持之基本目的
30
。至於「不利益」的認定，該處理原則提及判

斷基準是「無法預先計算」之不利益，再加上衡量交易相對人可取得之

直接利益，判斷是否已超過可認為合理範圍之負擔
31
。但亦有學者認為

不可過於狹隘地著眼於僅是以交易相對人所得到的「直接利益」作為衡

量基準，因為即使當下是與交易無直接相關的不利益，也許長遠觀望卻

能成為利益的可能性亦非全無，此時，仍該在維持公平競爭秩序的觀點

下並參照該相關市場的正常商業習慣，客觀的判斷是否為超過合理範

圍之「不利益」與否
32
。簡言之，是否屬「過大」的不利益，是對照相

對人之給付負擔有無失衡的情況，一種對價不相當的爭議。但對價相當

28 長谷川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1)」，公正取

引，第721號，12(2010)。
29 參考「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第3有關「依照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地

(正常な商慣習に照らして不当に)」的考量。
30 伊永大輔，「優越的地位濫用の成立要件とその意義」，日本經濟法學會年報，

第35號（通卷57號），14(2014)。
31 參考「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第4有關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類型，
提到了此一基準。

32 伊永大輔，「優越的地位濫用の成立要件とその意義」，日本經濟法學會年報，
第35號（通卷57號），18-1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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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判斷是對於市場機制很大的介入，必須十分謹慎，給付的不均衡問

題，不僅是客觀不均衡，不當利用彼此交易狀況的等濫用行為也須附加

一併審酌
33
。

另外，因為「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中舉例時常有

「……為繼續交易的立場上，對該要求不得不配合」的字句，此一要件

則顯現兩個重要意義：一是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案件常見於繼續性的交

易關係，也就是本文前面所述，加盟契約的繼續性契約特質
34
。雖然濫

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並不限於發生在繼續性的交易關係，但不可否認

常見於此類型之契約中，處理原則中另常見的文句則是「若交易的持

續變得困難，將成為事業經營的大障礙……」，亦是此一思維
35
。另一

個意義，則是阻礙了接受不利益的交易相對人之（加盟店）自由且自主

的營業判斷。學者多認為，不能僅在維持公平的競爭秩序的觀點下，只

要不符合一般通常的事業活動情況下之經濟合理性，即認定超過合理範

圍，尚須考量是否阻礙交易相對人的自由且自主的判斷。若交易相對人

本來就非只靠經濟合理性在考量事業的經營，即使讓該交易相對人接受

了違反經濟合理性的不利益，若是經過該交易相對人之自由且自主之判

斷後的結果，則該優勢地位之事業的行為就不應該被認定為濫用優勢地

位之行為
36
。

加盟業主是否「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以加盟制度的特點在其使用

相同的商標、用相同的經營模式，透過每家加盟店提供相同品質之商

品、服務，以建立加盟體系的一致形象，為達到此一目標，加盟業主對

加盟店所加諸的各項要求，可能因而被評價為具有正當性而被合理化。

不但可能不被認定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也不易該當公平法第20條之對交
易相對人不當之交易限制，或甚原本屬當然違法之轉售價格限制（公平

33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號，
8(2014)。

34 日本公平會所公告之有關流通、交易習慣之獨占禁止法之處理原則「流通・取引

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中即有針對「繼續性交易關係」為背景的
競爭議題進行討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問題即是其一。本處理原則今年有相當重
要的修正，頗受到各界重視。

35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號，
6-7(2014)。

36 長澤哲也，「優越的地位の認定における実務上の諸論点」，日本經濟法學會年
報，第35號（通卷57號），63-6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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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9條），在公平法修正後若具正當理由並不違法，也可能因而找到
所謂的正當理由。但絕非對加盟店的所有限制都該被合理化，若該拘束

條件對加盟店所生之不利益，已超過經營加盟事業所需，卻因為若無法

與加盟業主繼續交易，不僅投入之加盟金、權利金等成本無法回收，並

會伴隨著被終止契約、高額違約金、沒收履約保證金等手段，只能不得

已的配合，則必需要注意有違法的可能性。要如何判斷加盟業主的對加

盟店的拘束要件是否符合該加盟體系之經營所必需，或者已超過合理的

範圍？恐怕還是得回歸個案，從公平競爭的角度，了解加盟業主所在的

相關市場，相同或類似的加盟體系的正常商業習慣，再衡量是否為該個

案之加盟體系經營所需之拘束條件以作適當的判斷。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
從上述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觀點，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之加盟

關係，過去曾制定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

理原則（以下稱「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其規範的內容主要重在於加盟

業主應揭露資訊之項目
37
，並要求在締結加盟關係而實際上加盟關係10日前揭

露；以及若雙方真有意締結契約，則須在締結書面契約前給予有意加盟者5日
之契約審閱期。在法律效力方面則是若違反此一揭露義務，將有違反公平法第

25條（當時在修法前為舊法第24條）之虞。但加盟經營關係下，除了從締約前
加盟業主之資訊揭露等說明義務的問題外，尚包含締約之後亦可能產生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的問題，因此公平會將其標題改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本文皆簡稱「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

則」）」，並在內容上更全面性的涵蓋所有加盟關係之爭議，以下詳論。

37 在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第4點的應揭露資訊項目中，公平會要求加盟業主應於締結
加盟關係十日前，項交易相對人以書面提供以下資料：(一)加盟業主之事業名稱及
開始經營加盟業務之日期。(二)加盟業主負責人及主要業務經理人之姓名及從事相
關事業之資歷。(三)加盟業主於簽立加盟契約前及加盟契約存續期間所收取之加盟
權利金及其他費用，其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及返還條件。(四)加盟業
主授權加盟店使用之智慧財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等，其申請審查
或取得之時點、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加盟店使用之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五)加
盟業主對於加盟店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等事項之內容與方式。(六)加盟業主對加盟
店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之經營方案。(七)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內加盟
業主所有加盟店之事業名稱及營業地址，及加盟業主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
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八)加盟契約
存續期間，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經營關係之限制。(九)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
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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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 
與加盟契約

有意加盟者與加盟店應該要如何填補自己在資訊力方面的落差，以能夠在

充分了解該加盟體系後再自行決定是否加盟，若所締結之加盟契約條款有違反

公平法等事由，是否有否定該條款的可能性，以及有關續約等問題，都是有意

加盟者與加盟店所關心之議題。而從公平法的角度能夠如何介入，尤其「加盟

業主經營行為之處理原則」究竟能夠提供何種預防以及解決加盟契約的糾紛，

以下先討論消保法對定型化契約之規範，再理解加盟契約之需求。

(一)消費者保護法對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前面曾提及，很多的加盟案例中，有意加盟者與加盟店對加盟事業並無所

知悉，如同消費者之於企業經營者般的弱勢，但加盟店（包括有意加盟者）是

獨立事業（或將成為事業），所以並非消費者，無法適用消保法第11條至第17
條對消費者之定型化契約之規定。而此等對於定型化契約之規定是較民法第

247條之1更為詳細而具體。
在消保法之下，先要求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要本於平

等互惠之原則（消保法第11條第1項），並要求定型化契約條款原則上應採明
示原則，並給與消費者契約書（第13條）。分為契約締結前與契約締結後兩大
階段。(1)締約之前：首先應給予消費者30日以內合理之期間，以審閱契約全部
條款之內容（消保法第11-1條第1項）。(2)締約之後：a.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
間發生契約爭議時，應作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消保法第11條第2項）。b.即使
在締約之後，若發現定型化契約條款有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

無效（消保法第12條）。c.未經記載且依正常情形非消費者所預見者，該條款
不構成契約內容（消保法第14條，異常條款）。d.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
紛，得選定特定行業擬訂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違反公告事項之

條款無效；應記載事項未記載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38
。簡言之，即使締約之

38 在2015年6月公告之新修正消保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
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
 四、契約之解約權、終止權及其他法律效果。
 五、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第3項則規定不應記載事項的內容應包括：
 一、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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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可能透過許多實質檢視契約條款方式，讓對於消費者不利益之條款無效

或者不構成契約內容，不讓企業經營者再以契約自由原則為名，卻行危害消費

者權益之實。

消保法對於定型化契約之規範，首先提出的基本原則是要求契約條款要作

到平等互惠。對於消費者的保護，在締約前要求企業經營者須提供審閱期讓消費

者有機會可以檢視契約內容。但實際上，消費者相對於企業經營者在消費關係中

在資訊力及經濟力上皆屬弱勢，因此即使給與消費者事前審閱契約的機會，但對

消費者而言，未必了解該交易契約的內容應該要有哪些內容才不損及自己的權利

義務，而不同行業的契約各異，很難在消保法中抽象規定基準。因此，中央主管

機關對得對特定行業之消費交易，公告定型化契約範本供消費者參考，讓消費者

締約前能了解該類型定型化契約的基本內容，與對消費者平等互惠的條款應該是

如何的內容體現；並更進一步的透過消保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可以制定公告應記

載事項與不應記載事項，不僅止於是供參考，更直接落實於契約條款效力之中，

讓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應記載事項強制成為契約內容的一部分，損及消費者權益的

不應記載事項即使記載亦無效
39
。但畢竟範本或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非能顧及

所有消費者之定型化契約類型與問題，因此還可透過檢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

平」或者「異常條款」，是盡可能全面維護消費者在定型化契約之權益。然而同

樣居於資訊與經濟力弱勢之有意加盟者或加盟店，與加盟業主間締結定型化契約

時，卻並無法同消費者一樣受到權益的保障。

(二)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對加盟契約之影響
雖然公平會所制定之「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僅是公平法第25條

「顯失公平」行為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類型之一，作為公平會內部的判

斷基準。但由於非常明確且具體地聚焦於「加盟」的議題，所以在加盟議題下

受到矚目。

本文以下以此處理原則為架構，探討加盟契約之爭議問題。

1. 締約前之資訊揭露
(1)重要加盟資訊之揭露

當屬於定型化契約的加盟契約回歸至民法，僅有民法第247條之1可
為適用，比起消保法顯得薄弱。此時，公平會「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

 二、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
 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責任。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
39 楊淑文，「定型化契約之管制與契約自由—德國與我國法制發展之比較分析」，
消保法與民法之分與合，元照出版社，95-9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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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中的揭露事項及審閱期的要求，補足了適用民法247條之1的不足
而向消保法規範方式有了拉近的效果。

A.加盟資訊之揭露項目
首先，有關加盟重要資訊項目的揭露，要求在進入加盟經營關係

或預備加盟關係前以書面提供。此乃在有意加盟者尚未支付負任何金

錢之前，有先檢視加盟事業之重要資訊的機會，雖不如中央主管機關

為消費者制訂具體的定型化契約範本一般，具針對性與明確型，但公

平會根據加盟之共通特性與長期理解加盟店所需要之資訊項目來要求

事業提供應屬合理。而此處理原則第3點所要求提供之資訊對於契約
條款效力並無直接的法律效果，不似消保法第17條由性質屬行政機關
之中央主管機關制訂應記載或不應記載事項，能夠發生成為契約條款

或者契約條款無效之法律效果，消保法第17條的方式用強制方式讓解
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爭議，似乎效果非常直接，但另一方面，讓行政

機關制訂事項直接對私法契約條款介入並發生如此效果，若在民事訴

訟中，法官是否有權力否定行政機關所制訂之應記載或不應記載事

項，是否妥適亦不無疑異
40
。而公平會在「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

則」第3點中所公告的9項加盟重要事項，雖無法直接對加盟契約條
款發生認定無效或成為契約內容一部分之效力，但反而無擔憂行政機

關直接介入私法契約條款效力之爭議。這並不表示處理原則第3點對
加盟契約無任何助益，因為雖無消保法應記載或不應記載事項效力，

但並非僅供參考，當加盟業主未為提供時，有該當公平法第25條之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的違法之虞（處理原則第6點法律效
果），讓加盟業主能夠更注意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之必要性。

公平會在「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中舉出若干例
示，規定加盟業主在招募過程中，在未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

經營關係之10日前或個案認定合理之期間，須以書面方式提供加盟重
要資訊給預備加盟者審閱。目前應揭露之資訊項目如下：

(一) 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
(二) 加盟營運期之各項費用。
(三)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間、
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40 吳瑾瑜，「銷費者定型化契約在台灣的管制現狀---以行政管制為觀察中心」，民
事法與消費者保護，元照出版社，31-3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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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營協助與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
(五)  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
(六)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
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

(七) 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例如：
1. 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
品牌及規格。

2. 商品或原物料每次應訂購之項目及最低數目
3. 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
4. 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之
規格。

5. 其他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事項。
(八) 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九)  如有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
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

與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中要求加盟業主揭露資訊之項目相較，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要求加盟業主提供的資訊項
目，讓有意加盟者能更深入了解加盟前後可能須要支付之相關費用、

加盟業主目前經營加盟事業之現狀、加盟事業經營期間所加諸之具體

限制條件，以及預估營業額收益等，應更貼近有意加盟者之需求。

日本之「有關加盟制度獨占禁止法上之考量（「フランチャイズ

・システム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以下簡稱「日本加盟

制度處理原則」）第2部分的「有關加盟業主的加盟店募集」第2點，
共列了8個期望加盟業主揭露之事項，包括：(1)加盟後商品等之供給
條件相關事項（進貨對象的推薦制度）。(2)對加盟店在事業活動上之
指導的內容、方法、次數、費用負擔相關事項。(3)加盟時徵收之金錢
的性質、金額、其返還之有無及返還條件。(4)加盟後，作為加盟業
主的商標、商號等之使用、經營指導等之對價，加盟店對加盟業主定

期支付之金錢（權利金）的金額、算定方法，徵收時期、徵收方法。

(5)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決算方法的架構、條件、由加盟業主對加盟店
融資的利率等相關事項。(6)對事業活動上的損失，補償之有無與其內
容，以及經營不振時由加盟業主在經營支援上的有無及內容。(7)契約
期間及續約、解除或終止的條件、程序之相關事項。(8)有關加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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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加盟店的週邊地域，加盟業主是否可自行經營或者讓其他加盟

店經營同一或類似業種的店鋪，契約上有無此相關條款及其內容，或

有無實施此等營業之計畫及其內容。而美國FTC針對加盟資訊應揭露
事項的規範更多達23項41

。

哪些加盟資訊屬於重要且必須公告，見公平會幾次的修正可以看

到配合加盟狀況的改變與需求，朝能讓有意加盟者可以更明確認識該

加盟體系的方向更改揭露項目與內容，而日本與美國亦是如此。每個

國家常見的加盟爭議並非全然相同，例如美國透過加盟進行詐騙或者

加盟店在加盟後發現不如預期而與加盟業主爭訟等的案例不少，所以

在意加盟業主過去的訴訟經驗；其他要求揭露的項目裡不少都是有關

加盟業主本身的過去與現在的各項資訊，為的是讓有意加盟者能更為

了解加盟業主是否可以成為可靠的事業夥伴，公平會之前的舊加盟業

主處理原則中也曾要求加盟業主揭示從事相關事業之資訊等。或許公

平會過去或現在所要求的揭露項目，有部分項目不受加盟業主認同，

或者被法院質疑並非重要加盟交易資訊
42
，但公平會已盡可能從相關

41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Concerning Franchising &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 16 CFR Parts 436 and 437」，主要
在436。內容包括1.加盟業主及其母公司、公司的前身、相關企業。2.加盟事業的
事業經歷。3.訴訟經驗。4.破產經驗。5.初期的加盟金。6.其他的加盟相關費用。
7.初期的投資預定金額。8.商品、服務的購買對象限制。9.加盟業主的義務。10.資
金的調度。11.加盟業主提供的支援、建議指導、電腦系統及訓練。12.商店地域。
13.商標。14.專利、著作權及其他所有權等相關資訊。15.加盟店對加盟事業實際經
營之參與義務。16.加盟店可以販賣的商品、服務之限制。17. 加盟契約的續約、終
止、權利讓與及紛爭解決。18有關的名人。19.業績資訊。20.加盟店鋪及加盟相關
資訊。21.財務相關資訊。22.契約書。23受領書。

42 在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第4點對應揭露資訊項目之說明僅為：「加盟業主應於締結
加盟關係十日前，向交易相對人提供下列事項之書面說明資料------」，並未明確表
示揭露事項是加盟重要事項。而第6點的法律效果中則是敘述：「加盟業主於招募
加盟交易過程中，違反本規範第4點及第5點規定，涉有隱匿或遲延揭露重要資訊之
情事，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平交易
法第24條（註：現為第25條）規定之虞」。所以，有民事判決中法院因此認為第4
點所定各項應揭露事項未必全屬「重要交易資訊」，必須該資訊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始可；換言之，若加盟業主所隱匿或遲延揭露之資訊非屬重要交易資訊，或對相對
人非顯失公平，或不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者，尚無違反公平法第24條（現第
25條）規定可言。請參考台灣高等法院99年上字第522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駁回
加盟店之上訴，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54號裁定），本案加盟店主張加盟業主因為
未充分揭露公平會舊處理原則第4點所要求揭露之事項，而被公平會所處分（98年
公處字第098080號處分書），對加盟業主請求損害賠償案，法院認為判決見解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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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爭議案件中整合常見的問題，找出對有意加盟者有必要揭露之加

盟項目加以調整，且目前的「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直
接說明要求揭露的9項事項為「加盟重要資訊」，是否未來可以獲得
更多的肯定，值得觀察。本文認為，加盟體系乃建構於加盟業主與多

數加盟店之間，未揭露重要加盟資訊，對於多數不熟悉加盟事業之有

意加盟者或加盟店，應可認為「顯失公平」，且其「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市場效果，似乎不待多言。對於公平會在「加盟業主經營行為

處理原則」所要求揭露之資訊事項不應輕易否定之，若動輒被認定為

並非重要、不影響加盟決定，或者有意加盟者可以自行搜尋等說法，

等同減輕加盟業主的揭露資訊之說明義務，而加重了有意加盟者的搜

尋資料的成本與風險，實非恰當。當然公平會可以持續關注加盟的發

展與爭議問題的所在，對加盟交易所需揭露之重要事項進行調整，以

符合現狀所需。至於法院或學者批判公平會在處理原則中揭露之事項

未必皆屬「重要交易資訊」，須足以影響交易決定始該當之論點
43
，

本文認為加盟的經營需要從商標、經營模式到繳交的權利金、加盟

金，到日後的經營支援與教育訓練等，因此其相關的契約內容應是非

常多層次而複雜，要考量是否締約絕不可能僅取決於單一要素，所需

要被揭露資訊也應視所欲加盟體系之經營所需，可能是多方面而眾多

的。簡言之，有意加盟者應是從加盟業主提供之有關加盟經營所需之

相關資訊，進行整體評估後始決定交易與否，難以單一評價每個揭露

事項的重要性。

比較引人矚目的是公平會新增第9項之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
財務預測資訊的部分。此項目在美國、日本未被列為必須揭露的加盟

受公平會處分所拘束，並認為本案中加盟店未舉證損害與加盟業主未為揭露之事項
間之因果關係，所以認定加盟業主未揭露事項並非加盟交易之重要事項。本案之評
論可參考楊宏暉，「從民法與公平交易法的規範面向論述締約前資訊揭露義務--兼
論丹堤咖啡案」，公平交易季刊，第21卷第3期，42-51(2013)。

 本案之公平會處分（98年公處字第098080號處分書）也一度被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加
盟業主未為揭露事項是否有影響交易秩序的部分，公平會未充分舉證等情事，而受
到否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637號判決），但最高行政法院則是支持
公平會之處分而廢棄高等法院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56號）。有關
對高等行政法院見解之評析，請參考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
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129-135(2011)。

43 請參考註42對本案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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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因為即便揭露了也未必真實
44
。但日本的部分，若於加盟招募

時揭示加盟店預期的銷售金額或獲利時，則要求必須基於相類似的環

境中，以已經開設的店鋪之實際業績用合理方式算出，且同時必須據

實揭露相關的根據事實與計算方式，以確保有意加盟者不被誇大資訊

所矇騙。換言之，在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中，並非認為預估營業額

或利潤是一定要揭示之加盟資訊，但不可否認有加盟業主可能在加盟

招募過程中以此當作吸引有意加盟者之誘因，因此要求若揭露此等資

訊時則必定要有所本，並正確揭露。且「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在

此處還特別提醒有意加盟者必須留意，進入加盟體系後，需要投資相

當之金額，且須以今後持續進行該事業為前提來進行加盟交涉；再加

上加盟後的事業活動，須相當仰賴與攸關一般的社會經濟動向、市場

環境等，而此等情事須由將從事此事業活動的有意加盟者自己作相當

程度的考量
45
。此段說法提點了有意加盟者在加盟前後，自己也必須

負起相當的覺悟與責任，因為即使加盟契約屬資訊不對稱且採定型化

契約之模式，不是代表加盟店只是被動受到保護，而是透過資訊揭露

等方式來補足彼此資訊不對稱的落差，回歸契約應有的平等互惠精

神，消保法對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亦以此精神為本。

B.未正確揭露加盟重要資訊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對於未提供9點加盟重要資

訊，屬「顯失公平」行為，其法律效果是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有違反

公平法第25條（處理原則第6點）。但相較於舊處理原則，直接要求
於締結加盟關係前10日必須以書面提供重要加盟資訊，現行的「加盟
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卻改為「10日前或個案認定合理期間」，以
及「但有正當理由未提供資訊」不構成顯失公平行為，給予過去所沒

有的彈性與例外。或許如前所述，因過去曾有處分案件在行政救濟案

件或民事訴訟案件中爭執公平會所要求揭露之事項並非重要交易資訊

等爭議，所以導致公平會作此修正。惟，此等修正是否反而會讓公平

會在個案判斷上陷於困擾，或者讓加盟業主因而對資訊揭露變得消

極。本文認為，若公平會所要求揭露之項目是屬於不論何種類型的加

盟體系都應該明白公開的基本資訊，何妨如舊處理原則之確切要求，

44 半田吉信，「フランチャイザーの情報提供義務」，千葉大學法学論集，第20卷
第2號，12(2005)。

45 「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第2部分「本部の加盟者募集について」的第(2)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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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有意加盟者資訊的獲得。

再者，公平會從「顯失公平」的角度要求揭露加盟重要資訊，是

為衡平彼此交易不對稱的落差。那麼若非未揭露而是揭露之資訊並非

正確該如何解決，「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並未提及此部分。

提供不正確的資訊所引起的爭議，比起未為提供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

及。「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則要求不論屬於基本上該揭露的事

項，或者事業自行揭露之有關預期利潤等部分，不僅止於要求充分揭

露，且尚不得為虛偽不實或誇大之表示，否則將該當日本一般指定第

8項之欺瞞引誘顧客46
，為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9條)，相當類似公平法修正前之第19條第3款：「以威脅、利誘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屬利誘

或其他不正當方式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但修法

後現行公平法之第20條已無此款之規定。「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
的此一思維是立於加盟業主以不正確的資訊來引誘他人加盟，影響了

加盟業主與其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但若立於有意加盟者或加盟店的

立場，此乃一「欺罔」的方式
47
，影響了其正確的判斷，若因此而加

盟亦影響其在相關市場之競爭力，既然現行公平法已無舊法第19條第
3款規定，則可考量適用第25條，該當「欺罔」而影響交易秩序之行
為而違法；或者以廣告方式招徠加盟時，則有違反公平法第21條不實
廣告之問題，自不待言。

(2)重要加盟資訊揭露之案例
案例1　未盡說明義務

 日本某加盟體系的加盟業主，要求加盟店的原物料必須跟契約中
約定之特定供應商訂貨，貨款則是經手加盟業主來支付。加盟店於加盟

後赫然發現約定供應商所提供之原物料較其他供應商貴。原來，加盟業

主並非僅是經手協助支付貨款，而是向供應商買進原料後轉手賣給加盟

店，以賺取差價及回饋金。加盟店認為加盟業主在締約前未為說明此一

情事，使其在締約後多付預期外之金錢，向加盟業主提起訴訟請求損害

46 一般指定第8點：藉由有關自己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內容或交易條件等其他與交易
相關之事項，讓顧客誤認比實際情況或者比競爭者顯著優良或者有利，不當引誘
競爭者之顧客語自己交易之行為。

47 有關揭露錯誤的交易資訊，應適用舊公平法之第19條第3款或者第24條（現25條）
之論述，請參考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
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136-13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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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日本法院肯認加盟店之主張，認為加盟業主違反誠信原則，未盡

契約之附隨義務，而判決加盟業主應為賠償
48
。這樣的爭議在臺灣亦是

層出不窮，礙於加盟契約中約定必須和加盟業主或指定廠商進貨或買原

料，即使發現買貴了，卻不能自行採購。本案尚有一值得注意的部分，

雙方於契約中明訂當事人僅對契約條款明文約定之部分負擔義務，因此

加盟業主從中賺差價的行為，已屬非加盟店所能預見之異常條款，不應

構成契約內容，加盟店沒有支付義務。

案例2　揭露事項與事實不符
咖啡加盟體系下的加盟店在加盟之前，所獲悉之加盟條件為「投資

金額，一般店面約40 坪左右，約新臺幣450萬元」，但在加盟之後所支
付的金額卻超過此金額。另外，有關智慧財產權權利內容、上一會計年

度全國、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的加盟店資料、以及終止

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等，未為公告或更新。加盟店向公平會檢舉加

盟業主揭露事項不實及不足，公平會以認定加盟業主此等行為顯係利用

交易相對人資訊不對等之弱勢地位，為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5條（當時為修法前之第24條），處50萬元
罰鍰

49
。這樣加盟後發現與預期有落差的案例屢見不鮮，因而提起民事

訴訟之案例亦有之，本案即是。

(3)契約審閱期之提供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4點要求加盟業主必須在簽約前

給予交易相對人5日或個案認定合理之契約審閱期間，此與第3點之加盟
重要資訊揭露是對應不同階段的需求。加盟重要資訊的揭露在於讓有

意加盟者對加盟體系的了解，包含可能付出的成本、加盟業主可以提供

的各項支援與協助、營業上的各項限制，甚至是預期的利潤，以讓有意

加盟者作出是否加盟的明確抉擇。而審閱期則是在有意加盟者透過理解

加盟重要資訊決定加盟後進一步給予的協助。因為加盟契約屬定型化契

約，內容為加盟業主一方預先擬定，有意加盟者在締約前應有可以審閱

契約內容之相當期限，消保法即給予消費者有此一權益（消保法第11條
之1）。由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所要求揭露之事項，
並無消保法之應記載與不應記載之效力，無法成為契約內容的一部分或

48 東京地裁平21(ワ)第6195號判決。判例タイムズ第1384號(2013.3)。
49 公平會98年公處字第098080號處分。參考註41對本案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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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契約條款無效，加盟契約的審閱期是讓有意加盟者確認加盟業主所提

供之加盟重要資訊是否有落實於契約內容之內，能夠有增減修改的磋商

機會，亦可作為最後確認是否要締約加盟的手段。現行的「加盟業主經

營行為處理原則」第4點不若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一律規定5日之審閱
期，讓加盟業主有調整審閱期長短的彈性。雖然消保法第11條之1亦非
硬性規定審閱期的期間（30日以內合理期間），此乃因消費型態千百
種，有些簡單的消費內容如看電影、停車的定型化契約只要公開明示即

可，而交易標的比較高價者（如不動產交易）或者消費契約屬長期性契

約（如健身房）等，則會透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應記載事項的方式，

視該契約內容之複雜程度明訂3至5天不等之審閱期，以讓相消費者有機
會仔細謹慎檢視的充分時間。加盟契約畢竟非一次性契約，內容亦屬複

雜，若直接要求特定審閱期間不給予加盟業主可以調整天數彈性，或許

不失為對有意加盟者的保障。

2. 締約後之契約爭議
締約後可能發生的契約糾紛，莫約有幾個類型，包括：(1)加盟業主加諸新

的負擔或限制。(2)締約後發現契約條款有顯失公平或其他違法之情事。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5點，乃對加盟業主在締結契約關係

後，不得濫用加盟店對其依賴關係所形成之相對優勢地位而為以下之行為，

若因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時，構成公平法第20條之違反：(一)無正當理由對於不
同加盟店之間或同一競爭階層之他事業，就價格、交易條件或交易與否給予

差別待遇。(二)無正當理由要求加盟店於購賣商品時，必須購買其他商品（搭
售）。(三)無正當理由強制加盟店採購一定數量之商品、原物料並禁止退貨，
而該數量超過加盟店合理營業天數可銷售之數量或必要之存貨數量。此點之

敘述方式容易解讀成僅針對締約後加盟業者濫用加盟店對其的高度依賴性，

對加盟店所新加諸之負擔或條件，似乎並不包括加盟契約中所約定之內容。實

際上，第5點之行為亦可能存在於契約條款中，而非成立加盟關係後被加盟業
主所另行加諸，契約條款本身內若有違反公平法內容，仍應該受到公平法之規

範。而相對的，在「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中的第3部分針對加盟契約締結
後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之規範，則是非常清楚的提到加盟契約本身的問題。例

如，在加盟契約中對於加盟店在商品、原物料、包裝材料、使用設備、機械機

具等的購買對象，或者店鋪的打掃、內外裝潢工事的廠商等都要指定向加盟業

主或特定第三人為之，販賣方法、營業時間、營業地域、販賣價格等相關之限

制也頗多。若從要求加盟店遵守營業秘密，以及確保對外的統一形象等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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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尚屬加盟體系營業確實所需的限度內則不違法，但契約內容或者加盟業主

的其他行為已經超過此限度，而給與加盟店依照正常的商業習慣之不當不利益

時則可能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可以理解在加盟制度下，因為要求對外統一的

形象，加盟業主對加盟店的諸多要求與限制似乎顯得頗具必要性與正當性，但

仍要注意並不代表加盟業主對加盟店的限制可以毫無上限，若已超過正常經營

事業所需，超過加盟店付出與負擔，仍應該要受到規範。「日本加盟制度處理

原則」在此部分則是比較明確地指出要規範的範圍包括加盟契約內容本身。

「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把加盟業主可能違法的行為分成三大部分包括

(1)濫用對優勢地位之行為。(2)搭售等不當交易限制之條件。(3)販賣價格之限
制。後兩類的行為，即使是加盟業主基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所為，因屬於另兩

種獨立的不公平交易方法類型，所以另外論之，在我公平法下亦是同樣的道

理。而我「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5點只提及締約後加盟業主可能濫
用相對地位對加盟店所為之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基本上提及可能

違反公平法第20條的幾個類型），卻未提及其他可能不在公平法第19條或第20
條之其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可能需要適用公平法第25條的問題。簡言
之，此處可以分成兩部分論述：

(1) 「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第3部分所例示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類型包
括：交易對象之限制、進貨數量之限制、即期品打折之限制、加盟契

約締約後之契約內容變更、契約關係終了後之競業禁止。這些限制有

些可該當我公平法第20條第5款之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或者第19條之轉
售價格限制，若不屬之者則須論有無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問題（公平

法第25條）。
(2) 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店之限制，不應限於締結加盟關係後加諸的新負
擔，加盟契約中的契約條款仍應受到公平法的規範。

若加盟契約條款被認定違反公平法，根據公平法第40條、第42條，
除了罰鍰之外，皆要求被處分人應該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那麼加盟業主應該刪除或修正該違法之契約條款始能達成公平會

處分之要求。此外，若加盟契約當事人討論契約條款是否有民法第247
條之1之「顯失公平」應認定無效之情事時，亦應可參考從公平法第25
條的角度，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顯失公

平」行為之討論。因為契約爭議若發生從公平法的角度認定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只是其影響層面不僅止於契約相對人，還往

外對各自之相關市場秩序產生影響，但此並不影響對契約內部相對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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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民事法院之判決的確未必要受到行政機關之見

解所拘束，但亦無須刻意迴避或否定之。

案例3　要求加盟店的營業時間與項目
日本便利超商7-11之某加盟店，不願意配合加盟契約中深夜營業與

代收費用之業務，因為深夜營業對於其人事成本負擔極大，且加盟之

後代收費用業務項目越來越多，因此主張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所訂定的業務項目條款顯失公平，提起訴訟欲排除該等契約條款。法院

則認為便利超商全天候營業之營業形象，早已深植人心，且契約締結前

已透過揭示義務提供詳盡說明與資料，並不容其後再以違反獨占禁止法

等理由否定之。至於加諸代收款項業務部分，由於並未超出加盟店締約

前得預期之業務範圍或負荷，因此判決加盟店敗訴
50
。本案凸顯加盟店

所負擔之義務是否屬顯失公平之不利益，應從該加盟體系的特質進行衡

量，若為該體系維持品牌形象所需之合理配合，應為容許。本案是個民

事訴訟案件，但的確也帶進了競爭法的討論。

案例4　對商品的折扣設限
日本超商7-11之數家加盟店向日本公平會檢舉，加盟店支付之權利

金是以銷售金額減去銷售商品成本後算出銷售總利益，再乘以一定比率

算出。由於廢棄商品的損失部分並未被列入銷售商品成本之內，也就是

要由加盟店自行吸收。而加盟店為了減少廢棄商品對自己獲利之影響，

於是開始對於每日配送之產品（當日未售完必須銷毀）進行折扣促銷，

卻被加盟業主更正並且禁止。日本公平會認定加盟業主之行為乃濫用

相對優勢地位，而為排除措施命令
51
。各地加盟店以加盟業主此行為違

反日本獨占禁止法而遭受損害為由，另提起請求民事損害賠償訴訟請求

加盟業主損害賠償，但獲償比例不高
52
，主因在於民事判決中似乎對於

日本公平會在排除措施命令中所認定的違法行為範圍作了較狹隘的判

讀
53
。此爭議實常見於許多販賣生鮮食品（保存期限短）相關的加盟體

系，本案引起相當大的討論，「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中還因此將其

列入說明事項。這樣的案例在臺灣的超商亦有相同問題，有超商店長因

50 東京地裁平成21年(ワ)第29786號判決：高裁平成24年(ネ)第722號判決。
51 公取委排除命令平成21年6月22日，平成21年(措)第8號。
52 長谷河亜希子，「セブンーイレブン25条訴訟」，新・判例解説Watch経済法，

No.49(TKC ローライブラリー)，2(2015)。
53 山本裕子，「独禁法25条訴訟において違反行為の存在を否定した事例」，ジュ

リスト，第1478號，96-9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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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須自行吸收下架的即期品，全家大小吃了自行了十多年
54
。加盟業

主要求貨架上商品備齊不可缺貨，但生鮮商品保存期間短，消費者又喜

好取用日期最新鮮的商品，若不能用折扣吸引消費，對於加盟店實為沉

重之負擔。

案例5　要求營業時間等
某粥品加盟體系的加盟業主，在加盟契約中要求加盟者所聘僱之人

員不得從事粥品烹調工作，但如該加盟店每日之營業時間超過8小時以
上，經加盟業主書面同意，得聘僱一專職人員委由加盟業主教育訓練，

並取得粥品烹調認證時起，始得與加盟者輪班烹調粥品。對此契約內

容，加盟店主張：每日除營業時間之外，若將營業前之準備工作時間算

入，遠超過8小時，加上每月休息不得超過4天，不得任意店休（休店必
須先獲得加盟業主之同意），因此加盟者主張此等必須親自烹煮條款、

以及違反勞基法的工作時間之契約條款，顯失公平甚明，對加盟業主提

起民事訴訟，主張此一部分的契約條款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法院
肯定加盟店的主張，判定加盟店勝訴

55
。

但若對比前述的日本7-11事件，當加盟體系要求品牌形象與品質
時，究竟應如何評價對加盟店的限制，本案加盟業主對於負責烹煮粥品

者所加諸的限制，是否合理與必要，值得思考
56
。以民法第247條之1為

據，認定定型化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而無效，在實務上並不容易，多偏於

消極
57
，本案顯得特別。雖然肯認法官對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的積極態

度，但實質衡量加盟業主在本加盟體系的經營方式下，對加盟店所加諸

的營業時間限制是否有「濫用」問題，恐怕不無討論空間。

3. 續約與競業禁止
加加盟店通常在加盟時投入金額不小的加盟金或權利金，也可能對營業場

所的裝潢花費不貲。因此，若加盟契約期間過短尚不足以讓加盟店回收成本，

但加盟業主卻不願意續約時，加盟店該如何處理，可否請求加盟業主與之續

約？請求的依據又為何？甚至有加盟店主張加盟業主蓄意迴避續約，其後卻在

54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514/506859.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10/19。
55 台北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611號判決。
56 劉姿汝，「加盟契約與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月旦法學教室，第128期，15-

17(2013)。
57 楊淑文，「定型化契約之管制與契約自由—德國與我國法制發展之比較分析」，
消保法與民法之分與合，元照出版社，9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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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附近自行開設直營店，等同接收加盟店辛苦建立打下之市場與商譽
58
。

所以，如何讓加盟店不致於血本無歸或將苦心經營建立的市場拱手讓出，或許

應該讓加盟店了解續約的條件或存在無法續約的風險。從競爭法的角度，或許

難以對於已屆契約期間而未為續約之行為直接評價或介入（從民法角度也是個

難題），「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則是選擇在揭露事項中要求續約的條件與

程序
59
，讓有意加盟者可以預先了解有無無法續約之風險，應可說是很妥適的

方法。

而競業禁止的爭議往往與未能續約的問題相伴而生，因為無法續約而成本

無法回收時，原加盟店只好利用原有之設備，從事與原加盟事業相類似之事業

經營。基本上，是否續約、以及約定競業禁止條款，原屬契約層面的問題，但

此等問題亦有可能在加盟業主以其相對之優勢地位，使加盟店在相關義務上承

受不利益。在我國的民法中對於競業禁止並未有特別的規定，但一般實務上都

接受競業禁止約定之正當性。在實務上曾認定其不合理或無效的情況，包括時

間過長、競業擴及契約當事人之親屬、違反公序良俗等。此類競業禁止之爭議

在我國的加盟體系時有發生，但「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中對此爭議並

無所論述。「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則有提及此問題，若超過商業權利維

護、know-how的維持所必要，而對地區、時間或內容課予過度的競業禁止義
務，即可能該當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在美國，亦認為加盟店在加盟業主的品牌

下經營，除了加盟業主所提供之品牌形象與know-how外，更重要的是加盟店
本身的努力

60
。因此，在此觀念下，加盟業主沒有權利直接接收加盟店努力經

營的成果，加盟業主不得對於加盟店加諸過於嚴苛、不合理的競業禁止範圍，

否則應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可能
61
。

案例6　無法續約
日本某著名的便當加盟體系下，加盟業主對於區域加盟主（相對於加盟業

主，其也算是一種的加盟店，但其可以在自己的區域內自行再招募加盟店；所

58 國內知名飲料加盟店「清玉」即引起此類型之加盟契約糾紛。http://tw.news.yahoo.
com/%E6%B8%85%E7%8E%89%E5%8A%A0%E7%9B%9F%E7%88%AD%E8%AD
%B0-%E9%83%BD%E6%98%AF%E6%9A%B4%E7%B4%85%E9%AD%94%E5%92%
92%E6%83%B9%E7%A6%8D-010733657--financ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10/19。

59 日文稱「契約の更新」。
60 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本部の濫用行為とその法規制」，日本経済法

学会年報，第36號，124-125(2015)。
61 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3)」，公正取
引，第724號，6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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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對於自己招募之加盟店，亦兼有加盟主的角色）在契約期滿後不為續約，

所以區域加盟主只好自行另創事業，同樣進行便當之販售，原本的加盟業主認

為區域加盟主此行為違反競業禁止規定。區域加盟主則主張，對其而言此加盟

事業的銷售金額占其經營事業的近九成，是經過長期繼續性投下資本的主力事

業。因此，即使契約期滿，應有期待可續約之合理性，此合理期待應該受到法

律的保護。所以，若加盟業主沒有不得已之事由，不允許其恣意拒絕契約之更

新。東京地方法院肯認區域加盟主續約的合理性期待，判決加盟業主需依債務

不履行責任，賠償區域加盟主因無法續約而另行創業之一部分支出，但加盟業

主不服提起上訴，東京高等法院則否定原判決，認為加盟業主的拒絕續約有其

理由，區域加盟主之主張無理由
62
。雖然一審判決在二審未受到認可，但其從

信賴原則出發，討論加盟業主未為續約之不當，仍頗有其意義。

案例7　競業禁止違反之爭議
知名漢堡品牌Subway的加盟店，因積欠相關權利金等違反加盟契約之爭議

退出加盟。其後在原店址以「Subber」為名，販售與Subway相類似之三明治商
品。 但由於Subber的負責人並非原加盟契約當事人，而是其配偶，因此難以競
業禁止條款要求其不得營業。但Subway則另主張Subber在店名、裝潢以及販賣
之商品，有混淆來源與攀附商譽等違反公平法第20條或24條之行為，除向公平
會為檢舉外，並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公平會認定並無來源混淆、攀附

商譽的問題。民事訴訟方面Subway也敗訴63
。本案呈現的，反而是加盟業主面

對加盟店在契約關係終了後，對原加盟店可能損及自己加盟體系的行為，在防

衛上有所窘迫的情況，藉此同時反思，在加盟制度的特質下，保障加盟店的同

時，如何不犧牲加盟業主的權益。對加盟店加諸的營業限制，必須從該加盟體

系的特質下衡量其必要性與公平性，而非僅單方考量加盟店的立場。不論加盟

業主或加盟店，皆須要在各自的相關市場維持足夠的競爭力。但不可否認，一

般來說競業禁止的爭議多發生在加盟契約裡對加盟店過於嚴苛之設限，包括競

業禁止的年限、地區、事業範圍等
64
。

4. 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之建議
綜合上述討論，「加盟業主經營型為處理原則」雖然僅是提供公平會內部

62 一審判決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2年(ワ)第26344號，平成24年1月30日判決。二審判決
東京高等法院平成24年(ネ)第1450號，平成25年6月27日判決。

63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24號判決。
64 向明恩，「加盟契約在台灣司法判決帶來之民事爭議—從加盟契約之目的出
發」，月旦法學雜誌，第238期，153-15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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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相關加盟案件可遵循基準的處理原則，卻也提供給加盟業主與有意加盟

者、加盟店在加盟前後相當之助益。公平會面對加盟爭議日漸增加的情況下，

進行的幾次的修正，不但針對有意加盟者的需求來調整揭露事項，也進一步的

討論加盟業主可能運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對加盟店為差別待遇、搭售等不當交

易限制等問題，應給予正面的肯定。但既然「加盟業主經營型為處理原則」要

說明從競爭的角度要如何規範加盟業主之經營行為，當然期待能夠更為全面性

地考量可能發生的加盟爭議問題。

在資訊揭露的部分，應該對有意加盟者揭露哪一些資訊，或許可以參考公

平會案件或甚民事訴訟案件整理出較常見的爭議，若可以成為要求加盟業主揭

露之加盟重要資訊，對有意加盟者應有所幫助。例如「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

理原則」新增之有關預期營業額、收益的部分（要求提示可供佐證之實績），

就是常見的爭議類型之一。其實回歸到加盟關係，不外是加盟業主允許加盟店

使用商標與授權經營Know-how，並在加盟後仍持續提供訓練等各項支援，以
協助其能順利經營而獲利；而加盟店則必須付出加盟金、權利金等作為對價。

所以，揭露之項目應該需要囊括加盟業主究竟能夠具體提出哪些技術與支援，

不能僅流於抽象的說法。而加盟店所付出之對價以及其他約定之違約金、履約

保證金等，相關金錢支付之條件、有無返還及其條件，是加盟店關心的重點，

亦應充分揭示，這部分「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是比較清楚要求揭露的。但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與美國FTC同樣要求的揭露事項須在締結加盟
關係前的特定期間之前以及契約審閱期這些部分是日本處理原則所欠缺，這部

分應予以肯定，明確要求揭露的時間，對於有意加盟者是較有保障的。資訊揭

露屬於契約締結前的說明義務，若有所欠缺而導致加盟店於締約後發現無法達

到原本締約之目的或與預期有落差時，恐有違反附隨義務、亦或可論之違背信

賴利益，而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65
。公平法的角度並無法直接介入契約條款效力

等私法爭議之處理，卻可以對資訊不對稱的加盟契約關係下，提供一臂之力，

有助防範爭議於未然之效果。可讓加盟業主得知基本上應該揭露的具體項目為

何，能夠警覺不提供資訊可能有違反公平法第25條的可能性，而謹慎為之。而
僅止於要求於要求揭露尚嫌不足，更重要的是要求揭露資訊之真實與正確，否

則虛偽不實之資訊反造成有意加盟者之誤判，徒增締約之風險與爭議。

締約後之規範，在敘述上似乎僅說明締約後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而

加諸之新的負擔，實際上若加盟契約條款本身有違反公平法的問題時仍應受到

65 向明恩，「前契約說明義務之形塑與界線---評基隆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342號民
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190期，174-18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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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若違反公平法受到處分的而應為停止、更正，則加盟業主應該對相關

契約條款為刪減或修正，以符合處分之要求。若在民事訴訟下爭議加盟契約問

題，法院也必須檢視該條款有無違反公平法，若違反公平法，是否從違反公

序、誠信原則等角度來討論其契約條款之效力，再者，從加盟的概念理解加盟

業主的契約條款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讓屬於定型化契約之加盟契約，

不至於在締約後，又因為屬於不易輕易脫離的繼續性契約，讓加盟業主有機會

惡用契約自由原則之名，不當拘束加盟店。

至於契約關係終了後，不論是續約問題或者競業禁止的問題，並非僅是契

約問題，從競爭的角度亦有可議之處，且在臺灣的加盟爭議中，也屢見此等問

題的發生，不可忽視。期待日後將此等問題列入處理原則，讓加盟業主知所警

惕不可擅意為之，同時也讓加盟店可以知道此類問題的存在與防範。

五、結論

在加盟事業如此活絡的今日，加盟的議題其實非常龐雜，有私法契約問

題，也有競爭議題。本文嘗試從公平法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角度出

發，討論了加盟契約的爭議。

由於加盟契約並非典型契約又無專法規範，公平會所制訂之「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變得相對重要，即使在民事訴訟當

中，都常見加盟店在主張中作為陳述與攻防之用。意外發現此處理原則提供了

競爭法的視點之外，還能補足適用民法對解決加盟契約爭議不足之處，例如審

閱期等。讓等同素人的有意加盟者在不能適用消保法的情況下，卻在「加盟業

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找到支援，是有意思的收穫，但仍不得不注意不可過度

介入非競爭議題之契約爭議，以及介入的角度與方式。本文不認同公平法不應

該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論點，不可因為「相對」二字就否定此一行為對競

爭的影響。

既然「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扮演了如此舉足輕重的角色，應該讓

加盟業主與有意加盟者、加盟店能多了解從公平法的角度如何評價與規範加盟

制度，以及此處理原則的存在。日本公平會曾針對日本的加盟店進行調查研

究，發現不少加盟店並不知道有「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的存在，或是即使

知道處理原則的存在，卻不太了解具體內容
66
。或許我國也是相同情況，但從

公平會目前的網站首頁見到「加盟」二字成為點選的關鍵字之一，可以得知公

66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総局，フランチャイズ・チェーン本部との取引に関す

る調査報告書――加盟店に対する実体調査，3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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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的努力。對於加盟契約爭議，從民法等民事程序解決，與從公平法的角度

規範，其實各自立法與規範目的不同，兩者並不衝突，公私法各司其職卻又共

同協力，也就是所謂的「公私協力」的概念
67
。公平會今後可以加強對「加盟

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以及相關重要案例的宣導與說明，讓加盟體系的參與

者能更懂得如何保障自己權益，共創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雙贏的市場環境。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1.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 ，第16版，自版(2016)。
2. 向明恩，「加盟契約在台灣司法判決帶來之民事爭議—從加盟契約之目的
出發」，月旦法學雜誌，第238期(2015)。

3. 向明恩，「前契約說明義務之形塑與界線---評基隆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
342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190期(2011)。

4. 吳瑾瑜，「銷費者定型化契約在台灣的管制現狀---以行政管制為觀察中
心」，民事法與消費者保護，元照出版社(2011)。

5. 吳光明，「論加盟契約」，月旦法學雜誌，第187期(2010)。
6.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自版(2013)。
7. 楊淑文，「定型化契約之管制與契約自由—德國與我國法制發展之比較分
析」，消保法與民法之分與合，元照出版社(2013)。

8. 楊宏暉，「從民法與公平交易法的規範面向論述締約前資訊揭露義務--兼論
丹堤咖啡案」，公平交易季刊，第21卷第3期(2013)。

9. 楊宏暉，「從加盟契約初探當事人的基本義務」，中正財經法學，第5期
(2012)。

10. 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
公平交易季刊，第19卷第2期(2011)。

11. 劉姿汝，「加盟契約與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月旦法學教室，第128期
(2013)。

日文部分

1.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総局，フランチャイズ・チェーン本部との取引

67 吉田克己，競争秩序と公私協働，北海道大學出版社，12(2011)。



從加盟契約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269

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加盟店に対する実体調査，38(2011)。
2.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
號(2014)。

3. 大山盛義，「フランチャイズ・コンビニ加盟店主の労組法の労働性」，

季刊労働法，246號(2014)。
4. 山本裕子，「独禁法25条訴訟において違反行為の存在を否定した事
例」，ジュリスト，第1478號，96-98(2015)。

5. 半田吉信，「フランチャイザーの情報提供義務」，千葉大學法学論集，

第20卷第2號，(2005)
6. 白石忠志、池田毅、藪内俊輔、内田清人，ビジネスを促進する独禁法の

道標，レクシスネクシス・ジャパン株式会社(2015)。
7. 西口元、奈良輝久、若松亮，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判例ハンドブック，
青林書院，(2012)。

8. 吉田克己，競争秩序と公私協働，北海道大學出版社(2011)。
9. 加藤新太郎、金丸和弘、清水建成、奈良輝久、日下部真治，「座談会　

企業間における契約の解釈」，判例タイムズ，第1401號(2014)。
10. 池田毅，「課徴金導入後初の公取委審決において返品・減額による濫用

行為を優越的地位の認定に用いた事例――日本トイザらス事件」，ジュ

リスト，第1485號(2015)。
11. 林紘司，「企業間提携契約における違約金条項の意義について」，判例
タイムズ，第1404號(2014)。

12. 伊永大輔，「優越的地位濫用の成立要件とその意義」，日本經濟法學會
年報，第35號(通卷57號)(2014)。

13. 長澤哲也，優越的地位濫用規制と下請法の解説と分析，商事法務(2011)。
14. 長澤哲也，「優越的地位の認定における実務上の諸論点」，日本經濟法

學會年報，第35號(通卷57號)(2014)。
15. 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本部の濫用行為とその法規制」，日本

経済法学会年報，第36號(2015)。
16. 長谷河亜希子，「セブンーイレブン25条訴訟」，新・判例解説Watch経済

法，No.49(TKC ローライブラリー)(2015)。
17. 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3)」，
公正取引，第724號(2011)。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70

18. 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1)」，
公正取引，第721號(2010)。

19. 清水建成、相沢麻美，「企業間における継続的契約の解消に関する裁判

例と判断枠組み」， 判例タイムズ，第1406號(2015)。
20. 若林亜理砂，「コンビニ・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における情報開示と独占

禁止法」，駒沢法曹，第8號(2012)。



從加盟契約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271

評論

評論人：陳志民（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本文詳述了「相對優勢地位」之理論內容及其與公平法規範加盟契約涉及

不公平競爭議題之關聯，提供讀者一項架構分明的理解基礎。文中另以日本法

為例，詳述如何操作「相對優勢地位」並輔以具體案例，對公平會於實務上運

用「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有相當助益。

由於本文的最核心論點在於「相對優勢地位理論」，「相對優勢地位」理

論讓競爭主管機關面對如何在「不涉入契約自由」與「維持市場競爭」取得平

衡的難題，以下評論僅就此提出個人淺見：

1. 如何判斷「相對優勢」？
論文中有相當詳細的說明，大致可以日本法的以下4項因素來代表：

(1)交易依存度
(2)市場力量
(3)變更交易的可能性
(4)其他具體事實

問題是「交易依存度」是靜態地以既有的依存關係（如占總營收的

百分比）來推論，還是應動態地以當具「優勢」之一方試圖濫用時（如

不當提高加盟權利金時），該依存關係有無可能被打破來判斷？ –後者
才是「市場力量」或「支配力」於競爭法下的意義。

2.「相對優勢地位」所擬處理的議題有何特殊之處是競爭法傳統上關於
「相關市場」與「市場力量」等研析方法所無法處理且對競爭有意義之

問題？而「之前」(ex ante) 與「之後」(ex post)之區分經常在此理論的
探討過程中被漠視。

從傳統以透過價格變動所帶動之需求與供給替代性高低來看，「交

易依存度」是「變更交易的可能性」所會考量的因素，而「變更交易可

能性」代表的即是交易對象「替代選擇」機會存在與否的問題，本即

是「市場力量」判斷過程中理應吸納的考量因素，何需疊床架屋，冒著

重覆估算業者市場支配力的風險，另立「相對」優勢地位理論？具體而

言，「相對優勢地位」所關心的「不可偏離性」問題（長期的交易關

係、因專屬性投資所產生之被套牢而無法脫離加盟關係等），若「事

先」(ex ante)為弱勢的潛在交易相對人所知悉，則這些未來的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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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現階段是否加入加盟之評估，具體展現於加入或尋求替代加盟事業

之決定。

上述觀點無法解決「事先」沒有市場力量，但於締約後，利用加盟

店已投入專屬性投資，進而於「事後」(ex post) 利用該不可偏離性，遂
行反競爭行為？可能的回應是：此一不可偏離性所代表的意義，乃加

盟總部的「事後」投機行為，已讓其加盟事業與其他於事前原本具有替

代競爭關係之他加盟事業產生了相當程度的「不可替代性」，讓「相關

市場」的界定範圍縮小，投機加盟事業的「市場力量」隨之增強，沒有

「相對優勢地位」理論，該行為仍可受到競爭法之規範。

傳統「相關市場」與「市場力量」的研析方法無法解決「相對優

勢地位」問題，可能的質疑是，無法準確的操作類似SSNIP等「相關市
場」界定，及後續「市場力量」評估，也可能低估了加盟總部的市場力

量。但解決的方法，可以是放棄SSNIP或經濟學上「替代性」的判斷，
另立蹊徑，但也可能是持續強化主管機關運用經濟理論進行SSNIP的執
法能力，二者的差別在於，「替代性」透過市場價格機制的「偏好顯

示」(preference revealing)功能，讓市場參與者自動揭露加盟契約相關條
件與條款對其參與加盟的重要性，後者由競爭主管機介入代為判斷的機

會高。「事先」加盟資訊的揭露很重要，除由競爭主管機關預定應揭露

的事項外，也應同時考量如何強化加盟事業間進行「資訊競爭」，由其

等主動的提供有利於加盟決定之資訊。

以下提供二項對公平法運用「相對優勢地位」理論之延伸觀點：

1. 「限制競爭」v. 「不公平競爭」，僅是立法體例與目的的政策選擇產
物，不代表二者的分析內容與分析手段必定不同，運用學理，二者是有

可能被放在同一個競爭法分析架構下來進行理解與規範，參考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2015年8月13日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不公平
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之執法政策說明：“…the act 
or practice will be evaluated under a framework similar to the rule of reason, 
that is, an act or practice challenged by the Commission must cause, or be 
likely to cause, harm to competition or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taking into 
account any associated cognizable efficiencies and business justifications[.]＂

2. 公平法於創設或調整執法理論或原則用以補充他法執法不足之處時，需同
時顧及創設或調整對公平法所可能產生之現在及未來執法成本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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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邱副主任委員永和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同仁：

經過一天熱烈的研討，第22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即將圓滿
結束。在此，謹代表公平會感謝各位的參與。特別是在本次研討會中，擔任專題演講

人、各場次主持人、論文報告人及評論人的所有學者專家，因為你們的鼎力支持，使

得這場研討會能夠順利完成，謹向各位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隨著自由開放的競爭環境急速發展，使競爭法的執行面臨了嚴峻的挑戰，作為競

爭法主管機關，如何建構合乎本國需要及國際標準的競爭環境，公平會責無旁貸。

如何提升執法人員專業知能，強化法律與經濟分析之專業訓練，提升執法能力

與案件研析品質，在有限的人力下，有效查處違法案件，是本會執法上追求的目標之

一。今天的研討會中，除針對相關市場界定之論證要求有精闢的見解外，對於結合

決定事後影響評估、買貴退差價是否有助於廠商勾結、重要民生物資市場價格預警制

度、書籍價格拘束、不當低價競爭行為，及通訊傳播、加盟契約與公平交易法競合問

題等議題，各位學者專家都發表了極為精彩的報告，並提出了多項重要建議，這些都

將作為本會施政參考的重要依據。整體而言，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對於本會在辦

案實務上或政策擬訂上，都有很大的助益，相信各位先進及本會業務單位同仁，在聽

取各位學者、先進的精闢見解後，一定有十分寶貴的收穫。

最後，謹代表公平會再度感謝大家熱烈的參與，也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

勵。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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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價格行為認定方法之研究

　吳秀明

加速公營獨占事業開放之研究

　施俊吉、林啟智、周崇輝

產物保險共保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關係

　廖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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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俊吉、劉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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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立信、張正賢、楊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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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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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建得

交通運輸業與電信業有關解除管制及競爭法適用問題之研究

　王國樑

各國解除管制工作之研究

　朱雲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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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反托拉斯市場的界定

　莊春發

加盟事業便利商店市場的界定及其行銷通路之探討

　李仁芳

公平法有關不公平競爭行為，應如何適用「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

　林廷機

智慧財產權耗盡問題與公平交易法

　林克敬

我國與各國多層次傳銷事業退貨條件與處理原則之比較

　李仁芳、張愛華

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支付一定代價之研究

　范建得

公平法第三十六條「先行政後司法」之法律分析

　陳櫻琴

公平交易法案件之團體訴訟

　陳洸岳



附　　錄 277

第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一部分：同業公會聯合行為之責任

　蕭文生

　
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之研究―第二部分：避難到不公平競爭的聯合行為管制

―公平法第十四條與第十九條第四款適用關係之釐清

　吳秀明

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有關聯合行為之規定究屬概括規定或屬列舉性規定之研究

　吳秀明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業者與播送系統業者垂直結合之競爭規範及許可衡量標準

之研究

　石世豪

區域性獨占、區域性整合與自然獨占：有線電視業涉及公平交易法之問題

　柯伯昇

有線電視產業之通路競爭、福利分析與政策效果

　吳基逞

電信市場競爭政策與法律問題

　劉紹樑

　
論推薦廣告之規範―以美國經驗為例

　范建得

當前關於結合管制之重要問題

　黃茂榮

　
公平會獨立性相關問題之研究

　陳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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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定價認定方法之實證研究：Areeda-Turner成本基礎法初探
　單驥、莊春發、馬泰成、謝仁弘

我國油品市場相關問題之研究

　許志義

　
我國油品市場管理法規相關問題之研究

　范建得

國內新聞報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李仁芳、陳文玲

　
台灣職業證照制度與市場競爭

　李誠、郭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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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康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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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蕙安

台灣電信產業競爭化的市場結構設計

　林健次、蔡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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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宜男

聯合採購的型態與適用條件

　王忠宗

　
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之研析適用
　吳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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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立

　　
BOT招標階段資格限制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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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與政府採購法對「BOT中交易相對人選擇自由與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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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研究―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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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限制轉售價格法制

　王銘勇

　　
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搭售安排「個別產品」要件之認定標準

　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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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劉紹樑、劉崇堅、莊春發

四C整合趨勢下有線電視產業競爭規範之研究
　石世豪、蔡志宏

網際網路之發展及其競爭規範初探-技術與法律之分析
　陳光禎、劉孔中

從競爭觀點來觀察電子商務產業環境

　謝穎青

合作研發與國家創新系統

　李仁芳

桶裝瓦斯勞務配送中心與公平交易法相關分析

　莊春發

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

　王銘勇

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罪」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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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競爭法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

　張玉山、李淳

加油站區域市場劃分暨垂直性限制條款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分析

　梁啟源

我國家用液化石油氣市場開放後之結合競爭問題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

數位網路產業之競爭政策與競爭規範

　劉孔中

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行為為中心

　黃營杉、黃銘傑、吳師豪

教科書及參考書市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性研究

　吳秀明、趙義隆

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響之分析

　陳坤銘、吳秀明

仿冒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張懿云、林廷機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修正後適用問題之研究
　蘇永欽、范建得

寡占市場「一致性行為」之證據認定方法及其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規範

―由 Container Corp.案探討交換資訊行為
　張明宗

醫療市場競爭規範之建立初探

　陳志民

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檢討

　紀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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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產業自由化、國際化與競爭政策：兼以台灣石油及石化業為例

　許志義

從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職掌探討公平會的組織調整

　胡祖舜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替代與互補

　莊春發

競爭政策與管制政策之取捨與協調：以公用事業為例

　張玉山、李淳

公平交易法對贈品贈獎促銷行為之規範

　鄭家麟

網路傳銷組織之研究-案例觀察與評析
　陳櫻琴

上游廠商標示建議價格行為與公平交易法第18條之關係
　王銘勇

我國 IC 產業與其相關市場廠商競爭行為之研究-以事業結合行為為例
　施錦村

我國及先進國家對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實務及法規依據

　朱蔚菁、李文秀、殷世熙、杜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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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公平交易法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吳榮義、劉孔中、林欽明

WTO 新回合談判我國關於競爭政策應有之立場
　羅昌發、楊光華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機構結合行為之規範及審查原則之研究

　薛琦、劉紹樑、李存修、張明宗

電腦印表機、電梯等事務機器之主產品與其耗材、零組件及維修服務等附屬產品間市

場交易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法性之研究

　方文昌、謝立功、蘇聖珠、陳芳萍

網路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競爭環境

　承立平、陳菁瑤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於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之研究
　劉孔中、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

　趙義隆、陳志民、吳瑾瑜

參加人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退貨之權利保障對多層次傳銷管理之必要性研究

　陳得發、楊芳玲、王昭雄

事業以聯合行為或濫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復原價之探討―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分析

　陳志民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觀點，檢討現行行政爭訟制度

　蔡秀卿、陳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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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知識型新興產業之公平競爭規範

　范建得

網路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以Hyperlinks、Frames、Meta-Tag、Keyword- 
Advertising為例
　林克敬

公平交易法對網域名稱規範之檢討

　王銘勇

聯合行為之採證與例外許可項目之研究

　劉孔中、黃茂榮

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之研究―聯合信用卡中心運作現制之檢討

　王文宇

人造纖維製造業市場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性研究

　陳榮隆、林燾

油品市場自由化與限制競爭因素的探討

　張玉山

著作權法與公平交易法關係之研究

　謝銘洋、張懿云

經濟理論的競爭觀在執行反托拉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

　莊春發、李顯峰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管制革新中應有的角色

　曾明煙、胡祖舜、許俊雄

我國自來水市場解除管制可行性之研究

　虞國興、康世芳、胡名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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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趙義隆、祝鳳岡、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多層次傳銷定義相關問題之研究

　徐火明、張芳嘉、鄭啟揚

加入 WTO 後，我國汽、機車產業競爭行為與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探討
　李培齊、張紘炬、張力、李家悅、黃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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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小麥聯合進口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之探討

　劉孔中、馬泰成

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

　陳坤銘、溫偉任

聯合行為寬恕減免責任條款之研究

　王銘勇

事業共同研發聯合行為例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及其基準之擬議

　范建得、莊春發

我國民生氣體燃料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莊春發、陳志民

公平交易法對流通事業垂直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

　許英傑、黃銘傑、黃慧玲

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

　林國全、馮震宇

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

　何之邁、劉美琪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於競爭政策之可行性研究

　李秉正、徐世勳、林國榮、楊浩彥

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規範

　王泰銓、王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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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海運同盟國際卡特爾與競爭政策之關係

　林克敬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相關市場管理及公平交易法對其市場銷售行為規範之研究

　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劉姿汝

公平交易法、銀行法及刑法詐欺罪對吸金行為規範競合之研究

　王銘勇

台灣媒體在廣告市場競爭關係之研究

　莊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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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顏廷棟

事業結合規範之再檢討

　劉姿汝

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

　莊春發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張麗卿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 2004 年台灣案例
　余朝權、林金郎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李憲佐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張其祿

交通運輸產業之競爭規範

　張懿云、賈凱傑、陳麗娟

　
保險仲介人之居間行為與公平交易責任研究

　冉弘毅、謝紹芬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司法審查範圍―以認定事實為核心

　王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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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我國獨立機關建制之商榷

　蔡茂寅

建立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評鑑指標之研究

　洪鉛財、羅彥棻、池曉娟

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卡特爾規範之研究―以德國及歐盟卡特爾法為中心

　張懿云

論水平結合管制的準則―總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

全球100大銀行及100小銀行之績效―台灣的銀行與它們的相同與相異及台灣的銀行競
爭程度

　沈中華

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成本特性與市場力量之探討

　王國樑、張美玲

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

　許松根、馬泰成、顏廷棟

健保十年，醫療服務產業的演化

　蔡偉德、劉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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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台灣金融業結合案例之經濟效益評估-金控公司範疇經濟衡量
　黃美瑛

金融產業與公平競爭 
　謝易宏

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之研究 
　莊春發、林宗鈞

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 
　顏廷棟

多層次傳銷事業自我評鑑之建立與執行研究 
　陳得發、王昭雄

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標準制定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制

　李素華

「著作權警示」對不公平交易的影響 
　林利芝

論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莊春發、柯舜智

無線電頻譜市場管制模式之探討—以頻譜財產權制度為核心

　林俊宏

連鎖便利商店收取附加費用行為之探討 
　余朝權、吳成物、陳韻珊

公司治理與競爭法之交錯—以公開收購下競爭收購者間停止競爭協議之法律規制為核

心

　朱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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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統一定價」與「競爭機制」—液化石油氣產業之研究

　莊春發

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法制與不公平競爭

　陳明燦

電信產業跨平臺結合之競爭規範—在利益與不利益之間

　劉孔中、周韻采、簡維克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

　顏廷棟

論智慧財產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補充成果保護間之關係—由德國法、歐體法與日本

法看我國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修正

　許忠信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及競爭政策

　陳志民

消費爭議與公平交易法

　劉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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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謝杞森

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行為適用之可行性研究

　顏廷棟、馬泰成、王泰昌、黃郁雯

公平交易法與其他法規競合競爭評估標準之研究—管制政策影響競爭之評估

　陳和全、劉姿汝

電信網路接取服務批發價格之管制與實務—兼論防止垂直價格擠壓之檢驗方法

　王碧蓮、黃郁雯、陳人傑、羅山珊

公平交易法對銀行業結合之評估—檢查表之設計與討論

　沈中華、張大成、朱德芳、謝智源

金融海嘯下能源價格波動之競爭政策意涵

　梁國源、曾明煙、顏承暉

我國油價設定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秉正、陳家榮、張雅涵

國際競爭法在競爭倡議上之發展及其引入國內之可行性

　李淳、陳櫻琴、顏慧欣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李素華、林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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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顏廷棟

廣播市場開放的多元化與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莊春發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與不公平競爭—由（.tw）網域名稱註冊爭議，論商標權行使與不
公平競爭

　周天

各國競爭法對能源產業規範之研究

　陳汝吟

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場為例

　劉楚俊、陳姿縈

結合矯正措施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謝杞森

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易

法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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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聯合行為例外許可對民生物價與市場競爭之評析

　顏廷棟、馬泰成、黃美瑛、黃郁雯

從數位匯流相關產業之發展看公平交易法執法之挑戰

　莊春發、陳志成

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

　莊春發、陳汝吟

流通業買方力量之經濟分析

　吳世傑、曾靜枝、陳宏易

Strategic Selection of Direct Selling and Private Brand under Retailer Stackelberg
　廖俊雄、曾貝莉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之關聯

　章忠信

單方行為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

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

　陳志民、陳和全、葉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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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論廣告促銷價併列原價之適法性—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與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比較

觀察

　楊宏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案件之探討：以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為中心

　王明禮

網路平臺在關鍵字廣告市場之中立性探討

　童永年、蔡蕙安、陳思翰

浮動油價之檢討與因應

　廖惠珠、陳筠淇

以歐盟規範與實踐論電信業垂直擠壓的管制

　魏杏芳

最惠國條款與競爭法之案例研究

　楊智傑 

經濟分析方法於競爭法議題應用之研究—聯合行為

　陳和全

非價格垂直限制適用「合理原則」之違法考量因素

　陳志民、林益裕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98

第二十一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藥品業產品跳躍行為之競爭法研究
　王立達、邱靖芳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王銘勇

論聯合行為之認定–從超商咖啡案談起
　劉姿汝

我國電業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討

　許志義 、王京明 、黃鈺愷 

計量途徑的結合模擬–臺灣電信市場的實驗案例
　陳和全

金控公司結合之研究

　江朝聖

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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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論文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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