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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奕產業與政府管制 

講座：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經濟
組黃顧問國鐘 

日期：98年1月6日 
場次：9801-206 

 

主持人蔣參事、各位先進、各位貴賓：

非常感謝大家在寒風細雨中，前來參與討論

我國家一個嚴肅的課題：泛宗教、泛道德、

泛政治寒流籠罩，國家公權力想要擴張，人

民又有很多應付辦法的台灣社會，博奕到底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今天的英文題目叫做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he Gaming Industry，本來是 gambling industry 賭博的產業，gaming

是比較文言、文雅的說法；Regulation 是政府對產業的「管制」，

Management 則指廠商（公司）內部的「管理」。一開始先給大家一個

謎題：澎湖觀光賭場開幕（射中東的地名）。白頭格或稱皓首格、雪

帽格，也就是謎底的第一個字是同音的別字，照別字來代替同音的字

就是謎底，在耶路撒冷的南部，是一個大家可能很熟悉又覺得有點陌

生的地方。 

依許慎的《說文解字》，「賭」，對偶然的事件，用錢來做輸贏，

對偶然的事件作輸贏。依許慎的《說文解字》，左邊的「貝」是錢，

右邊的「者」做「別事」解。老者就是老的人；日文的「若者」是年

輕的人。「事多始可別」，所以有眾多的意思。賭這件事情賭具多、賭

法多、好之者多，而耗財、耗神、耗時無不多，所以右邊從「者」。 

「博」字的左邊是「十」，能周（週）知散在四方的事情為博，「博」

字的右邊唸作「尃」ㄈㄨ，「尃」就是散佈、覆蓋的意思。佈施於天

下的「佈」，本義作「大通」解，乃廣知無遺之意。博士就是什麼都

知道，「萬事通」那種人，實際上只鑽研單點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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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字，從大、亦聲，清朝的惠棟說：上面的「亦」，像人的

兩臂張開來，要去擁抱人家，「奕」就是「所擁抱者大」，「大大熱誠

歡迎」之意。「所賭者大」才會刺激，才會流連忘返。 

博奕場、娛樂場或者賭場，我們總是要定個名稱，澳門用「娛樂

場」這三個字，沒有特許執照的人禁止使用「娛樂場」這三個字。然

而「博」是「博大不博小」的意思，到娛樂場去是不是要賭 1,000 塊

美金，而不要賭 25 塊美金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娛樂場裡面的都

是莊家（博奕場）贏，「每 100 塊錢」贏個 1 塊到 5 塊，《概率論》叫

做「賭場優勢」（House Edge），或「莊家優勢」。「賭場優勢」最多的

博戲叫做 keno（基諾），80 個號碼每期開 20 個號碼，100 塊贏 30 塊，

是博奕場「最肥」（賺的「比例」最多）的遊戲，其他多在百分之一

到五之間。我們的威力彩、大樂透甚至「賓果、賓果」（Bingo Bingo）

100 塊莊家（銀行）贏 40 塊，怪不得大家都不買！博奕場「每 100

塊」贏 1 元、2 元、5 元 6 角 1 分（加勒比海撲克），顧客是不是應該

要玩大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是「負期待值」（Negative 

Expectation Value）的遊戲必輸的道理，所以應該是賭小的比較對，比

較合乎理性。 

「負期待值」（Negative Expectation Value）只有一個例外情形，

娛樂場開幕促銷的時候，以廣招徠，21 點 Black Jack 一張 Ace，一張

黑 Jack（原來是黑桃 J 及梅花 J，不包括紅心 J 及方塊 J），一張 Ace

一張 Queen，也是一樣，也是 Black Jack，應該要賠一倍半，就是 150

％，如果促銷的活動變成賠兩倍，這個時候「理性的選擇」（Rational 

Choice）做法是什麼？應該要「賭很大」才對！因為「負期待值」的

遊戲變成「正期待值」的遊戲，本來 100 塊錢要輸 1 塊錢左右的遊戲，

變成 100 塊錢贏 5 毛錢的遊戲。100 萬贏 5 千元，贏 5 萬塊，而且是

美金不是台幣。理論上正期待值的遊戲，應該玩大而不玩小，充分體

現「亦」的象形意涵。可是統計學有集中趨勢跟離中趨勢，集中趨勢

就在講平均數、大數法則、中央極限定理這一類的問題；離中趨勢就

是離開平均數的問題，就是各種變異數的問題。即使博奕場、娛樂場

作促銷的活動，黑桃 Jack 跟梅花 Jack 賠兩倍的時候，也許賺到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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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左鄰右舍反而是輸錢，所以賭場不可看書（輸）、不可稱呼

老師（輸）、不可吃「壽司」（台語輸死）、不可喝「舒（輸）跑」、不

可靠椅背（悖）、鈴木（輸輸去）及佐佐木（台語掠奪精光）不可上

場。期待值為正的遊戲，到底要不要大賭特賭？牽涉到你的時間價

值，還有個人金錢的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郭台銘的身價從

1,200 億跌到 400 億，你作何感想？1,200 億跌到 400 億是一種客觀的

衡量，主觀的衡量是我很羨慕人家很有錢十輩子也用不完。郭董事長

主觀上，根本不在乎，「第 4 億零 1 塊」跟第 1,200 億零 1 塊對郭董事

長來說沒有什麼差別，沒有也沒有關係。所以賭注的大小跟主觀的邊

際金錢價值是高度相關。 

「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是指某種物品的消費量每增加

一單位所增加的滿足程度。邊際的含義是增量，指自變數增加所引起

的因變數的增加量。在邊際效用中，自變數是某物品的消費量，而因

變數則是滿足程度或效用。消費量變動所引起的效用的變動即為邊際

效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在一定時間內，隨著消費某種商品數量的

不斷增加，消費者從中得到的總效用是在增加的，但是以遞減的速度

增加的，即邊際效用是遞減的；當商品消費量達到一定程度後，總效

用達到最大值，邊際效用為零，如果繼續增加消費，總效用不但不會

增加，反而會逐漸減少，此時邊際效用變為負數。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決定需求定理：需求量和價格成反方向變化。因為消費者購買商品是

為了取得效用，對邊際效用大的商品，消費者就願意支付較高價格，

即消費者購買商品支付價格以邊際效用為標準。按邊際效用遞減規

律：購買商品越多，邊際效用越小，商品價格越低；反之，購買商品

越少，邊際效用越大，商品價格越高。因此，商品需求量與價格成反

方向變化，這就是需求定理。（資料來源：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 

com/zh-tw/%E8%BE%B9%E9%99%85%E6%95%88%E7%94%A8） 

產業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從哈佛學派到芝加哥學派，然後到 1980

年代以後的新產業組織理論，請參考這個講義，當初哈佛學派發展了

一套 SCP 的分析模式，對於博奕產業，以及政府對博奕產業的管制列

舉了觀察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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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就是 structure 市場結構，C 就是 conduct 行為，P 是 performance

績效，博奕的供給是什麼？需求是什麼？市場結構可能如何？行為跟

績效如何觀察及管制？就供給面言之，博奕算是服務業，提供人家快

樂，等待開牌的刺激效用 Utility 超過輸錢的痛苦，原料是洗牌機，技

術算是服務的規範。 

博奕需求到底是什麼？很多人傾家蕩產，刷爆很多張信用卡。博

奕所提供的刺激或快樂超過金錢的價值、超過金錢的效用。威力彩、

大樂透或者六合彩，都有延年益壽的功能？因為你禮拜二開獎了以

後，還去跟親朋好友鄰居討論禮拜四會開什麼號碼，禮拜四開完了以

後再繼續去買，繼續討論，看香港週末的六合彩會開什麼號碼，不斷

的多活兩天、多活三天，所以六合彩就是買一個希望，它的價格彈性，

100 塊賭的桌子無人來參與，降到 50 塊美金，馬上就有很多人靠攏過

來，到底是價格彈性高還是所得彈性高，100 塊很多人不想玩、玩不

起，如果降到 25 塊，反而覺得希望無窮，有可能是所得彈性的關係。

百家樂在香港風行無阻，代替品是什麼？替代品可能是麻將、十三

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不會有台灣特色的博奕遊

戲？十三支，還有人跟我講說十點半，十點半就是二十一點的一半。 

再來是市場結構的問題，賣方跟買方的數字數目，賣方就是澎湖

兩張、金門兩張，因為只發一張《特許執照》會形成獨占的市場，所

以專家都建議兩張，到底是什麼人呢？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國民？大陸

的觀光客？還是外國人？這牽涉到底員工要講華語、講英語、還是講

台灣話、河洛話，就是說如果要澎湖跟金門開放娛樂場的時候，員工

要講哪一種語言才能夠吸引顧客。如果是國際觀光客，dealer（荷官）

可能聘請菲律賓籍較划算。如陸勞在香港的迪士尼樂園，造成很多的

困擾。如果買方是中華民國國民，只是把原來去韓國濟洲島、澳門的

觀光客，請他留在澎湖或金門而已。大陸管制對於出口簽證，澳門的

娛樂場都快要倒了，大陸有 6,000 萬位國民要來台灣觀光，30 年都輪

不完，如果說 3,000 變成 300 的時候，旅館的投資、觀光設施的投資

變成一種過度的投資。博奕產業產品差異應該不大，進入的障礙就是

特許的執照，進入的障礙非常的高，就是拍賣得到的澎湖兩張、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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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張。博奕廠商成本結構差不多。企業集團如果兼營觀光業、旅館業、

餐廳業，博奕產業有沒有交互補貼的關係？行為，定價的行為，他到

底是 100 塊美金、還是 100 塊港幣、還是 100 塊台幣，我們政府要不

要去管制？產品的策略、研究創新、廣告，我們是不是容許香菸跟酒

的廣告？是不是容許博奕場的廣告？在廣告旁邊要不要寫警語，還有

政府或者是娛樂場的網站，是否需要各種遊戲的概率告訴人家？《銀

行法》、《當鋪業法》都規定：利率多高應該要告訴顧客。所謂的法律

技巧，是說「大魚吃小魚」或者「小魚咬大魚」，或者說不正的競爭

這一類的問題。  

「績效」：博奕產業及博奕廠商，生產效率如何？分配效率如何？

分配效率應該是不好的，十個人有賭博只有一個人變的比較富有，娛

樂公司還非常希望你回去宣傳，九個人變的比較窮以後，顯現在菲力

普曲線跟基尼係數，就分配效率應該是不好的。進步。完全就業，威

尼斯人現在蓋不下去了，澳門政府打算要接收在威尼斯人在澳門的產

業。我們也面臨過這一類的問題，高鐵當初要蓋的時候，「促進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本來是說蓋不下去的時候，政府「得」收購，就

是可以收購可以不收購，是政府的權利，交通部長蔡兆陽來立法院，

改成「應」收購，變成政府的義務！金門地區及澎湖地區各發兩張執

照，兩家同規模一樣大小，Herfindahl 跟 Hirschman，Index = 50 的平

方再乘以 2 家等於 5,000。最大占有率就是獨占 100 乘以 100，HHI

＝10,000，HHI 在 1,000 以上，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要開始注意。賭場

籌碼的單位價格是 5、25、100 跟 500、1,000，還有 5,000、10,000 及

50,000 等等。 

立法完成「離島博弈除罪化」以後，還需博弈產業的管制法，也

就是 regulation 到底要管哪些事情，公投只是 yes or no 兩分法，沒有

辦法經過討論、協商、協調來達成共識，當然它前面有它的互相辯論

的過程等等，可是它的選項就只有 0 跟 1，沒有 0.6、沒有 0.5、沒有

0.4，那麼經建會講「逕行招商」，是要澎湖縣政府還有金門縣政府去

招商，那麼博奕產業作為一個政府管制的產業，是不是需要中央政府

當作主管機關，中央政府去招商，但中央各機關避之唯恐不及，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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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讓縣政府自己去招商，澳門的娛樂場都在發行公司債，利率高達

8％、15％，很多財務評估家都在懷疑：它們可不可以撐過那個公司

債還債的期限 2015 年？如果澎湖開放兩張執照，是不是要開放國際

機場呢？博奕場可不可以刷卡？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可否刷借記卡

Debit Card？口袋輸光光，政府及博奕場如何處置？博奕業者可不可

以「代墊」或「回饋」機票、船票？一定如此。博奕場訴求的對象到

底是「台客」？「陸客」？或「觀光客」？想要標特許執照的人自己

要研究，不用我們擔心。 

博奕有幾種？答案是 3 種。第一種是彩票、第二種是運動彩票、

第三種是賭場裡面形形色色的遊戲。為什麼彩票跟運動彩票不一樣？

第二種運動彩票，賽馬、賽狗、甚至有賽馬車，其實都是依照「資訊」

而做投注，也許資訊不完全、資訊不對稱，可是既然可以依照資訊的

收集、研究，來判斷說買哪一張體育彩券，這個遊戲算不算是賭博？

什麼叫做賭博？大英百科全書、大美百科全書討論了「賭博」的定義

問題。西班牙的胖樂透引起轟動，中獎率很高，超過 3 成，10 個人有

超過 3個人會中獎，總共有 2,600萬個現金獎，獎金從最低的台幣 9,000

錢到最高 1,370 萬新台幣，固定在每年 7 月開賣 12 月 22 號開獎，就

耶誕夜以前，而且獎金不扣稅。我國的威力彩、大樂透，期待值是多

少錢？100 塊錢乘上 60﹪得到 60 塊錢，扣 2 成稅，剩下 48 塊錢，怎

麼會有人想去買？地下的六合彩、大家樂，100 塊錢回饋多少？94 塊

7，效率遠勝「公辦民營」的威力彩！ 

再來報告『贏家的詛咒』。歐洲的電信市場開放，為什麼交給政

府很多錢以後，電信公司賠錢？原因在拍賣的場合過度的樂觀，我國

則是圖利這些電信業，用一種不拍賣的評審方法，把國家寶貴的電波

利權奉送電信公司。 

在拍賣執照的時候，最擔心圍標。陳定南委員在政府採購法寫了

一個條文，領標時不可以登記領標者的姓名跟公司的名稱，陳定南委

員又規定《標單》不可以編號，就是怕圍標。圍標不構成詐欺，而構

成「聯合行為罪」，但《公平交易法》「先行政、後司法」，圍標在公

平交易法修正了以後都變成免訴。 



博奕產業與政府管制 

•8• 

關於拍賣的方法，有荷蘭式、英國式，經濟學獎的得主 Vickrey

來台灣演講，主張「最高標主」用「次高價格」得標。 

拍賣的分類： 

 

 

(胡文發，工程招投標與案例，2008年3月，化學工業出版社，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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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方式 

內容 

英國式
拍賣 

荷蘭式
拍賣 

第一價格密封 
拍賣 

第二價格密封 
拍賣 

競標方式 競標者公
開出價 

拍賣者公
開拍賣 

秘密競標，事先不
知道競標人數及競
標者的出價 

秘密競標，事先不
知道競標人數及競
標者的出價 

出價方式 出價由低
至高 

出價由高
至低 

密封方式投標 密封方式投標 

得標方式 出價最高
者得標 

競標者願
意出價接
受的價格

由出最高價者得標 由出最高價者得
標，但僅支付第二
高標價格 

拍賣場合 藝術品、
古董 

鮮花、魚
市、煙草

房屋、土地、礦權 郵票、相片 

 

第一價格密封拍賣曾被用於再貸款融資和外匯交易。直到 1993

年，美國財政部一直使用歧視性拍賣來出售國債。但是這種拍賣方式

也引來不少抨擊。在美國財政部國債案例中，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很早就警告過歧視性拍賣很

容易造成競買者的共謀。投資者不願意向財政部透露自己的估價，因

為明確的購買意願將會導致投資者只能得到最高的可能價格。儘管如

此，在競買者之間存在長期競爭關係的拍賣中，英國式拍賣比密封拍

更容易導致競買者共謀現象的發生。所以，在工業採購和建築工程招

標中，由於參與者存在長期競爭關係，密封拍賣仍然是應用最為廣泛

的拍賣方式。 

第二價格密封拍賣即維克利（Vickrey）（199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主）拍賣。競買者以密封的形式出價，最高出價者中標，但成交價

採用次高出價。這種拍賣方式符合激勵相容的原則，能夠有效地誘導

參與競標者說出他們的真實估價。維克利證明第二價格密封拍賣是一

種有效的拍賣機制，並能夠使買賣雙方達到帕累托最優，每個投標人

都以自己的真實報價作為最優策略。但是一個潛在的缺陷是這種拍賣

系統需要拍賣者有很高的誠信。如果拍賣者存在道德信任問題，他可

能會在決定贏家之前打開競價，在贏家的報價下插入一個略低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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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使贏家付出更高的價格。在這種拍賣中，競買者的最優策略是說

出自己的真實估價，但是在實際拍賣中，競買者可能擔心自己的真實

信息透露給第三方，不利於將來競爭。所以，這種拍賣在實踐中很少

應用。（胡文發，工程招投標與案例，2008 年 3 月，化學工業出版社，

第 20 頁） 

會計學上假定各個公司都是持續經營的主體，澳門娛樂公司是不

是持續經營的主體？現在就有很大的疑問，拉斯維加斯這些叱吒風

雲、曾幾何時的公司，現在也正在度寒冬，如果不是持續經營的主體，

資產就要重估。 

什麼叫做賭博？在大不列顛、大英百科全書說：「意識到冒險和

希望獲利的情況下，把有價值的東西作為賭注所進行的競賽，其結果

全憑機會決定」，《大美百科全書》大致相同。可是《牛津博奕專書》：

不可以用技巧來改變輸贏的結果，如果說可以用技巧來改變結果，就

不是賭博。所以麻將不是賭博，因為中長期來說，大家的好壞牌是一

樣的，可是你能夠用技巧來改變它的結果，就是不放炮；美國法院也

有判例，美國法官不曉得怎麼打麻將，就叫被告打給他看，你可以打

第一張、也可以打第十三張、也可以打第七張，這樣如何算是賭博？

撲克也不算賭博，因為撲克可以察言觀色，也可以不要下注。這就是

賭博的定義問題，哲學上的定義就是說內涵跟外延，所以樓上打麻將

吵到你不能睡覺，那是那個妨害安寧的問題，不是賭博的問題。諾貝

爾經濟學獎已經頒發給心理學家，研究心理學對於經濟行為的決定。

亞當斯密早在《國富論》講過，今天早上有麵包吃，不是麵包店老闆

可憐你、喜歡你，而是他要賺你的錢，還要投你所好。John Von 

Neumann 與 Morgenstein 的《博奕論》是經典之作，也是電腦理論的

始祖，裡面的三人博戲、四人博戲，三人博戲像《三國演義》的聯吳

抗曹。四人博戲，三家坑殺一家，麻將規則不允許。《博奕論》不討

論賭博，其實是一種對局的遊戲，像圍棋、象棋、西洋棋，博奕論討

論對局的遊戲，跟我們所講的賭博不一樣。 

我國到底要不要有台灣特色的博奕？可不可以發明十三張的電

子遊戲機？（超商已販賣此種電子遊戲）說不定很受歡迎，但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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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荷官跟遊客串通，就要規定 House Way（賭場定式），就是賭場規

定一定要如此排列，天九牌也有「賭場定式」。十三張最前面一搭，8

一對要不要出頭？9 一對要不要出頭？（還是兩對放在第二搭），蔡煌

瑯委員教我：「9 對很大，8 對很小」，其實其中有「概率及策略」之

問題。 

賭戲的規則是國家的法令？還是行政規則？還是契約的一部

分？在澳門是國家的法令。賭場最重要的規則其實是：如果發牌或程

序弄錯了如何處理？該銷牌沒有銷牌（burning），凱薩的切牌（Caesar’s 

Cut）沒有切，或者發錯牌算不算？再來就是退佣，退佣給泥碼，譬

如說 100 萬美金退給 1 萬美金。如果一個遊戲顧客可以 100 塊輸 9 毛

錢，退佣給 1 塊錢，覺得可以贏 0.1％，其實是不對的。因為發給泥

碼，即使是機會各半的遊戲（譬如：銅板正反兩面），要「洗碼」兩

次，換一百萬的籌碼要玩兩百萬的面額，才能夠把泥碼洗光光，為了

玩這兩百萬，需輸 1 萬 8,000 塊錢，減掉退佣的 1 萬塊錢，遊客仍然

是輸 8,000 塊錢。所以買泥碼的貴賓也要注意：不要被表面上的 House 

Edge（莊家優勢）（或稱賭場優勢）所迷惑。 

拍賣執照時也會有很多作弊跟圍標的問題，澳門賭場的合約，葉

漢跟何鴻燊競爭，派探子去打聽人家出 120 萬塊錢，覺得提高到 180

萬應該可以得標，臨投標的時候再弄到 210 萬，結果政府宣佈：泰興

公司繼續取得賭業專營權。葉漢當然不服氣，查詢答覆是：招標須知

規定，投標出價相同的時候，原持牌人有優先權。就是原來的那個房

客有優先續租的權利，葉漢為之氣結。拍賣特許執照，拍賣其實就是

出價錢；也可能變成評審，評審有可能包括拍賣。新加坡先就企劃書

挑選 4 家，再來挑其中的 2 家，兩個階段都是評審。 

刷卡是信用卡公司借錢給遊客，賭場自己本身可不可以借錢給遊

客？答案應該是還可以吧！如果禁止借錢給遊客的時候，反正旁邊的

當舖也總是會借給遊客，就是「澳門典當，香港取贖」，比卡債更嚴

重的，是討債行業（討錢變成乞丐洪七公）的問題，討債行業要由法

務大臣來加以管理，大家覺得哪些前科的人不可以到討債的行業？大

概就是恐嚇、毀損（打破玻璃的）、傷害，擄人勒贖更不可以。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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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電腦使用罪」前科，則不可在賭場上班，因為賭場有很多「吃

角子老虎機」。 

其實現在的博奕行業，跟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有非常大的不

同，二、三十年代的也許是黑道、山口組、黑手黨、芝加哥幫控制這

些賭場，八十年代以後博奕場、娛樂場，都是具有名聲信譽的股份有

限公司在經營，愛惜名譽比愛惜金錢更重要。 

另外概率的問題，春節自家擺了十八豆，放 3 顆骰子在碗公裡面

搖，出現 1 點至 6 點。如果你押在 1 點，開出 1 顆 1 點，賠你 1 倍，

開出 2 顆，賠你 2 倍，開出 3 顆、1 點賠你 3 倍，表面上很公平，對

不對？我個人也覺得非常公平，覺得說賭場裡面最公平的遊戲莫過於

此，納悶自己的籌碼愈來愈低？朋友告訴我：3 顆骰子開出 1 點的機

率不是一半，不是 108/216，開不出 1 點的機會超過一半，5/6 的 3 次

方，5/6 的 3 次方是 125/216，不是 108/216，賭場的優勢竟然超過 10

％，到 15％左右，所以春節不要被這種遊戲所迷惑。 

我們的博奕行業，包括彩券行業跟運動彩券行業，如果規定要由

銀行來發行及經營，譬如：中國信託或者台北富邦，那麼「巴賽爾公

約」所注重的駱駝法則（CAMEL）：資本的適足性、資產的品質、管

理的人力、獲利性跟流動性，國家加以監督？賭博的遊戲不是只有遊

戲本身技巧的問題，另外有下注的問題，第一次下 100 塊港幣，輸掉

以後，第二次下 200 塊，第三次下 400 塊，第四次下 800 塊，再來 1,600

塊，如果贏的話就從 100 塊港幣重新開始，這種叫做 Martingale（馬

丁格爾）的數列；另外有 Fibonacci（費波那契）係數的方法，就是

1, 2, 3, 5, 8, 13, 21, 34,…，好處就是不必用加倍，只把前面兩次輸的錢

先贏回來，不會像幾何級數（等比級數）弄的那麼可怕。賭場如何應

付這種下注方法？反正以不變應萬變，設定每一桌賭注的最高額。如

果有傻傻的賭場忘了設定每桌賭注的最高額，政府要不要管？理論上

只要有人比賭場更有錢，賭場又不設定每桌最高額賭注，有錢人就可

以把那一家賭場贏光光。政府不需要那麼雞婆，像海商法、公司法規

定賭場的有限責任或最高限額（每條最低限額則有成本的考慮）。 

再來是高度管理還是低度管理的問題，澳門就是低度管理，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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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高度管理。新加坡國民進賭場要交 100 新加坡幣，約等於 2,200 台

幣，你願意不願意花 2,200 台幣去買快樂？我國的機票其實具有這種

功能，松山到馬公、金門的機票值多少錢？其實就是機票跟船票就是

入場費。拉斯維加斯是低度管理，大西洋城所在地新澤西州是高度管

理。 

今天既然講對於「博奕產業的管制」，主管機關到底是誰？《預

算法》第 29 條：「行政院應試行編製國富統計、綠色國民所得帳及關

於稅式支出、移轉性支付之報告。」我大筆一揮，將主計處、經建會、

內政部、環保署、財政部，全部改成「行政院」3 個字，最後事情還

是輪到他們在做。交通部、國防部、經濟部是採購大戶；內政部、教

育部、農委會是補助大戶，政府採購主管機關首長，若不由憲法位階

之政務委員兼任，難以推行嶄新制度，亦可考慮公平會、法務部、工

程會、主計處等，輪流擔任政府採購主管機關。在政府改造的過程當

中，我們可以考慮像日本一樣，設立特命擔當大臣的制度，在一定的

期間，設立一個部長級的部長，作特別的事情，還可以協調各部會，

像少子化大臣、行政改革的特命擔當大臣、郵政民營化及財政經濟特

命擔當大臣。博奕產業需要管理，到底是要哪個機關主管？我猜中央

政府各機關避之唯恐不及，澎湖縣政府則搶著當地方主管機關。既然

開放執照，目的在增加政府稅收，我個人會建議跟彩券、運動彩券一

樣，主管機關是財政部（政府目前暫定交通部觀光局）。 

發放執照合約的內容是什麼？澳門要求「威尼斯人」（Venetian）

六星級觀光大飯店要買船來載顧客、要幫忙蓋文化中心、要幫忙蓋新

的碼頭、碼頭裡面要有一個辦公室要給澳門政府使用。 

最後有勞動派遣法的問題，澳門的賭場以前也是不上軌道，派大

哥、小弟向賭客討債，討債的人不是賭場的員工，這叫「派遣勞動」，

就是賭場外包，委託討債公司，出了事情與賭場無關。派遣勞動在經

濟不景氣的時候，會發生勞動法跟勞動經濟學的問題。 

我國處罰哪些賭博罪？答案是聚眾賭博罪跟發行彩票罪，禁止找

大家來賭博或是在公共場所賭博，怕他人起而傚尤，處罰賭博罪，是

保護個人還是保護社會？我國是寫在保護社會法益（Rechtsgut）的《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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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罪章》。我國《刑法》從保護國家法益開始，最前面內亂罪、外患

罪、妨害公務、偽證罪，是保護國家的；再來保護社會，公共危險罪，

放火、決水一直到妨害風化、賭博；最後是保護個人，從殺人一直到

破壞人家的電腦，就是保護個人。處罰賭博到底是保護個人還是保護

社會？在我國是保護社會，德國是保護個人（使人的財產處於危險狀

態之中）。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人家要拿自己的錢去賭博，為什麼要

處罰？如果是保護社會，如果其他人看不到，沒有辦法起而傚尤的時

候，為什麼要處罰？所以在網路上面賭博是不是需要處罰？如何處

罰？越過國界如何處理？ 

高考的考題，檳榔攤販看到台北市愛心獎券有利可圖，起心仿

造，請問觸犯哪些罪名？共有十個要點：「偽造有價證券」①吸收②

「行使偽造有價證券」③，與「發行彩票罪」④想像競合⑤，多張彩

券集合犯⑥成立一罪，另與「偽造私印文」⑦想像競合⑧，應依「專

條」（《刑法》第 129 條）而非「通條」（《刑法》第 38 條）宣告沒收

⑨私印文，依最高法院判例要旨，「不構成詐欺罪」⑩。考生的「眾

數」（統計學用語）是「答對 3 個要點」。 

《消費券》跟貨幣的替代率多少，我覺得在鄉下是負的，都市以

折扣搶《消費券》，替代率是正。消費券是有價證券沒有問題，賭場

的籌碼也是有價證券，日本的電話卡也是有價證券。信用卡不是有價

證券，因為信用卡沒有轉讓性，也沒有回贖性，我國《刑法》規定在

偽造有價證券那一章，非常不對。運動彩券條例最大的問題：盈餘收

入不用在發展體育來使用（現已修正）。彩券公司有強烈的誘因作弊

應該規定開獎前 30 分鐘的空檔，在網站公佈說每一組號碼有多少人

簽，才能夠消除大家的疑慮。 

博奕還有領海、領陸、領空的問題。12 海浬它到底有多遠？從中

山高速公路的基隆端，一直到建國南北路的交流道，大概 23 公里。 

謎題「澎湖開設觀光賭場」（設中東城市一）（白頭格）（或稱「皓

首格」）？謎底是伯利恆，伯是伯仲叔季的伯，改成賭博的博，希望

得到這一筆利益直到永恆。易經裏面有恆卦「雷風恆」，雷跟風都是

變幻莫測，隨風來隨風去的東西，為什麼是恆？易經很有哲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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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會變」就是永恆不易的真理。也許大家很陌生，3 位東方的使者看

到天上的星星來到陽明山馬槽溫泉，耶穌降生的地方叫做伯利恆。另

外一個謎叫做賭場的憂鬱症，答一位候補立法委員，不分區憲法有「男

女各半，女性優先」的規定，李紀珠去當金管會副主委沒有補上，定

稿時已補上。賭場的憂鬱症，答案要用台語來講，就是許舒博，許舒

博的台語就是 ko-swu-po，苦於輸掉賭博，這是他自己在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告訴我的。 

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Anthony Samuelson，經濟學的

教科書暢銷全世界，狂銷 30 幾版，初版說「賭博是沒有生產力的行

為」，世界上最有生產力的地方，其實在拉斯維加斯的賭桌上面，賭

場的機器跟員工都蠻有生產力，初版從賭客的「生產觀點」來觀察這

件事情；其實去博奕場玩的賭客是「消費者」，用金錢購買快樂、刺

激、甚至希望、痛苦，其效用超過金錢的效用，不能說他沒有生產力，

因為跟生產力沒有很大的關係，17 版以後加入一位新的作者加入叫

Nordhaus，Nordhaus 就是德文「北屋」的意思，那一段改寫成「賭博

是不理性的行為！」這一點我同意，賭博本身（itself）是不理性的行

為。可是在娛樂場促銷的而「期待值轉正」時候大賭特賭，則是理性

的行為；在娛樂場用時間來換取機票、船票、旅館的招待，只要這些

價值（期待的價值？）超過，算是理性的行為。今天講的產業經濟學，

在法學屬於「經濟管制法」的範疇，經濟管制法是經濟法的一環，與

其他四環構成梅花大餐。其他範疇是經濟基本體制（經濟憲法），比

如說所有權是國有？還是私有？公平交易委員會管另外兩種「自由競

爭法」與「公平競爭法」，就是限制營業競爭防止法跟反不正競爭法，

第五道菜叫「經濟刑法」。經濟法有五大部門：基本經濟體制、經濟

管制法、自由競爭法、公平競爭法與經濟刑法。 

最後奉送大家一個笑話，這個笑話要用河洛話來解釋。「說到賭

博我就去」（台語發音），另外一個解釋就是「說到賭博我就生氣」；「說

到燒酒蓋不好」（台語發音），說到酒非常的不好，蓋就是蓋子的蓋，

另外一個解釋，「說到燒酒，戒酒不好」。最後一句「說到喫煙我火就

點燃」（台語發音），元月 11 號開始實施《菸害防治法》，說到喫煙（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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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抽煙）（其實是「呼煙」？）「說到喫煙我火氣就來了！」使我聯

想到「金去火來」的笑話，日本國會議員週五（金曜日）回到選區服

務選民（許多不符合「社會正義」的要求），禮拜二（火曜日）回到

東京眾議院參議院；某國的國會議員，A 不到國庫或國營事業的金

錢，火氣就來了，也算另類的「金去火來」！謝謝各位的指教！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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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所有權法競爭力之評析 

講座：輔仁大學法律學院陳院長榮隆 
日期：98年 2月 24日 
場次：9802-207 

 

壹、 序言 

今天要談的這個問題，大家比較感興趣

的部份，是跟晚近全球民眾財產開始縮水有

關。現在外面的天氣雖然很熱，可是景氣卻

是很冷；從金融海嘯以後，再加上經濟不景

氣，不管是有錢的人、沒有錢的人，每個人的財富都在縮水。個人財

富縮水，企業、國家的財產也都在縮水。財產在縮水時，大家就會突

發異想。有人說反正大家都已經沒錢了，那就把財物收歸國有，放著

給國家養就好了；也有很多企業經營不下去就希望政府接管，接管以

後就是大樹之下好乘涼，這些牽涉到很多思維與政策的問題，我們暫

時不去深究。台灣的修法，國際上向來並不是那麼緊張，可是中國大

陸在制定物權法的時候，全世界倒是非常的緊張，大陸在去年及前年

通過了幾個重要的法律，跟財產比較相關有兩個，一個就是民法的物

權，一個就是反壟斷法，前者是宣示大陸是否要維持共產的基本思

想，後者是牽涉到大陸是否要走市場經濟，這對全世界來講都是衝擊

非常大。 

台灣物權法的修法，對大陸直接、間接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委

實也提供大陸一些借鏡的地方。所以當大陸物權法出台的時候，全世

界都鬆了一口氣，日本學者北海道大學鈴木賢教授說它是高度向台灣

傾斜的一個物權法體制。大陸物權法全部通過之後，反看我們的修法

過程就有點顢頇、走的非常慢，不過慶幸的是後段越走越強勁。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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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花了近 20 年的時間，1988 年啟動之後，1999 年兩度將整部物權

法修正草案送進立法院，但立法委員都沒有審查；後來就易弦更張，

不送整部的物權法，而是用切割的方法，讓立法委員比較容易審它。

後來發現策略是對的，因為物權法切割送審之後，2007 年擔保物權部

分已經修法通過，接下去 2009 年通則與所有權也通過，後段就只剩

下用益物權跟占有的部分，用益物權跟占有的部分也已經離開法務部

送到行政院，在行政院通過後會跟司法院一起會銜送立法院，看能不

能在今年給大家帶來一點利多，使物權法能夠全盤通過。（後註：用

益物權及占有在 2010 年 2 月業經三讀通過公佈） 

委實說整個物權對於個人財富來講非常重要，尤其是所有權。所

有權本身是物權之母，其他物權都是從所有權演變出來的，不管是用

益、擔保或其他特種的物權，都是從所有權衍生出來，也就是說其他

物權都是由所有權派生出來的權利，因此所有權是非常重要的權利。

另外在個人財富方面，所有權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假如在很多權利中

讓你選擇，究竟你要選擇擔保、用益，還是所有，大多數人會選擇所

有，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權利，所以在整個個人的財富上面來

講，最重要還是在所有權。 

接下來就是一個公有和私有的一個概念。天底下合久必分，分久

必合，公久必私，私久必公，整個土地政策歷朝歷代來都是在這打轉，

公有就轉私有、私有就轉公有，不可諱言，由公入私易、由私入公難，

清朝就是因為四川鐵道收歸國有而江山變色，所以要由一個私有制度

嬗遞到公有制度是比較困難的；但是由公有政策變成私有政策是比較

容易的，其比較在乎的，究竟是改革還是革命的方式，用革命的方式

取得跟用改革的方式取得是不太一樣的，這些有機會再來談。 

採取公有或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到底要藏富於國，

還是藏富於民？公有的情況下，當然重要的財富都在國家手中，私有

的方式，則大部分的財富都是在私人的手中。以一個執政者的角度，

當然是由公到私比較好，先是由執政者全部擁有，然後再用改革的方

式開始釋放，讓私人可以取得所有權，但是私人必須付出對價，這種

情況之下，治國就不怕沒有錢，土地一塊一塊的過戶，錢就一直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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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財產私有的問題。此外這次的修法，究竟是制

訂還是修法？在私法的修改上，比較少人會去談這個問題，在公法的

修改上大家就很在意，到底是制憲還是修憲。一般在私法上來講，究

竟是制訂還是修正，大家就不太在乎，以過往的標準而言，如果說修

改到一定幅度以上就是制訂的話，那我們這部物權法應該算是新的物

權法，因為沒有更動的條文極其少數，幾乎 80%以上的條文都有變

動，所以，這次新修正物權法，可以真的說是新的物權法。 

這次物權修正，整個物權編編名還沒有決定去改它，也就是說還

是沿襲歐陸法系，比方說以德國來講是“achenrecht＂，是對物的權

利，所以還是用這個名稱，但並沒有直接用英美法“Property＂的這

個概念，假如直接引用“Property＂的概念，翻譯成「物權」可能不

太恰當，但是我們的英文名稱還是用“Property＂，各校在開課的時

候都講這是“Property＂，但我們所謂的“Property＂和英美法上的＂

Property＂還是有點落差、不太一樣。台灣在這次修法過程當中並沒

有花太多時間去探討名稱的問題，但是中國大陸在制訂的時候就討論

很久，究竟應該用英美的“Property＂還是歐陸的“Sachenrecht“。 

貳、所有權通則及修正 

所有權是物權之母，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們對於大部分的物權都下

了定義，只是對於所有權並沒有下定義。老實說對所有權下立法定義

並不難，學說上已經下了學理定義，但是在這次修法過程當中，並沒

有在條文中賦予它明確定義。一般來講，所有權就是對物在法令的限

制範圍內，能夠永久的、全面的、整體支配物的權利，能夠這樣全方

面支配物的權利大概只有一個，就是所有權，所以它也算是全面支配

物的一個物權，或是說它是具備所有物權權能的一個物權。在物權的

定義及定名上面，這次物權編修正完之後，有很多之前未定名的終於

定名，之前未定義的終於定義，以所有權這部分來講，所有權本身有

名稱，但是沒有定義，而對它下面的分類，包括分別共有、公同共有、

區分所有，還是有很多地方也都是出現名稱，但是沒有出現定義。 

所有權是一個很特殊的物權，第一它具有永久性，很多國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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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概念，其實是有將它設限的，有些國家認為所謂永久就是終其

一生，一生擁有就算是永久，有些國家認為 100 年就足夠，但是我們

在這次設計上，並沒有給予限制，甚至於在用益物權上面到底是不是

應該把永久性去除，讓所有權的彈力性有發揮的餘地，這些問題在這

次修法當中也留給未來繼續去發展，而沒有去限制它，所以，在所有

權的永久性上面來講，我們這一次並沒有去琢磨它，還是採擷一般學

說上的看法。 

第二是它具有完全性，享有完整、完全支配的力量，也是唯一具

有如此全面支配的物權。第三它具有彈力性，彈力性這個名稱不太

好，因為今年是牛年大家都會想到一個偉大的牛姓物理學家的運動定

律，這裡所謂的彈力性是一個復原性，也就是說所有權它的權能是具

足的，但是你去限制它的時候，限制的部分會暫時停止，而限制部分

除去之後，它又回復原狀，它是具有復原性或伸縮性的。我們在這次

修法還是一樣在彈力性的地方沒有著墨，也就是認為這是所有權的一

個本來的性質。但是日本立法例上的共有的彈力性，在這次沒有採

擷，倒是有點可惜；共有的彈力性就是共有人間，有人喪失權利時，

權利就會分散到其他共有人身上，事實上這是一個不錯的機制，因為

會維持共有，通常都是有特殊的淵源或情感，其他人不太適宜介入，

所以當共有人中間有人拋棄他的權利時，權利應該是分散給其他共有

人，但是我國並沒有採擷，在我國沒有採擷下，共有關係變成不動產

的拋棄由國家優先取得，動產的拋棄就看誰是先占有而取得，這種情

況下莫名其妙跑進來一個共有人不太好，尤其國家要去介入私權時更

是要小心，因為共有不是絕對的權利，它有義務，比方說共有將來要

修繕、改良，政府要不要拿錢出來？多數共有人決定要怎麼做，那政

府能不能不出錢？所以共有關係，應該還是回復到共有人自治，會比

較好一點。 

另外一個彈力性就是上位所有權跟下位所有權的概念，我們到大

陸去的時候，大陸的學者經常會問說，你們的「所有權」跟我們的「使

用權」有什麼不一樣？你們所有權可以轉讓，我們的使用權也可以轉

讓，你們所有權可以繼承，我們的使用權也可以繼承，聽起來也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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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你們的憲法上不是有講到說土地是屬於國家全民所有的，私人可

以依法去取得，但私人所有權一旦沒有，就會彈回上位所有權-也就

是國家所有權的概念，所以這也是彈力性的概念，本來這個所有權是

國家的，但私人依法律可以取得，一旦私人鬆手，又回到國家。當然

我們的所有權跟他們的使用權是不太一樣的，不過他們在修法的過程

當中已經漸漸讓所有權跟使用權貼近，比方說我將土地所有權拿去融

資時，銀行應該很放心，因為土地一般長期來講是看漲的，中間雖然

有起起落落，長期來講土地它會上漲，所以幾十年後土地的價錢就會

跟現在的不一樣，假如不健忘的話，以前四年級的有錢人叫百萬富翁

（可是現在有錢人 10 億以上的才叫富翁），也就是說大概這 30 年來

整個財富大概成長 1000 倍，也就是十位數的成長，每 10 年十位數的

成長，所以設定 30 年後它的價格是很高的，但使用權是不一樣，你

擁有 50 年的使用權，50 年的時候是 50 萬，剩下 30 年剩下 30 萬，剩

下 10 年剩下 10 萬，剩下 5 年就只剩下 5 萬，它的擔保價值顯著下降。

中國大陸這次修法把這個概念作了補強，就是說讓使用權結束之後能

夠更新，可是配套沒有講得很清楚，更新須不須要再拿一筆錢出來，

如果再拿一筆錢出來，那更新的意義可能就是優先續租權而已，假如

是當然更新、無限期更新，它就會非常貼近私有的狀態。 

所有權的第四個特性是渾一性。所有權的權利是渾然成為一體，

所有權能是交織的，不是加總起來的，也就是說所有權不是等於使用

加收益加管理加處分加占有，而是使用的時候也要占有，使用的方法

的決定也是管理，種種的權能都是糾纏在一起，稱它為渾一性。 

另外，所以全還具有自有性，其他物權都是存在別人的物上面，

只有所有權是存在於自有物上面，雖然在這次物權編的修正草案上引

進了稱做「自己地役權」的制度，即在自己的土地、不動產上能夠成

立地役權，但是其他的物權幾乎都是存在別人的物上面，因為自己沒

有所以必須去使用別人的，而所有權是存在自己的物上面。不過草案

上面單獨承認自己地役權有點唐突，因為在外國自己物權是一整個配

套措施，比方說德國物權法就有自己抵押權，因為融資的時候，第一

順位是貸款額度高，利息低的，第二順位是利息比較高，額度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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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你為了一個小額而必須去動用抵押權的時候，應該先設定一個

大的留給自己，然後再用第二順位去借小額的，利息高一點無所謂，

或者是它可以自己設定下來後，將來可以用轉讓的方式去處理，我們

台灣只引進一個自己地役權可能就有一點怪怪的，不過這個單獨引進

的方法可能是嘗試性的，自有性是所有權非常特別的特性。 

最後，所有權還具有單權性。單權性是一個物上面只能有一個所

有權，就是一物一權原則，所以一個物上不能同時存在數個所有權，

數個物上面不能同時存在一個所有權，另外物的一個部分也不能成立

一個所有權，我們稱它為一物一權或一權一物的觀念。所有權跟所有

權是排他的，是不相容的。因為所有權是完全物權，兩個完全物權要

完全支配同一個物是不可能的，所以所有權跟所有權不能並存，但是

所有權跟其他物權是可以並存，可以相容的。 

從所有權的分類，可以看出這次修法上面，還是有些留待未來繼

續努力的地方。 

上位所有權跟下位所有權，關於憲法上的國家所有跟私人所有的

一個概念，剛才已經提過。再來是公有所有權與私有所有權，兩者是

併存不悖的，原則上也許是私人擁有，但是公家、政府也可以擁有。

關於這一點，大陸物權法這次差點過不了關，因為以北大為首的幾個

教授，尤其是憲法學的教授的反對，他們認為大陸那部物權法違反中

國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因為它和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上堅持共產主義

的精神是違背的。法律在字面上很少會直接引用憲法條文的，換句話

說，憲法入律是很少見的，大陸為了使他們物權法通過，只好把憲法

的條文納進，讓憲法的學者能夠安心，強調是有三種權利，一個是國

有，即國家所有權，一個是集團所有權，像公社這些所有權，另一個

就是私人所有權，三權同等保護。這樣子使得他們的物權法比較容易

通過。 

我們在這次修法花了很多時間在共有的部分，晚近來講很多的共

有都不是因為我們財富不夠，也許在 19 世紀以前個人財富有限，部

份財產因為太昂貴了，所以一定要共有，但是晚近很多共有，是因為

資源有限，所以必須跟別人 share，因此在種種情況下必須共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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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大多數的船舶都是共有的，但是到近代，一個人或一個企業可能

擁有一個船隊幾十艘的船舶。現在很多共有不是因為個人財富有限，

個人的財富足以敵國，因此很多共有都是因為資源太有限，比方說都

市裡面的土地，在都市化的結果，無限的人要湧進有限的土地裡面，

這種情況下大家就必須來 share 這些資源，很多共有現在都是因為資

源有限。另外很多也是因為我們疼惜社會資源不忍讓它分離，所以希

望它們去共有，比方附合、混合，拆散了反而對整體不利。 

第四是動產所有權跟不動產所有權。物權主要是動產、不動產，

另外有部分是權利，不過，權利所有權通常是直接用來稱呼那個權

利，比方說我們擁有地上權就稱它為地上權，而不會說我們擁有地上

權的所有權，永佃權也不會說是擁有永佃權的所有權，所以權利的部

分就沒有特別再談所有權的部分。 

我們這次在 Time-Sharing 這部分是有點可惜，本來這在國際上是

一個很重要的制度行之有年，不過因為在台灣一直都沒有推展的非常

成功，這次修法還是有遺珠之憾。我們的區分所有權，目前只有空間

的區分所有權，沒有時間的區分所有權，比方說現在不景氣很多

resort、渡假村的別墅都不好賣，但是只要佔到一個非常好的地點，這

種情況下你蓋好之後，事實上在以往外國都會想到就是用

Time-Sharing 的方式去賣，因為不可能一整年都在度假，度一整年已

經叫新移民了，一般度假最可能的情況就是一周或兩周，所以把整區

別墅蓋好之後，就用 Time-Sharing 來賣，比方說你買一年裡面 52 周

的第 x 周，每個人都擁有一周的所有權，你要使用或讓你的朋友使用

都可以，甚至可以拿到國際機構上去交換。Time-Sharing 的概念並沒

有出現在這次修正中，但是不曉得可不可以透過一個條文讓它活起

來，因為我們在這次修正的第 757 條，准許習慣法可以創設物權。 

財產權的上位概念，最主要的依據還是回到憲法，憲法雖然把生

存權、工作權、財產權擺在一起，但這三個權利彼此的關係是非常密

切，因為你沒有工作，大概就沒有財產，也沒有辦法生存，所以工資

有時候含有財產權的性質，有時候也含有生存權的性質，工資就是你

賴以維繫生存的部分，屬於生存權，而除去該部分剩下來的部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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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財產權，所以在勞動基準法上面規定，6 個月內的工資有優先

受償權，因為那是賴以生存的，超過 6 個月的部分，你都不動用也可

以生存下去，表示那些財產已經是你的積蓄了，就等於一般的財產。

在土地政策上，最重要的就是憲法第 143 條，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

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律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權，而且受到法律的保

障。 

所有權的權能在積極面上可以使用、收益，可以為法律上、事實

上的處分、可以管理，不論是保存、修繕、改良或一般的管理，還可

以占有，另外還有一種就是觀念所有，在尊重私有財產的情況之下，

個人要擁有或不要擁有，是個人自主的權利，個人擁有時要用或不要

用，也是個人的權利，這是一般的思維，但是在具公益考量上，會有

一些限制，限制私人擁有的東西必須要去用，如果不用就不能去擁

有，應該讓資源由社會去共享，而這也是所有權社會化、相對化的觀

念。 

所有權在消極面上可以排除侵害，我們的物權編上有物權的請求

權（民法第 767 條），另外在破產法上有一般的取回（破產法第 110

條）及出賣人的取回（破產法第 111 條），到強制執行時它有第三人

異議之訴的權利(強制執行法第 15 條)，最高法院的判決上面就說過，

假如你擁有所有權的話，你是可以排除他人的強制執行。1 

在這一次修法我們並沒有對所有權下定義，民法第 765 條並不是

所有權的定義，它只是所有權權能的一個規範，說明所有權在法令限

制範圍內，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此規定只

                                                      
1最高法院 68 年台上字第 3190 號判例要旨：「強制執行法第十五條所謂就執行

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

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上訴人（道教會團體）主張訟爭房屋係伊所屬眾信

徒捐款購地興建，因伊尚未辦妥法人登記，乃暫以住持王某名義建屋並辦理所有權

登記，由王某出其字據，承諾俟伊辦妥法人登記後，再以捐助方式將房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與伊各節，就令非虛，上訴人亦僅得依據信託關係，享有請求王某返還房地

所有權之債權而已，訟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既為執行債務人王某，上訴人即無足以排

除強制執行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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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例示的舉了幾個並不是很完整的權能，因為所有權的權能不只這一

些，而是比這一些還要多，而關於所有權之收益，我們在第 766 條有

特別作了規定。 

民法第 767 條的物權請求權雖然叫「物權請求權」，事實上已經

發生因名害意之結果，因為稱物權請求權就表示所有物權都有，民法

第 767 條本來應該是「所有權的請求權」，它算不算物權共通的效力，

實務上向來是持否定的見解，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第 767 條是規定在所

有權通則，不是規定在物權通則，假如規定在物權通則那就沒有問題

所有物權都可以適用，第二個原因是第 858 條明文規定地役權可以準

用第 767 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表示立法當時已經考慮過，所以應

該要做目的性的限縮，因此，實務上是忠於法條、忠於體系解釋、忠

於反面解釋，所以最高法院從這個判例2以來一直都是採這樣的見

解；但是學者通說都是採肯定的，尤其像是日本根本沒有類似我國民

法第 767 條的明文規定，而國內學說到目前為止，堅持認為這是物權

當然應該具備的權能，所以我們在這次修正上就把第二項加上去規

定：「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之。」。 

再補充說明一下，實務上之所以否定它，是認為所有權有第 767

條可以用，地役權用第 858 條準用之，地上權、永佃權、典權、質權、

留置權等都是占有標的物，所以透過第 962 條規定，保護為已足，而

抵押權本身有第 871、872 條的保全規定，再者，因為抵押權人是債

權人，他可以代位（民法第 242 條）債務人行使第 767 條，假如抵押

物不是債務人提供而是第三人提供，則抵押人可以代位債務人，債務

人再代位第三人行使第 767 條物權請求權，姚瑞光老師就採取這套理

論，因此認為第 767 條根本不需要擴張及於每個物權。但是這樣的保

護有一點迂迴跟不足。民法第 962 條的效力是非常脆弱的規定，它只

                                                      
2最高法院 52 年台上字第 904 號判例要旨：「物上請求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以所有人或占有人始得行使之，此觀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及九百六十二條之規定自

明。地上權人既無準用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之明文，則其行使物上請求權，自以設

定地上權之土地已移轉地上權人占有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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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占有的保護而已，另外，它的消滅時效只有一年，而永佃權是

永久的，地上權則沒有時間的上限，用一年去保護，顯有不足；既然

認為它需要保護，就不要這麼大費周章，應該乾脆一點直接承認。所

以我們在這一次就明文規定，所有權以外的物權準用，但是只能準用

到其他物權，債權就不具有這個效力，真正成為「物權請求權」。 

一般我們經常會用「物上請求權」一詞，但事實上，物上請求權

會包括物權請求權及占有請求權，所以應該儘量少用「物上請求權」

這個上位概念，因為廣義來講它會包括兩個，狹義來講它僅指物權請

求權。 

抵押權的保全，在這次的修正也花了很多心力，而抵押權到底有

沒有準用第 767 條是比較爭議的地方，這次我們在第 767 條加上第二

項準用規定之後，真正會產生問題的是抵押權部分，因為抵押權本身

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保全機制，有第 871、872 條規定。所以到底要不

要準用第 767 條，曾經有很大的爭議，尤其在返還請求權，爭議最大，

抵押權人不占有標的物，抵押權人可不可以行使第 767 條請求第三人

把抵押物交付？抵押權人直接對抵押人都不能請求交付，那如何請求

第三人交付？理論上來講是不可以的，因為第 860 條一開始就告訴你

抵押權人是不占有標的物，所以不占有標的物的抵押權人，如何去要

求別人交付？只能代位請求第三人交付抵押人，但偶爾會發生一個現

實上的障礙，尤其當抵押權的額度已經貼近抵押物的價值時，讓抵押

人去行使物權請求權，他會覺得為誰辛苦為誰忙，東西要回來了還不

是被抵押權人行使走，所以這時候會發生怠於行使的情形，甚至是拒

絕行使，或是即使行使回來也不要保管，日本實務上就發生這樣的問

題，抵押權人行使物權請求權，被告應將抵押物返還第三人，就是抵

押物所有人，結果抵押物所有人拒收，這個問題就麻煩，因為不占有

就會繼續的侵害，所以後來日本大概有多篇文章加以剖析、探討，最

後大概有點共識就是說，原則上是抵押權人不能占有，但假如抵押人

拒絕占有時，這時抵押權人可以代為保管，來解決這樣現實上的困

難，這或許可以提供未來我們實務上參考。另外大陸把整個物權的保

護規定用了這麼多條文（中國物權法第 32~38 條），把其他應規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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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編的都規定在這個部份，這也是他們特別強調的，就是物權要加以

保護的概念。 

大致上來講，晚近通說上比較傾向於抵押權人在妨害除去請求

權、妨害防止請求權是可以準用所有權請求權的，這兩個概念跟抵押

權的保全有點相近，假如繼續承認它，應該會發生請求權競合的問

題，至於標的物返還的部分，就如同我們剛剛提過的日本的一個看法。 

物權通則另外一個修正的要點就是取得時效。取得時效機制是最

有意思的，各方徵詢來的意見兩極化，有人說取得時效制度怎麼可以

存在，取得時效是一個沒有權利占有他人的東西，如何可以讓他就地

合法，會敗壞社會風俗；但是相反的，有人說取得時效應該要擴大適

用，取得時效可以解決許多長期懸而不決的問題，所以時效取得是一

個非常特殊的機制。整個時效制度在民、刑法上都有，同一個行為可

能各種時效都在進行。比方說有部腳踏車被某甲偷走，偷回去墾丁海

角七號那裡去騎，騎了五年之後，他可不可以說他取得所有權？在法

律上車被偷走有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依照大法官釋字第 107 與 164 號

解釋，都有消滅時效的適用，但是相反的，對方只要以所有的意思、

和平、公然的占有，因為竊盜是和平趁他人不注意取得，所以他偷了

也算是和平的，因此他繼續使用一段時間，是可以取得所有權，但是

這個行為同時也是刑法上的犯罪，在刑法上竊盜罪經過了 5 年（追訴

權時效為 20 年）還是可以去追訴他，所以這樣同一個行為，同時好

幾個時效都在進行，更妙的是我國的時效規定都不一樣，有些是消滅

時效已經完成，取得時效還沒完成，有些是取得時效完成，消滅時效

還沒有完成。有些國家把民事時效全部規定在民法總則裡面，一次去

解決讓它一致化，這也是一個解決方法。所以，為什麼時效取得的機

制還能留存下來？事實上，一個權利被侵害的時候，從一開始你可以

行使自力救濟，占有物可以避免被拿走，另外也可以就地追蹤取回，

你有自助的機會你不去做沒有關係，行為結束後，你可以行使權利的

保障，可以有很多請求權去取回，甚至刑法的部份，屬於被害人的，

還要返還給被害人，若你這邊都不做，應該行使的權利放在那邊睡

覺，權利就開始會有消滅時效的適用，刑法上的犯罪追訴時效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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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然後時間過了這麼久，你終於要去行使權利的時侯，另一個人

已經在權利上面不舍晝夜行使權利，反而在社會上已經形成一個新的

order，新的一個秩序出來了，你現在要在破壞這個秩序，反而是一個

大的傷害，所以時效取得機制，它本身並不需要這麼嚴重的形容說是

懲罰消滅時效上權利的睡眠者，實際上要觀察它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功

能就是，已經產生的一個社會秩序是不是讓它維持下去，反而是好

的，而去摧毀它也不見得是個好的事情。 

這次既然還要保留時效取得制度，那我們就要多用點心力，再看

一下現在的機制，有沒有什麼是必須要去努力的地方。為什麼不動產

不需要公然，動產需要公然？為什麼不動產要繼續，動產不用繼續？

為什麼不動產有區分占有之始善意無過失是短時效，惡意有過失是長

時效，動產為什麼不區分？這次修正就針對這幾個問題，做一次解

決，把這些欠缺的都補上去。 

因為繼續占有是時效的當然制度，時效就是一段時間的持續進行

才叫時效，不持續就不叫時效；另外，以往認為不動產的占有不公然

很難，但事實上占有的方法很多，因此公然也需要，因為它是要形成

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所以應該是讓它在外觀可以看得出來。 

另外，本次修法關於時效制度把動產跟不動產雙軌化，雙軌化之

後也是一樣，占有之始是善意的，它的時效是一半，占有之始是惡意

有過失，時效就多一倍，不動產需要長的時間，所以是 10 年和 20 年，

而動產則是 5 年 10 年。 

再配合土地登記制度，因為土地登記有絕對的效力，他人已登記

的就不可以時效取得，只限於他人未登記的，才能時效取得。而這個

地方，時效取得的只是登記請求權，並不當然取得物權。動產因為它

的公示方法是占有，所以時間到了就取得物權，這個地方看起來會跟

民法第 758、759 條有點無法 match。根據第 758 條規定，依法律行為

取得者，應完成登記才取得物權，非依法律行為取得者，條件成就時

就取得物權，將來要處分的時後才需要去登記。這樣看起來就互相違

背，因為時效取得不是法律行為，這是事實的持續，所以一個事實的

持續之後，就可以時效取得物權，但是這種情況下卻需要登記，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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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完全的 match，這次修法時對這個地方也沒有去動它，因為這

個制度已經建立已久。 

事實上時效取得它的條件看起來很多，但絕大多數都不是占有人

需要去舉證的部份，而是被占有人要去舉反證，所以這個制度可能因

此將產生太多的問題。 

我們看這個例子，比方說甲有一部捷安特腳踏車在 1996 年 6 月 6

日被偷走，結果甲繼續騎用到今天，可不可以時效取得腳踏車的所有

權？在舊制，5 年就取得所有權，因為當時我們並沒有區分甲是否占

有之始需要善意無過失。學說跟實務通說都認為甲不需要是善意無過

失。這個解釋有點奇怪，理論上而言，法律未做區別者，吾人不得加

以區別，但學說跟實務忘掉一個很重要的法律基本原則－惡意不受保

護原則，惡意加以保護才必須要特別明文規定之必要，惡意沒有明文

時不應該就被保護。單用形式邏輯來推演是很恐怖的，應該回到整個

法秩序、法目的，去探討這個問題才對，這次修法完清況稍微好一點，

因為我們說刑法的時效跟民法的時效不一樣，所以就發生一個問題，

車子被他偷了，他騎了 5 年以後直到第 9 年被抓，到法院去時，他說

這腳踏車以前是他的，但現在是我的，因為適用時效取得，我以所有

的意思、和平的方法去偷這部腳踏車，而且公然騎乘了 5 年，可是檢

察官可能就會說，你剛已在庭上坦承不諱是竊盜，竊盜罪的追訴權時

效舊法是 10 年，那起訴完腳踏車要給誰，依刑法第 38 條，因犯罪所

得取得之物應予沒收，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但它現在已經不屬

於被害人，所以應該予以沒收，5 年之內才還給被害人，5 年之後就

不還給被害人了，這次修法把惡意改成 10 年，剛好跟刑法的追訴權

時效 match，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刑法又把竊盜罪追訴權時效改成 20

年。 

關於時效中斷在這次修正有把它規範的比較完整一點，這次修法

把一些非和平、非公然的要件加進去，只要要件上面不俱足的就把它

列為時效中斷。 

比較有意思的是第 772 條，這條文在過去雖有規定，事實上你要

依照本條內容取得所有權是很難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土地是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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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沒有時效取得所有權的可能，建築物會比較有可能，因為有些建築

沒有登記取得所有權，因此時效取得真正在土地上面發生的，都是時

效取得地上權跟地役權的問題，早期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案件很多，

但是沒有人取得，因為假如現在有人以取得地上權的意思、和平、繼

續公然占有他人「已登記」的土地達 20 年，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

要登記時，地政機關說這跟法律規定的要件不符，因為要件上明明說

是未登記的土地，因此就駁回了。另外一個占有「未登記」的土地而

要登記地上權，地政機關說不可以，因為地上權是在限制所有權，所

有權沒有登記，地上權要如何登記，所以已登記的、未登記的都沒有

辦法取得。有鑑於此，地政機關就發函給內政部地政司，請問民法第

772 條財產權準用時效取得之規定，財產權可不可以包括地上權？地

政司回覆說地上權是標準的財產權當然可以，那什麼情況之下可以取

得？回覆說只要符合要件就可以取得，但仍無人能時效取得地上權，

最後內政部找了一些人訂了時效取得地上權的登記審查要點，這也因

此發現到內政部對時效取得制度的不了解，後來大法官就用了好幾號

解釋去說明。所以爾後實務上說地上權是土地之他項權利，登記必須

於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的同時或以後為之，如果土地未經登記，無從

為地上權的登記，所以時效取得應該不以他人未登記的土地為限3（60

上 1317）。 

參、不動產所有權之修正 

不動產所有權在這次修法上動的條文很多，委實說特別影響的條

文只有幾個。這次修法在各方意見上來講，這個地方還是比較尊重現

行的機制，不像大陸在立法當時有很多爭議。比如說土地與定著物到

底是單權還是複權？產權到底要不要一體化？因為自羅馬法以來，土

                                                      
3最高法院 60 年台上字 1317 號判例要旨(二)：「地上權為土地他項權利，其登

記必須於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同時或以後為之，如土地未經辦理所有權登記，即無

從為地上權之登記。故依據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取得時效之規定，聲請為地上

權之登記時，並不以未登記之土地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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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是及於土地上下的一切，包括土地、成分、出產物及所有蘊

藏的東西，以及在上面的竹木、建築物全部都包括在內，很多國家買

房子都是只有一張土地所有權，而沒有房屋所有權，因為房屋所有權

是屬於土地所有權的一部分，在羅馬法下，土地的產權是單一的，但

是也有很多國家房產與地產是分開，產權是別體化，這兩個各有利

弊；產權合一的優點就是法律關係非常單純，但相反的，你要取得必

須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必須兩個同時要擁有，不能分開；但是分開也

有其他的缺點，就是說它的法律關係變得很複雜，萬一兩個不屬同一

個人就會起糾紛，所以各國在解決這個上面來講花了很多力量，以台

灣來說，我們現在不錯，該讓它合一的時候我們就採處分一體性，比

方說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 條，就規定一定要一起處分，在這次物

權編修正，第 799 條第 5 項也一樣要求要一起處分。 

我國土地所有權人並不當然擁有水權、溫泉權、礦產、天然力，

因為依照憲法跟土地法規定，那是屬於國家的，所以要取得礦產要先

去取得探礦權，政府允許你探礦之後，再允許你採礦，要取得採礦權

才可以取得礦產。另外埋藏的無主古物，發現到了也不用太高興，需

要依照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17 條申請之後，才可以取得。 

至於定著物在這次修法大致還是採取別體原則。另外一個很重要

的就是處分一體性，有些情況房屋跟土地，沒有一起處分的時候，會

讓它有法定地上權，比方說因為抵押物的拍賣，使土地與建築物異其

所有權人，而建築物喪失坐落權源，為避免發生使用收益上不利益，

使建築物所有權人得依據法律規定，享有法定之地上權。我國物權法

對於此類法定地上權之規定，可見於抵押權部份之第 876 條規定，另

用益物權修正草案另於典權部份，新增第 924 條之 2 規定4。目的均

                                                      
4民法第 924-2 條：「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一人所有，而僅以土地設定

典權者，典權人與建築物所有人間，推定在典權或建築物存續中，有租賃關係存在；

其僅以建築物設定典權者，典權人與土地所有人間，推定在典權存續中，有租賃關

係存在；其分別設定典權者，典權人相互間，推定在典權均存續中，有租賃關係存

在。 
前項情形，其租金數額當事人不能協議時，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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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決同一土地上之建築物與土地所有人歧異之正當坐落權源問

題。而非抵押權的強制執行有第 838 條之 1 規定，發生一個法定地上

權，讓不屬同一個權利人的土地與建築物，不會因為建物對土地沒有

正當權源而被拆掉。 

而在時間上面來講，這次修法比較遺憾的就是 Time-Sharing，我

們希望未來第 757 條能發揮功能，將來能使它變成一個習慣法上的物

權。 

所有權的限制，在私法上面最主要的就是相鄰關係，相鄰關係在

這次修法還是沒有把它提昇到單獨物權的地位。法國是把相鄰關係當

成是一個獨立的物權，就是法定地役權，當事人有約定，就是約定地

役權，在當事人無約定情況下產生的就稱為法定地役權，但是我們的

立法還是維持在相鄰關係。 

這次修法也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解決了，就是相鄰關係的適用主

體。相鄰關係到底能適用到什麼程度，學說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

方說可以適用於地上權，因為民法第 833 條準用第 774 到 798 條，永

佃權也準用第 798 條，典權準用第 800 條，唯獨只有地役權沒有規定，

學說眾說紛紜。王澤鑑老師一開始認為，這很顯然的就是有意缺漏，

但後來他認為這應該是立法上的疏漏，要用補充解釋或類推解釋來解

決；通說幾乎是採肯定見解。擔保物權人、抵押權人，抵押權人不占

有標的物、不使用收益，當然就不需要適用相鄰關係之規定。至於用

益債權可不可以適用相鄰關係之規定，學說上有不同意見，對於承租

人有不同看法，使用借貸更不用說了，因為承租人還有對世效力。至

於無權占有人可不可以適用相鄰關係之規定，在這次的修正新增第

800 條之 1：「第 774 條至前條之規定，於地上權人、地役權人、典權

人（這都是用益權人）、承租人（這是用益債權人）、其他土地、建築

物或其他之作用利用人準用之。」所以它範圍也擴張到了債權，那這

                                                                                                                      
依第一項設定典權者，於典權人依第九百十三條第二項、第九百二十三條第二項、

第九百二十四條規定取得典物所有權，致土地與建築物各異其所有人時，準用第八

百三十八條之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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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還有疑義的，就是借貸到底有沒有適用？其他利用人都有？可是這

裡並不是說「利用權人」，如果說利用權人就很顯然的說明無權占有

人沒有，它只講「利用人」就留下很大的空間，但是我們解釋法規的

時候，前面是例示後面是概括時，後面概括受到例示的影響，前面所

例示的全部都是有權占有人，所以將來解釋上會有兩派的說法，我個

人是認為，相鄰關係則是有權利有義務，不能說有權占有人要盡義

務，無權占有人就不需要盡義務，所以在義務的部分應該要適用，權

利的部分則應是不能適用，因為它對土地所有人都沒有權利，如何對

隔壁有權利？整個相鄰關係用了這麼多條文，很複雜，學說分類也很

多，我覺得鄭玉波老師的分類比較淺顯、周延，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他把它分成五種：包括營建跟設施、排水跟用水關係、通行侵入關係、

根枝果實與越界建築。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第 796 條越界建築之

問題。首先修法把主觀要件加上去，把故意及重大過失排除適用，在

要件上做了比較嚴苛的規定，而在適用的客體上是擴張的，現在條文

是限於越界建築房屋，這次擴張到標的物並不限於房屋，只要跟房屋

具有同樣價值的建築物就包括在內，比方說倉儲、水塔，另外，這次

比較合理的就是，你要價構的部分除了你越界那部分，假如把土地其

他部分變成畸零地，連畸零地也包括在內，同時在這次修法當中，增

加很多當事人無法解決時由法院來解決之規定。第 796 條之 1 規定，

縱使不符合法條的那些要件，要除去建築物的時候，法院也可以斟酌

整體社會經濟利益，為全部或一部不拆除，這是一個相當公益角度的

考量。 

至於排水跟用水關係，排水就是不要的水，用水就是要的水。不

要的水，大家都拒之唯恐不及，要的水，大家都爭相要；不要的水，

下流不能去擋他，要的水，上流的人不能去堵起來，為了安全可以疏

濬，可以設堰後大家可以一起共用。因為水本身具有多種特性，所以

這次也做了一些修改。 

通行侵入關係是本次修法另外一個重點。究竟「袋地通行」要不

要花點心思去改它？最主要的就是因為實務上發生很多訴訟，例如說

這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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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B2 與 B1 土地的所有權人為同一人甲，所以甲應該是走自己

的，而不能走別人的路。像這種數塊地的等於也跟袋地通行同一個精

神。 

第 793 條，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

斯、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

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

相當者，不在此限，793 是一個環保條文，但使用的機會並不多，這

次只是把它的範圍擴大；原來是規定他人之土地，但這次把建築物或

其他工作物包含在內，另外把煤氣改成瓦斯。 

第四個根枝果實是很枝微末節的事情，但考試常考。 

肆、動產所有權之修正 

在動產所有權取得方面，時效取得因為已經在通則上面說了，所

以在我們這邊主要講的是第 801 條善意取得、第 802 條無主物先占、

第 803 條以下的遺失物拾得、第 808 條埋藏物、第 810 條漂沉物，以

及第 811 條以下的添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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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物權法的修正範圍，遠遠超過（民國）64 年法務部所希望修

改的部分。有關動產的所有權、質權及留置權之善意取得，應否做統

一之規定？我們善意取得是規定動產跟不動產分開，動產的規定很零

散，動產要時效取得所有權是用第 801 條及第 948 條，要取得質權是

用第 886 條及第 948 條，要取得留置權是用第 928 條，而不動產只有

一個條文去解決它，也就是土地法第 43 條，我們這次就只用第 759

條之 1 去解決，委實說這次修正應該把它提到物權通則裡面。 

關於留置權之善意取得，也在上次的物權編修正中明文規定，但

留了一個問題，第 928 條並沒有第 948 條的適用，沒有提到一定要受

到動產占有的保護，因為第 948 條接下去一連串例外的規定，§949、

§950、§951，這都是盜贓遺失物的特別規定，你沒有架設在§948

的前提下，則遺失物假如是盜贓遺失物那就完了，所以將來應該透過

學說或實務去類推適用，否則這邊會產生一個漏洞。 

無主物的先占，我們這次只多加了一個無主物並不當然一定可以

取得，假如法律有特別規定的時候要適用特別法，這次物權編修正裡

面，加了很多如果說有特別規定時，要依照特別規定，這些規定事實

上是多餘的，因為民法是普通法，特別法規定當然適用特別法，它只

是一個善意的提醒，但這有時候會讓人家產生疑問，如果沒有加是不

是就不能用，所以這邊特別強調，加了這些都是訓示的規定、提醒而

已，並不是沒有加就不包括在內，所以它在講的就是像野生動物、文

化資產這些，縱使是無主物，也不可以取得。無主物在不動產是採國

家先占原則，在動產是採自由先占原則，但有些例外，比方說野生動

物、文化資產。 

遺失物拾得，在這次花了很多篇幅去修它，事實上這是很枝微末

節的事，可是卻是最常發生的事情。日本用特別法單行法去規定這個

問題－遺失物拾得法，而這次也參考修正了。我們一直說中國大陸的

修法受到台灣的影響，其實日本立法也受到台灣的影響；日本在修法

過程當中也收集我們這邊的資料，我們這邊有些好的意見，對他們那

邊產生一些好的影響。 

以前經常講：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方為一個治世，但是東西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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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遺並不是真的不要去撿他，而是應該物歸原主。這次修改重點很

多，這裡提幾個重要的部份： 

(1)招領一定要從速。以前沒有規定，「從速」也是依客觀條件去

判斷，沒有說一定要多久，清律明文規定 5 天之內一定要招領，5 天

之內不招領就視同侵占。(2)擴大招領的人(3)擴大招領交付的機關(4)

招領不恰當的時候，可以再招領(5)拿掉揭示之招領方法。以前是說要

通知、揭示或招領，因為揭示的糾紛比較多，像揭示的時間、地點到

底恰不恰當，因此主要是用通知跟招領，招領的方法比較簡單一點。

(6)報酬請求權。這次修法限制了一個短期時效 6 個月。(7)第 807 條

規定：招領之後 6 個月，但是現行法沒有規定從哪天開始，假如已經

占有 5 個月又 29 天，然後去招領，隔天說我已經拾得超過 6 個月，

所以這次修正規定從最後招領那天開始起算。 

另外，沒有經過受領權人認領的時候，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權，3

個月沒有人來認領時，就歸地方自治團體，這跟日本的立法是差不

多。第 808、809 條沒有特別去修它，第 810 條這次把範圍擴大，除

了漂流物、沉沒物，還包括那些因自然力而脫離的遺失物。 

添附，這次本來提案要修很多，但最後只修了§816，把文字改

了一下。動產所有權的修正，相關介紹就在這邊做一個結束。 

伍、共有之修正 

共有這次也修正了非常多的條文。用比較簡單的方法做一點介

紹，這次修改分別共有部份，第一個就是對共有物的使用收益，多增

加了讓當事人可以用分管契約來決定，第二個是共有物的管理，從以

往是全體來管理、要經過協議來管理的，到現在變成是多數來決議管

理，協議管理很難成立，因為要經過全體同意，大家的利益都不一樣，

一個共有人反對就沒有辦法達成協議，可能變成少數暴力，這次用多

數決達成決議，而多數決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雙重相對多數，包括

主觀上人的相對多數跟客觀上的相對多數；主觀上的相對多數就是共

有人必須要過半數，客觀上的相對多數就是應有部分合計要過半數。

另外一種，我們採單一的絕對多數，是指客觀的部分，只要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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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分之二就是絕對多數，不考慮共有人的人數。修法之後有一個

優點，就是運用起來比較彈性，但是接下來就有可能產生多數暴力的

問題。不過我們在這裡面有個保留機制的規定，在多數暴力情況下因

故意或重大過失產生他人的損害，必須要負損害賠償責任，所以共用

人不可以用施暴的方法來達到決議；另外還規定說假如因為情事變更

或決議內容顯失公平，則讓公權力來介入、來裁定、來調整。 

共有物的分割，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竭智」，法官一定

要善盡原物分割之能事。對法官來講，變價分割是最容易，可是這樣

的行為會讓它們玉石俱焚，因為共有物對他們來講有特殊的情感，不

能以這麼粗暴的方式變價賣掉，因此修正後特別規定法官一定要原物

不能分割時，才能去做變價分割。 

以往法官在共有物分割的時候太僵化，委實說當時立法上面是賦

予法官非常大的彈性，因為當時把共有物的分割，認為那是法官的裁

量權，所以限制非常非常少，反而法官只用少數的條文去做嚴格的解

釋，比方說原物分割就是每個人都要分到原物之一部才叫原物分割，

四個共有人中間若三個人分到一個人沒有分到原物，就不叫原物分

割，以前的立法是留給法官非常大的裁量權，而且在整個實務運作上

也是這樣子，分割方法是法官裁量權，當事人的主張只供法院參考沒

有拘束力，所以法官沒有依照當事人主張而判決，也無關勝敗。在這

次共有物的分割方法的修正，方法就非常非常多，甚至還包括可以幾

個共有物一起來分割，這樣為了使分割能夠更為有彈性，這次對於分

割的效力，也做了特別的規定。在共有人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夠自治、

能夠安定，這是一個團體法非常重要的觀念，中間所做的決定或決

議，不要因為中間一個人的異動而使安定性喪失，但也不要使新加入

的人會有無限的恐懼，所以我們在這裡面就規定，假如是不動產，共

有人這些決議，只要登記就可以對抗後面的共有人，動產的話，則一

定要讓對方有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況之下，才可以去對抗他，這樣整

個共有關係就可以安定，也符合大法官在第 349 號解釋上所言，希望

對於分管、分割效力上面能夠做一些法律規範的要求。 

在公同共有部分，改的是公同共有之成因和準用分別共有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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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 使用收益，舊法（現行法）依應有部分，事實上當事人有分管

契約、有協議的時候，應該以契約協議優先，所以修法加了一

個「除契約另有約定」，契約有約定的時候就例外。不過這個條

文的文字不太好，適用上會有所混淆。 

(2) 簡易修繕和保存行為，以前都是由共有人單獨為之，這次也是

一樣，但是條文順序有點異動，舊法是第二項新法是第四項。 

(3) 改良行為，共有物之改良，非經共有人過半數，並且應有部分

合計已過半數者之同意，不得為之。這已經沒有異議了，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採多數決，縱使不是改良，一般行為也是一樣，

以往採的是共同決。 

陸、區分所有之修正 

區分所有也是這一次意見比較多的，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跟民法到底是什麼關係？很多人都說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是民法的特別法，委實說這是有點問題，因為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它應該只能規範管理的地方，它不應該越廚代庖，規範到

私權的部分，因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是營建署訂的，假如當時訂的是

區分所有權法，那就過不了關，因為不應該是營建署執掌私權之規

範，他執掌的應該是在管理的部分，民法修改之後它應該要做一點調

整，兩者應該要分開，要合在一起也可以，就是由法務部（或與內政

部一同）像日本一樣訂定一個「區分所有權法」的單行法。 

在這次財產的區分上面來講，其他的我們就不去談，比方說準物

權、無體財產權能不能區分，我們不談它，我們只談民法上面這兩個，

一個就是物權，一個就是債權。區分物權在我們這次修法所規範的很

少，整個體系上面來講，包括空間的區分和時間的區分，在空間區分

方面，包括土地和建物區分，在土地區分方面，只規範了區分地上權，

因為還有一個第 757 條，或許將來可以活化一些非典型的物權，但只

限於非典型的物權。在建物的部分，我們也只承認區分所有權，其他

都不承認，我們也是寄望以民法第 757 條規定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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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債權則因為基於契約自由，將來大概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

題。但對於第三人可能會有些問題，委實說財產區分這部分還是非常

空洞，還留有非常多發展的空間。 

這次區分所有權的修正，大概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物法，規範

產權的部分，一個是人法，規範管理的部分。物法上面有建物有土地，

建物裡面有包括專有部分跟共有部分。土地共有外還有社區，真正區

分關係，只有在建物這邊。 

專有部分，又可以分為專有專用、專有共用，共有部分有共有共

用、共有專用。這邊要提的一點就是說，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不是這樣

區分的，它是分專有跟共用，將兩個不同的位階擺在一起，有是有、

用是用，是兩碼的事，民法上很清楚。「有」是一階層，所以分為共

有、專有；「用」是另一階層，共有裡面，則可以共有共用、共有專

用，專有裡面可以專有共用、專有專用，這樣體系才是對的。 

另外我們剛提到的處分一體性，專有部分、共有部分還有土地，

這三個必須三合一一起處分，但是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案子不

是這樣子賣的，所以在施行法有針對這種區分所有建物個設了第 8 條

之 5 的規定。 

再來就是社區，很可惜的，台灣一直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社區觀

念，其實未來的發展，以社區為生命共同體，意義會更大，將來造鎮

或整體開發應該都盡量採取社區的發展會是有利的。 

人法、團體法這邊，最重要就是一個憲章，住宅憲章就是規約；

再來就是區分所有人會議－議事機關，管理委員會就是一個執行機

關，把這樣一個民主機制引進我們的區分所有權法。 

專有部分可以約定共用，共有部分可以約定專用，區分所有權共

有部分這是爭議最大的部分。民法第 799 條第 4 項規定，區分所有人

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

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為什麼要定這一條？因為我們目前很多共

有部分的持分，還有土地應有部分的持分，都沒有一個依據，而產生

諸多異象與亂象致糾紛不尠，所以這次就希望讓它回歸正常化並杜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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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799 條第 5 項規定，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

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專

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分離而為移轉，它只規範專

有部分不得與他部分分離，但沒有規範他部分不得與專有部分分離處

分，但民法的規範體例是真的把三個綁在一起。 

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有負擔的比例，第 4 項但書規定，

規約如果顯失公平或情事變更，也是可以撤銷的，假如產生對第三人

的影響時，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第 799 條之 2 規定，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所有做區分，這時候

也要準用第 799 條，主要目的是要三個一起處分，免得先登記一個人

的名義，做了分別讓與之後再來處理，可能發生問題，所以這次一開

始就讓他沒有脫法的機會。 

本來在公寓大廈是沒有優先購買權的規定，但我們這次改變實務

上的見解，就是為了讓他回復比例的時候，他是可以不用一體處分的

種種一些問題。 

民法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對照： 

 民法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各
項
定
義 

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數人區分
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
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
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
築物。（799Ⅰ） 

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
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
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
基地。（公寓 3①） 

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
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
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公寓 3
②） 

前項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
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且得單
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799Ⅱ前）

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
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
有之標的者。（公寓 3③） 

 

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
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於專
有部分之附屬物。（799Ⅱ後） 

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
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
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公寓 3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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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專 
有用 
共共 
用用 
與 

專有部分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依
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所有人共同使用（799Ⅲ前） 

約定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
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者。（公寓
3⑥） 

共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經
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特定所有人使用。（799Ⅲ後） 

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
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
者。（公寓 3⑤） 

應 
有 
部 
份 
之 
比 
例 

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
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
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
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799Ⅳ） 

無特別規定 

處 
分 
一 
致 
性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
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
或設定負擔。（799Ⅴ） 

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
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
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
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 4Ⅱ）  

負 
擔 
之 
分 
擔 

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
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
有部分分擔之。但規約另有約定
者，不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專有部分經依前條第
三項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所有人共同使用者，準用之。（799-1 
ⅠⅡ）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
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
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
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
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
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
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前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若
涉及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持、公
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公共通道
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繕，其費用政
府得視情況予以補助，補助辦法由
直轄市、縣 (市) 政府定之。（公寓
10Ⅱ Ⅲ）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
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
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
比例分擔。（公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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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約 
之 
撤 
銷 

規約之內容依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
置、面積、使用目的、利用狀況、
區分所有人已否支付對價及其他
情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同
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立後
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之。（799-1
Ⅲ） 

無特別規定 

規約
及其
他約
定之
效力 

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
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
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
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
者，亦同。（799-1Ⅳ） 

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前
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
閱覽或影印第三十五條所定文
件，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
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
權利義務事項。（24Ⅰ） 

準 
區 
分 
所 
有 

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所有，經區
分為數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準
用第七百九十九條規定。（799-2）

無特別規定 

正 
中 
宅 
門 
之 
使 
用 

第七百九十九條情形，其專有部分
之所有人，有使用他專有部分所有
人正中宅門之必要者，得使用之。
但另有特約或另有習慣者，從其特
約或習慣。 

因前項使用，致他專有部分之所有
人受損害者，應支付償金。（800）

無特別規定 

 

所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跟我們的區分所有之間很多規範是不一

致的。 

柒、結語─所有權之發展趨勢 

所有權發展的趨勢主要有下列諸端： 

一、社會化：這在民權革命之後大家都在做的，尤其 1900 年德國民

法施行後，國際上公益優位化益受重視。 

二、空虛化：現在晚近大家都差不多，因為用益物權跟擔保物權的多

樣化發展，使得所有權更形空虛化。 

三、觀念化：所有權人不一定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以擁有為滿足的所

有權人也很多。 



 

•43• 

四、商品化：所有權商品化困難比較大的是在土地，土地還是要看它

是不是政治敏感的，或是地小人稠的，地小人稠的越怕人家去取

得他的土地，越是地大人少的越歡迎你去取得土地投資、開發。 

五、信用化：所有權信用化是這次整個金融風暴一個很大的問題。我

們稱他為金融海嘯，因為次級房貸（Sub-Prime Mortgage）的問

題引爆變成海嘯，事實上這是一次全球的金融戰爭。房子越蓋越

高，現在都是超高建築，馬來西亞上一波的經濟到最高點，就是

馬來西亞蓋了一個全世界世界最高的雙塔建築，全名為「吉隆坡

國家石油雙子星大樓」（Kuala Lumpur City Centre），是吉隆坡的

建築地標，這一波則為杜拜塔，這都是泡沫經濟的警訊。 

次級房貸就是說，一些本來在房屋貸款市場裡面借不到錢的人，

他到次級房屋貸款的市場去借錢；在投資上面來講，沒有錢人應該是

不要去玩不動產的，沒有錢人進到房屋市場裡面來，就會發生很大的

問題，美國 subprime 就是這樣來的，不應該進到投資市場裡面的人，

跑到 subprime 進來，剛好碰到全球資金太氾濫，需要非常多商品的時

候，因此就把這些商品一直虛擬化，變成結構商品再蔓延出去，就產

生很多的問題。所以這一波泡沫完之後，變成全世界都受傷了，最傷

腦筋的就是，美國 subprime 的那些人都是過度信用，這次 subprime

是有仲介專門幫你牽貸款的 agent，這些 agent 事實上很壞，他必需要

去分析你的承擔風險能力，以及你的償債能力，承擔風險能力會有一

個 test，620 分以上的才是正常的房貸，620 分以下的全部要到次級房

貸裡面去，所以這些 agent 就想辦法把你降到 600、590 分，雖然你可

以到 620 分，但就把你降下來，因為到次級房貸去的時候，利息比較

高，他的 commission 就會比較高，所以美國現在很多糾紛都在這邊，

因為製造、信評、加值、銷售的每一層都賺很多錢，所以大家都熱於

推薦這個商品，又因為現在的利差很小，所以一直在賣這個商品，從

賣這種商品中間可以共抽到 10%、20%的利潤，所以也開始衍生很多

問題，信用化、證券化本身都很好，但被這些人濫用，他為何敢做這

麼多 subprime，因為他根本不怕，他馬上把這些東西拿到銀行就是資

產證券化了，之後就到全世界去賣，ubprime 本身是危險的，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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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房地美、房利美做擔保，或由投資銀行做保證，再由其他的機構

幫你做信評，然後拿到全世界去賣，這波下來以後很多國家覺得很奇

怪，真正受傷的不是美國人，連動債、次級房貸這些包裝品很多在事

發之前的幾個月，美國本身就沒有在賣了，都賣中東、歐洲、中國大

陸、日本，煙雖然是在美國，但燒是燒到全世界，這些商品本來是不

錯的，他本身是沒有善惡的，但是有心人去利用它之後，把它扭曲就

會產生很多的弊端。 

另外晚近很多這種情形，尤其在土地上面，因為昂貴了所以開始

細分，包括質的細分，砂石可以拿出來販售，礦產、漁產、水、溫泉、

地熱這些另外都分開，都不屬於土地的一部分，另外量的細分，包括

物質分割、空間分割、時間分割，另外在權的分割上面，有形式所有

權與實質所有權，比方說讓與擔保，另外英美法上有 legal title & 

equity，一個是很衡平法上的權利，一個是普通法上的權利，事實上

它有好幾個所有權，跟我們一物一權的觀念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開

始引進。信託出現的時後，在美國說這個人才是 legal title 因為已經登

記在他的名下，也就是受託人才是權利人，但他僅是過手人，真正權

利人是 equity 的受益人，台灣就稱這個登記名義人為「形式所有權

人」，而稱受益人為「實質所有權人」。 

委實說國際上發展的趨勢我們大概都有搭上一線，具強大之競爭

力，但不是全面去引進所有機制，有些因為時空還沒有到位，所以這

些具有高度的競爭力與吸引力的機制，未在此時此刻引進。總之，不

可諱言，本次修法後，物權法的修正雖獲得相當好的評價，極具競爭

力。惟仍留有許多成長的空間，謝謝專心聆聽，敬請不吝指教。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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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稽徵技術與會計角度研究博達之 
資金流向與目前國際財務資金之變動 

講座：東吳大學會計學系馬教授嘉應 
日期：98年 3月 3日 
場次：9803-208 

 

大家好，首先要來跟各位報告這件事

情，主要是在於我發現可能今天各位有看到

美國道瓊指數有沒有跌破七千點？有！跌

破了，別訝異，很正常。因為 AIG 連續虧損，

美國政府補助，為什麼有這些問題？這就是

今天要提的“國際財務資金之變動＂。美國

銀行在它本業裡應該都是還蠻 OK 的，另外在做“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一塊虧的最大。那“衍生性金融商品＂為什麼會虧損？在這

裡，剛好我會把“博達＂的案子介紹給各位。“博達＂實質上也是因

為那些金融操作人員幫它做的，各位可以看到我會從判例裡面去把那

個圖畫出來。等一下我還會解釋。或許以你的常理判斷不合理，你也

找不到邏輯觀念，事實上那個就是它們賺錢的地方。 

從博達案例中大家思考到的是“舞弊＂。實質上在法律角度就是

＂詐欺＂。但是在審計學或商學，“Fraud＂英文單字就翻譯成＂舞

弊＂，原因是在法律上稱為“詐欺＂似牽涉到刑事的問題。所以在審

計準則公報第四十三號也特別報導，＂舞弊＂是以故意為要件，故意

有獲取不當或非法利益的行為。所以我們會認定“舞弊＂和“錯誤＂

的差異點，是以＂故意＂為要件，其動機是不是＂故意＂。在美國最

典型的，是在 2000 年的 AOL & TIME WARNER 的案例，主要是提到

AGGRESSIVE ACCOUNTING 積極式會計，以不當＂舞弊＂來獲取職

位或是保全金錢，這就是我們所講的“舞弊＂，有可能是基本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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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採取積極式會計。所謂的積極式會計，基本上就是覺得不太可以

做，然後可不可以做，屬於灰色地帶。做了會不會違法？感覺上會違

法，也不會違法，就在灰色地帶。曾經在台灣發生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發生在 921 地震的東興大樓，後來台中有幾棟大樓跨掉，發現柱子

放的都是一些桶子，我們知道是不能放桶子的。當時工人說這是很正

常，是節省成本的最佳方式。大家都這麼做，為什麼不可以？積極式

會計也是這樣。不管可不可以，不管是不是真的違法，違法就等事情

發生以後再來判斷。 

依據 ACFE 之定義，企業舞弊分為貪瀆、財務報表舞弊及挪用資

產等三類。基本上所講的財務報表舞弊，分為財務性及非財務性。財

務性最主要，不是資產及收入的高估，就是低估。大部分都是在資產

及負債的高估，其主要的基本型態已點出，實質上就是看我們怎麼包

裝。一種就是用假交易，虛偽交易；然後有些就是隱藏負債，隱藏負

債最典型的就是 AOL 的案子。其實 AOL 的案子後來逐步地在博達也

有發生，也是一個典型的案子。今年（98）1 月 1 日開始實施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 10 號（以下簡稱 10 號公報），對企業影響大不大？實

質上影響不大，本來就要提列存貨跌價損失。但昨天股價大跌卻推給

10 號公報。這裡要講，資產的評價也是很重要，因為我們的對象是投

資人。事實上連銀行的話，三十四號應該也要提早適用。我曾經也在

我的部落格裡也有講，我們國內是銀行三十四號不適用，所以才會造

成資訊永遠不透明，所以資訊不透明在它的應收款裡面，其備抵呆帳

都是提不夠的。然後這個就是這幾年來曾經發生過的，剛剛我舉例給

各位看的在美國發生過的。像 AOL，這些很多都是用循環交易，這

個案例台灣我是用博達來看虛假交易。隱藏負債，博達也有。你可以

發現，還有資產評價不當，博達也有發生。所以事實上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博達是相當地具有影響力、國際性，比美國的這些都還要特

別。AOL 在這裡面算是比較特別一個案例，AOL 與 TIME WARNER

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案例。先就 AOL 來跟各位講，循序漸近地介紹給

各位看。 

首先看一下，AOL 與 TIME WARNER 的合併，它產業的特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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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知道 TIME WARNER 主要是在廣播出版通訊，AOL（American on 

line）當時是入口網站和通訊。然後重點是 AOL 去併 TIME 

WARNER，AOL 原來 55%股東、TIME WARNER 是 45%股東。然後

重點是在於 AOL 是小公司，TIME WARNER 是比較大，是小公司併

大公司。因為 AOL 帶來負面聲譽讓控股公司後來又改為 TIME 

WARNER。第一件事可以看一下，有很多小公司去併大公司，這個中

間有很多人會討論是否有暗盤交易的情況，這個是一個小吃大的典

型。這個其實在台灣都見怪不怪，我們從銀行的併購就知道小吃大，

有些看起來就是覺得好像不太合理的。小吃大，你可以看一下為什麼

它會這樣來玩？很多實質上最熱門的就是.COM。我們可以看網路泡

沫化在 2000 年的時候，那時成也.COM，敗也.COM。這個時間點它

的會計處理的問題在於，應該全部認列費用類，但是它沒有認列費

用，它把它逐年去攤提，所以就是我們所講把收入降下來，應該認列

費用的沒有認列費用。重點是在於，基本上是怎麼做？才可以不認列

費用？一般正常上網時，電腦廠商直接可以內鍵，就像現在這樣電腦

直接內鍵就可以上網；一種就是你要買、用它的軟體，直接安裝上去，

是用這二種情況。AOL 的作法，基本上就會和台灣現在報社很像，

擴展業績時軟體的安裝磁片直接整批送給公司，馬上去認列收入。也

就是送給公司貨品時，不管錢有沒有收回來，馬上就去認列收入。如

果一般正常的話，這個費用能不能認列？有可能送過去等於是請公司

幫我們賣給員工，屬於代銷、代付的性質。這個有點像是早期報社，

有時送報給你直接送進來，有沒有收到錢不管，只是要去衝那個量，

它們玩的就是這塊。一般正常來看，因為你把它贈送給人，馬上就要

去認列費用，因為你贈送給人家，似我們講交際費認列費用。但在

AOL 它沒有認列，當做遞延成本，認定是去吸收會員，以後它才會

進來，所以這個是先前的作業佈網，實質這個就是 AOL 認知點的錯

誤。因為這樣被美國 SE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一要求下來，重新

把帳上調整的時候，各位可以看一下，1995 年到 1996 年，本來帳上

稅前把它全部掛在帳上，1995 年是虧 2,000 萬，結果就變成虧 9,800

萬；1996 年是在擴張業績，是賺到 6,200 萬，結果調回來就變成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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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7,500 萬，所以前後價差 2 億 3,700 萬，價差非常非常地大。就是

說，一般比較傳統性的造假帳的玩法，也就是試著把費用降低，然後

就引用會計一些觀點，自己強勢地來決定所產生的一個情況。這個解

釋是在於，因為準則已經要求它：馬上要費用化，它還是在攤提。SEC

為了它就已經提出來，在 95 年以後全部都要費用化。但是它還是硬

要來攤提，所以剛剛就做了調整給各位看，這個實質上就是 AOL 最

大的問題。 

然後另外幾個舞弊問題，類型有循環交易，循環交易塞貨和隱

匿。這是 2000 年和 2006 年，這個是非常好玩的情況。其實這個網路

公司都玩過，它怎麼玩法？正常情形下，AOL 會向 VERITAS 買 3,000

萬的執照，然後直接付現金就好，就是說我和我配合的廠商，是個軟

體公司，我跟你買的時候，直接付 3,000 萬就好，這是正常情況，只

有費用。我們可不可說，我付你錢，你給我回扣？回扣也不能講回扣，

我們要個名義，你跟我買個東西，譬如說我們常常看到國內也有這種

情況。我們某一個單位，有可能民間企業去跟政府申請專案特款，拿

到款項時，要跟我買技術。這個情況和民間企業一樣，所以結果下來

就會變成它做的交易是這樣。我 5,000 萬跟你買，2,000 萬再還過來給

我。這樣的話，會產生 AOL 業績有沒有在成長？先別管費用，支出

已經做帳，下一個把業績衝上去，業績有沒有上來？就等 2,000 萬。

實際情況，就是 3,000 萬認列費用而已，結果配合這筆交易，很簡單，

你要做我這個單子可以，錢多給你，你只要再回饋給我。回饋不是給

我做線上廣告，是以線上廣告名義 2,000 萬做進來。這樣的話，等於

AOL 提供資金給 VERITAS 的情況一樣。所以在這個交易裡面，就是

2,000 萬的 LICENSE REVENUE 不當地認列，VERITAS 不當地認列，

AOL 也不當地認列廣告收入 2,000 萬。這個會有什麼特色？各位會發

現，這家公司如果是它的子公司，相對應地承認了多少費用？持有

50%的話，是否相當 AOL 相對應承認了 30%的營收。所以就變成說

我用 50%可以讓你去創造 30%的營收，這個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這

家又設立在 BVI（英屬維爾京群島），這就是博達另一個案例。所以

這個就是逐步地由典型的一個玩法慢慢擴張出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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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塞貨的方式，當時知道業績不好的情況下，它會怎麼

做？AOL 把所有的軟體全部寄給客戶的員工，然後只要寄出去就馬

上認列應收帳款，不管收不收貨款，只要寄出去，就認列應收帳款，

跟我們以前信用卡公司很相似？衝業績的情況下只要來開戶就好，帳

戶開了很多，它是全部認列應收帳款，然後費用的部分，其實是送給

人家的，但是也不講送給人家的，費用部分又遞延下去。到什麼情況

才會發現？因為無緣無故，會計師函證時說你有欠人家錢！你一拿到

說我哪裡有欠錢？就打電話來罵。幸好它們那時候都用寄信的，不是

用電話。然後隱匿負債，其實我要跟各位報告的，國內有好幾家上市

櫃公司也有這種情況，到目前還沒有被報導出來，會計師也還沒有查

到。不要全部依賴會計師，這是一個事實。AOL 和 BERTELSMANN

合資成立 AOL EUROPE 公司，如果是持股 50%的話，基本上在 AOL

裡面要編、併進來叫合併報表，合併報表為什麼要提這個？重不重

要？很重要！等一下我會和各位提一個概念就是我們在講，我們出口

貿易有沒有衰退？請問出口貿易衰退，是否代表我們台灣企業競爭力

出問題？我說不是！這個就是我要從合併報表這裡來看。原因是很簡

單一件事情，為什麼，這個都是有關聯性，就是出口貿易會不會牽連

到我們的 GDP？有沒有影響到我們的 GNP？但是 GNP 比 GDP 大，

涵蓋一部分。重點就在這裡。如果你要看台灣企業有沒有競爭力，是

否要看的就是合併報表？不是 GDP，就是 GNP。這裡我要提的，合

併報表是在於，就是我們所講 GNP 概念，要把它併進來來看。一般

來講持股 50%的話，它就是要併進來。但是重點來了，這家公司因為

有控制權，事實上這家公司在海外有很多負債，如果把它併進來會產

生一個問題，AOL 的負債會同步增加很多，但是若沒併進來時，只

做了一件事，只認列對方賺到的錢那一塊而已，沒有把對方負債資產

合併進來來看。因為如果把負債合併進來就會產生一個問題，AOL

的負債比例就會變得很高，銀行貸款各方面就會出問題。所以這個情

況底下，它就不會把它併進來。剛剛我和各位報告的情況是在於，各

位有沒有注意到為什麼我們出口會衰退？原因是在於很多因素造成

的，有一塊是在於廠商在中國還是很多！好的廠商很多還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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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那裡發現了一件事情廠商在中國都沒繳稅，然後在台灣報表上市

櫃公司又賺那麼多錢，錢跑到哪裡去？中國提供所有勞力給廠商。除

了養勞工以外，廠商賺的錢都沒有留下來。所以中國前幾年做了一件

事情，移轉定價的修理。我們台商基本上就要重新安排。並不是說台

灣接單有些出口從台灣報出去，就不會了，有些就移到那邊去，它會

去做再一次安排。然後剛開始做的時候沒有辦法，它一定都會去做

APA。什麼是 APA？你叫我把帳整出來給你看，不可能，我跟你來談，

你要多少我就直接給你就好，後面我會乖乖地來做。剛開始大家不會

覺得，剛好現在這個情況來做好像衰退很多，不是！相對應因為剛好

APA 前二年跟人家談過，它已經安排好，剛好就變成在中國直接出單

了。台灣這邊沒有出貨，直接中國出貨，因為那些盈餘才能稍微灌在

那邊那它看得到。不然的話怎麼辦？不然怎麼無緣無故會有一些急單

會跑進來？你有沒有發現，奇美和友達哪一家的急單拿得最多？為什

麼奇美多？友達在中國比奇美都還大，中國就是這麼奇怪，因為許先

生也有出來喊話，他覺得你對我還不錯，所以他就多丟一點。無論如

何，只是跟各位講有時候這個出口衰退，你要看的是什麼？企業的合

併報表。整體合併報表拿來看，才是可以看出整體企業真的是不是有

衰退。所以有些企業是不是真的有衰退，老實講，沒有。有些一定有

受到影響。像有些 IC DESIGN 公司，像前二天有位老闆在和我談，

我說你今年好不好？第二季看得到看不到？他跟我講看不到。我再問

你今年的業績會衰退幾成？他跟我講說保持和去年一樣。反過來思

考，危機就是轉機，我把我的核心價值占住。這個市場不是我 100%

的占有，我現在做核心價值把市場占有的時候，別人倒掉的我把它併

進來，所以說它會不會衰退？不會！它去做的是擴張，把別人併進

來。企業之間有些思考點是這樣。如果這個企業在這個世界是最大的

話，這個對它就有影響，因為市場都是它的，所以市場衰退，就要同

步跟著衰退。這個是屬於 IC DESIGN、類比 IC 的龍頭的老闆跟我講

的一件事情，去年十月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他就跟我講說一月都看不

到訂單，確實今年是很不好。現在我在和他討論的時候，他說確定是

沒問題，他還會和去年一樣好，去年他賺多少，他賺十幾元，他說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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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去年一樣好。所以今年第一季出來，各位可能會看到一個情況，

今年一月二月有些企業的盈收，都比去年的一月二月好，我講的是一

個事實。最大問題應該是在哪裡？應該都是在銀行體制。有些銀行體

制怎麼去重新定位那才是重點，要怎麼去下手的問題。其實有些企業

是需要資金，資金怎麼放出來？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等一下相關聯時

再和各位提。有些在這環境底下有人過得非常地好，同樣也可以把資

金變得非常地好。 

接著下來和各位談博達。從背景介紹，成立於 1991 年，初期為

貿易商的角色，然後發展砷化鎵製造，砷化鎵當時是一個高薪科技，

1999 年 7 月獲得政府頒發中小企業的「磐石獎」。公司的特色，貿易

商成立時，公司是否屬於科技公司？砷化鎵是！公司是座落在哪裡？

在淡水。1991 年的時候又是科技公司設立在那裡的話，科技公司要不

要去想到物流和供應面的問題？這家公司後來因為造假帳到什麼情

況？當年度賣的砷化鎵的量，比全世界的產量還多。因為它在玩財務

杆摃那塊玩得非常非常漂亮的情況下，忘記了這塊，變成是比全世界

的產量還多。會計師會被判刑的原因也是這樣。因為連這個都查不出

來，他說我都有查，結果是沒有注意到他的銷售量比全世界的產量還

多。所以中小企業的「磐石獎」覺得這個是很高薪科技的產業，很有

創意性是未來的名星產業，所以磐石獎在技術面就給它，因為這家公

司產生了問題，才發現財務面還是很重要的一塊。所以近來政府才會

在「磐石獎」注意財務面。博達在 1999 年 12 月正式掛牌上市，後來

2001 年時，成立一個跨足無線通訊、光電產業上下游的集團。發現這

家公司真的很有創意，都走在時代尖端。如果在 2005 年、2006 年、

2007 年的話，這家公司至少應該是到千元以上的股王才對。好像又是

太早走，又耐不住寂寞才會產生問題，又急著和群眾混在一起才會出

問題。很有創意的情況下，在 2004 年 6 月 15 日無預警公告向法院申

請重整，原因是 2004 年 6 月面臨近 29 億元的資金不足，因無法補足

資金缺口，因此公司決定進行重整。重點來，當時公司還有現金 61

億元怎麼有資金缺口？這就是我們要來探討的。我的主題第一個就是

要去探討這塊，我們從它的角度來看的時候，怎麼會有這個呢？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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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多的資金，又變成有資金缺口。可能最近，如果沒有錯的話，

又有一家上市公司無預警地申請重整。好像是 PCV 產業第一家上櫃

的某一家公司，應該它的情況不會跟博達一樣。 

第一個整理出來操作的手法，是假造憑證與國內外循環交易。交

易目的就是提升業績、掩飾虛假收入，會計上不實表達類型有虛假收

入、揭露不當。第二個操縱手法是隱瞞為其關係企業向建華銀行之擔

保借款。隱匿關係企業，事實上就是 BVI，它向建華銀行去借錢，而

且這個借的很漂亮。交易目的是獲取循環交易所需之資金，所講循環

交易的資金，事實上就是讓它的錢去滾一次，滾到最後還是滾回來錢

還是自己的。會計不實表達的類型有隱匿負債、資產不當評價。第三

個操縱手法是藉由衍生性金融商品（CLN、CLD）交易虛假收回應收

帳款。CLN 就是信用連動債，像最近常發生的雷曼兄弟保本保息連動

債也是 CLN。交易目的是掩飾衝高之虛假應收帳款，會計不實表達類

型是資產不當評價。最後操縱手法是不實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且隱瞞

為其關係企業擔保借款，交易目的是為維護博達信譽，會計不實表達

類型有隱匿負債、資產不當評價、揭露不當。這個就是葉小姐怎麼把

錢放在自己口袋的。很多上市櫃公司都是玩這招，怎麼把公司的錢轉

到自己的口袋來，就是發行 CV。等一下我跟各位講她怎麼玩法。我

跟各位保證王又曾保證 100%也有這個玩法，因為他有一家銀行。我

先一個一個來報告。 

第一個我們給各位看，在會計上會看一件事情，就是應收帳款週

轉率？應收帳款收現金，一年可以收幾次？叫應收帳款週轉率。所以

週轉愈高的話，表示人家欠的錢回來地愈快，就表示這個錢都是正常

繳納。所以應收帳款週轉率，愈高愈好。各位看一下，從 88 年至 92

年「應收帳款週轉率」分別是 4.79、4.62、3.01、1.98、1.89，有沒有

發現一件事情，呈現遞減。應收帳款收不回來的情況？會有什麼情

況？怎麼收也收不到，因為造假帳。假賣，賣給誰？賣給上帝，所以

會計上借應收帳款劃一條線上帝，貸銷貨收入。所以應收帳款永遠都

是上帝那塊，哪天收的回來？等它死的時候，會去向上帝要回來給

你。所以應收帳款變現的時間會不會非常長？非常長！所以你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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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應收帳款週轉率，是逐年下降。所以 88 年至 92 年「應收帳款收

款天數」分別是 76.22、79.07、121.36、184.38、192.91，由此可知 76

天的話，基本上是二個多月，一般正常 60 天，76 天還好，79 天、80

天，120 天幾個月了？四個月了。這個呢，六個月；這個呢，六個半

月；有沒有很恐怖？從資金來看的話，這家公司基本上，本身就會有

問題。一般正常公司，人家欠錢，你收不回來，以正常交易的話，你

讓人家欠錢時間那麼長的話，這種企業是屬於夕陽企業，還是屬於很

熱門的企業？夕陽！如果很熱門的話，是人家排隊在外面等。所以這

個應該是屬於很夕陽的。股價又為什麼會拉得那麼高？好像跟它一致

性會出問題。第一個給各位看一下，首先給各位講說，以我們會計剛

看到這個的時候，我們第一個就會質疑這家公司，我會去看它幾個重

點，稍後給各位提的幾個重點應該就浮出來知道它不很合理。你不會

說營收創新高，這些都是假的。現金會留很多，所以應收帳款都不收，

講得不太合理。這個事實上就是後續和各位來探討。 

第一個我要和各位報告的是循環交易。什麼叫循環交易？博達一

定會找供應商這是它的上游。博達一定要跟供應商採購、進貨。然後

這些客戶是它的下游企業。這些都是假造的，怎麼假法？博達假造客

戶訂單，虛增銷貨。然後，博達之客戶將自博達所需購之電腦週邊商

品、磊晶片等，虛銷給博達之供應商。由博達假造採購單，虛增進貨。

這些都是白手套，形成一個交易。我們所講循環交易，就是博達賣東

西給客戶，賣給它客戶的東西博達再跟它採購。為什麼客戶要配合博

達？很簡單，博達的客戶有八家人頭公司，還有一些客戶我們說是配

合廠家，它只賺一件事，進來出去，中間賺佣金。為什麼不做？它也

不知道前因後果，它就配合。所以說博達就來玩這塊。博達下單給客

戶以後，對客戶來講是應收款，客戶向博達下單，就是客戶的應付款，

也就是博達的應收款，博達跟客戶下單時，博達要付錢給它，結果博

達把這筆錢，整個繳到交通銀行去。交通銀行也不曉得，交通銀行又

放到海外的交通銀行，就變成海外交通銀行匯錢回來給博達，那個都

是博達的帳戶，匯回來博達就可以把應收帳款給沖掉了，表示博達收

到現金的時候，變成是客戶償還的，其實不是償還的，是博達的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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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的。博達這筆錢一定要放在海外，變成一部分還給博達錢，一部分

不見了。因為到交通銀行又分二個帳戶出去，分到哪邊去不曉得。好

像最近我們特偵組辦的案子都很相似。但是這裡有一個特色，博達把

它的銷貨收入一直創造出來，逐年累計應收帳款？因為它的應付帳款

這裡會產生，但它又應付帳款一部分償還，一部分又流到別的地方

去，一部分要付給客戶佣金，所以拆成三份的時候，假設 100 元的時

候，有可能就是假設給客戶 10 元，只剩 90 元，90 元裡假設又留 20

元在外面，70 元轉回來，請問一下這是否又留了 30 元應收帳款。人

的習性很奇怪，剛開始時會回到 70 元。後來匯回來的會愈少。所以

看一下應收帳款週轉天數，很離譜地一直增加。一般正常的應收帳款

從二個月跳到六個月是很恐怖的事，表示業績很惡化。所以這是典型

的循環交易，玩得比 AOL 還恐怖吧，就把循環交易與可控制帳戶二

個連結在一起來玩，銀行會配合，很簡單銀行有時候這些單子它就不

看。 

日本有一本小說叫洗錢，大家可以參考。有一個情況，昨天香港

友人跟我講說，有個年輕人在他那裡開戶，他都叫他隨便幫他下單，

一開戶的時候，就匯了一億人民幣進來。起先他不知道，他就一定要

看到那個人，看到的時候，二個年輕人，約 27 歲，第一個直覺他不

可能有賺到一千萬，他說再多的佣金我不敢賺。有可能背後是什麼？

不知道。只要不合乎常理的情況底下，都會有一些狀況產生。而且他

講那個年輕人是個體戶，後面一定有個人在操作，是哪個人？他也不

敢讓他說。有可能有些是很明顯的情況，就是技術回饋金會跑出來的

情況一樣。這個是跟各位報告一個典型的例子。基本上，就是傳統的

玩法，但是就是要把金融配在裡面，所以才會有一些巴塞爾協定會對

這方面銀行要求愈來愈嚴格。有些開戶還要求對保，基本上就是要去

注意錢的來源。 

再來談博達與建華銀行之擔保借款，第一件事情，博達把錢存在

建華銀行松山分行，但是建華有二家，分別是建華銀行松山分行、建

華租賃子公司，二者屬於不同系統的體系，但是它們之間與建華是有

關聯性，所以錢存在建華銀行松山分行，匯款不直接從這家銀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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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而是在海外成立一家 ADDIE 公司，ADDIE 公司去向租賃公司借

錢，後面一定都要有個保證人，因為 ADDIE 公司是在海外的子公司

BVI，這時候誰來背書？葉素菲開本票背書。開這張本票借給它。那

它怎麼會借給它？因為博達存了 1,000 萬美元在建華銀行松山分行，

葉素菲跟它講說沒問題，這 1,000 萬美元己經在這裡擔保，如果未還

款的話，這 1,000 萬美元可以用來還款，可以直接押，所以這個是屬

於質押，所以就借錢給 ADDIE 公司。所以這筆錢又等於說把它洗出

來。一般正常情況，把它借款又還給建華銀行松山分行，即 ADDIE

公司歸還借款後，建華銀行松山分行取消博達存款之質押。然而這個

交易目的，主要是希望藉由這家公司當它把錢退回來時，就是剛剛我

和各位提的虛假交易裡有個＂應收帳款＂，因為把錢一直匯出去的時

候，累積地太大，要不要把應收帳款沖一些掉？怎麼沖掉？即將博達

資金轉到其子公司手中，作為進行虛進虛銷之假交易週轉使用，此手

法可避免外界發現 ADDIE 公司與博達之關係，進而隱藏且處理博達

之虛銷貨之應收帳款。把博達的現金又挪出去再玩這一招，從海外那

家公司借出來，你不知道 ADDIE 公司在幹什麼，總而言之是那邊把

錢匯回來給你博達，博達把它認為是客戶還錢，再來沖帳，用這個來

進行虛假交易的週轉性，讓它來產生這個情況。所以來看一下，如果

1,000 萬美元放在這裡直接這樣過來的話，這個局不能玩，為什麼？

1,000 萬美元借給它，它匯回來，這個局玩不了。1,000 萬美元借給它

背書保證的時候，它會給 1,000 萬美元負債，若是借給它 800 萬美元，

它會講說有 800 萬美元借款，會計師知道一定會沖抵掉，玩不出來。

所以才會拆出來，來玩這個。這樣而言很簡單一件事情，以博達的人

不曉得博達向它借錢，因為這家公司是在外面的 BVI 公司，另外那是

葉素菲她個人的關係，她要做什麼？葉素菲要背書保證就去了，她不

講出來，你不知道。所以這個厲害就是這一招，去把它切開，然後跟

它講說沒有問題，因為有 1,000 萬元美元在這裡，你怕什麼？所以這

個是很簡單的一招，然後這個應收帳款又再次解套。所以因為這樣續

押產生應收帳款，如果是這樣，以會計處理角度，博達帳上將該等交

易列為銀行存款，實際上為受限制之銀行存款，正確於資產負債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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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為將 1,000 萬美金（折合台幣為 3.3 億台幣）列於其他資產項下的

受限制資產中或者揭露資產限制。 

各位知道什麼是 CLN？是連動債。事實上，博達現在就是這樣，

請法國興業銀行幫 NORTH ASIA FINANCE LIMITED 發行 CLN，

NORTH ASIA FINANCE LIMITED 去連它這一家時，博達還要做一件

事，就是把這些應收帳款直接給 METROPOLITAN BANK & TRUST 

CO.（首都銀行）。但是跟首都銀行講，就是我這筆錢，你要去跟

SOCIETE GENERAL,HONG KONG BRANCH（法國興業銀行）買

CLN。等於是它的投資，就把它轉成 CLN，應收帳款再創造一塊東西

去買 CLN，利率就會高一點。對它來講沒有什麼影響。因為進去出來

的時候，CLN 都存在這裡，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是在掩飾它的應收

帳款。假設把它賣掉，在銀行裡面有現金，這是假的，原因是這二家

銀行只做一件事情－賺取佣金。銀行只要做買賣 CLN 流程就好。也

不用付我這筆錢，只要把我這個應收帳款轉現金這樣一個流程。各位

知道，CLN 有一個特色，本來就是在賺取價差，賺取固定的一些報酬，

有沒有風險存在？有！我們都知道它的風險是什麼？它是連結票

券，如果違約的話，就是什麼都拿不到。還有一個特色，實質上只是

一個暫時性的動作，在帳上就變成是把應收帳款賣掉，但是它要額外

地支付一筆佣金。你可能還會質疑：這些錢怎麼出來？我已經說了，

它的資金在外面那麼多，不會挪一點進來嗎？是不是交通銀行有一個

匯出來的帳戶，建華銀行、ADDIE 公司那裡又有資金一塊，它就是

從那邊來做個挪轉的動作，怎麼挪動？就是你要去查獲一下，以這邏

輯、案例來看，它是那二塊的暫時性資金出來流動，所以在這裡對銀

行來講它是沒有風險。因為有賺手續費這二家銀行願意做。很多東西

就是一刀二面。此筆交易為 PAPER WORK，除支付交易安排之佣金

外，無任何資金流動。博達之應收帳款並未變現，也未因此交易獲得

任何銀行存款。這個是重點。這裡講的資金流動，事實上都是沒有的，

資金都沒有動到。但是有一件事是存在的，是應收帳款已經賣斷出

去，就變成把應收帳款轉成借短期投資，貸應收帳款。現在短期投資

叫做指定為金融資產公平價值指定為當期損益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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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達於 2003 年 10 月 22 日發行 5,000 萬美金之可轉換公司債，然

後和羅伯銀行、首都銀行二家銀行先講好，拿到這 5,000 萬時會回存，

有個先決條件，先把這筆錢借給 BEST FOCUS 和 FERNVALE。實質

上這 5,000 萬美元是博達買的，回存 4,000 萬美元於羅伯銀行，等於

借給它 4,000 萬美元，回存首都銀行 1,000 萬美元。重點就在這裡，

BEST FOCUS 和 FERNVALE 這二家公司是海外公司，買了博達的公

司債，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找了一個第三者，用它的人頭，來

買你公司的公司債，它把公司債賣掉，收入是它的。但是葉素菲買博

達的公司債，它沒有拿資金，是博達的資金，就變成博達發行公司債

給葉素菲，葉素菲把公司債拿去賣，所以錢在葉素菲的口袋。就等於

博達拿 5,000 萬美元給羅伯銀行、首都銀行這二家銀行，分別再貸款

給 BEST FOCUS 和 FERNVALE，然後你再幫我買我的公司債，我公

司債就是它來買，它拿著這個去轉移。有沒有人這樣玩法？有，這種

玩法不是只有它在玩。最早 1995 年，王永慶和三娘，台塑發行海外

公司債，指定在新加坡競標，只有一家 BVI 公司得標，BVI 公司只有

二個股東－王永慶、三娘。它應該不是拿這個錢，它應該是轉移股權，

這是稅務規劃裡的轉移股權動作。所以它就是由那家 BVI 公司來持有

所有的，再做一些轉移，把資金暫時性停靠到外面去。這樣一停靠出

去，台塑集團在當時政府戒急用忍時，它有辦法把錢丟進去，從哪裡

丟進去？你們看不到，就是它先去佈局在外面來玩這一塊，所以可轉

換公司債在這裡面有很多玩法，有不同目的、不同玩法。這個是最好

玩的，等於是印紙張來換現金，而且從頭到尾又是拿博達的錢，所以

就直接轉出去。假設公司債一張面額十萬元，它隨便在外面亂賣的

話，可以賺到多少？假設是十萬，如果是折價賣，當時一定是溢價，

它把股票炒起來，一張十萬，有些會飆，像友達曾經在 2001 年時 200

多元，如果它飆到 150 元時，就賺了多少，又丟給一些散戶來接。這

樣分析的話，各位有沒有發現有哪些不太一樣？這個就是交易分析的

目的。 

博達到最後發現已經不行，應收帳款又滾得那麼多，要把應收帳

款再賣一次，這次就直接賣了。因為之前用 CLN 的話，做不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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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在就直接把應收帳款全部賣給它，叫對方一併交付錢給它。對方

怎麼辦？不可能你應收帳款賣給我，誰來保證？它說很簡單，它會跟

你買。AIM 全球金融公司是博達的公司，AIM 全球金融公司同樣的

玩法，會跟它買。現在是找二家不同的公司，澳洲共和銀行直接貸款

給它，怎麼貸給它？博達存了一筆錢進來，由它跟它買。這些發展出

來時，包裝起來就是它發行 CDO、ABS。這個就是最近發生問題的

CDO 和 ABS，是從哪裡開始？第一波引爆的是次級房貸。CDO、ABS

和 CLN，實質都是同樣一些東西，衍生性金融商品。曾經有人講說，

金融風暴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前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要負最大的責任，而不是零利率。他承認有一件事他沒做，

對銀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規範沒有去管理。他說因為太複雜，他

不懂，他覺得銀行可以自理，可以自救，結果就是在這裡出問題。這

也是質疑他的地方 

博達帳上 63 億現金重新調整時，假設那些交易都是真的，銷貨

收入都是真的，應收帳款這樣挪動去週轉循環，重新去分列調整時，

實際應抱現金只有 7 億，不是 63 億。如果把這些全部調回來的話，

63 億全都是假的。那現在說它有 7 億移轉下來時，大部分還是會回到

應收帳款這塊。所以應收帳款調到這裡 56 億，這個應該都是收不回

來，都是假的，所以它的資金缺口確實是有那麼多產生。CLN 發行可

以將特別信用風險轉嫁予信用投質者，就由投資人來買。要和各位講

的是，一般正常而言，CLN 的產生是經由 SPECIAL PURPOSE 

COMPANY（SPC），這個東西實質上美國安農也是玩這塊，它發行很

多那種債券，它就是 Special Purpose Entity（SPE），就 SPC 而言，實

質上就是一個信託，由它來發行，現在也有很多，但是這些都是用

AAA 級的債券來做擔保，所以不管怎樣，發行時那個 AAA 級的就沒

問題。基本上就是解釋 CLN 的債券，為什麼沒有風險？債券的發行

都是屬於 AAA 級的，信用評等都相當高。誰來發行？總是有個信託

銀行來發行，剛剛它是用法國興業銀行，SPC 它會成立一個專門的基

金來發行。所以各位你看，有時候你買共同基金、連動債時，有沒有

跟你講，發行時後面有沒有一個保證銀行，保證銀行都很硬，因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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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賺錢的，賺佣金的。現在虧錢誰要負責？投資者。因為違約的話，

你自己要負責。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講，CLN 是連結到債券來

擔保。 

CDO 的話，事實上是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最主要也是一種 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就是以資產

去擔保的，切好幾塊，一般的話，資產愈細密的話愈好的話，愈有保

障性。一定會連結一些高級的股份加上初級的，你再看一下，連高級

的都會出問題，國際票券 7.6 億打掉，因為它的發行，被連動的那幾

個樣本裡，最主要都是連結冰島銀行，當時冰島銀行是最好的，結果

全部都是掛掉的。所以股份裡面，它的配息率，違約的風險，一般的

話都會用高級的股份是比較好的，就比較安全的債券就屬於零風險

的。但是當時巴菲特和一些學者就講 CDO 和 ABS 不一樣，會延伸出

風險，因為反而你會去把風險擴張出來。 

在 2007、2008 年美國發生次級房貸，透過證券化的過程轉手至

全球投資人。各位來看一下，一般正常時，個人和銀行提供擔保時，

以房屋做抵押，銀行把錢給他，銀行就拿房屋擔保來設定抵押品。次

級房貸就是一個債券、證券化，這個債券、CDO，誰來買？退休基金

來買，風險最低、報酬最高，發行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你可以看，避

險基金也會進來，有人就用這個來發行 ABS、CDO，其實也就是發

行 CLN 給其他另外一群投資者。結果真正出問題的是哪一塊？因為

房貸繳不出來，產生房貸風暴，會產生效應時，各位可以看一下，這

裡就會產生倍數效應，所以實質上一個房貸如果是 100 元，從這裡衍

生出來的話，可以創造多少資金出來，至少十倍、二十倍以上，所以

跨下來的時候，十倍、二十倍的乘數效應就跟著出來，這就是一個主

要的問題所在。 

因為這個資金的流向，可以思考一點，如果你在國際資金投資這

個標的，這個標的是 100%沒有風險的？如果你買到這個標的百分之

一百是沒有風險的話，會不會出問題？如果這個包裝出來的債券，這

些證券化的債券，如果全部是銀行的話，有沒有風險？銀行股票有風

險，銀行債券沒風險？我從來沒看到一家銀行倒掉，僅是換名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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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另一家銀行購買，美國也一直在買，丟來丟去，有沒有看過整

家銀行丟著不管它？好像沒有。所以當它結合的是銀行債券，應該風

險就相對地很低很低，除非政府不救，就把它丟著不管。既然如此，

我可不可以扮演金主的身分，取得低風險或無風險的擔保品？若你不

是金主，可不可以當金主？剛才講的，怎麼玩法？假設投資標的是公

司債，有一群人要去投資，公司債一張是十萬元，但是他手上有十萬

元，就是一定有人會去投資，他想買十張，可不可行？不可行！我們

去做那塊角色。我們借錢給他，借 100 萬，然後擔保品是公司債，放

在我名下，100 萬就在我名下，所以就 100 萬在我這裡，你十萬元給

我。因為我算利息，一年 5％，假設二年，我就看二年，二年的話，

十萬就放我這裡，這裡總共十張就放我這裡，你是金主的話，你有沒

有風險？風險是什麼？這家公司倒掉。所以你要借錢給它的，只要看

它二年內會不會倒掉。鴻海二年內會倒嗎？應該不會，也不可能倒，

茂德就不敢讓它倒。如果是這種公司，你是站在金主的角色，你可以

賺到利息多少？投資報酬 5％。就是我剛剛叫你們記下來的那塊。國

內有沒有在做這塊？有。而且都是正常的公司在做，那個都不是在券

商那邊，都是在銀行那邊在做的。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同樣資

金的運作過程裡，是有這些情況產生。國外的話，有沒有同樣的銀行

債券裡衍生出來，像剛才以金主的身分在玩？也有！就變成拿你這個

資金，你就去賺取中間價差，擔保品一定就是銀行的債券。你一定要

拿的是銀行的債券。所以基本上在世界金融風暴裡，你應該就不會受

傷，就是很安全的。我把所有的整理，報告到這裡。謝謝！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吳佩娟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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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限制競爭」與「顯失公平」 
之交錯與區分 

講座：世新大學法學院廖教授義男 
日期：98年 5月 12日 
場次：9807-212 

 

一、 前言（第 18、19 條及第 24 條） 

「垂直限制競爭」係相對於「水平限制

競爭」之用語。「水平限制競爭」指具有競

爭關係之事業彼此相互約束事業之活動而

言，以公平交易法第 7 條及 14 條規範之「聯

合行為」為其典型。而「垂直限制競爭」則指事業對處於不同產銷階

段之他事業，或對其交易相對人所為之約束或措施而對市場之競爭機

能發生限制、阻礙或不利影響作用之行為而言。包括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範之「限制轉售價格」、第 19 條第 2 款及第 6 款規範之「差別待

遇」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等行為類型在內。而「顯

失公平」，則指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而言。「顯失公平」之行為，依其對象之不同，可分為對同

業競爭者之顯失公平行為及對交易相對人之顯失公平行為。對交易相

對人之顯失公平行為，與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在概念上或構成要件上有

無重疊而形成交錯？抑或有明確之區分以及如何區分？不僅涉及法

規能否正確適用，而有究明之必要，而且也關係競爭法規範體系之架

構及競爭法理論之思辯方向問題，而有探討之餘地。 

二、 「垂直限制競爭」與「顯失公平」之交錯現象：實務見解

之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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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條文架構之安排及其適用之條件及順序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

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此條文依其「除

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之文義顯示，係一概括之補充遺漏條款。須公平

交易法對於事業之行為，無其他條文可資適用，而其行為符合「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之要件時，始可適用。至於

同法第 19 條第 2 款及第 6 款規範之「差別待遇」及「不正當限制交

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行為，因尚須「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之條件（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首段規定參照），而有可能使市場

上發生「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效果者，唯有為該行為之事業在

市場上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或受限制事業之總和在市場上達相當比

例者才有可能發生此效果，因此該等條款之適用上，即以事業須具有

「相當市場地位」為前提。而同法第 18 條規範之「限制轉售價格」，

並未設「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條件，因此其適用並不

以事業須具有相當市場地位為要件。由於現行條文如此安排設計，理

論上，遇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為「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時，即首應

檢視有無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或第 6 款之適用。惟實務上，具

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所為之約束或措施，常以其並

非「限制事業活動」而不適用上開第 19 條第 6 款，而以第 24 條加以

規範者；另外，就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所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行為，亦有不考量為該行為之事業是否具有相當市場地位，而逕認為

「顯失公平」適用第 24 條規定者，形成法規適用之交錯現象，分述

如下： 

（二） 實務上，認為事業在相關市場上之市場占有率達十分之一以上

者，即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其為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即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案例 

1. 在台灣再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案（行政法院 85 年判字第 3039 號

判決），行政法院維持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之處

分，認定原告在回收廢寶特瓶市場為居於獨占地位之事業，其受

汽水公會之委託，處理廢寶特瓶之回收事務，而其以與下游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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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公司就其所回收之一部分廢寶特瓶磚發生爭議為由，拒絕再回

收該公司之廢寶特瓶，致使東贏公司無能力再行回收廢寶特瓶而

退出市場，認為係屬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亦為獨占事業

濫用其市場地位之行為。惟因其未經公平會公告為獨占事業，依

其行為時之公平交易法不能適用第 10 條第 1 項有關獨占事業行

為之規定，遂以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所禁止之差別

待遇行為加以規範。 

2. 在旭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案（行政法院 88 年度判字第 2568 號判

決），本案被檢舉人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鋼公司)

之子公司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碳公司)，因被

檢舉人中鋼公司將其所產糸爭料源（沈澱細焦碳及細焦碳屑等副

料產品）全部供給予彼，使中碳公司居於市場優勢地位，迫使原

與其競爭之廠商即原告，因貨源短缺，而淪為其經銷商並受到不

公平交易條件之限制，因而受到公平會處分。然而公平會對為此

肇因行為之中鋼公司，獨賣系爭料源予中碳公司之差別待遇行

為，卻以中鋼公司係為確保其本業產銷順暢、系爭副料環保問

題、面臨國營事業設廠之限制，以及其並無透過拒絕交易行為用

以從事不法意圖獨占下游市場，及濫用優勢地位協助子公司排除

競爭對手之意圖等理由，認為中鋼公司之行為具有正當理由，並

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並以此意旨函覆檢舉人。檢舉人對之不服，

提起行政爭訟。行政法院則以中鋼公司之行為，已使中、下游市

場產生限制競爭之不良效果，公平會所舉理由，並不能證明中碳

公司以外廠商即不能合理處理該料源而影響中鋼營運或產生環

保問題。因此認為其行為可否謂有正當理由，不無疑問，遂撤銷

原處分。 

本案判決值得注意之處，係指出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母公司獨厚

子公司之行為而使子公司處於市場優勢地位，並產生限制或排除

競爭之效果者，並不能認為有正當理由。又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禁止差別待遇行為之規定時，必須審酌為差別待遇

行為之事業，是否具有相當市場地位。蓋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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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才會使其交易相對人在無從選

擇或選擇可能性相形減少之情況下，難以從事公平競爭，而生妨

礙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效果。行政法院依據本案原處分書認

定，本案被檢舉人中鋼公司為國內唯一之高爐煉鋼業者，故係國

產系爭料源之獨家供應者，而認為其具有相當市場地位。 

3. 在美華影視股份有限公司案（行政法院 86 年度判字第 1403 號判

決），行政法院認同公平會認定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係因其以加盟合約授權方式成套銷售伴唱錄影帶之搭

售行為，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有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而就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一節，係因原告利用伴唱錄影帶享

有著作權之獨家排他性及消費者對流行新歌之偏好性等商品特

性，迫使 KTV 業者在顧及歌曲完整性之壓力下，必須成套購買

原告提供之三百首單曲伴唱錄影帶，而無法自由選購單曲伴唱錄

影帶，並考量原告市場占有率 17.8%等因素綜合判斷，認為有妨

礙單曲伴唱錄影帶市場公平競爭之虞。 

4. 在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案（行政法院 86 年度判字第 3288 號判

決），行政法院亦支持公平會見解，認為原告在家庭用陶瓷製品

市場中，市場占有率超過 10%，限制其經銷商越區為價格競爭之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按基於對契約自由

之尊重，原則上應容許事業以契約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惟若為限制者之事業，在市場上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或被限制

事業之總和在市場上達於相當之比例者，則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將使市場競爭減損或受到妨礙，尤其是會產生進入市場

障礙之效果。因此限制者對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限制，於其

經銷策略、事業經營上縱有其營業上之經濟利益及正當理由（例

如維持品牌內之服務效能），然若限制者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或

受限制的事業總數達市場一定比例以上，則因其限制行為所產生

限制自由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效果，將使該限制行為受到負面

評價而認為不正當。 

5. 在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限制其廣告代理商收取分類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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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1059 號判決），最高行政

法院維持原審法院認同公平會之處分，以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在報業廣告市場占有率已達 12％，禁止其廣告代理商不得

以低價承作、異常放大稿面、免費贈送等方法承接分類廣告之委

刊而爭取客戶，認為係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

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本案係就「服務」為價格之垂直限制，屬於第 18 條所規範之「限

制轉售價格」類型，但因第 18 條僅以「商品」為規範對象，並

不包括「服務」，故不能適用第 18 條。而事業就其所提供服務對

其交易相對人向第三人收取對價之金額及方式加以限制之約定

者，概念上，亦屬廣義之「以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

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之一種，且為該限制行為之事業在相關市場

上亦具有相當市場地位，遂適用第 19 條第 6 款加以規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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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維持原審法院認同

公平會之處分，以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在台北地區百貨公司及購

物中心之市場占有率達 23.85％，且每年所締造之國內單店極高

營業額，已成為專櫃廠商企求進駐之百貨賣場，其對專櫃廠商限

制其在同一商圈設櫃之行為，已構成阻礙他事業之參與競爭，而

認為違反第 19 條第 6 款之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

行為。 

7. 在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396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維持原審法院認同公平會之處分，首先

認為南一書局、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翰林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三家事業在九年一貫課程國小學科部分之「教科書」

特定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三以上，且其 90 年會計年度事業總銷

售金額均已達十億元以上，應屬公平交易法第 5條之 1 規定之「獨

占事業」。又認為參考書市場係伴隨教科書而來，其等間具有相

當關連性，而認定南一書局於「參考書市場」係具有相當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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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與經銷商合約中，採取以學校劃分經銷區域，賦予學校組

經銷商直接或協助推廣教科書之義務，且以教科書被採用數量作

為後續參考書之供貨比例，並以教科書之占有率及參考書之退貨

比例決定參考書價格折扣之行銷機制，而造成參考書市場之流通

不足，致經銷商無法任意於其他同業間調貨。此種對經銷區域之

限制，已限制同一品牌參考書市場關於顧客及價格之自由競爭，

應屬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並限制市場上之競爭，違

反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 

8. 小結：認定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高標準與低標準及論證方法 

歸納上述判決案例，我國實務上關於事業之市場力量，其分類及

等級，除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及第 5 條之 l 明定之「獨占事業」等

級外，並承認尚有「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之等級，其市場

力量雖不如獨占事業，但在市場上仍具有相當力量，可以影響市

場之競爭秩序。而其認定之標準，究應採高標準或低標準？ 

(1) 高標準之論理依據，認為有關監督「垂直結合」之規範，以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其結合

有申報義務（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參照），可知市場占

有率達四分之一以上事業，始可認為在市場上已「具有相當

市場力量」，因而其與他事業結合，即有可能更增強其市場力

量而形成支配市場之寡占或獨占地位，對市場競爭結構產生

不利影響，故其為結合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為申報，俾主管機

關注意及應否予以異議（延長期間）或准駁之衡量。且我國

獨占事業之認定，不像其他國家有採低標準者，以「一事業

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一」、或「三事業或其以下全體

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或「五事業或其以下全體

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者，即推定其有支配市場

力量（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WB）第 19 條第 3 項

規定參照），而係採高標準，以「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

達二分之一」、或「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

二」、或「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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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據（第 5 條之 1 第 1 項），因此，基於理論之一貫，事業「具

有相當市場地位」之標準，亦應採高標準。 

(2) 反之，採低標準之論據，則以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十

分之一者，即可跨過認定獨占事業之第一門檻（第 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參照），從而如與其他一事業或二事業在特定市場

之占有率合計達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者，亦有被認定為獨占

事業之可能，因而認定事業「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標準，

應以其市場占有率達十分之一者為已足。否則，如採高標準

即有可能發生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之事業為垂直限制競

爭行為時僅受第 19 條之規範，而市場占有率達十分之一者之

事業為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卻須受第 10 條有關獨占濫用規範之

矛盾現象。 

我國實務上，「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之認定，依前述眾多

案例判決顯示，並不採須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以上之高標準，而採

市場占有率達十分之一以上之低標準。又在論證上，固然多以其在相

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為依據，但在少數案例，則以其「係國產系爭料

源之獨家供應者」即認定其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旭勇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案，行政法院 88 年度判字第 2568 號判決），而未進一步分

析系爭料源有無進口，以及國產系爭料源之年產量與進口料源之比例

如何，以判斷事業就該料源之供應是否具有相當市場力量，在論證方

法上仍有不足；此外，以商品之內容及其使用目的之特性與具有獨占

地位之他一商品具有「相當關連性」（參考書相伴於教科書），即認定

生產該商品及他一商品之同一事業，在該商品之市場上亦具有相當市

場地位（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396 號判決），而未論述及實際計算該商品之銷售金額所占比例若干，

論證上亦有欠缺。 

（三） 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為「顯失公平」行

為之案例 

1. 在金帝股份有限司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第 1294 號判

決），行政法院維持原處分，以原告為小型發電機組之主要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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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其進口量於 1999 年占台灣發電機組進口總數量之 21.94％，

而認定本案原告在小型發電機組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地位。原告於

921 震災台電停電、限電期間，利用市場需求小型發電機組甚殷

之情況下，將該商品之售價調高為其平時售價之一倍以上，認為

原告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之行為。 

2. 在欣南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2975 號判決），原告依「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 17 條之規

定，享有特定營業區域之法定獨占地位，惟依行為時之公平交易

法，適用公平法第 10 條論斷獨占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者，須以

該事業經公平會公告為獨占事業為前提。本案原告因營業額僅新

台幣二億元，尚未達到列入獨占事業所須新台幣十億元以上之門

檻，並未經公平會公告為獨占事業。然其：(1)於交易相對人（天

然氣瓦斯用戶）申請裝置時，未按各項工程金額分別計價，由可

供應之全體用戶平均分攤之，而係不分區域逕行估列其外管補助

費為六千元或八千元，此項計價欠缺適法性及合理性。(2)在部分

個案中，向用戶收取之裝置費用超過實際採購單價 1.63 倍或 1.82

倍，而有浮濫報價之情事。(3)原告在收取瓦斯監控系統分擔費時

每戶報價為 3844 元，惟其實際成交價格一般約為報價之八折成

交，相較之下，原告於部分個案中收取之費用明顯較高，而有藉

瓦斯監控系統分擔費以隱藏調高裝置費之實。經公平會認定原告

確有濫用其市場地位，不當決定用戶分攤之管線費用之情形，已

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因而以其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之規定予以處分。最高行政法院亦支持此項看法。 

3. 小結：對交易相對人並非事業而為消費者收取過高或不當費用

者，不能適用第 19 條，僅能適用第 24 條 

上述兩案例，事業雖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並對其交易相對人收取

過高或不當費用，但因其交易相對人並非事業而係消費者，不符合第

19 條第 6 款交易相對人須為「事業」之構成要件，故無該條款之適用，

於此情形，僅能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其規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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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具有「相對優勢市場地位」之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為「顯失

公平」行為之案例 

1. 在「帝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高鳳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案

（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第 1352 號判決），公平會認為高鳳

公司（控制公司）與帝輝公司（從屬公司）利用經銷商對其「經

濟依賴關係」，以不供貨、提供低價格折扣及獎勵金等方式迫使

或誘使經銷商必須以提供預約期票交易，且支票上不得為「禁止

背書轉讓」之記載，使製造商之風險轉嫁至經銷商階層，係濫用

其因「經濟依賴關係」而形成之「相對優勢市場地位」，迫使其

交易相對人接受不公平交易條件，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

規定，行政法院亦支持公平會此種理論而維持原處分。 

2. 在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00542 號判決），公平會認為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在便利商

店連鎖系統之市場占有率雖僅有 4.1％，然其全國總店鋪數自 87

年底即有 206 家，截至 89 年底更達 261 家，亦即供貨廠商之商

品一經該公司同意銷售，全國立即有 200 餘個零售點同時將該商

品上架陳列，此通路特性正符合香煙供貨業者所需，而形成依賴

關係。從而其利用此依賴關係而具有之「相對優勢市場地位」，

對其供貨廠商強制收取附加費用，於其新開店數滿百整數時，除

收取「感恩（週年）慶贊助費」（15000 元）之附加費用外，並

重複收取「新開店協贊費」（1000 元）附加費用，乃濫用其相對

優勢市場地位而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而作成處分。福客多公司不服提起行政

爭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系爭供貨廠商 88 年度總營業金

額為 5,100 萬餘元，系爭產品約占總營業額 80%左右，經銷通路

有連鎖便利商店、超市及自行舖貨等，87 年間透過物流業者售

貨予福客多之營業額超過 130 萬元，88 年 1 月間則為 10 餘萬元，

即系爭商品於福客多便利商店之銷售量只占該商品總銷售量

0.46％，因而認為系爭商品之行銷依賴於福客多之程度有限。且

認為流通業者設計項目繁多之附加費用，對供貨廠商言，其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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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總負擔之多寡，不在意名目為何。故於附加費用之收取，除

應考慮名目及其直接功能性外，更應深入評估流通業者是否過度

將其風險轉嫁予供貨廠商致生不當，因此對於公平會之處分僅著

重其重複收取作用及性質皆相同之費用即認為不當之見解，其理

由尚屬不足而加以撤銷。公平會對此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強調供

貨廠商售予福客多系爭商品之金額，總計僅 183 萬元，然富客多

對之所收取之各項附加費用總額竟高達銷售金額 17%，供貨廠商

所以不得不接受此種重複收取相同性質費用之交易條件者，乃福

客多於市場上所具之相對優勢地位所致。最高行政法院認同此上

訴之主張，遂將原判決廢棄並發回。 

3. 在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01668

號判決），公平會以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超級市場業之市場

占有率為 13.76％，於全國擁有 106 家營業所，為全國次大之連

鎖超市業者。供貨廠商為利商品銷售，在選擇末端通路時，為商

品最適配銷點及最高週轉率之考量，必優先選擇具備前揭特徵之

大型流通業者銷售，故認為該公司因高總店數及來客數，使其在

生鮮、食品及日用品市場擁有高銷售量及週轉率，而當然成為供

貨廠商不可或缺之重要末端通路，基此依賴關係使其具有相對優

勢地位，因而其要求供貨廠商須負擔「營業所場地租用費」，將

本項成本予以轉嫁，為濫用其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顯失公平行

為。蓋附加費用之收取，不得毫無限制，其應遵循附加費用與商

品銷售間，須有「直接關連性」與「比例性」，並符合一般商業

合理之交易習慣。本件「營業所場地租用費」雖係全聯社經營時

期，供貨商對低毛利之福利通路所提供之房租補貼，惟該項費用

核屬經營流通事業所需付出之必要成本，並非為促進某特定商品

銷售，或因供貨商之特定行為，所額外增加之外生成本，與商品

販售並無直接關連。其要求供貨廠商分擔，係加諸於供貨商之額

外負擔，增加供貨商之營業成本，從而剝削其正常經營利潤。全

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利用供貨廠商普遍處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

之壓力下，迫使其負擔該項費用，應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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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條之顯失公平行為而予以處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所

謂相對優勢地位者，非以事業居市場之「絕對」勢力衡量，而應

以供給與需求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

係，而為評斷，簡言之，須達於依賴者面對被依賴者，主客觀處

於無足夠及合理之途徑以解決其供給或需求之困境始屬之。然原

處分完全未就全聯實業公司之於何供貨業者、如何居於「相對優

勢地位」為查證及說明，是原處分機關如何斟酌考量供貨業者對

該公司流通事業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供貨業者變更其交易相對人

之可能性，乃至於各該商品的供需關係等各項要素，予以綜合性

判斷，即逕以該公司市場占有率地位推論其必具有相對優勢地

位，已有可議，況本件原處分機關全未舉證證明全聯實業公司收

取系爭附加費用係如何濫用其相對優勢地位。尤其本件全聯實業

公司係概括承受全聯社之業務，而「營業所場地租用費」係全聯

社經營時期，供貨商對低毛利之福利通路所提供之房租補貼，此

為兩造所不爭，由於此歷史因素，全聯實業公司與供貨業者議價

時，供貨業者自已將此行之有年之「營業所場地租用費」計算於

其營業成本內，是全聯實業公司於 90 年度「供銷合約書(1)」中

增加之第 11 條，僅係將前此向供貨廠商就部分營業所收取按營

業額 1％之「營業所場地租用費」明文化，並未如原處分機關所

指摘加諸於該等供貨業者之額外負擔，增加供貨商之營業成本，

從而剝削其正常經營利潤。故認為原處分命全聯實業公司停止其

所謂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平行為，於法有違，訴願決定遞予

維持，亦有未恰，遂將之撤銷。公平會對此判決不服提起上訴，

但最高行政法院維持原審法院見解，駁回其上訴。 

4. 在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01786 號

判決），公平會以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迄今所經營之量販店數已有

24 家之多，而其營業額亦逐年快速成長，89 年之營業額為 413

億 5 千萬餘元，於量販店業之市場占有率達 27.35％，顯已具有

相當之市場地位。並認為判斷流通事業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

尚無須以該流通事業是否具市場支配地位為前提，僅須以其與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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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之交易相對人之關係上，居於相對優勢為已足，並斟酌考量供

貨業者對該流通事業交易上之依賴程度、相關流通業者於市場上

所擁有之地位、供貨廠商變更其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以及該當

商品的供需關係等各項要素，予以綜合性判斷之。本件檢舉人所

經營之唐家公司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之供貨廠商，年營業額僅 1

千餘萬元，且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係其唯一之交易相對人，而唐家

公司所販售之產品項目屬中低價位之小型傢具，唐家公司倘欲變

更販售通路，除非唐家公司所銷售之商品為其他流通事業之利基

商品，否則能否與其他流通事業締約，並取得較佳之交易條件或

維持損益平衡以上之年營業額，似非唐家公司所得掌控。又自

88 年 4 月至 12 月，唐家公司售予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之商品總額，

合計僅 1 千 2 百餘萬元，惟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所收取之各項附加

費用總額，竟高達 471 萬元，占其總銷貨金額 39.25％，而唐家

公司於 89 年仍願意接受此種交易條件，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所具

有之相對優勢地位，應為重要因素之一，是就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相對於唐家公司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唐家公司對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唐家公司變更商品販售通路之可

能性等因素觀之，家福股份有限公司相對於唐家公司具有相對之

市場優勢地位。而依兩造所簽定之 88 年及 89 年定型化供貨合約

及案關事證，唐家公司所負擔之附加費用，有「全國性促銷費」、

「新店開幕贈品」及「重新改裝新開幕贈品」等名目，惟該等附

加費用之收取，對供貨廠商而言，均因零售據點增加或重新出

發，致其供貨之商品銷售量增加而為促銷費用之贊助，不因流通

事業賦予該等附加費用不同立意，而使該等附加費用對供貨廠商

即具有不同意義與用途。是以流通事業在新開店或店面改裝重新

開幕時，乃立名目重複收取相同關連性之附加費用，顯為強迫交

易相對人接受不具合理比例性之附加費用條款，強制重複收取用

途相同之附加費用。因而認為其乃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顯失公平

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而予以處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則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係針對市場機制之影響而制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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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廠商利用優勢地位影響自由市場之交易秩序、市場經濟機能暨

消費者權益等，係就通案而言，而非針對個別廠商之個案為判

斷。本件處分卻係以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向唐家公司重複收取用途

相同且數額顯不合理之附加費用為其依據，非就整個市場通盤為

之，且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前於 89 年 11 月即因其向供貨廠商收取

「補充固定退佣」之附加費用而受罰鍰處分在案。本件附加費用

之名目固與上開「補充固定退佣」之附加費用有異，然究其性質

仍係屬同一或類似之附加費用，則系爭處分是否與前開處分有重

疊之處，有無違反一事不兩罰原則，即不無可議等理由，撤銷原

處分。公平會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並不認為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規定之適用僅限於通案而不適用於個案，且認為家福股

份有限公司因其向供貨廠商收取「補充固定退佣」而受處分者，

係針對其與供貨廠商間簽立之全國性補充合約中訂有「供應商同

意按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商店累計之總進貨金額計算之 1％，

作為補充固定優惠退佣，另支付予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而補充固

定優惠退佣之比率係參照市場狀況及供應商過去之銷售實績、銷

售價格等因素而決定」之「補充固定退佣」條款。至於本件原處

分，則係針對其與唐家公司簽訂「全國性合約」前，未就全年度

促銷活動進行協商，逕自訂定收取顯超過供貨廠商可直接獲得利

益之「全國性促銷費」，並以單方制訂之「新店開幕贈品承諾書」

及「重新改裝新開幕贈品承諾書」，強制供貨廠商重複負擔與「全

國性合約」中所載「開幕特別條件」及「店面改裝新開幕特別條

件」用途相同之附加費用，兩項費用之目的與內容均不相同，則

原處分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及一事不兩罰原則，因而認為原審判

決認事用法有違誤，遂將原判決廢棄。 

5. 小結：相對優勢市場地位之認定方法及其「濫用」之推論 

上述案例皆指出事業利用其上、下游廠商對其供給或需求商品或

服務之依賴性而形成交易上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者，如該事業利用此

「相對優勢市場地位」，亦即利用其交易相對人對其商品或服務供需

之依賴關係，迫使其須接受不合理之交易條件，始為交易者，亦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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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顯失公平」之管制範圍，而論以其違反第 24 條顯失公平之行為。 

關於「相對優勢市場地位」之認定，在「帝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高鳳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案（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第

1352 號判決），僅提及高鳳公司與帝輝公司係濫用經銷商對其之「經

濟依賴關係」，惟經銷商何以對供應商帝輝公司有「經濟依賴關係」？

係基於長期供給契約而產生拘束及依賴？或該商品之特殊規格、品質

或品牌名聲？或由於該商品屬有限資源或關鍵技術等因素？以及其

經銷商需求該供應商之商品，是否已無足夠及可合理期待之其他選擇

或替代可能性而具依賴性？在本案中並未就此特別舉證或陳述，論證

上尚屬不足。在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

判字第 00542 號判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供貨廠商售予福客

多系爭商品之銷售量只占該商品總銷售量 0.46％，因而認為系爭商品

之行銷依賴於福客多之程度有限。但最高行政法院對原審法院就有無

「因依賴關係而形成相對優勢市場地位」之置疑，未置一詞，即支持

公平會原處分見解，以富客多收取各項附加費用之總額竟高達系爭商

品銷售金額 17%，而供貨廠商所以不得不接受此種重複收取相同性質

附加費用之交易條件者，乃福客多於市場上所具有之相對優勢地位所

致。即「以行為之結果推論應有此原因」，實際上其僅是對「濫用行

為」之描述，而對何以得為該「濫用行為」之原因，即「究竟有無依

賴關係而形成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並未說明。最高行政法院及公平

會於本案是否因福客多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在便利商店連鎖系統之市

場占有率雖僅有 4.1％，然其全國總店鋪二百餘家，商品一經該公司

同意銷售，全國立即有二百多個零售點同時將該商品上架陳列，即當

然認為對供貨廠商形成依賴關係而具有「市場相對優勢地位」，而可

不問系爭商品事實上有 99％銷售量經由其他銷售通路進行而有足夠

之其他選擇，因而實際上並不具有非彼不可之「依賴關係」？最高行

政法院在此案之判決理由並不具說服力。 

值得注意者，在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度判字第 1668 號判決），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超級市場業之市場

占有率為 13.76％，以及在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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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判字第 1786 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於量販店業之市場占有率

達 27.35％，均已達 10％以上而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但公平會仍

以其為流通事業並經連鎖系統擁有眾多之商店家數，認為其必為供貨

廠商期求進駐之銷貨通路及據點，因而彼對其有依賴關係而使其因此

具有「相對優勢市場地位」。從而關於事業在市場之力量，其分類及

等級，在實務上，除「獨占」、「相當之市場地位」之外，又增加因依

賴關係而形成之「相對優勢市場地位」。 

又事業擁有「相對優勢市場地位」而片面訂定不利於交易相對人

之交易條件者，並不當然即構成「濫用此相對優勢市場地位之行為」，

在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1668 號判

決），最高行政法院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都與公平會見解相左，對於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供貨廠商須負擔「營業所場地租用費」，

將該項營業成本予以轉嫁之行為，並不認為即屬濫用其相對優勢市場

地位之顯失公平行為。但在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案（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1786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則支持公平會之看法，認為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為本案檢舉人供貨廠商唐家公司唯一之交易相對

人，唐家公司所販售之產品項目屬中低價位之小型傢具，其販售通路

本即有限，因而甚為依賴家福股份有限公司為其行銷據點，而使家福

股份有限公司相對於唐家公司具有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家福股份有

限公司要求唐家公司須負擔之附加費用，有「全國性促銷費」、「新店

開幕贈品」及「重新改裝新開幕贈品」等名目，實乃重複收取相同關

連性之附加費用，且彼所收取之各項附加費用總額，竟占唐家公司在

彼總銷貨金額 39.25％，顯為強迫交易相對人接受不具合理比例性之

附加費用條款，強制重複收取用途相同之附加費用，因而認為彼乃濫

用市場優勢地位之顯失公平之行為。本案在相對優勢市場地位之認定

及其「濫用」之論證上，都相當堅實，顯示有進步。 

須為一提者，流通事業如在其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已達十分之一以

上，已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且片面訂定對其交易相對人強制重

複收取用途相同附加費用之不合理條款為交易條件者，就廣義之概念

而言，亦屬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規定「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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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之一種。惟實務上，對

該條款所稱「事業活動」採嚴格之狹義概念，必須與事業之「行銷行

為」相關，如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等（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參照），始有該條款之適用，單純對交易相對人

課予不公平之「費用負擔」，則不包括在內，因而僅能適用第 24 條之

「顯失公平」行為加以規範。 

（五） 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即逕

認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之案例 

1. 在王萬全案（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第 496 號判決）中，原

告被檢舉於受託設計台灣省台東醫院動力中心招標工程水電工

程部分，涉嫌變相指定廠牌，公平會以其招標規格之設計為無正

當理由之限制規定，已實質造成市場相關競爭事業被排除參予競

爭，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加以論處。然行政法院則以原告並非招標工程之交

易相對人，亦非其競爭同業，而否定其為公平交易法規範之對

象，遂撤銷原處分及再訴願決定。 

2. 在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招標座椅布案（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915 號判決），公平會認為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

司於其系爭招標案中，關於絨布規格未專從織物本身之經密、緯

密、組織、碼重、強力、耐摩擦等規格條件加以規範，反而限以

雙梭機織造，致使有能力製作符合其所訂定品質規格絨布之廠

商，如未採用招標規格所指定之設備雙梭機織造者，即無法參與

系爭有關標案之競爭，已有阻礙其他替代品之交易機會及相關產

品市場其他廠商加入競爭之虞，因而認其為違反第 24 條之顯失

公平行為而予以處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皆支持

此見解。 

3. 小結：不考量事業在市場上有無力量，即以其無正當理由為差別

待遇行為而逕認為「顯失公平」適用第 24 條規定者，顯然忽略

第 19 條第 2 款規範之存在並規避其適用之條件 

按交易行為乃本於契約自由之行使，而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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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機能之交易行為加以規範干預者，實質上係對

契約自由之限制。而對契約自由所以得以加以限制，除為維護市場競

爭秩序之公益目的外，對於市場上擁有一定力量之事業利用此事實上

經濟力量迫使其交易相對人不得不接受不合理之交易條件；或使其交

易相對人必須忍受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者，該事業乃在濫用其

契約自由而使其交易相對人不能行使其契約自由，此種濫用契約自由

制度之行為自不應受保護而應受干預與限制。此亦為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及第 6 款所以要求其行為之事業須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

為其適用條件之主要理由，且其對交易相對人所為之限制或對待，亦

因其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始有可能使市場發生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效果，因而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始有加以規範之必要。然

而在前述兩案例，公平會不問為差別待遇行為之事業在市場有無一定

之市場力量，以其無正當理由獨厚特定廠商規格之招標條件，對其他

競爭者不公，即認為「顯失公平」，而逕適用第 24 條予以處分，姑不

論該行為對市場競爭秩序是否真能發生限制或妨礙效果，而有否以公

權力干預之必要，公平會逕適用第 24 條「顯失公平」之結果，必然

架空第 19 條第 2 款適用之條件，而使該條款特別為事業為「無正當

理由而為差別待遇」行為之立法失其存在之意義。換言之，遇有事業

為「無正當理由而為差別待遇」行為，不須考慮第 19 條第 2 款適用

之條件及其存在，逕行論以第 24 條「顯失公平」行為即可，如此解

釋與適用，顯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體系不相容。 

三、 「垂直限制競爭」與「顯失公平」之區分（主體、行為構

成要件、保護對象及法益、責任） 

（一）區分之實益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及第 19 條第 2 款

及第 6 款，而「顯失公平」行為則適用第 24 條，違反該等條款行為

之行政責任，雖然相同，公平會皆適用第 41 條，限期命其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處以罰鍰，但於違反第 19 條第 2

款及第 6 款之情形，經公平會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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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

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依第 36 條，行為人須負刑事責任。

故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所為違法行為究屬垂直限制競爭或顯失公

平，因其後續之法律效果及責任不同，而有區分之必要與實益。歸納

前述案例之見解，二者之區分可分從主體、行為構成要件、保護對象

及法益分別說明。 

（二）主體之區分 

違反第 19 條第 2 款及第 6 款之「垂直限制競爭」，為該行為之事

業須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至於為第 18 條「限制轉售價格」之事

業則不須具備此條件。違反第 24 條對交易相對人為顯失公平之行為，

實務上發展出為該行為之事業常因其交易相對人對其有「依賴關係」

而具有「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雖然有少數案例，認為事業為無正

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不須具有「相當之市場地位」，亦可構成違反

第 24 條顯失公平之行為，但此應為錯誤之見解，不足為訓。 

（三）行為構成要件之區分 

第 18 條「限制轉售價格」之規範標的，囿於現行條文之文義以

「商品」為限，不包括「服務」。如事業對其交易相對人就其「服務」

提供予第三人之價格為規定或限制者，實務上，適用第 19 條第 6 款

予以規範，但以為該垂直限制價格行為之事業具備「相當之市場地位」

為前提，因此使其與商品之限制轉售價格，在規範行為主體之要件上

形成不同。同為垂直限制價格行為，僅一為商品，另一為服務，其規

範行為主體之要件竟須做不同條件，且其行為一無刑責，另一則有刑

責，責任不同，並不合理，有待修法解決之。又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

「限制事業活動」，實務上之見解，不包括「課予費用負擔」，課予交

易相對人不合理之費用負擔，係屬第 24 條「顯失公平」之行為。 

（四）保護對象及法益之區分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及顯失公平行為之規範所要保護之法益，除市

場上自由及公平競爭秩序之公共利益之外，該行為對象之交易相對人

之利益亦在保護之列。惟垂直限制競爭行為所要保護之交易相對人，

須為「事業」，而顯失公平行為所保護之對象，則不以「事業」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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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包括「消費者」在內，因而顯失公平行為較重視者，為其行為內容

對交易相對人權義之不合理性及不公平性，而偏向於契約內容之監督

及「私益」之保護上；而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保護之交易相對人須為「事

業」，故所重視者為事業之營業活動自由及競爭自由受到限制後，對

市場競爭秩序所帶來之衝擊及影響，因而較側重於市場競爭秩序及

「公益」之保護上。 

四、從競爭法體系之角度評析 

於分析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及顯失公平行為之交錯及區分後，對此

實務上適用公平交易法之發展，有必要予以評價，並藉此檢討我國公

平交易法之規範體系。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內容，將「限制競爭行為」

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融合於一法，並設同一主管機關公平會

負責執行該規範。而由於當時立法之錯誤，將「垂直限制轉售價格」、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及「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等性質上為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類型者，錯置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

章中，而同章中又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之規範，

其行為之構成要件，在概念上可以涵蓋垂直限制競爭，因而在適用上

難免有重疊及交錯現象。所幸十餘年之實務發展，兩者在適用上，大

體上仍有明確之劃分，尤其將「課予交易相對人不合理之費用負擔」

解為不在「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列，而將之歸屬於

「顯失公平」之範疇，而使二者之適用有所區分。然而此種作法，亦

使公平會傾向於契約內容之監督及交易相對人私益之保護上，而忽略

其對市場競爭秩序等公益有無影響之應有評估，使公平會應扮演之角

色，究竟應在監督契約內容及保護交易相對人私益以維護正義，抑或

應在監督及制止破壞、扭曲競爭機能之行為以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及競

爭機能之公益上徘徊。 

又為使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與顯失公平行為之規範有更明

顯之劃分，並使競爭法就「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有正確及完整之體

系，將來修法應將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與獨占、結合及聯行行為

之規範¦列於同一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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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競爭法法理之觀點評析 

實務上發展出事業因交易相對人對其商品或服務之供需有「依賴

關係」，而使其居於「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如利用此「相對優勢之

市場地位」迫使交易相對人必須負擔不合理之費用者，則屬「顯失公

平」之行為，對保護弱小之中小企業以對抗較居優勢市場地位之事業

為不當壓榨利益之行為，有相當貢獻，並且亦有貫徹「具有一定市場

力量之事業不得濫用其市場地位追求不當利益」原則之作用。但就競

爭法之法理言，事業是否具有「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之判斷標準，

並不宜從其交易相對人對其依賴程度之角度觀察，而是應從其競爭者

之立場去作比較，是否相對其他競爭者在市場上較居優勢。此從獨占

事業之認定，以其相對於其競爭者是否「具有壓倒性地位」之規定（第

5 條第 1 項）以及重視其在相關市場上相對於其競爭者所擁有之市場

占有率之規定（第五條之 1）可得此結論。也因為是從其競爭者角度

觀察，該事業相對於其競爭者因「具有壓倒性地位」、「相當之市場地

位」或「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而難以用市場上之競爭機能去發揮制

衡之功能，因此才有賴公權力之作用加以監督，防止及制止其濫用。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20 條第 2 項禁止事業對依賴其供給或

需求商品或服務之中、小事業為直接或間接之不公平阻礙競爭、或為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同條第 4 項則規定事業相對於其中、小事業

競爭者而居於優勢地位者，禁止其利用此市場力量為直接或間接之不

公平阻礙競爭。外國立法例所稱「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是從相較於

其競爭者而言） 

基於依賴關係而建立之「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之觀念及理論，

是一個「美麗的錯誤」。「錯誤」是其市場地位之「相對優勢」係從比

較其與交易相對人之地位而來，惟在垂直之交易關係中，上、下游廠

商間並不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乃分屬於不同之市場，從而既不在同一

市場，如何去比較二者之市場地位何者較為優勢？因此論理方法上有

錯誤。「美麗」是以此理論而使公平會得以公權力保護受不公平契約

條款約束之契約他方當事人，而形塑其為維護正義之代表。惟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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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衡平當事人間權益關係以維護正義為其任務？抑或應以維護市

場之自由及公平競爭秩序才是其原來任務，因而影響市場之競爭秩序

涉及公益有關者才有介入之必要？值得三思。 

六、結語 

1.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條文，立法者雖錯置於第三章「不公平

競爭」中，但實務運作則正確適用於其對市場競爭秩序之影響，

而側重於營業活動與競爭自由之維護上。顯失公平行為之規範，

實務之運作則偏重適用於交易相對人權益之保護上。 

2. 將「課予交易相對人不合理之費用負擔」解為不在「不正當限制

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之列，而將之歸屬於「顯失公平」之範

疇，雖使二者之適用有所區分，然而此種作法，亦使公平會傾向

於重視交易相對人私益之保護上，而忽略其對市場競爭秩序等公

益有無影響之應有評估。 

3. 基於「依賴關係」所建立「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之觀念及理論，

是一個「美麗的錯誤」，但將「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之觀念，

用之於連銷系統之流通業相對於傳統零售商之比較而認其具有

「相對優勢之市場地位」，並因此監督及制止其濫用此「相對優

勢之市場地位」直接或間接不公平阻礙傳統零售商之競爭者，乃

較正確之論理方法，並將問題核心拉回於市場競爭秩序維護之關

注上，惟此已屬於不公平直接或間接阻礙同業競爭者之問題，而

非垂直限制競爭之問題。 

 

（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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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品再生利用與侵權 

講座：銘傳大學法律學系汪教授渡村 
日期：98年 6月 30日 
場次：9808-213 

 

主持人、陳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各

位先進，大家午安，在今天天氣這麼熱再加

上萬安演習，似乎更不願意出門，但很高興

今天有機會跟各位先進來相互討論這一相當

有趣的題目--專利品再生利用與侵權，這基

本上是一相當有趣的題目。我先講一簡單的

小故事，我們學校最近裝修，給每位老師一個相當不錯的研究室，每

一研究室配有一部複合機，可以影印、傳真、列印等。該複合機是以

極優惠的價格承租的，但廠商與學校約定，複合機必須使用原廠生產

之碳粉匣，但原廠碳粉匣價格相當貴，如拿到外面去灌碳粉，價格不

到三分之一，但拿到外面去灌是否違反契約？當然這問題涉及到公平

交易法之適用？因為廠商用低價搶標，但約定個別零件、相關設施的

修理，都要依照廠商的指定，這當然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問題。但廠

商如主張，他的碳粉匣是有專利的，那麼私下拿已使用完畢之碳粉匣

去填充碳粉，然後再加以利用的話，到底有沒有侵害專利權？其實這

一問題是有討論之必要。 

如專利權人合法散佈他的專利品，第三人對該依法散佈之專利品

加以再生利用之行為，是否構成專利權的侵害？我想這個問題基本上

涉及幾個爭論點，而專利權人合法散佈他的專利品出去後，我國專利

法有專利權耗盡的規定，就是專利權品依法流通出去後，依法取得之

人是可以合法使用且可再銷售的。但如果合法取得專利品之人更換其

中一部的零件，再行流通的時候，專利權人專利權到底耗盡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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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流通之行為到底會不會違法？就是比較複雜的問題，我想這問題

在我國會愈來愈重要，為什麼？因為各位知道有關資源回收再利用的

環保政策，是政府既定的政策，如果利用回收品或者資源回收的東西

是專利品，而被再利用時如何處理？ 

剛才已跟各位先進報告，專利權耗盡原則主要是講專利權如果自

己製造、販賣專利物品或同意他人製造、販賣這個專利物品，第一次

流入市場以後，專利權人已經行使專利權，就其專利物品之權利已經

耗盡，不能再享有專利權。假設專利權人不能再主張專利權時，那麼

大家要怎麼利用該專利品其實就跟專利權人無關了，專利權人無法再

主張任何權利；但今天要討論最重要的爭點之一就是專利權耗盡原則

有沒有範圍的限制？我們先稍微討論專利權國內耗盡跟專利權國際

耗盡的區別，我國到底是採所謂的國內耗盡還是國際耗盡的問題？依

照一般的通說認為我們應該是採國際耗盡為原則，但是依照專利法第

五十七條條第一項第六款、同條第二項與專利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

規定，專利品販賣地區似可透過當事人來約定限制所謂的銷售的區

域，假設這個理論是成立的話，那麼引申出去，我國的國際耗盡原則

就有一些限制，為什麼？因為假設當事人約定只有在台灣才能夠銷

售，台灣以外的地區不得銷售的話，那麼凡是在台灣以外地區的銷

售，基本上就不是依法流通之行為，假設不是依法流通之行為的話，

那就沒有耗盡原則的適用了，所以我們從專利法修正意旨來看是採這

個國際耗盡原則沒有錯，但是基於專利法施行細則的規定，好像我們

的國際耗盡原則也會受到一些的限制，但有學者認為說，販賣地區應

該不能由法院來認定，因為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故

而法院不宜認定，但我想這問題屬另一個範疇，今天暫時就不加以討

論。 

接下來談一談專利權耗盡原則依據之理論基礎，為什麼會提出這

個問題呢？因為理論基礎會跟我們後面所要討論的主題相關，所以稍

微介紹一下專利權耗盡的主要理論，主要理論依據有重複利得機會理

論、默示的實施授權理論、所有權行使理論、流通阻礙防止理論及保

護交易安全理論等等，重複利得機會理論還有流通阻礙防止理論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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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交易安全理論基本上互相牽連。重複利得理論與流通的阻礙理論，

在日本最高裁判所判決中曾明文指出，法院認為專利權採國內消耗理

論的主要理由有兩個，一是認為如果專利產品每一次轉讓，都要得到

專利權承認的話，那麼在專利產品在市場上將無法順利流通，同時也

會妨害專利權人本身的利益。第二是提出利得重複理論，法院認為為

什麼要給專利權人專利權，就是要給專利權人公開他的專利發明的報

償，而保障專利權人能獨佔地銷售專利品，應是給予適當的報償範

圍，如果讓專利權人於銷售專利品以外的階段，還有獨占權或專利權

的話，恐怕專利權人報酬保障的範圍就過大了。所以日本法院的重點

認為，雖然專利法保障專利權人的利益沒有錯，但不能太寬，只要給

予獲利之適當機會即可，所謂適當機會就是專利權人在生產製造且銷

售專利品這個階段裡所可能獲得利益的機會，如在銷售專利品後，專

利法再給專利權人對該已銷售之專利品還有獨占的利益的話，那對專

利權人的保障就太超過，換言之，只要專利品合法賣出去以後，專利

權就耗盡了。 

保護交易安全理論則比較著重消費者保護，假設說專利權人依法

賣出的專利品，買受人如要轉售該專利品仍須得到專利權人同意的

話，那麼專利品後續之繼受人可能不知道(或很難知道)專利權人到底

有沒有同意轉售，這對交易安全當然有很大之影響。 

所有權的行使理論是認為，如取得專利品所有權的話，依照民法

的所有權，就有處分的權利了，根本就不用依照專利法的理論，專利

品所有權人既然可以利用、處分的話，那麼專利權人的權利應該就會

消失。不過這個所有權行使理論基本上是受到比較大的批評，為什

麼？因為這個專利法跟民法之間應該是以專利法為主，我想這個等一

下也許有機會跟各位報告一下。 

默示的實施授權理論，主要是美國的第一次銷售原則，即認為專

利品如果依法銷售以後，那麼這個專利權人應該有一個默示的授權，

就是他人可以行使的授權，這理論最大的批評就是，既然是以授權為

基礎，當事人如以明示排除實施的授權時，可能會影響到流通交易安

全。美國第一次銷售原則之適用有兩例外。第一個例外是最初散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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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是在美國領土以外，就不適用第一次銷售原則。第二個例外就是

當事人如有契約明示約定排除第一次銷售原則，這是採默示實施授權

理論必然之結果。 

個人淺見，專利權耗盡主要之理論基礎為，專利品於流通過程

中，最初之轉讓，雖應獲得專利權人之同意，但其後之轉讓行為，如

仍需專利權人同意，將明顯妨礙專利品交易之安全性與便利性，因此

確保專利品之交易安全，應屬專利權耗盡理論積極功能之一。另專利

權人初次銷售專利品之利得，應屬專利法所保障公開發明之對價，故

專利法自不宜再賦予專利權人，對已出售之專利品，繼續存有排他性

之權利，此為專利權耗盡理論之消極面功能。個人淺見，專利權耗盡

之適用應平衡專利權人保護與公益性之考量，因此，專利權耗盡之意

義，並非指專利權人完全不得再行主張其專利權，專利權被限制之範

圍，應限於對受讓人從專利權人處，受讓該當專利物品後，受讓人對

該專利物品之使用或再販賣之行為，專利權人不得主張專利權。換言

之，專利權人就銷售或生產其他新的（同一專利權範圍）專利品之部

分，其專利權並未被耗盡，仍具有排他權。因此，專利品再生利用之

行為，其性質如屬於銷售或生產其他新的（同一專利權範圍）專利品

之行為，自須獲得專利權人同意，始得為之。故而，判斷專利品再生

利用之行為，是否侵害專利權，首應判斷該等行為是否屬於專利品再

製造之行為。 

專利品再生利用之行為，究屬專利品之修理或專利品之再製造，

其判斷結果常是認定構成專利侵權與否之主要依據。然其判斷並非易

事，如專利權人合法流通專利品之受讓人，使用該物品後，致其有所

損害或耗損而無法使用時，受讓人或第三人更換該專利品部分零件，

使其得以繼續被使用，則該更換零件行為如被認定屬再製造行為者，

自應經專利權人同意始得為之，否則將構成專利侵權。換言之，對專

利權已被耗盡之專利產品雖得為修理，但如更換其零件之行為，被評

價為「再製造」之行為者，將侵害專利權人「製造專利產品」之排他

權。因此，判斷更換專利產品部分零件之行為，究屬「修理」行為亦

或「再製造」行為，將是決定上述行為是否構成專利侵權行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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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關鍵之因素。 

個人淺見，對專利品再生利用是否侵害專利權之評價，應需考慮

各該國所遵循之專利政策，如依我國專利政策而言，理想之專利制度

應兼具提昇國家產業發展之機能，因此適當保護專利權人利益係屬必

要，但專利制度畢竟是賦予專利權人有法定之獨占排他性實施權，因

與自由、公平競爭法益間存有潛在性衝突，故專利制度必須與國家保

護人民基本權益之其他法規範等相互調和，而專利權耗盡理論應屬調

和方法之一，換言之，專利權耗盡原理具有確保一般消費者權益、環

保理念、資源公平分配機制或其他國家社會公益不致遭受不當犧牲之

積極功能。因此，判斷專利權之效力，是否及於合法受讓專利品之再

生利用行為，應適當考量上述專利政策之基本內涵。 

日本、美國相關實務見解 

1.使い舍てカメラ事 

該案主要事實為，被告（ケーアンドジェー株式会社、株式会社

バトリーノンノン）回收經使用後拋棄之可拋式照相機，補充底片及

電池後，使原已廢棄之照相機回復可供使用之狀態，並加以行銷。專

利權人（富士写真フィルム株式会社）起訴制止被告係爭行為。法院

最後判決認為，業者上述行為構成專利權之侵害，並同意原告之主

張。本案主要爭點為，更換已喪失效用之專利品（可拋棄式相機）之

底片及電池等零件，使其恢復原有功能之行為，是否構成侵害專利權

之行為。換言之，即專利權是否及於該更換底片之再生利用行為。本

案地方法院仍是引用日本最高法院於 BBS 事件之見解，首先承認日

本專利法有專利權耗盡原則之適用，即專利權人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

其銷售專利品，但卻進一步認為，該專利品之效用終了後，專利權耗

盡之效力應不再延續。換言之，專利品經專利權人銷售後，基於耗盡

原則，專利權雖無法及於該銷售後之專利品，但待該專利品效用終了

後，專利權人之專利權仍可回復，並及於該效用已終了之專利品。至

於專利品之效用是否已終了，則有下列判斷標準，如因時間經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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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品之零件產生物理上之耗損或其成分產生化學變化，致使該產品

實際無法被使用者，其效用當然可認為已經喪失；另實際上雖有使用

之可能，但其使用之效能或次數，於社會一般交易習慣上，已被評價

為無甚效用者，亦應屬產品效用已終了。另專利品效用是否應已終

了，自不能以專利權人或專利品之製造者、銷售者之意思，作為判斷

之主要依據，而應以該專利品之機能、構造、材質、用途、使用狀態、

交易實情等情事，綜合判斷之。 

值得注意者，法院於判斷係爭行為是否侵害專利權時，認為該專

利品一旦使用完畢，基於社會一般交易習慣，應可認為其效用已喪

失，但回收業者對該專利品補充部份零件（更換底片及電池）後，其

效用（照相功能）再度回復，故而認為該行為侵害專利權。然而其理

由並非以補充部份零件，究屬修理或再製造之性質，作為主要論據基

礎，而是認為依法轉讓之專利品，其專利權雖然耗盡，但經使用後，

該專利品之效用喪失後時，則原先耗盡效力將不再存在，專利權人原

已耗盡之專利權效力，再次及於該效用已用盡之專利品。 

2.アシクロビル事件 

本案主要事實為，被告購買以專利品アシクロビル為有效成分之

醫藥品（名稱為ゾビラックス）共 7000 錠，破壞其錠劑後，抽出其

有效成分アシクロビル，加以精製並據之作成以其為有效成分之醫藥

品（名稱為アシロベック），並行銷之。原告即專利權人認為該業者

侵害其專利權而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法院認為，本案被告所生產之產

品與專利產品，因有不同之外型，且比較被告生產之產品與專利品其

間之客觀性質、利用性質後，法院認為被告之行為應不屬專利權新的

實施行為，故認定被告並未侵害專利權，因而駁回原告之訴。本案事

實雖與專利品再生利用本質有所不同，但本判決理由中對今天討論之

議題有相關論述，可為參考。 

有關專利權之效力是否及於，被告從錠劑中抽出、精製アシクロ

ビル（專利品）之成分，以之作成別的藥品且銷售之行為？法院認為，

專利權人於日本國內轉讓該專利品時，專利權人之專利權自不及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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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使用或再轉讓該專利品之行為，然買受人是否可更換該專利品

（專利權範圍內或範圍外）之零件，如其主要目的，係為使該專利品

能繼續被使用，而更換通常、必要之零件，或其零件性質屬消耗品或

使用期限較短者，則該等行為應屬繼續使用該專利品，或作為再生品

再轉售給他人之必要行為，但應以該更換零件前後之專利品須具同一

性之範圍為限。至於同一性範圍之判斷，應就該特定專利發明之構

成、作用效果及技術思想等方面加以評價。法院進一步認為，屬上述

必要更換零件之行為，縱該行為重新賦予係爭專利品有全新之使用壽

命，亦不得視為「再製造」專利品之行為，故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該

等更換零件行為。但如所更換之部分，屬該專利權主要構造之零件，

則應認為已超出修理範圍，將被視為專利品再製造之行為，因製造專

利品之獨占實施權，且不屬專利權耗盡之範圍，故如未得專利權人之

同意，自是構成專利權之侵害。 

3.インクカートリッジ事件 

本案係被告從墨水卡匣使用人處，回收已用完之墨水卡匣，回填

墨水後再行銷售之行為。法院認為，專利權耗盡之範圍，不包括專利

權權能中所含之生產專利品之權利，即使合法購入專利品之人，一旦

被認定有生產新的另一實施對象之行為者，將構成專利權之侵害。但

究竟屬於新的生產抑或是未達到新的生產階段而僅屬修理範圍之判

斷，應就專利品之機能、構造、材質、用途等客觀的性質，專利發明

之內容、專利產品通常使用之型態、於其上加工之程度、交易之實際

狀況等情形，綜合考量判斷之。本案值得注意者，二審法院，對判斷

是否適用專利權耗盡，歸納為二類型之基準，1.因構成專利發明技術

特徵之零件，全部或部分損傷或耗損，導致產品效用終了後，再對該

零件加工或更換之行為 2.加工或更換之對象，屬構成發明專利本質之

部分。第一類型認為對效用終了之專利產品予以加工，再行使用或轉

讓時，無異剝奪消費者對專利品產生新需求之機會，對專利權人自有

損害。第二類型認為，對發明專利本質之部分，予以加工或交換之行

為，事實上與再度生產專利品之行為並無差別，應認為侵害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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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二審法院推翻原審判決，改判原告勝訴，其主要理由即認為，被

告對回收之墨水匣添加墨水之行為，雖僅屬更換消耗性之零件，但其

使原本效用終了之墨水匣，恢復其專利所保護之功能，則已屬再製造

之行為，如未得專利權人同意而實施，應構成專利權之侵害。另法院

雖同意，被告對墨水匣之再生利用雖無暴利存在，更可降低價格，如

於國內進行再生品之製造、銷售，除可增加殘障者之僱用外，亦有利

於環境保護，減低社會負擔，對社會有相當程度之貢獻，但該等事項

與侵害專利權之判斷，並無直接相關，故無法作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 

本案除法院已討論之論點外，個人淺見尚應討論，被告利用原告

專利方法回填應有之墨水量之部分，因屬單純方法之實施，是否仍可

適用專利權耗盡理論？單純方法之發明，因未涉及「物」之製造與生

產，故應無耗盡理論之問題，換言之，耗盡理論之規範目的，乃限制

專利權效力不及於由專利權人所散布之專利品，因此，其前提必須有

存在依專利技術生產之物品，始有散布之可言，而單純方法發明既不

涉及物之製造，故應無耗盡原則之適用。故本案似無庸探討，該回填

墨水之行為究屬修理或再製造，而應直接討論被告之實施方法有無構

成專利權之侵害。 

發明專利雖有「物之發明」與「方法發明」之分，但方法發明之

專利技術內容，如包含有以專利方法所製造之產品，且該產品亦是方

法發明之專利權範圍所及時，則該方法發明與物之發明，均應適用專

利權耗盡原則，即無區別之必要。故本案回收之墨水卡匣本身或其中

部分零件，如屬專利（物之專利）權範圍保護之內，則被告回填墨水

之行為，究屬修理或再製造之性質，即有探討之價值。本案，日本二

審法院之見解，似無就係爭之方法專利進一步細分，其是否屬於無涉

物品生產之單純方法，即逕自認為與物品專利無異，均可成立專利權

國內耗盡，在方法論上似有一定之缺陷。 

日本法院判斷專利品再生利用之行為，是否構成專利侵害之標

準，應可歸納出二大方向，1.以承認耗盡理論為前提，對依社會一般

交易習慣已認為效用已喪失之專利產品，再施以加工者，則該加工行

為是否會使該專利品之效用再度回復；2.以承認耗盡理論為前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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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判斷更換零件等再生利用行為，究屬修理或再製造，之後，再行決

定專利權耗盡之效果是否存在。換言之，日本法院相關判決中，其判

斷標準，雖有從再生利用行為是否使完全喪失效用之專利品回復其效

用，亦或判斷再生利用行為究竟屬於修理或再製造之行為，再據以決

定該行為是否為專利法所許可之行為。理論上雖有上述二大方向之

分，但該等判決，於實際論述上，均認為應從專利產品之構造（性質）、

專利發明之內容、利用狀況等情形綜合判斷，故實質上應無太大差別。 

4.Wilson v. Simpson 案 

變更專利品裝置之行為，究屬修理抑或再製造之行為？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於 Wilson 一案認為，更換刨床平削盤上破損（或鈍掉）之

刀刃，應屬修理專利裝置之行為，即使更換與原材料不同成分或壽命

較短之零件，均屬變更裝置之性質，其作用應僅屬單純維持專利裝置

之功能。另法院又認為，如購買人自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處，購買該

受有專利權保護之刨床，但修理、更換該刨床零件之權利，如不隨同

該專利品一併移轉時，則購買人取得該專利品之所有權將無太大之意

義。另法院亦認為，如因專利品某一部分零件損壞，致專利品整體無

法使用時，並不等於該專利品已屬報廢或不存在，故如為使該專利品

能再行使用而更換該損害零件，該行為自未侵害專利權。 

5.Aro Manufacturing Co. v. Convertible Top Co.案 

Aro Manufacturing 一案，其係爭之專利品為敞篷汽車（open car）

的帆布車頂，該專利內容係由帆布、其金屬製之支撐結構及車頂與車

體間密封裝置所構成。法院認為，更換已破損之帆布應屬修理該組合

專利品之行為，為專利法所許可。法院進一步認為，應從專利品之全

部構成要素加以觀察、判斷，更換零件之行為究竟屬於修理或再製

造，如組合專利（combination patent）之構成要素本身不屬專利權保

護之範圍，雖該要素於專利組合中占極重要之地位，或更換費用昂

貴、更換困難度高，仍無法取得專利獨占實施權之保護。換言之，單

純更換不受專利保護零件之行為，不論是重複更換同一零件或逐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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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不同零件，均屬修理自己財產之正當行為。本案法院認為，於判定

應否構成修理或再製造時，不能考量該零件預定使用之年限、相對成

本等因素，有值得參考之處 。 

6.FUJI Photo Film Co. Ltd. v. Jazz Photo Corp.一案 

FUJI Photo Film 一案，係以更換專利品零件是否構成專利權侵害

為主軸論述之判例，該案被告（即 Jazz Photo）購買經使用後丟棄之

可拋棄照相機，並以再銷售之目的，填充新的膠捲底片，被告此一行

為，究屬修理或是專利法不許可之再製造之行為，成為法院主要審理

之爭點。本案法院認為，除膠捲底片與電池外，係爭照相機其他所有

構成部分仍屬可使用狀態，且膠捲底片與電池之壽命較短於使用後被

拋棄之相機本身，使用者只要將損壞之部分除去及更換相機使用之膠

捲底片，則該照相機即可再行使用，因此對使用後即丟之可拋棄照相

機，再行填充電池或底片之行為，應屬修理之行為。另法院認為，原

告 Fuji 雖於其所銷售專利品（相機）之包裝上載明，要求使用人不得

自行取出底片以避免觸電之危險，且應將是將相機整體交給特定之沖

洗業者處理，且沖洗後並不再返還該相機，但該說明僅屬產品使用說

明或警告說明，並不構成限制使用人再次使用之有效契約，無法拘束

使用人對該相機之再使用，因此被告自可適用第一次銷售原則。本案

美國法院之判斷與日本法院判斷結果不同，主要是對專利品是不是整

個效用終了的認定，有不同的見解（參見前面對日本「使い舍てカメ

ラ事件」之介紹）。 

7.Husky Injection Molding Systems v. R&D Tool & Engi- 

neering Co.案 

Husky Injection Molding Systems 一案，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歸納判決先例，將修理或再製造分為三不同之類型，並就該類型之變

形行為應屬於修理或再製造之行為，加以論述。該判決對決定是否構

成修理或再製造為類型化之判斷，頗有參考之價值。第一類型，專利

品如全部使用完畢（報廢）後，再行對該專利品加工，而使其專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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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行使用，將被認定屬於專利品之再製造。第二類型，僅更換使用

完畢（報廢）後之零件，而使裝置全體有效運作之案例，美國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認為，應與 Aro Manufacturing 一案相當，故應屬於修理之

行為，且之後所有人對該組合專利之破損零件次序更換之行為，亦應

被認為修理行為。第三類型，零件雖未完全報廢，但為使該裝置能具

有其他功用，而更換該零件之行為，該行為應被視為修理（kin to 

repair），故不屬專利侵權。 

有關再生利用究屬「修理」行為抑或「再製造」行為，依上述美、

日實務標準，似可歸納出下列判斷標準︰1.從專利品之構造加以判

斷，該破損或消耗之零件其使用壽命，較諸專利品整體使用壽命是否

更久？該零件如消耗完畢，是否會導致該專利品整體使用壽命結束？

該專利品本身是否附有容易更換該零件之設計或構造？如零件使用

壽命較專利品整體之使用壽命短，或該專利品有容易更換零件之設

計、構造者，則該更換零件之行為將不被認定屬「再製造」之行為。

2.從該專利發明之內容加以判斷，該零件破損或消耗後，是否喪失該

專利品部份甚或全部之重要技術？該零件本身是否屬於專利權利範

圍？如該零件耗損後該專利品仍存有重要技術部份，或該零件本身非

屬專利權範圍者，則該更換零件之行為，不屬「再製造」之行為。3.

該零件破損或消耗後，基於一般交易習慣，是否可判斷該專利品之整

體效用因而喪失，如屬肯定，因該更換零件行為，將有恢復原已喪失

之整體效力之效果，故該等行為可能被認定屬「再製造」之行為。4.

如有限制專利品使用態樣之記載者，則應判斷該限制是否基於當事人

間真正合意所產生，惟有基於雙方有效契約之約定，對當事人始能產

生拘束力。 

實際上，專利品回收再生利用，存有各種不同之態樣，如回收墨

水已消耗完之鋼珠筆再行填充墨水等，屬技術較簡單之行為，另亦有

如分解因故障而無法修理之廢棄品，取出其中重要之零件，並與其他

零件組合，而作成新的再製品等，則屬技術層次較高之行為。因再生

利用型態之多樣化，故判斷該行為究屬該當修理或再製造行為時，應

就其實際狀況考量，尤其是物品是否仍維持同一性，如具同一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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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法律狀態不變，故專利權耗盡之效力將繼續存在於再生後之產

品。如再生後之物品，與原物品已喪失同一性時，因與原專利品已屬

不同之產品，故應屬再製造專利品之行為。換言之，耗盡原則適用標

的之範圍，應僅限專利權人依法散布之該一專利品之使用或讓與等行

為，因此再生利用後之物品，如與再生前之專利品不具同一性者，則

應屬各別不同之物，耗盡原則之效力自不及於該喪失同一性之再生產

品。 

我國專利法之規範 

依我國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屬限制專利權行使之規定，其中

第六款規定，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

意製造之專利物品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品者。上述製造、販賣

不以國內為限」，此為與今天探討之議題有關。為平衡專利權人權利

與公眾利益、交易安全等法益，就專利權人銷售之專利產品，應適當

限制專利權人權利之行使，此亦為我國專利法上述規定主要之立法理

由。今天對限制專利權人權利行使之理論依據，暫不深入探討，僅就

專利品再生利用之行為，適用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之相關

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依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限制專利權人行使專

利權之範圍，其性質究屬專利權之限縮？專利權之部份喪失抑或是專

利侵權人之違法阻卻事由？個人淺見，其性質應為專利權權能之限

縮。換言之，專利權人對其合法銷售之專利品，並未喪失其專利權，

僅其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買受人對該專利品之使用行為與轉售行

為，此亦為如採文義性解釋之當然結果。另同條第六款規定之目的，

應是為調和專利權與其他私權所必要之制度，個人淺見，以限縮其專

利權行使範圍之方法，應即可達到上述調和之目的。因此，專利權人

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物品販賣後，其專利權之效力應仍及

於，對該物品為使用或再販賣以外之其他專利權實施行為。 

依專利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專利權人之排他權能，應屬法

定權能，如依物品專利權而言，應包括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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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凡

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者自不得實施上述行為，故更生利用行為如僅屬更

換專利品之部分零件，而使專利品得以延續其使用壽命，縱符合上述

所稱之專利使用行為，如未得專利權人同意，使用人仍須主張專利法

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始可免除專利侵權之責任。但有問題者，

如個案判斷上利用專利品之行為，如不屬上述專利權人上述之法定獨

占實施權之範圍內（即不構成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

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應不屬專利權之侵害，自無庸討論是否適

用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 

所謂專利品使用行為，依我國實務見解認為，在物品專利權方

面，係指實現發明或創作之技術效果之行為，包括對物之單獨使用或

作為其他物之部分之使用；在方法專利權方面，係指實現發明之每一

步驟之行為。但在用途發明方面，將已知之物用於該發明用途以外

者，則不屬於使用該專利之範圍。如依美國實務見解認為，凡屬應用

物之發明或方法發明之行為，均可包含於內。專利品再生利用之行

為，如屬於專利品「使用」行為之範圍，自可適用專利法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第六款所規定之專利權耗盡原則，如購買人以延長其合法購買

專利品之使用壽命為目的，對功能損害之專利品加以修理，而增加其

使用期限，該行為可視為係為能行使專利品所必須者，應屬專利權效

力所不及之範圍。 

如上述，使用行為之概念相當廣泛，包括對專利物之單獨使用或

作為其他專利物之部分之使用，因此，專利品更生利用之行為（包括

使其延長使用壽命之修理行為），概念上應屬於使用專利品之行為。

但使專利品恢復已喪失功能之再生利用行為，一旦被認定屬於再製造

行為者，自不能主張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因而免

責。對此問題，其理論基礎有認為經耗盡之專利權回復說，即專利品

經專利權人合法流通後，專利權之效力固不及於買受人之使用行為或

轉售行為，但如該專利品之效用經使用後已完全消滅時，則對該廢品

而言，因專利權耗盡之目的已經消滅，故專利權人之專利權應可恢

復，因此認定，對已完全喪失功能之專利品，予以加工使其恢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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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屬侵害專利權之行為。但個人淺見，上述專利權回復理論似

有商榷餘地，如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其性質如屬限

縮專利權人之專利權，則專利權一旦被限縮後，如無明文規定，是否

可認為原專利權人對已完全喪失功能之專利品，得恢復其專利權，恐

有疑問，該等解釋不僅法無明文，同時亦失其比例原則，換言之，購

買人可主張專利權不及於使用未喪失功能之專利品，但對其使用或轉

售已喪失功能之專利品之行為，卻不得主張專利權之效力不及之。故

其重點應是，仍應認定使已完全喪失功能之專利品，回復其專利功能

之行為，是否仍屬於專利品之使用行為，如一旦被認定屬於再製造行

為者，依文義解釋，自無法依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

適用，因該規定限制專利權之效力，僅不及於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物

品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品之行為。 

另使已喪失功能之專利品回復功能之行為，應屬於專利品再製造

行為，個人淺見，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該行為因對完全無功能之物重

新賦予新生命，故已非單純之使用行為；其次已喪失功能之專利品與

經加工後回復功能之新品，二者之性質已失其同一性，故應屬再製造

之行為，因而如專利品未喪失功能之前，使其能繼續使用之加工行

為，雖非嚴格之使用專利品之行為，但應認為係為繼續使用或再販賣

該專利品之必要行為，且未喪失功能之專利品加工後使其功能加強或

繼續可供使用，其加工前後之專利品應不失其同一性，故而不應認為

侵害專利權。但如其加工行為本身係涉及專利權範圍時，則該加工行

為之實施恐已構成專利權之侵害。至於喪失功能之判斷標準，日本相

關實務見解可供參考。 

專利權人之專利權不及於使用行為，是否得以民法所有權相關理

論為依據？專利品之合法買受人雖未取得專利權，但已取得所有權，

則其取得所有權之效力是否如民法規定，即對專利品（所有物）得自

由使用、收益、處分，如採肯定見解，則專利權耗盡理論似無存在必

要，因專利品買受人自可依民法之規定，自由使用、處分其已取得所

有權之專利品。但上述見解，可能嚴重限縮專利權之機能，因此個人

淺見，專利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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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民法七百六十五條所稱之法令限制，換言之，專利品買受人縱取得

該專利品之所有權，但依專利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等規定，使用該專

利品仍需得專利權人之同意，惟專利法為兼顧專利權與買賣安全等法

益間之衡量，故有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之例外、平衡之規

定，因此專利權人之權利不及於經其合法流通專利品之使用或轉售行

為，其法律依據並非民法相關規定，而應為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規定。 

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得否以雙方合意加以排

除？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規定：「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及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得為販賣之區域，由法院參酌契約之約

定、當事人之真意、交易習慣或其他客觀事實認定之」。依上述施行

細則規定，法院得參酌細則之規定，判斷是否允許真品平行輸入。當

事人得於契約中約定販賣地區，惟若當事人未於契約約定或約定不明

時，法院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交易習慣或其他客觀事實以判斷是否

限制販賣區域。故而似認為專利權耗盡原則得以雙方合意加以排除。

但學者通說認為，我國專利權耗盡之規定應屬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

加以排除，因此有關默示授權實施理論恐無法適用。通說見解有其依

據，但理論上則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個人淺見，專利法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第六款既明文規定，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經專利權人合法流通

專利品之使用或轉售之行為，基於專利權排他性應由法律明文規定之

考量，專利權人依法被限縮之專利權權能之恢復，亦應明文規定，自

無法解釋可經由當事人間之約定，使其恢復。 

個人淺見應深入思考者，回收喪失功能之專利品，再行加工使之

回復功能再行利用之行為，不僅屬於國家鼓勵之政策，更能使有限資

源發揮最大使用效益，對環境保護政策更具有重大意義，當然該行為

對專利權人之利益也有一定程度之損害。但在判斷該行為是否構成專

利權侵害時，是否應衡量其對環境保護政策、僱用政策、有限資源最

大效率之利用等正面之效益？按專利品之「行使」與「製造」等行為，

其定義雖相當抽象，但仍應依行為內容為客觀之認定，自不宜以不同

法益之衡量，影響行為性質之認定。更何況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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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已是法益衡量下之結果，個人淺見，該議題應屬專利權合理使

用制度應討論之範疇我國現行專利法對專利權合理使用之制度尚乏

明文之規定，個人淺見專利法七十六條之特許實施制度或專利法第五

十七條、五十八條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之相關規定，或有專利權合理使

用之性質，但仍有理論上不足之處，應有必要建構完整專利權合理使

用制度。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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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
價格行為適用可行性之檢討 

講座：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顏助理教授廷棟 
日期：98年 7月 7日 
場次：9809-214 

 

主席及各位與會的貴賓，各位女士先

生，各位以前公平會的長官、同仁大家午

安，很榮幸今天有機會來跟各位報告這樣一

個題目，這個題目是今年度我接受公平會二

處委託研究的題目，所以今天也不敢說是演

講，今天是把我目前所做的一些先行研究利

用這個機會跟在座各位報告，也希望等一下報告完之後，各位與會的

先進能夠不吝給予指教，以便幫助我未來期中報告甚至期末報告一個

重要的參考依據，今天的報告時間有 2 個小時 20 分，盡量把本人的

報告時間控制在 1 個小時左右，預留 1 個小時來聆聽各位有何高見。 

當初在接到二處的委託研究這個題目，那時勾起我心中無限的回

憶，因為在 1999 年台灣發生空前的 921 大地震時剛好在本會服務，

還沒有去日本留學，那時的狀況非常緊急，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先生也

頒布了緊急命令，公平會因為台中地區發生嚴重的地震，水塔倒了沒

有水喝，乾電池、發電機都買不到，一些民生用品也有被不肖商家囤

積哄抬的跡象，所以公平會就派員南下大力查察，很榮幸本人恭逢其

時，查獲本會有史以來第一件哄抬價格的案子，因為很緊急所以花了

三天三夜趕出審查書，這個案子過後我就去日本留學，等到事過境

遷，2003 年我短期的回會復職又遇到 SARS，那時口罩也被哄抬，公

平會就派員到處去查，很榮幸本人又承辦第一件哄抬耳溫槍價格的案

件。當我在辦這些案子的時候，心中有無限的感慨跟疑問，研讀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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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公平交易法，老師跟課本都跟我們說：公平交易法是維護市場

競爭秩序，那辦這些案子算是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案子嗎？哄抬價格

跟囤積是傳統反托拉斯法，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要管的事嗎？當時在

我心中留下了很多很大的問號，但是當時本人只是一個基層小公務

員，根本不容許有自己的想法，就算有自己的想法也無處宣洩，所以

只能長官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很快把案子辦出來就對了。不過今天想

以不同的角度觀點，檢討這些相關案件。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在前言要強調的，在研習這個案子的時候，這

樣一個囤積惜售跟哄抬價格到底是不是屬於反托拉斯法，也就是競爭

法主管機關應該去管的案子，如果從規範體系跟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執

法分際，甚至於說怎麼樣去要求一個更有效率、更妥適的執法面來觀

察，我覺得由公平會競爭法主管機關去介入、查處這種囤積惜售與哄

抬價格案件是到檢討的時候了，尤其最近新流感 H1N1，本來公平會

的長官也高度關注，好在疫情沒有蔓延爆發，到最後就無疾而終，否

則我想今天很多公平會的同仁也是在外面冒著大太陽在查口罩，也不

會有閒情逸致來聽這個演講，所以在前言裡面就是把我個人研究的動

機來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處裡要研究這樣一個案子，本來也想從經濟管制法概念這個角度

來切入，因為對政府機關去查處一個哄抬價格或囤積惜售，這應該屬

一個經濟管制的概念，所以在探討這個案子前，有必要對甚麼叫做經

濟管制法概念做一個介紹，待會馬上會跟各位報告：經濟管制的定

義？還有經濟管制法跟競爭法之間有何關聯性？甚至於經濟管制法

彼此之間有何關聯性？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個人認為會比較容易釐清

問題的真相。 

講到經濟管制法這個概念，不論是競爭法或經濟管制法，凡是一

個國家要處理一個市場經濟現象，它會牽涉到一個所謂的「巴瑞圖原

則」，巴瑞圖是 19 世紀的一個歐洲政治經濟學家，他曾經在瑞士的洛

桑學院執教過，他認為在一個自由市場競爭體制底下，所謂的市場的

原理無非就是藉由生產者追求利益的極大化，相對的消費者也是追求

效用的極大化，這兩種狀態來產生一個社會資源最有效分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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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狀態能達成的話，才是屬於所謂市場供需法則，也就是市場價

格機制所追求的一個目標。但是我們都知道，在現實的世界當中，往

往很多現象發生是違反這個「巴瑞圖原則」，譬如說市場上出現一個

寡占或獨占的企業，甚至有好幾個企業彼此共謀勾串來進行各種價格

卡特爾的聯合行為，這些對生產者它是有生產效用的極大化，但是對

於消費者往往犧牲它追求效用極大化的原則，除了這些市場結構因素

之外，我們知道如果市場上出現一些異常的狀態，譬如天災、重大疫

情、能源危機甚至發生本演講所要跟各位探討的屯積惜售跟哄抬價格

現象，這有無違反所謂的「巴瑞圖原則」？對消費者是極為不利的，

這兩個現象同樣都是違反「巴瑞圖原則」，但是在處理上，如果是針

對所謂的獨占寡占，濫用市場獨占、寡占地位，甚至所謂的卡特爾聯

合行為，各國的競爭法都分別定有所謂的市場調整結構的措施、防止

市場濫用獨占地位、對卡特爾行為禁止的規範，這些在各國的競爭法

裡面都分別訂有詳細的明文規定，這沒有問題。 

但是針對另外一個違反「巴瑞圖原則」的現象，所謂的囤積惜售、

哄抬價格，這個問題的本質我們要看一下，它是不是跟所謂的市場結

構、市場限制競爭所要規範的對象有關係，事業之所以會趁著市場異

常時期實施囤積惜售，甚至哄抬價格行為，從一些案例我們可以看出

來，它往往與市場結構是沒有關係的，也沒有事證可以顯示說事業之

間有價格聯合的一種合意，哄抬價格跟囤積惜售它的起因，往往就是

因為事業本身基於一種投機、暴利的心理，從商人追求利益的角度來

看，你不能期待說他一定要有多大的社會公益，往往商人在追求利潤

下，追求暴利、追求投機的心理，不一定跟市場結構有關，不一定要

實施所謂的限制競爭行為，它都可以去實施囤積惜售哄抬價格的行

為，所以它跟競爭法所謂規範限制競爭行為的本質是不一樣的，更徹

底來講，這種囤積惜售跟哄抬價格的本質，它是出於所謂暴利的一個

心理，民法 74 條規定法律行為如果是趁他人急迫、輕率，無經驗使

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之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第二項規定它

的除斥期間是一年，所以從規範體系來看，它是屬於民法所謂規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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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的對價不對等的一種暴利行為，依照法條規定他是要向法院申請

撤銷或減輕給付，如果提起民事訴訟的話緩不濟急，這種異常時期有

時候都是突發性或緊急性，所以無法藉由民法傳統的民事訴訟來加以

規範這樣一個囤積惜售哄抬價格現象，這時候就有必要另外制定一個

所謂特別的經濟管制法來加以規範。所以從以上經濟管制法這兩個的

概念可以先導出一個初步的概念，囤積惜售跟哄抬價格行為的本質可

非難性，跟傳統的競爭法所要去處理的濫用市場獨占地位或是價格卡

特爾等行為，它是截然不同的，這是首先要跟各位報告的一個基礎概

念。 

既然我們認為這種囤積惜售、哄抬價格，有必要制定一個特別的

經濟管制法，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簡單介紹幾個經濟管制法的概

念。首先我們嘗試對所謂的經濟管制或是所謂的經濟管制法下一個定

義，來看看它有甚麼特性，經濟管制可以說是市場自由競爭的相對名

詞，市場競爭就是所謂的亞當斯密斯國富論裡面所講的，完全放任市

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政府毫不加以任何干預，由市場供需法則跟市場

價格機制來決定市場的運行，但是如果一旦政府要去介入市場運作，

這就是所謂的經濟管制，所以如果要把它下個定義，經濟管制就是政

府可能基於特定的目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去介入商品的生產、銷售這

種市場經濟活動過程，甚至說它會對企業商品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的

決定，實施各項的行政管制措施，這就是比較廣義的經濟管制定義，

根據這個定義可以知道像水電、瓦斯、交通這些公用事業費率的決

定，還有所謂外匯匯率跟銀行利率這些金融市場的干預，乃至於所謂

農產品的保價收購制度，這些都是屬於經濟管制對象，這些都不是完

全競爭市場，公用事業費率為何今天中油要漲要先經過經濟部的同

意？為何今天水電費的調整要經過經濟部的同意？因為它具有特定

的目的，它為了保障國計民生，認為說這種事業不適於完全放任市場

自由競爭，否則可能危害到一般社會大眾生存的基本權，所以有必要

政府加以管制，像這樣子存在於今天政府介入商品經濟活動的過程，

就是一種廣義的經濟管制，本講所要跟各位報告的當市場出現異常狀

態，政府強行去介入處理囤積惜售跟哄抬價格，它也是屬於經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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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且是最狹義的經濟管制措施，規範這些措施的行為，我們就把

它認為是所謂的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今天首先對這個要處理哄抬

價格跟囤積惜售這種經濟管制法先做一個定位。 

接下來我們可以分析幾個異常時期經濟管制法的特性，歸納一下

外國相關法制，如果有對於這種異常時期囤積惜售跟哄抬價格加以訂

定相關經濟管制法規範，它通常具有這兩個特性。第一個它通常具有

委任立法的特性，異常時期不是常態它是突發性的，甚麼時候政府要

介入管制？還有甚麼叫哄抬價格？甚麼叫囤積惜售？這些都是不確

定的法律概念，所以通常一般的法規範都是制定給一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給它可以介入去查處哄抬價格跟囤積惜售的法源依據之後，它會

個別授權這些行政機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去制定一些怎麼去認定所

謂的囤積、哄抬的標準，因為它必須符合實際的彈性靈活運用狀況，

所以這些異常時期經濟管制法通常具有委任立法的特性。 

接下來我們要看這種由政府去介入商品經銷過程，甚至所謂的價

格、供需量的這種異常時期的管制，相對於自由市場競爭的體制來

講，算是一種非常例外的狀態，雖然我們可以允許它在突發狀態之下

存在，但終究不是所謂的正常市場經濟所樂於見到的，所以這種經濟

管制法規它都有限時立法的特性，就是說它在甚麼時候開始會適用，

它授權給行政機關一個開始實施的日期，但是相對的它也會要求行政

機關，如果事態已經終止了，必須要結束這種異常時期管制措施，所

以這種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通常都有限定一定的適用期間，這就

是限時立法的特性。 

把握這兩個立法特性之後，接下來我們想從幾個角度來觀察，這

樣的一種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跟所謂的競爭法，在規範體系上它屬

於甚麼樣的關係？我個人覺得首先必須要把規範體系加以釐清，才能

夠去探討我們今天的題目：公平交易法來介入哄抬價格與囤積惜售是

否適當。 

從比較法的立場來看，外國的一些經濟法制，它往往在規範自由

市場競爭的競爭法之外，通常會針對市場有出現特殊異常狀況時，會

制定一些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譬如說美國聯邦訂定反托拉斯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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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州都有訂定禁止哄抬價格法案，各位也知道向前一陣子卡崔納

颶風造成加州地區重創，那時加州就頒布哄抬價格法案，來禁止哄抬

價格的情事；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在美軍託管麥克阿瑟元帥的

指示下，制定了獨占禁止法，獨占禁止法之外，它們也訂定所謂的國

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石油供需適正法、有關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

惜售行為之緊急措施法、還有物價管制令這四個法；韓國在競爭法之

外也訂了物價安定法，像這些法制先進的國家，他們事實上是除了競

爭法之外，另外有制定一個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兩者是並行不

悖，在一個國家裏面存在有競爭法跟經濟管制法，這兩個法之間是有

甚麼關係？ 

首先我們可以知道競爭法它最主要的規範目的在確保事業之間

可以從事自由公平的競爭，這是無庸置疑的，那相對之下，異常時期

的經濟管制法它主要是針對市場一時失靈，市場在喪失正常競爭機能

的狀態下，已經沒有辦法期待這個市場能夠藉由市場供需法則，藉由

市場價格機制，追求最有效率的資源分配，這時候藉由異常時期的經

濟管制法，來解除市場一時發生供需失調的變態現象，這是兩者之間

規範本質最大的不一樣，但本質上雖然有差異，但是兩個法律之間它

們在追求最終整體經濟的安定與繁榮是殊途同歸的，也就是說這兩個

法之間它的手段或許不一樣，但目的是一樣的，更何況有些情形，如

果說市場出現異常狀態哄抬價格的情形出現，也不排除有可能是單純

的商家沒有價格聯合狀態之下，可能預期心理自己自動自發的、有志

一同的實施哄抬價格或囤積惜售，也有可能是有些企業藉由卡特爾的

合意共謀實施哄抬價格與囤積惜售，那兩個行為競合的情況之下，就

會產生對立的現象，同時有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跟競爭法適用的餘

地，因此兩個法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具所謂的相輔相成，互相補充

適用的關係，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概念，不能說因為我們有競爭

法的公平交易法所以絕對不需要一個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這兩個

是不互相牴觸的，這是首先在規範體系上跟各位做的介紹。 

在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之間是處於甚麼樣的關係？哄抬價格

跟囤積惜售之間有甚麼關係？是一定要先有囤積惜售才會發生哄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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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現象？還是說不需要囤積惜售我也哄抬價格？如果同時先有囤

積惜售然後哄抬價格，那這兩個行為彼此怎麼樣去適用、管制？所以

即便是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本身也形成一個所謂的規範體系，接

下來我花一點時間跟各位報告同時在處理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之

間，彼此會發生甚麼樣的規範關聯性。在各國的經濟管制法當中，我

們可以觀察到日本先後制定了四個法律「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

法」、「石油供需適正化法」、「有關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惜售行為之緊

急措施法」、「物價管制令」。比較其他各國，我們可以認為說它是建

構起最為完善的一個異常時期的經濟管制法規範體系，對於這種經濟

管制法，日本學者把它稱作「經濟管制四法」，這經濟管制四法並不

是彼此互相沒有關係，它們是彼此通力合作，彼此有機的組成一個完

善的一個經濟管制法的規範體系，從這麼完善的經濟管制法規範體

系，我們也可以聽到日本他們心思細膩的一面，所以底下我簡單介紹

一下，到底這四個法之間，彼此是屬於甚麼樣的一個關係。 

依照日本學者對這四個法的定義跟定位，首先，「對生活關聯物

資囤積惜售行為之緊急措施法」，如果以戰略來講，這法如同機動部

隊可以發揮靈活作戰的功能，也就是說如果政府主管機關發現某一個

民生物資有要被囤積惜售跡象時，就馬上很機動的發動這一個法律管

制措施，如何發動？它可以只要認定相關事業有囤積惜售，它就可以

以行政命令，命令他出售該批經過它囤積惜售的物資，這是首先在處

理問題的第一道手續。 

如果說第一道的囤積惜售的法令無法發揮作用，甚至於價格哄抬

現象已經出來了，這時可以知道囤積惜售跟哄抬價格，這兩個是具有

因果關係的，一般來講，市場出現哄抬價格一定是供需失調，需求大

於供給，價格才會往上飆漲，需求為何會大於供給？因為供給面它可

能被囤積、被惜售了，所以囤積惜售跟哄抬價格絕對有相當的關聯

性，在初步囤積惜售這個法令沒有辦法全面去遏止，甚至已經進入到

哄抬價格的現象，這時候就發布第二部法律－「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

施法」，這個法令就好像前鋒部隊，當機動部隊發揮不了效用的時候，

前鋒部隊就開上前線，這時候主管機關首先會訂一個標準價格，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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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個公式制定出一個相關民生物資應有的、正常的、合理的標準

價格，然後事業根據這個價格販賣，如果不聽照這個行政命令，不依

循這個標準價格賣，這時就會發動相關的管制措施，可能行政法，可

能刑事法。 

如果第二道的「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還壓不住，造成全面

物價向上飆漲時，這時候就使出最後的殺手鐧－即所謂的「物價管制

令」，「物價管制令」就好像後衛部隊，這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能

很積極的去介入這種物價的管制措施，甚至可以發動刑事處罰。 

除了這三個法制外，另一個就是「石油供需適正化法」，它是專

門針對能源危機，石油發生供需失調的時候，就好像是特種部隊，專

門針對石油這個產品。所以以上這四個法規各司所職，但彼此嚴密的

構成一個完善的異常時期經濟管制法體系。 

接下來我想花點時間跟各位來報告一下，日本經濟管制法的內容

與概要。 

首先我們先從最初步的－「有關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惜售行為之

緊急措施法」，看它是如何運作的。這個法的制定背景是在 1972 年，

那個年代物資很缺乏，不只日本，亞洲地區也都是這樣，即便是日本

經過戰後的復興期、成長期，到 1972 年日本也抵擋不住通貨膨漲的

問題，所以那個時候日本的民生物資包括木材、羊毛、大豆、棉線等

這些民生重要物資的價格急速飆漲。當時大豆價格又加上受到美國及

中國等產地氣候不良影響，導致價格比去年同期翻漲五倍，造成日本

很大個社會問題，這時就出現很多市場上不肖的商家去囤積惜售這些

民生物資，所以在社會輿論強烈要求下，日本政府在 1973 年 7 月 6

日通過「有關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惜售行為之緊急措施法」(昭和 48

年法律第 48 號)。這部法令立法背景很清楚就是講說，它是為了維護

國民生活安定及整體經濟之正常營運。至於甚麼叫「生活關聯物資」？

甚麼叫「民生經濟之重要物資」？它都有定義，但是他只做抽象的定

義，具體的情況之下，它的管制對象何種情形下會構成關聯物資，它

是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照該物資占國內總生產比重、相關產業

生產活動重要性來具體的指定，這也是呼應剛說的，異常時期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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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法往往具有委任立法的性質，所以說首先出現這種囤積惜售的時

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要依照法令去指定說這樣的大豆、木材，我

們已經把它指定是這部法律所適用的管制物資，這時候相關主管機關

就可以進行相關的調查，同樣的如果經過一段時間囤積惜售的原因消

滅了，就會停止調查且不再適用，這也是呼應我剛所講的異常時期的

經濟管制法往往具有限時法的特性。那怎麼去管制？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根據委任授權，它認定說相關的商家庫存大量，法條只有講大

量，至於大量到甚麼程度，會在具體個案發生之後，授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針對各該商品的特性、市場狀況、進出口情形、生產量，會

個別去指定甚麼樣的情況下叫做大量的庫存，如果他認定是符合大量

庫存的話，這時它可以命令業者在一定期限內要把一定數量特定物資

出售給特定的對象，那當然這個特定的對象是要經過內閣總理及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包括出售價格要經過當事人去協議，如果

不遵守這個命令不在一定期間去售出的話，這個時候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就可以去科處罰鍰，為了避免事業對出售命令提起行政訴訟拖延時

效，因此還規定相關商家對出售命令，不可以價格高低不服提起行政

訴訟，如果對價格高低不服，只能提起民事訴訟去解決，但首要之急

是先把東西賣出去。當然這個法令在調查有無囤積惜售有相關的調查

權限，如果不配合調查會有一定的刑事處罰。這個法令的實施成效在

1973 年公布之後至 1976 年這 3 年的通貨膨脹期間，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指定了一些物資。像農林省（相當於我國之農業委員會），指

定有大豆、大豆油、大豆粕、醬油、精糖、原木木材等等；通產省（相

當於我國之經濟部），指定有棉線、棉織物、羊毛、毛線、煤油、揮

發油、輕油、A 重油、液化石油氣也就是桶裝瓦斯等；還有厚生省（相

當於我國之衛生署），指定有醫療用棉布，在這當中 1974 年是整個通

貨膨脹達到最嚴重的時期，1974 年 5 月份期間，通產省派出了 439

名的價格調查官，進行調查，展開調查程序之後，只有上面所說的命

它出售物資，並沒有去動用到嚴峻的行政或刑事處罰，已經達到一個

相當的違法嚇阻效果，所以在發動相關的刑事處罰之前，就很順利的

將囤積及惜售現象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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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這法令是

在 1973 年緊接者通貨膨脹馬上在次年就發生，1973 年發生中東戰

爭，中東戰爭爆發後引發了石油能源危機，日本跟台灣一樣欠缺天然

石油，所以中東戰爭爆發後，能源危機對日本造成很大的影響，造成

日本全國物價不斷的上漲，以當時 1973 年 12 月份之躉售物價指數，

也就是批發的物價指數高達 30%以上；零售的物價也就是消費者物價

指數（CPI），也高達 19.1%，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社會現象，根據剛

提的囤積惜售法令好像已經擋不住物價上漲可能引發的哄抬價格現

象，所以日本國會在問題發生之後馬上在 12 月 21 日通過「國民生活

安定緊急措施法」，以強化囤積惜售法令有規範不足的地方可以加強

它的規範效力。這部法令的立法目的，主要在因應物價高漲或其他經

濟異常狀態，要來防範所謂的哄抬價格，來確保國民生活安定及整體

經濟之正常營運。簡單來講，這部法令最主要是針對哄抬價格，所以

哄抬價格它們有甚麼樣的經濟管制措施，第一個它們會先針對一些當

物價已經有高漲或有高漲之虞時，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可以去制

定一個標準價格制度，所謂標準價格制度，它是針對經過指定的特定

民生物資來考慮它的製造成本、進口價格、採購價格、管銷費用及合

理的利潤、交易態樣及區域狀況、市場供需之變化及對國民生活與民

生經濟之影響，來訂出各該民生物資在製造、進口、批發、零售各個

流通階層的標準價格，讓相關事業來遵循，而且規定訂立標準價格

後，不一定要根據我這個價格賣可以賣得比它低，標準價格訂立後，

你要在零售店面裡揭示說這個商品，譬如說這個衛生紙現在的標準零

售價格是多少，譬如說一包 220 元，本店賣 200 元，這是可以的，但

不能賣得比標準價格高，如果不遵照他的指示，不揭示標準零售價格

及實際零售價格或賣得比它高，首先他們會用行政指導的方式公布事

業的名稱，日本是一個無形社會規範相當重的國家，在無形的社會輿

論壓力之下，往往不需要去發動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只要公布事業

名稱就收斂很多。如果公布了事業名稱還依然不改，它就提高層次將

這物資列為特定的標準價格制度，普通的標準價格不遵守，現在再第

二道手續，再確認指定這物資要特別加強管制，且已經公布事業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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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不遵照這行政管制措施的話，接下來就可以去科處行政罰鍰，依

照它不按照標準價格超出的價格乘以銷售的數量，來科以罰鍰，也就

是說剝奪他的不當利得，這一連串措施之後，如果還沒有辦法壓抑下

來，接下來它們就有供需調整措施及分配或配給管制措施，更進一步

的去介入供給及需求，可要求相關生產事業提出生產計畫報告，也可

叫相關事業去停止消耗相關的物資，時間的關係我就不一一明講。這

個法令的實施成效在 1974 年 1 月、2 月指定煤油、液化石油氣、衛生

紙及面紙等四項商品為生活關聯物資，所謂要特別管制的物資，經過

若干的實施行政指導，譬如說在通產省及都道府縣設置申訴、調解處

理機構，而沒有去動用刑事處罰，僅僅說要藉由公布事業名稱，就對

商家形成相當大的壓力，所以在 1974 年 1 月、2 月指定之後不到短短

3、4 個月期間，供需就恢復常態了，因此在 1974 年 5 月、6 月就解

除對各該物資之管制措施。 

接下來我們看專門針對石油，1973 年是能源危機引發的，除了剛

跟各位報告的「國民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是針對一般的生活關聯物

資外，針對能源石油又特別在 1973 年 11 月 16 日內閣根據所謂的「石

油緊急對策綱要」制定了「石油供需適正法」，與剛剛介紹的「國民

生活安定緊急措施法」合稱「石油二法」。「石油供需適正法」最主要

是針對石油供給及需求，至於石油價格問題，還是由「國民生活安定

緊急措施法」去管制。根據「石油供需適正法」，主要是針對石油的

供給與需求，石油的供給與需求大致上分為幾點，第一個它們在管制

面上，首先根據這個時期會制定一個，某個階段日本國內可供給的石

油目標是多少，先把供給的目標訂出來，石油供給目標訂出後接下來

它有石油需求管制，包括限制各個用油的單位，一個月不得超出多少

的用油量，如果有特別例外的情形下，你可以申請例外許可，但是他

這個法律還是很有人性的，如果為了從事急救、消防、救災，維護國

民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其他公共利益使用石油，這個例外可以

不用管制，否則一般所謂的其他石油消耗單位就需要管制。比較具體

的實施成效來講，在 1974 年 1 月到 4 月的時候，尤其在 1974 年 2 月，

日本政府制定說：相關的各個用油單位，所需要的石油需求量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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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2,000 公秉，如果有特別的需要可以提出額外的需求，經過這樣

一連串的管制措施，除了 1974 年通產省提出石油需求管制措施之外，

通產省也有針對 45 項物資、農林水產省及厚生省合計也有針對 14 項

物資，實施事業調漲價格應經報備的行政指導，所謂行政指導是一種

沒有強制力的行政行為，它可能藉由政府的一些相關的調度措施，經

過行政指導之後可能就打消業者要漲價的念頭，所以它們利用各種委

婉的行政措施，來預防哄抬物價的現象發生。 

如果以上這些措施都沒有辦法壓抑住所謂的囤積惜售、哄抬價

格，這時候就使出最後的殺手鐧，所謂的「物價管制令」。「物價管制

令」其實不是在當時那麼危機的時候所制定，而是在早期就制定了，

在 1945 年 8 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物價全面上漲足足漲了十倍，

因此在 1946 年 3 月 3 日就頒布「物價管制令」（昭和 21 年命令第 118

號）。物價管制令的適用範圍非常廣泛，不僅限於生活關聯物資或石

油相關產品，包括運費、保管費、保險費、租金、加工費這些服務費

用項目它也可以管。而且它制定的時機是只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

相關物價顯然高漲或有此之虞，倘實施其他管制措施仍然難以確保物

價或市場供需之安定時，物價管制就派上用場。那如何去管制？首

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制定相關民生物資的公定價格後，公定價格

制定後，與剛剛的標準價格不同，標準價格不遵守頂多是公布事業名

稱，但如果不按照公定價格出售支付或受領等交易行為，買賣雙方都

有事情，如果是被認為以不當高價或暴利價格來締約、支付或受領這

些交易行為，這時可處行為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500 萬日幣

以下罰金，如果是以獲得不當利益為目的實施囤積惜售，得處行為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併科 300 萬日幣以下罰金，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

措施，當然這個也有處罰法人跟行為人的兩罰規定。這個法令自 1946

年頒布以來迄今，曾經在 1972 年針對稻米的零售價實施公定價，爾

後就沒有在實施了，即便是到 1973 年能源危機時，也僅僅用「有關

對生活關聯物資囤積惜售行為之緊急措施法」或「國民生活安定緊急

措施法」或「石油供需適正法」，就已經解決當時的囤積惜售與哄抬

價格的問題，沒有動用到最嚴厲的「物價管制令」，雖然「物價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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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從頒布迄今，適用的期間不多，但從違法嚇阻的觀點來看，這個

命令具備有穩定物價最後一道防線之功能，所以仍有規範存在的意

義。 

接下來逐步回過我國法制的介紹。首先介紹一下我國異常時期經

濟管制法制之演進及實務狀況，我國在抗戰期間，在 1938 年、1942

年有制定「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還有「國家總動員法」，這

兩部法律在我們對日抗戰8年的期間曾經發揮了相當的調節軍需及民

生物資之功能，即便是在抗戰結束之後政府播遷來臺之動員戡亂期

間，這兩部法律也發揮了異常時期經濟管制效果，譬如在 1973 年我

們也遭遇到能源危機，那個時候運用了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

那時候還有「限價」、「議價」、「平價」或「公告牌價」這些防範囤積

惜售及哄抬價格之管制措施。但後來政府在 1991 年 5 月 1 日宣告動

員戡亂時期終止，並且這年也制定了「公平交易法」，翌年開始實施，

顯示我國在 1991 年(民國 80 年)的時候邁向以市場競爭機制為主軸的

經濟環境，所以政府在 1994 年 2 月 7 日與 2004 年 1 月 7 日，先後廢

止了「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及「國家總動員法」。這兩部法

令廢止後，在 2001 年制定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這是針對戰爭

時期物價管制的法令，但是在戰爭時期以外，如果發生地震、sars 等

非戰爭因素，難道商家就不會囤積惜售哄抬價格了嗎？所以在這種非

戰爭的囤積惜售，目前實務都是事情發生了然後行政院趕快成立「穩

定物價小組」，但任何的人為措施絕對比不上一個堅強的法制的建

立，這種急就章突然組成臨時的一個機關，絕對會有應接不暇的遺

憾。公平會在歷年實務運作下，徹底發揮一個最重要的查處異常時期

穩定物價的重要功能，公平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3 款第 1

目就明白揭示：除本法令有規定外，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的行為，何謂顯失公平？處理原則裡面就講到

說，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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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指

的就是囤積惜售哄抬價格，所以在這個處理原則下，公平會歷年遇到

底下這些案例都是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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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二一震災相關案例：在 1999 年 9 月 21 日發生強烈地震，公平

會積極查處，做出亞昌公司水塔案、金太乙公司水塔案、鴻茂公

司水塔案、金帝公司發電機案、中均公司汽油案等哄抬物價之行

政處分。 

2. SARS 疫情相關案例：2003 年爆發 SARS，耳溫槍及口罩等應聲

而漲，短短幾天之內，公平會查了 70 幾件。 

3. 政策性因素相關案例：1993 年「菸酒稅法草案」，因應加入 WTO，

當時紅標米酒要比照蒸餾酒稅率調漲，本來紅標米酒每瓶為 21

元，調漲後變成 120 元，政府當時未做任何的隔離措施，引起部

分商家就卯起來去屯積紅標米酒，這是因為政府的政策因素所產

生的，另外在 2006 年時中國大陸公告天然砂石禁止出口，造成

部分砂石廠商去屯積、調高砂石的價格，後來也都經公平會處

罰，公平會去處罰這些案例全部都是用剛跟各位報告的公平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所謂的對消費者顯失公平的一個概括規定。 

接下來我們要看公平法 24 條這種概括性的規定去介入處理屯積

惜售跟哄抬價格是否適當？還是一樣回歸到法規範體系，我們可以看

到公平會這些處分書第一條處分理由都會先講到，這些事業是利用商

品市場供需失調及緊急情勢之際，為拒絕供貨或不當之銷售行為，致

嚴重危害公共利益，損及全體社會之經濟福祉，顯然有悖於公平交易

法第 1 條「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的立法目的。由這樣的處分

書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歷來公平會都以利用所謂的公平法第一條立法

目的作為公平法 24 條介入處理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之適法性依據。 

但是這樣的立論觀點是對的嗎？公平法第 1條之立法目的是在保

護整體的經濟安定與繁榮，但為了達到經濟的安定與繁榮，它的手段

的正當性，公平法第 1 條所謂的要達到整體經濟的安定與繁榮，是要

透過所謂的確保市場的自由競爭的前提下，來達到到整體經濟的安定

與繁榮，換句話說，如果一個行為已經沒有辦法期待它藉由市場競爭

來達到最佳的社會資源分配，這時候我們就不能期待藉由公平交易法

的適用來達到整體經濟的安定與繁榮，換句話說達到整體社會經濟的

安定與繁榮，公平交易法並不是唯一的目的，只有在適用市場競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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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之下，才有適用公平法，如果沒有辦法期待市場競爭機能來達到社

會最佳資源分配狀態的時候，就要考慮其它的經濟管制措施來達到整

體經濟的安定與繁榮，也就是說為什麼會有一些國庫對重要企業的補

助？為什麼會有對於公營事業介入管制，這些都是所要維護整體經濟

安定與繁榮，所以說公平交易法以最終的目地說為了整體經濟的安定

與繁榮直接跳過手段的正當性來介入處理，我覺得在手段的正當性是

有待商榷的，從這一點來看，如果說以上這些案例出現囤積惜售及哄

抬價格是出於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即第 10 條第 2 款所謂詐取行

為濫用對商品價格不當的決定維持或變更，或是這些哄抬囤積是事業

之間彼此合意實施聯合行為所導致的，公平會當然可以適用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或第 14 條去介入，但相關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 

甚至於說在那種情況之下根本不需要合意，在異常狀況之下所有

的商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人都可以預期到會漲價，所以根本

沒有合意，沒有聯合行為的合意也沒有獨占地位的存在，完全是出於

事業自己的暴利、投機的心理，不牽涉到所謂市場結構因素，沒有實

施限制市場競爭行為，完全跟公平法規範的對象沒有關係，所以這時

候用公平交易法 24 條以一個最終的立法目的，忽略掉手段的正當性

去介入處理，在規範體系上有相當大可以探討的空間。 

另外最重要的是囤積惜售、哄抬價格如何去認定？根據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 514 號解釋文之意旨，人民營業之自由是憲法上工作權及財

產權所保障，若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對於人民營業自由之限

制，依憲法第 23 規定，是可以用法律加以規定；甚至於說在性質上，

也可以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但是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

應具體明確，從這個觀點來看，今天國家、行政機關要禁止事業囤積

惜售及哄抬價格甚至於要去查處它，你要認定說他多少東西叫囤積，

他賣了多少錢叫哄抬，這都是牽涉到所謂人民的營業自由，你要去限

制它一定要符合所謂的法律保留原則，要有法律的明文授權依據，那

從這個觀點來看，實在看不出公平法 24 條這種概括性規定，可以解

釋為國家有授權公平會可以去查處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更何況公平

會所訂之處理原則，亦僅都是抽象說這些行為是有悖於商業倫理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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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良俗，根本沒有明確揭示所謂的甚麼叫囤積惜售、甚麼叫哄抬價

格，因此，公平會沒有辦法在事先揭示，往往都是案例發生之後，在

個案裡用一些概念性的規定，譬如說「庫存量遠超過往年之配銷量」、

「無法說明該批米酒的積存原因」等等，所謂社會性、通用性的用語，

完全沒有提出一個明確違法認定的標準，這可能會有違背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嫌。 

從執法效率來看，日本整個規範體系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現

之後，通令全國各地都道府縣地方主管機關同時配合，因為異常時期

囤積惜售哄抬價格有突發性、同時性的，它需要大量的查處人力，日

本是由全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動起來，反觀我國公平會，它是隸屬中

央層級的行政機關，查處的人員不過 60、70 人，地方上的行政機關

也都袖手旁觀，頂多只能發揮殺雞儆猴的效果，違法嚇阻的效果很差。 

所以底下我個人嘗試提出一個我國建構異常時期經濟管制法制

之展望，僅提供幾點淺見給各位參考一下。 

1. 制定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何謂管制專法？依照目前跟各位

報告的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6 條、石油管理法第 21 條、農產

品交易法第 6 條、糧食管理法第 12 條，這些法規都有針對相關

物品的囤積惜售哄抬價格訂有相關的處理規定，但除此之外水

塔、口罩、耳溫槍怎麼辦？所以你用單行法規，每個法規不勝枚

舉，難免會發生掛一漏萬的嫌疑，因此就應該制定一個專法，不

要先具體指定哪一個管制對象，等到相關情事發生之後在委任立

法授權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個案指定就好。當然它相關的指定作

業程序，相關限時法的特性可以參考日本相關法規。 

2. 遵照法律保留原則，明確揭示違法判斷標準：我國現行的實務

上，不管是現行相關管制法令或公平會執法實務都未針對如何去

認定「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訂出一個具體標準，雖然法務

部 88 年 11 月 9 日法 88 檢字第 004322 號函，曾就「囤積居奇」

作一個很抽象性的判斷標準，但是個人認為這僅是一個行政函

釋，在法律位階上，還無法符合 23 條的法律保留原則，所以為

了符合憲法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將來若制定異常時期經濟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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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還是有必要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其掌握相關商品市場

行情的資訊、市場供需的變化來認定甚麼叫「囤積惜售」。甚至

參考相關商品之製造成本、進口價格、採購價格、管銷費用及合

理的利潤來訂立哄抬價格的標準，這樣才能讓業者有所遵循。 

3. 相關的處罰措施一定要依循比例原則，也就是說我們處理上一定

要先針對囤積惜售這塊處理，等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出一個

囤積惜售庫存的標準之後，對於不依照主管機關令其出售命令的

商家，可以發動行政處罰，行政處罰沒有效果在發動刑事處罰，

而不是說一下子就用嚴重的刑事處罰。哄抬價格也是一樣，如果

囤積惜售這一波擋不住，進而出現哄抬價格時，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首先應公布一個標準合理的價格，讓業者有所遵循，如果不遵

循的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以考慮選擇公布事業名稱但同時可

以科以行政罰鍰，如果行政罰鍰再沒有效果的話，就可以考慮用

刑事處罰，如此的一個循序漸進比例原則之下，我相信能夠輕度

的防止事業囤積惜售的情況下先用行政處分、行政指導方式，在

行政指導或行政處分沒有辦法發揮效果的時候才動用到刑事處

罰，我想有一個彼此的規範效果應該可以逐步達到穩定物價的效

果。 

最後我要提出一個結論就是說，我們可以觀察到遇到颱風青菜價

格上漲的時候，相關的輿論要公平會去查處物價上漲，這時候公平會

都會發布新聞稿：「…公平會自始就不是物價監督機關，個別事業的

訂價係由業者衡諸本身之經營成本及競爭環境所決定，此乃市場經濟

運作之基本原理，公平會無權干預事業之訂價自由。」可是我們發現

到在重大天災、疫情或政策性因素，導致相關商品價格高漲之際，公

平會卻又積極介入事業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其兩者執法區別何在？

或許公平會認為天災、重大疫情那比較緊急，或者是因為我們沒有制

定專法，所以公平會義無反顧來查處囤積惜售。但是從規範體系、從

執法立場這些都不符合所謂的法治國原則，所以今天台灣經濟已經發

展到這個階段，需要提升我們整體經濟法制的形象，我們認為首先為

了健全法律規範體系、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及提升執法效率等觀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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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局應即著手制定異常時期之經濟管制專法。等到立法完成之後，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只負責去查處單純的囤積惜售及哄抬價格，當

然我們也不排除囤積惜售與哄抬價格如果是由獨占事業或是有價格

聯合行為在介入其中的話，公平會當然也可以去介入查處，但是這種

單純基於投機性、暴利性因素的囤積惜售跟哄抬價格，而跟市場因素

無關的，還是留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查處，公平會則謹守競爭法主

管機關的分寸，不要去輕易介入，這種情況之下一個市場出現了異常

狀態，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揮全面、迅速性的去查處囤積惜售，公

平會這邊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去查處，有沒有事業侵占市場獨占地位，

有沒有事業趁機實施聯合行為，兩者彼此相互合作，相輔相成職權分

工，這樣才能達到所謂確保整體的經濟安定與繁榮，以上是個人的報

告，以下希望各位不吝提供指導意見，謝謝各位。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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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授權行為之競爭法規範： 
從美國法看規格專利授權 

講座：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王助理教授立達 
日期：98年 8月 25日 
場次：9810-215 

 

今天的題目其實和原本訂的稍微有一點

變動，原本設想的是希望就專利授權行為之

競爭法規範分門別類、廣泛地去談好幾個比

較主要的類型，大概是國內和美國是怎麼樣

來處理。不過後來看了之後發現這樣的範圍

實在太廣，其實是很難處理。後來就把它稍

微縮小一點，其實是主要談二個部分，都是和規格專利的授權是有關

的。我想這樣也是比較聚焦。首先，其實就像我前面所講的，其實行

為類型真的真的非常多，比如我們可以看一下公平會已經做了一個處

理原則。這個處理原則，是技術授權協議處理原則，這個在 90 年訂

的，中間經幾次比較小的修改，在今年初做一個比較大的修改。修改

之後第六點，把比較有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列在這邊。各位可

以看到它其實列了非常非常多，總共中間有列小點的、列款的有 12

款，加上前面和後面，總共列了 15 種行為。所以我很難在單一的一

次演講或任何單一的報告去把它都講完。就算把它都講完，那這個也

會太發散，深度會不夠。而且另一方面，雖然這個地方公平會已經列

了很多，但實際上還是有一些行為類型、而且可能還蠻重要的，也許

在國內還沒有非常有共識，還沒有放進去，有些還沒有放進去。我們

可以看到說，像國內的二次飛利浦案，裡面有些處罰違法的行為是在

這個技術授權協議處理原則裡面沒有列到的。那麼另外一方面我也一

直在思考說其實給各位聽眾，可能要帶給大家一些新的東西，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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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已經做了這些東西，相當程度公平會已做了一些處理，那原則

也存在一陣子，各位也有一些認識。所以這次集中在規格專利的授權

行為，一方面是這個地方的處理原則，沒有很深入地去談它，雖然剛

剛在看到第六點第一項，它有提到聯合行為，它只是一般性地去講，

並沒有針對規格專利，尤其是這個專利庫（patent pool）去談這個狀

況。同時在專利庫部分，在美國法有很新的發展。主要是在美國的飛

利浦案，台灣是這個國碩、巨擘向公平會檢舉飛利浦濫用獨占地位。

在美國是反過來，是飛利浦去 ITC 動用擋關條款去控告一些進口的廠

商，包括國碩、巨擘，因為它們中間停繳授權金，授權因此被終止，

所以當作沒有授權的產品去把他擋下來。那在美國實際上這個案子都

還沒有結束，在美國的飛利浦案不僅只是和國內的案件相牽連所以有

蠻大的重要性，它所處理的議題上，在我們今天所處理的規格專利議

題上，它實際上一方面把舊的案例法則累積起來的規則再把它講的更

清楚，另一方面它也繼續往前面發展，處理到一些蠻核心的問題。所

以我覺得這可能是比較適合帶給大家的。 

首先，今天講的整個主題的領域是「規格」。規格是什麼？這裡

其實不是定義，是說明一下很多產品都有規格，整體電腦有它的規

格，它裡面的各個部分、關鍵零組件都有它的規格。規格的目的有很

多種。第一個是為了統一，讓不同的生產者所生產出來的同類型產

品，有一個互換的可能性，增加使用者有所謂的 second source 或可以

有很多種品牌的不同來源，這些來源之間也可以互相替換或相容，達

到相容性或增加替換品，比如說這個壞了要再替換的話，如果比較多

的來源是比較容易取得的。或者說互補品，互補品就是說，像 Windows

這個作業平台，它這個規格如果開出去給其它的軟體廠商，其它軟體

廠商可以做一些應用程式去延伸它的功能，一些互補品的開發，這都

需要規格化，這個規格必需要讓雙方都知道。這個最終的目標，可能

都是達成提昇顧客滿意度的目標。因為其實有時候產品太紛雜時，不

管是消費者或企業用戶有時候它沒有辦法瞭解說這個到底是什麼東

西？你的東西和別人公司的東西，到底有哪裡不一樣？哪些地方是相

同的？是不是同一種的？是不是能達到同樣的功能？所以有時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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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所謂同中求異，異中求同。不能夠說每個廠商都說我的東西是

獨特的、獨一無二的，其實在使用者來看會太紛雜，還是要歸類。人

類的認知上，其實還是透過歸類的方式，商品實際上也要讓消費者能

夠歸類這個是怎樣的一個新產品，這個新產品有哪幾個品牌，那些品

牌又有哪些小的差異？這個是規格的部分，規格基本上就是在商品上

面，可是也有可能在服務上面，比如說現在有很多服務有所謂 SOP，

讓你提供出來的服務比如食品服務、按摩服務、美容服務等等能維持

一定的品質，這個部分你可以說它是規格。可是在服務部分，其實更

大程度它有可能是變成一個標準。標準，是我們第二個部分講標準制

定的時候，它講的範圍其實會比規格要再大一點。規格其實大部分是

在商品上面，它就是一定的比如製程上的規範，或是商品規格上面的

規範或等等，它比較是偏技術面的。 

那麼規格專利是什麼？就是你要達到前面說的規格，有一些必需

要用的技術，那在技術上面某一些專利權人會有專利在上面，它的專

利可以包括這樣的技術。那同樣的技術能夠涵蓋它的專利，有可能不

止是一個。雖然一個專利，基本上是針對一個技術發給，不同的技術

應該切割不同的專利。可是實際上的狀況，和實體物所講的一物一權

主義，顯現出來的狀況是蠻不一樣的。比如說電腦、或是麥克風，一

個東西上只會有一個所有權，可是一項技術上面可能會有三個、五個

或更多個專利權都有可能。差異主要是在於，專利權是無體財產權的

本質，專利的範圍主要是看它的請求項，申請專利範圍的請求項來界

定，請求項是用文字來描述的，而且會比它原本真正發展出來的技術

還要大，基本上它會把它稍微抽象化，寫得廣一點，這樣的狀況會導

致專利與專利之間重疊的狀況很明顯。簡單講我發明一個東西，那我

會講我這個概念是怎麼樣的概念，我實際發明的這個東西是我這個概

念的實現。這個在專利術語是實施例，這個發明出來是個實施例，是

你真正創新的想法的實際展現，這個想法不一定只能用這個方法展

現，也有可能用其它機械的方式，比如有的用槓桿、有的用電的方式、

有的用其他機械的方式來處理。所以說規格專利，同樣一個規格上面

會有很多專利可以覆蓋這個技術標準。甚至規格分成一個個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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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每個技術上可能也有好幾個專利。那整個來講規格專利，你去實

施這個整套產品規格必需用到的專利，我們把它稱做規格專利。規格

專利往往會有不小的市場力量，這是在於說前面講到，規格主要是為

了要統一，讓廠商的產品或服務在異中求同，所以目標基本上是推

廣，增加市場上的接受程度。相對來講，你用這個規格時必需要用到

的專利，它相對來講被使用的可能性也變大，被需求的程度也變大。

所以規格本身的普遍接受，會帶動專利本身的市場力量擴大。所以規

格專利實際上常常被注意到，也許最近都會聽到現在的科技產業都是

玩這個規格的戰爭，要開下一代的產品，幾個主要大廠就來訂規格，

訂規格時就會把它自己的技術放進去。技術放進去之後，它的技術就

會用專利來保護。就會變成說比較後進的廠商要去做下一代的技術，

已經有規格在這裡，而且如果有幾個相當顧客規模的大廠採用的技

術，那你可能只能跟隨。跟隨之後發現裡面要用到一些技術，而技術

裡面又有一些專利在上面。所以就變成好像必須要用這個專利、必須

要繳這個授權金。這個部分實際上目前是愈來愈重要。 

今天還是以授權行為為核心，來探討競爭法上規範。規格專利值

得探討的授權行為，今天主要分成二個部分來探討。Patent pool，我

把它翻譯成專利庫，國內其實有很多種翻法，我覺得專利庫基本上有

種匯集的感覺，也許比較接近原本的講法，其它還有像專利集管、專

利聯管等等不同的翻法。Patent pool 等一下還會和其他類似的名詞做

說明，基本上就是很多廠商把專利放在一起，由同樣的管道，可能是

另外成立公司，也有可能由成員中其中一家公司來管理，也有可能某

一家公司特別成立一機構來管理。總括而言就是幾家公司把專利放在

一起，統一出去做這個授權的行為。 

第二個部分是規格制定，更廣泛一點來講是標準的制定。在這個

過程當中，因為我們前面講到說規格制定，其實哪些專利放進去，對

於這些專利本身會有蠻大的影響。相反的來講這些專利權人他如果對

於這些規格所用的技術上面持有專利的話，他其實相當程度可以去控

制，或是藉由專利納入規格可以收取比較高額的權利金。所以相對來

講規格制定的過程當中，對於可能使用到的專利權也有相對的一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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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違反這些要求是否可以用公平法、競爭法來規範？這個是我第二

個部分來處理的。這二個會是今天主要會談的二大部分。第一個部分

會談比較多，因為第一個部分有比較新的，前面有講到在美國飛利浦

的二個案子，這個部分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來講。規格制定部分，相

當程度它還是在發展當中，其實有很多新的狀況、新的類型不斷地出

來，所以這個部分還在形成當中。 

第一個專利庫的授權行為，首先要看一下幾個常常被講在一起的

名詞，要怎麼看待它、有什麼不一樣。基本上要區別的是包裹授權 vs. 

專利庫。包裹授權基本上要求，例如說這裡列出來 20 個專利一起授

權給你，不是一個一個授權，是整批來談授權，這個可能叫 package 

license，或 blanket license，這二個意思其實是一樣的。Blanket license，

有人翻概括授權、總括授權，實際上它就是包裹授權的一種。Blanket 

License 就如同後面我們會看到著作權仲介團體的狀況，實際上是指

它所持有所有的專利，所以這一包是非常大包的，包括它所持有的所

有的專利或著作權。不過這區別並不是很重要，只要掌握住包裹授權

基本上不是單個來談，是整批整批來談，就可以了。包裹授權基本上

有可能是單一公司、單一主體來進行包裹授權，比如很大的公司，像

台灣的工研院、台積電、聯電或是 Acer 等等，它們可能都有很大的

patent portfolio 專利組合可以一次授權出來，或像是 IBM 這樣的大

廠，它能夠授權出來的專利其實是非常多。另外也有可能是多個主體

共同組成一個包裹來授權。可是相對來講專利庫的話，基本上就是涉

及不同的專利權。Patent pool，pooling 就是匯集多方不同專利來源的

意思。所以 patent pool 一定是涉及多個不同的專利權人，然後把不同

的專利權放在一起去授權。Patent pool 基本上一定會做 package 

license，整套整套地授權出去是成立 patent pool 的主要目的之一。

Patent pool 除了對外做 package license，在內部會員與會員之間，可

能會做一個交互授權（cross license），彼此會員之間就不需要拿整個

清單的、對外的授權，因為這包裡面有些原本是我的，只要就本身沒

有的部分去取得授權即可。Cross license 問題比較小，基本上和我們

目前討論的問題比較不一樣。基本上 cross license 和 package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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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patent pool 在討論上要分開會比較清楚。Patent Pool 因涉及不同的

專利權人，所以有可能會涉及聯合行為；package license 或 blanket 

license 包裹授權不一定，因為若是單獨一家公司提供的，就不會涉及

到聯合行為。 

那另外一組要討論的是，不論包裹授權是個別的廠商所做的，或

者是 patent pool 所做的，要進一步區分是可以單獨授權或不可單獨授

權？要討論的是在這整個包裹之外、整批清單裡的專利之外，你可以

單獨地和進行授權的廠商去談單個的、裡面部分的授權，可以或不可

以，其實影響還挺大的。如果可以單獨授權的話，基本上沒有違法的

疑慮，實際上它只是同時提供你單點和套裝二個不同選擇，當然整套

是它幫你配好了，它覺得會是你的需要，比如說在某一個規格上面它

幫你選擇這些是你需要的，若你不要的要單獨買的也可以。基本上沒

有太大違法的疑慮。相對來講，不可以單獨授權的，也就是說你要就

買整批，不要就沒有其他的選擇。沒有辦法單獨去挑選只要取得其中

的一個或幾個授權的話，這個地方的問題就比較大，這也是我們以下

會討論的重點。第一它可能會涉及的違法行為有搭售， tying 

arrangement。搭售有可能是單一主體，也有可能是多個主體。所以搭

售有可能在單一主體的 package license 存在，在 patent pool 去做

package license 時也會存在。搭售基本上是指要買一個商品，可以，

但另外其他的東西也要一起去進行交易，這是搭售最基本的概念。搭

售基本上關心的是被搭售的產品，你原本沒有想要的，可是被硬塞進

來的產品，會不會因此影響到被硬塞進來的產品所處的市場的競爭。

因為這個市場上其他的產品，沒有另外的強勢產品在幫它護航，競爭

上可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另外，不可單獨授權，有可能會構成違法的聯合行為。在可以單

獨授權的情況下，其實形式上還是會有聯合行為，因為若跨多個主體

去訂價的話，其實會有共同決定價格。可是因為沒有限制性，它只是

增加新的選項，所以這個聯合行為基本上是被允許的。不可單獨聯合

授權，這個聯合行為就有違法的可能性。這地方可以進一步地來講。

可以單獨授權的部分，在美國競爭法上比較近期、經典的是 BMI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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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子，1979 年。這個案子是有關於著作權仲介團體，不過它在專利

權上一樣的適用，基本結構和專利權都是一樣的。BMI 是美國二大音

樂著作權仲介團體之一（BMI 和 SCAP），所有廣播電台、電視台都

需要和它取得授權，不然沒有歌可以播。這個案子就是美國三大無線

電視網之一哥倫比亞公司控告 BMI 從事聯合行為。音樂著作權，在

美國曲和詞是二個不同著作，在台灣合起為稱音樂著作。每一個著作

權人要和電視台談授權，不論是創作人個人或是唱片公司，一方面是

和電視公司談時籌碼比較小，另外一方面是次數多，也不經濟。所以

後來開始形成著作權仲介團體，詞、曲創作人及音樂唱片公司都委託

它來談授權。BMI 談授權的方式是 blanket  license，基本上它就是授

權給你它所擁有的所有的音樂著作，取得授權，就是整批都可以用，

沒取得授權就是這整批都不能用。可是委託他們的這些詞、曲創作人

及音樂唱片公司，自己還保留有自己去分別單獨授權的空間。聯邦最

高法院認為，第一點這裡構成聯合行為，因為 BMI 在授權時是做包

裹授權，這個授權本身要用什麼價格授權出去、要怎麼收，基本上還

是經過各個詞、曲作者的同意，所以在價格的決定還是一共同的決

定，構成聯合行為。 

聯邦最高法院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講共同決定價格，不應該像傳統

上被認為是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不能是共同決定價格就不再去考

慮其他即認定違反競爭法，應該要適用合理原則。所謂當然違法和合

理原則，基本上區分實際運用上有點困難，但如果掌握核心其實是很

簡單的。當然違法，基本上是看行為是否確實構成某樣子的行為類

型。比如在這裡是競爭者之間的共同的價格決定，如採當然違法的

話，只要是互相競爭者之間共同的價格決定，這本身就當然地違反競

爭法。但如採合理原則來判斷的話就不一樣了，在確定是共同價格決

定之後，還要進一步去看這個行為對市場的影響是什麼？對市場競爭

不利的影響在哪裡、有哪些、有多大？再回頭看對市場競爭的促進，

可能對市場競爭有促進競爭的效果，而且可能對整個經濟效率也有幫

助，這個部分有多大，然後再整體衡量對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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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若整體衡量壞處是比較大的，就會被確定是違

法。 

在 BMI 這個案子，法院認為說，因為有相當大的交易成本的節

省，電視台不用個別地去和詞、曲作者去談判，詞、曲作者也可以免

除本身無進行授權談判上法律、經營、計價上的專業性，以及事後還

需要去監督監看電視台有沒有播了太多次或有播到沒有授權的節目

等等，這個部分其實是要花蠻多成本和專業能力的，透過仲介團體來

進行有相當大的交易成本節省及因此所達到的效率，即可以讓整個授

權交易更流暢，降低不穩定性，資本家會更願意來投資，詞、曲作者

看到授權的穩定、收益來源的穩定也會更願意去創作。對於電視台而

言，可以取得穩定、合法的授權來源，對於製作節目而言也比較沒有

後顧之憂。這個都是效率促進的部分。因為有此明顯的潛在利益存

在，所以不能一看到有共同價格決定，就當然認定違法而不管其他，

而需要進一步地看相對地對市場的損害在哪裡？如果損害沒有那麼

大的話，就應該是合法。這個案子對競爭的損害，因為可以單獨授權，

所以實際上並沒有強迫必需要整包拿去的效果，所以並沒有那麼嚴

重，因此 BMI 這麼運作是合法的聯合行為。在搭售的部分，因為允

許單獨授權，所以沒有強迫你去拿不想拿的授權的效果，所以也不構

成搭售。本案顯示了可以單獨授權的包裹授權，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

題，非常確定，這個案子是 20 幾年前的案子。 

現在還不是那麼確定的是不可以單獨授權的情形。比如一個強制

性的包裹授權是否合法，這個部分是我們現在要注意來探究的。像規

格已經被注意蠻久的，規格專利在 20 年前也已經開始在處理，像 97

年的 MPEG-2 的視訊規格專利庫的，像 98 年或 99 年的 DVD 3C 和

6C 的規格專利庫，在當初形成 patent pool、構思內部組織和對外運作

時曾經請教美國的司法部。美國司法部有 Business Review Process 

Procedure，業者對於行為有無違反競爭法有疑慮的話可以去請教，透

過律師事務所寫信，把打算要做什麼事情陳述地很清楚。司法部收到

後不會進行調查，僅會從其陳述回覆有無違法的疑慮，回覆的信就稱

Business Review Letter。在談到美國法上是如何來管制規格專利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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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時，97、98、99 年這幾個規格專利庫常常被提到。可是這幾個專利

庫從原始專利權人取得的都還是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

也就是放到 patent pool 裡的專利權，都還保留自己另外個別授權的可

能性存在，所以這幾個 patent pool 實際上並不是強制性的包裹授權。

這個問題，在美國的飛利浦案，以下會談到這個二個判決，法院才開

始給了一個非常明確、清楚的答案。 

先講美國飛利浦案的源流，在國內部分可能就不多講。80 年代末

期 CD-R、CD-RW 規格發展出來，在 90 年代初期制訂規格廠商把相

關的專利匯集起來組成 patent pool，準備對外去授權。在 CD-R，它

可以再寫入一次，patent pool 由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組成。

CD-RW，它可以讀寫多次，是由另外三家公司：飛利浦、新力、理光

組成專利庫。這二個專利庫都是交由飛利浦公司對外統一進行包裹授

權，原則上其他公司是不接受談授權。這個案子如果談到細部你會發

現說，實際上互相之間，比如新力把專利交給飛利浦，之間所簽的契

約好像也不那麼絕對禁止新力完全不可去做授權。這就是一個法律爭

議，鑽到最後細節後會發現還是會有不清楚的地方。不過大體上在業

界一般的瞭解、認知，基本上是飛利浦單獨對外授權，和其他幾家公

司談是不會給你回應的。 

這個案子在美國起源是 2002 年，飛利浦開始向美國國際貿易委

員會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提出請求。這個委員會管的事情

不少，一方面在反傾銷或平衡稅的案子負責認定有無所謂產業的損

害，另一方面就是主管在智慧財產權法上很重要的關稅法 337 條的擋

關條款。在 TRIPS 裡也承認是所謂邊境措施，boarder measure，經過

一定的程序，不論獨立的行政程序或司法程序認定是侵害智慧財產權

的產品，海關就擋下來不讓進口，等於多了一層保障。行使智慧財產

權不僅是在地方法院可以起訴，提起專利侵害訴訟，還可以到海關請

求把產品擋下來。飛利浦在美國其實也有提起專利侵害訴訟，這個地

方是集中在 ITC 這個系列的訴訟，基本上是比較精采、比較有些突

破。飛利浦向 ITC 主張的是，巨擘、國碩它們沒有經過授權製造銷售

CD-R、CD-RW 產品。它其實一次告了十幾家廠商，包括台灣、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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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等，後來很多廠商和美國飛利浦和解了；巨擘、國碩打到蠻後面

的，國碩後來也和解了，現在只剩巨擘一家在打。飛利浦訴求要認定

它們侵害專利權禁止它們進口，在海關就禁止把它們生產的光碟片輸

入美國。案件 2002 年送進去，2003 年 ITC 的行政聽審官做出第一級

的認定：飛利浦敗訴，國內廠商是勝訴的。主要的原因是，飛利浦在

進行 CD-R 和 CD-RW 的規格授權時，是濫用專利權，構成 patent 

misuse，所以專利權是不能夠行使的，專利權雖然在，但不能主張、

行使。Patent misuse 等一下會再加以說明，和 antitrust law 同樣可以

規範專利權授權行為，但是不同的法律基礎，內容上相近，但程序上

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這裡要說明一下的，美國所謂的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它絕

對不是 Judge，這個是第一個要弄清楚的，這個是很少數名實不符，

很容易會被名詞誤導的概念。基本上最相近的是我們行政程序法上的

聽證主持人，基本上是舉行一個聽證，在美國行政程序法所謂行政程

序規定，基本上和法院的程序是一模一樣、非常地接近，讓業務單位

來論告。這個案子，ITC 還是會有調查單位，飛利浦基本上算檢舉人，

他們會有調查單位去調查，之後在獨立的行政聽審官 ALJ 面前去論

告，去呈現證據，被告國碩、巨擘等等十幾家廠商是被告，去答辯，

有雙方對辯、很嚴謹的證據法則、各式各樣的法院訴訟流程都可以去

使用。行政聽審官雖在行政官署裡但有身分保障，有獨立官員的地

位，但負責的事情基本上和法官很像，負責認定個案事實及適用法

律，是在獨立管制機關裡的第一層行政決定。在 2003 年 ALJ 做出的

行政決定對飛利浦是不利的。飛利浦繼續依照程序上訴到 ITC 的委員

會層級，就由整個委員會重新來審查 ALJ 事實的認定有無瑕疵、法律

的適用有無問題。ITC 在 2004 年是維持 ALJ 的決定，還是認為飛利

浦有專利濫用。這個案件飛利浦上訴到管轄的法院─Federal Circuit，

全名是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這個法院是美國聯

邦上訴層級的二審法院，都是按照事務領域來專屬管轄的案件，比如

國際貿易的案件，或是前面講到反傾銷、平衡稅等案件，中間經過一

個下級法院後，再上訴至聯邦上訴法院來管轄。在專利部分，依照專



專利授權行為之競爭法規範：從美國法看規格專利授權 

•126• 

利法起訴的案件，在上訴法院層級也是由 Federal Circuit 來專屬管轄。

除此之外，還有公共工程，所謂的 public contract（政府的私法契約）

的爭議，以及聯邦公務員的爭端，也都是由 Federal Circuit 來專屬管

轄。 

那 Federal Circuit 就推翻 ITC 的決定，認定依照第一輪所呈現出

來的證據資料飛利浦沒有濫用專利權，可是因為 ITC 在委員會的層

級，在審查 ALJ 時沒有審查全部，只審查其中一些部分，認為就這些

部分來看飛利浦確實是有濫用專利權。Federal Circuit 推翻了 ITC 委

員會層級的審查，同時也提到 ITC 對 ALJ 其他部分的決定沒有審查、

沒有做認定，所以再退回 ITC，讓 ITC 再看看對 ALJ 其他部分的決定

是維持或推翻，然後再重新做成新決定。 

第二輪，ITC 沒有退回去讓 ALJ 重新做決定，而是在委員會的層

級依照 ALJ 原本的決定，以及雙方當事人再補充的事證資料，來重新

做認定。這個認定就和前一次不同，推翻 ALJ 原本的認定，認為飛利

浦是沒有濫用專利權，好像就是依照前一次 Federal Circuit 的結論來

做出決定。那這次是巨擘上訴，在今年四月時判決下來，再次地推翻

ITC 的決定，依照這次證據的呈現，認定有可能構成專利權濫用，所

以推翻了 ITC 最後的決定。Federal Circuit 也認為有可能構成濫用，

但有些部分還是不那麼清楚，所以再發回 ITC 就二個不是很清楚的部

分重做詳細調查。第二輪的訴訟重點，只在於一個新力的 Lagadec 專

利，這個專利有列入 CD-R 和 CD－RW 的規格專利橘皮書之內。在

CD-R 部分一共有 109 個專利授權給國內廠商，而新力的 Lagadec 這

個專利是有列進去的。Federal Circuit 認為，Lagadec 和其他功能類似

的飛利浦的專利放在一起，強制性的包裹授權，有構成濫用專利權的

可能。 

接下來第一個要看的是，這二案件的法律基礎是專利權濫用，這

和前面講 BMI 案件時的法律基礎不同。BMI 案件是直接依照美國的

競爭法，尤其是聯合行為是依照休曼法第 1 條，搭售的部分在克來頓

法第 3 條，都可以管得到。可是這個案子不是走競爭法救濟這條路，

不是由司法部起訴，也不是國碩、巨擘直接去告飛利浦違反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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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相反過來由飛利浦主張侵害專利，然後國碩、巨擘提出專利權濫

用的抗辯。所以專利權濫用是在專利侵害訴訟當中，被控侵權人可以

提出來的一種抗辯，這種抗辯是種積極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意

思是說要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如果被告證明可以成立的話被告會勝

訴。專利權濫用成立的法律效果是專利權 unenforceable，原本的專利

權人不能再主張、行使專利權，和專利權無效是不同的。Unenforceable

狀況下的專利權是有效存在的，在專利要件的新穎性、進步性、產業

利用性、公開揭露都沒有問題，都是合法存在，只是不能行使專利權、

進行專利追索。Patent misuse 這種 unenforceable 的效果，可以被清洗、

被洗淨（purge），就是說濫用這個行為如果停止了，而且帶來的負面

效果都消失了，經過彌補後已經被清洗乾淨了，就可以重新再來行

使、主張仍繼續有效存在的專利權，這是 unenforceable 的法律性質。

這樣的東西在國內其實是沒有的，國內只有專利法第 60 條有講到搭

售的授權契約，範圍比較小，基本上有些搭售的授權契約或專利轉讓

契約的效果是無效，和這裡的unenforceable是很不同的。Unenforceable

的效果，基本上是美國獨有的，效果等於是強制授權，有權利在這裡，

也可以用，可是不同的是強制授權往往是要付費的，但這裡

unenforceable 是不用付費的，根本不能主張，連權利金都不能去要。

這是很重要的基礎認識。 

It “arose to restrain practices that did not in themselves violate any 

law, but that drew anticompetitive strength from the patent right, and thus 

were deemed to be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 976 F.2d at 704 (Fed.Cir.1992)。上面這段原文是講什麼

東西是專利權濫用，簡要來講是，所謂專利權濫用，這個專利的授權

行為並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依專利法看是完全合法、有效存在的專

利，並且依照契約法各種要約、承諾方式去做。可是在此合法形式底

下，從專利權衍生出來一些反競爭的效果和公共秩序是相違背的，比

如牴觸了專利法要促進創新的本質，專利權太擴張的話有可能會阻礙

後面的創新。換個角度來說，我們發給專利，一方面是要鼓勵創新，

一方面是要為社會所用，如果專利權延伸地太強太廣的話，有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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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整個社會去運用這個創新的成果，這就是這裡所講的“contrary 

to the public policy＂。 

要怎樣來認定？基本上現在 Federal Circuit 對專利法是專屬管

轄，其所建立的標準是：第一，是否事實上去擴張專利權所涵蓋的範

圍？這個部分的擴張包括二個，一個是對象、標的，專利權專屬效力

所及的範圍。在標的上擴張，最明顯的是聯合行為，有二個專利權人

一起講好要嘛一起授權或一起不授權，權利金約定好不做競爭，就定

在一個價格，這是擴張了原本專利權的範圍，專利權是發給你們二

個，是分開的，不是讓你們合起來使用的。另一個是搭售，不論是搭

一個沒有專利保護的產品或技術，或是搭一個有專利保護，可是為另

一個專利所保護的技術，這些專利保護實際上都是分開的，若延伸去

其他的話，就是擴張了這裡所講的“scope of the patent grant＂。以上

所講是 subject matter 部分的擴張，那另外一種是時間上的擴張，

temporal scope，透過授權契約約定，實際上把專利權可以主張的範圍

延伸到專利有效時間之後，超過專利有效時間。這些都會構成擴張專

利權實際上專屬的範圍。 

第二個認定標準，還要具備 anticompetitive effect，要具備反競爭

的效果。如何認定？又有當然違法和合理原則二種不同的認定方式。 

第一個案件，2005 年飛利浦打到 Federal Circuit 的案子，Phillip v. 

ITC。這個案子處理的是飛利浦有無違法搭售？有無違法，分別從當

然違法和合理原則來考慮。所以這個案子非常清楚的呈現：在專利權

濫用的範疇裡，當然違法是怎樣運作的，合理原則是怎麼運作的。這

個案子有些其他的爭點，只有在 ALJ 那裡處理，在 ITC 以上的層級

都沒有處理。因此這個案子在 Fed. Cir.唯一的爭點是有無違法搭售。

首先在當然違法的部分，依照之前判決的先例，Virginia Panel Corp. v. 

MAC Panel Co.立下了一些 patent misuse 的審查架構。在這個案子裡

講到：構成當然違法的這類行為裡面，最典型的是搭售（ tying 

arrangement），第二個是專利授權金收取的期間超過專利有效期間

（post-expiration loyalty），比如專利有效期間只到民國 100 年，專利

授權金收到民國 102 年，這是另外一種當然違法的類型。而產業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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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上不是這麼簡單的，授權談判談下來的，往往都是整批整批的授

權，有可能不是一個包裹授權，可是雙方需求的專利數目絕對不只是

一個，前面有提到專利的重疊，或在一個產品上面會存在其他專利，

或一個技術上涉及到的專利可能有很多個。開了一個談判，基本上就

會談很多的專利，最後可能只簽一個授權契約，所包含的這麼多專

利，實際上到期的日期都不同，可是一個契約會有一個終止的時間，

而授權金可能是按照契約終止時間整個來談，在整個契約期間，整個

要付多少錢？頂多是分階段來決定。很容易會出現有一些比較早到期

的專利，到期之後授權金並沒有直接降低。這樣會產生一個疑慮：這

些到期的專利，是否授權金、權利金仍繼續在支付？專利權人是否繼

續在收取？這個部分（post-expiration loyalty）也有一系列的案子，這

其實是另外一個單獨的主題，今日無深入去談。 

搭售，依照 Virginia Panel 這個判決先例，它是一個當然違法的類

型，有可能認定它確實構成搭售後，不去看它對市場的好處、壞處，

就直接認定它是構成專利權濫用。ITC 是這樣認定的：這裡有搭售，

所以就當然構成專利權濫用。可是 Federal Circuit 有不同的看法，認

為 ITC 所提出支持此決定的判決、之前最高法院在競爭法下的判決，

拿來在專利權濫用裡使用，那些判決都是針對專利和產品間的搭售，

可是這個案子是專利庫，是 package license，涉及到的是專利和專利

之間的搭售，而 Federal Circuit 認為這個案子沒有辦法去適用、援引

專利和產品間搭售的案子，所以是不適合以當然違法的方式認定是否

違法。Federal Circuit 進一步具體講到理由，比如說專利和產品、專利

和專利間的搭售，有何差別？第一個包裹授權（專利和專利間的搭

售），它只是你可以用這麼多專利，實際上要不要用、用多少、用的

頻率都由自己決定，並沒有強迫使用。所以對於涵蓋到這些專利所處

的市場競爭的妨礙效果比較小；但是相對來講，搭售產品給了就會

用，就佔了位子在那裡。這個理由聽了就會知道，實際上是站不住腳。

這個地方有什麼差別？一樣是有付錢，取得了這個東西之後，就不會

再花錢去取得另外同樣功能的東西。第二點是，在審理當中有去問飛

利浦，如果有廠商來談要拿比較少的授權，會不會降價？飛利浦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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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降價，還是用同樣的價格授權給它。所以法院就進一步認為這不是

搭售，搭進來會增加收入才叫搭售。法院認為這只是單一訂價的策

略。這個整包的包裹授權裡面，其實有些比較次要的、可有可無的、

廠商不太想要的專利都是奉送的，這個價格只是針對主要的專利而

己。各位聽起來會覺得這都是狡辯之詞，如果這樣講可以通的話，所

有搭售都可以不用處罰。所有的搭售都可以說：我收的錢都是在主要

的產品上，要求你一定要拿回家的產品是我送你的，但是你沒有拿回

去，我主要的產品就不賣給你。這些理由都在我看來都只是表面的理

由，它只是透過法律文字的方式，去抓住專利與產品、專利與專利間

不同的特徵，去做美國法上所謂 distinguish。 

在美國所謂 common law、case law 的國家，基本上判決先例在那

裡，雖然 Virginia Panel 一樣是 Federal Circuit 自己判的，Federal Circuit

自己是可以推翻它沒有錯，不過美國為了避免 case law 常常變動所帶

來的不穩定，基本上不會很輕易地去推翻之前的判決，只要判決主要

的中心主旨沒有很大的錯誤的話，基本上會採取另一個方式─去區別

手上的案子和那個案子有什麼不一樣？區別出來的話，可以說我手上

案子可以不適用之前那個案子所設立下來的判斷標準。Phillip v. ITC

這個案子就是如此，找一些名目上的原則去避開先例。當然這個判決

裡也有能比較站得住腳的因素：「強制性的包裹授權」，和 BMI 一樣

的「非強制性的包裹授權」，好處是一樣的，授權交易成本的節省，

促進投資、經濟效率，讓投資、交易、研發、產品生產能夠流暢化等

等。那既然有明顯的好處，就不能夠看到有搭售就認定是壞的所以一

定要處罰。要進一步去看相對於這些好處，有沒有壞處？對市場競爭

的壞處，有沒有超過這個好處？這個實質的理由確實是可以成立的。

有可能是基於這個實質的理由，透過前面這些 distinguish 法律技術的

應用來達到它要達到的─也就是專利和專利間的搭售，或強制性的包

裹授權，它不適用當然違法來判斷搭售是否違法。 

法院將搭售從當然違法－當然構成專利權濫用裡拖出來，其實它

背後有可能受到在美國搭售這個領域的變動所影響。第一個，在 1988

年美國條正專利法，對於專利權濫用裡的搭售增加了限制，要求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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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在做搭售時，必須在相關市場裡，即在專利所處的技術市場

裡，要擁有市場的力量，這個技術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關應用

上的佔有率，在美國其實是比較高的，市場佔有率可能要到 50%左

右，基本上市場力量和獨占是差不多。那搭售所要求的市場力量是否

比較低？依照克來頓條款第三條判斷，其實並不很清楚，有時可以低

到 30%，然而法院的見解至今並不明確。不管怎麼樣必須要有相當的

市場力量時，搭售才構成違法。沒有相當的市場力量時，不構成 1988

年被放進專利法中當然違法的排除條款（safe harbor）。這個發展實際

上是從一般的當然違法向合理原則靠攏。表面上是在當然違法裡加了

一個排除條款、加了一個負面表列的要件，可是實際上因為市場力量

本身是已經有在考量到這個行為實際上對市場的影響，所以有向合理

原則靠攏的徵兆、趨勢，雖然沒真正跳過來變成合理原則。 

另外還有一些變動，在競爭法的領域裡，美國其實有一批專家、

法官、經濟學家、學者等等，都主張搭售應該要改用合理原則。所以

我國公平法從一開始、從很早時就用合理原則。以前有所謂第 19 條

的違法考量因素，裡面就明顯講到合理原則。從條文上來看，從公平

法第 19 條第 6 款講的垂直交易限制，禁止各種不合理、不正當的垂

直交易限制。在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提到第 19 條第 6 款的垂直

交易限制，包括搭售在內。在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還提到包括搭

售在內的垂直交易限制，是否合理、正當，必需考量多個因素，包括

對市場有利及不利的影響綜合認定之，這就是合理原則的運作方式。

我國公平法是用合理原則，美國很多學者認為搭售不應該再採用只有

考慮市場力量、沒有進一步考慮對市場真正的影響的當然違法原則，

也應該改採合理原則。而美國法院的動態是，DC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在 2001 年非常受囑目的微軟案的判決當中，明白地違抗了到

目前都還存在的搭售應該是走當然違法的案例法，該案爭議是以微軟

作業平台去搭 IE 瀏覽器，這樣所謂功能性整合的軟體，是否構成搭

售？DC Circuit 認為不適用當然違法，必需要改用合理原則，因此把

案子發回地方法院去，要求按照合理原則重新來判斷微軟作業平台搭

IE，是否構成違法的搭售？這是法院上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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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是，同樣在垂直交易限制領域，我們可以看到垂直交易

限制其實一直在鬆動，一直在從當然違法往合理原則來移動。這裡提

到另外一個原本是用當然違法判斷的垂直交易限制－「約定轉售價

格」。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看起來也是用當然違法，美國從用 Dr. Miles

這個案子以來近一百年都是用當然違法，可是到 2007 年時在 Leegin

的這個案子時改了，最高法院明白地推翻 Dr. Miles 這個案子，明白地

講從此之後要改用合理原則。合理原則要怎麼樣用？是要用很詳盡的

合理原則，還是簡便的合理原則？這交由下級法院去形成、發展，這

些可能是背後影響的因素。 

以上是當然違法的部分，當然違法的部分沒有構成。可是合理原

則這個部分，是否構成？因為搭售在專利權濫用下也可以用合理原則

來判斷。在合理原則下，主要是前面 Virginia Panel 所講的，有無擴大

專利權涵蓋的範圍？在對象（subject matter），或時間（temporal scope）

上面有沒有擴張？第二個 anti-competitive effect 的部分，必需要進一

步具體去認定，不能像 pre se illegal 當然違法那樣地去推定。那在這

個案子裡要怎樣具體去看？重點在於這種不能另外去單獨授權的強

制性包裹授權，裡面如有包括實施規格不一定需要的專利─所謂

non-essential patent，這種情況是否會對競爭造成過大負面的影響而因

此會變成違法？這是以下要探討的重點，是這系列案子最重要的核

心，也是最重要的突破，釐清了很多東西。 

首先要再回頭來說明什麼是 essential patent？Essential patent 是要

實施某個技術或達到某一個規格，必需要用到的技術。怎麼樣可以知

道是必需要用到的？這指的是沒有替代性，沒有其他技術或專利可以

互換，或者說也沒有其他可以達到同樣目的、同時可以兼顧各個相容

性等等的技術存在。而且在判斷有沒有可替代、達到其他同樣功能的

技術，拿進來比較的這些技術必需是在商業上是可行的，commercially 

viable，不是只是在實驗室裡的東西而推到市場上就夭折的，否則沒

有辦法動搖 essential patent 的地位。另外要注意的是，放到某個專利

庫、達成某個規格的這些專利，它彼此之間都是必需的話，這些必需

的專利彼此之間其實是互補的產品，都是達到這個規格同時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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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拿到一個實際上還必需拿到另外一個才能夠達到這個規格、實施

這個技術。互補的情形，不會構成違法搭售要件下「不同的產品」。

舉個例子來看，像我們買鞋子，買了左腳後，還必需買右腳，這樣一

雙鞋子才能用，所以左腳右腳放在一起賣，絕對不會說是違法的搭

售，因為根本不構成搭售。左腳右腳鞋子是互補的產品、根本不構成

搭售裡所講不同的產品。搭售必需是「不同的產品」，二個東西本來

是分開的，不需要一起用的，然後把它搭在一起才叫搭售。原本要達

到某個功能就一定要放在一起用的產品，不是搭售裡所講「不同的產

品」。所以在強制性包裹授權所包含的全部是必需的規格專利，就不

構成違法的搭售。這是法院第一次很清楚地來講這件事情。其實前一

頁它也引用到之前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1964 年的案子，這個案子年代

久遠可能已經被人遺忘了，這個案子其實不是那麼明顯。這個部分的

宣示其實是很重要的，之前看到BMI或司法部的一些Business Review 

Letter 裡是有單獨可以去授權的選項，本案則確立了如果都是 essential 

patent 的話，可以強制性的不給單獨授權的選項。這個案子飛利浦專

利庫裡的專利，是否都是必需的專利，是爭議所在。ITC 認為在第一

輪裡有四個有放進去但不是必需的專利，然而 Federal Circuit 一個一

個去駁斥，認為沒有證據證明這四個專利放進去會妨礙競爭。最主要

的二個專利是 Farla 和 Iwasaki，另外有一個公司 Calimetrics 發展出可

以達到同樣功能的技術，這個技術涉及到光碟在運轉時一些動力來源

以及寫入穩定性的控制技術，Calimetrics 確實發展出此技術，ITC 認

為這個技術有商業上的可行性，是可以銷售、在市場上有可能存活

的。Federal Circuit 沒有駁斥這一點，可是在這個案子，像國碩、巨擘

這些公司其實都沒有跟飛利浦表示說我要拿 Calimetrics 的技術，我不

要你這二個 Farla 和 Iwasaki 的技術。另外一方面 Calimetrics 出去授權

時，雖然有些業者說我已經有這些技術了我不需要你的授權，可是也

沒有人明白地去講我是因為有橘皮書規格專利裡的技術，所以我不要

你的。簡單說是法院在挑毛病，要求證據要求到非常細的地方，然後

說雖然商業上有一個可行、替代性的競爭技術，可是它的市場競爭沒

有因為前面這二個技術放到規格專利裡一起強制去搭售而受阻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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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有人說因為 Federal Circuit 專屬管轄專利的案件，所以比較偏

向專利權人，不是說它有一些偏見，只是從統計上來看，確實對專利

權人比較不利的事項會要求的比較嚴格。另外二個專利 Yamamoto 和

Lockhoff 則是 ITC 在審理過程憑藉著專家證人，說前面技術可以用其

他技術方式來達成同樣的目的，可是實際上沒有這樣的技術發展出

來，也可能並不符合必需具備商業上可行性或存活性的要求，這個地

方沒辦法因此認定不是必需的專利。所以 ITC 四個藉以認定非必需專

利的基礎都被駁斥掉。 

Federal Circuit 還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也蠻有意思的部分，在時間的

判斷上如何認定是否為 essential patent？Federal Circuit 認為要以授權

契約簽訂的當時，簽約雙方當事人所知悉的技術狀態來認定。它的理

由是技術的變遷是非常快速的，原本沒有替代技術，而授權契約可能

一簽 10 年、20 年，而 10 年、20 年間很可能會有替代技術的出現，

如果讓後面替代技術出現就可以推翻原本強制性包裹授權的合法

性，其實會造成很大的濫訴誘因。第一個原因是 patent misuse 的法律

效果，會造成整個包裹授權全部都不能夠行使，全部都 unenforceable，

你只要有一個非必需的專利在裡面，就會導致整個專利庫裡的所有專

利都 unenforceable，在這個很強效果的吸引之下，會導致有誘因去找

一些後來出現的替代性技術去挑戰，挑戰成功的話整筆的授權費都可

以不用付。第二個原因，其實是技術的變動是非常快的，會不堪其擾。

尤其是技術上面要確定是否可以替代、商業上是否可行，其實是不容

易確定的事情。法院這個考量是有道理的，不過我自己的看法是，如

果用授權當時的時間點直接切下去，讓後面所有替代性技術都不能夠

因此讓被授權人去選擇要拿其他的技術、選擇從這個授權部分退出

來，對於替代性技術的發展會有非常不利的影響。等於這個規格定下

去，在這個領域之內大家都不要發展了，因為主要的廠商全部都有這

個授權，這個授權基本上也延續相當的時間，大概是延續到這些專利

都過期。如果有一個比較折衷的方式可能會比較好。可是實際上制度

要如何設計，可能會有點困難。主要是考量到，如果要把專利庫包裹

授權裡有些技術、專利不要繼續授權，權利金到底要怎麼降？不要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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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取得的這個技術、專利，要如何鑑價？若這個程序是反覆的，一直

不斷地有替代性技術出來，必需要有一個很迅速的方式去鑑定它的價

格、去鑑定權利金要如何地調整，這樣才會比較有效率。這個機制其

實是不容易建立的。專利的鑑價，其實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必須要看

市場的狀況。雙方若爭執不下到法院時，法院又可以怎樣來判斷？這

都是實踐上蠻困難的點。 

接下來就是第二個案子 Princo v. ITC。第二輪再打上去時，ITC

原本認為飛利浦沒有權利濫用，可是 Federal Circuit 說好像不是這個

樣子。這個案子是巨擘上訴的。Federal Circuit 一開頭就重新提到說，

看這些案子最重要的點就是，只要包括到必要專利（essential patent），

強制一起的包裹授權就不是違法搭售。在這個案子講得更清楚的是，

這些達成同一規格的 essential patent，其實就像單一產品（unified 

product）般，比如電腦，這些就像裡面的各個零組件，整個組成一個

完整的組合，提供給你實施這個規格時所需要的所有的專利組合

(patent portfolio)。它整個組合起來就有一個完整的功能，就像一個完

整的單一產品。只要確定這些都是必需專利(essential patent)的話，就

不構成搭售上不同產品的要件。 

這個案子的焦點，是環繞在新力的 Lagadec 專利，這是第二輪唯

一的主角，當然它有一個配角，飛利浦 Raaymakers 的技術。這二個

技術實際上都在處理如何在光碟片上去標示位置的資訊，讀取頭在光

碟片上跑到哪個位置的資訊，稱為 absolute time data，就是說一個光

碟片可以跑的時間比如 6、700 分鐘的話，要標示出來現在讀取頭跑

到第幾分鐘。從頭到尾，不論跑了幾首歌、幾部電影等等，它的絕對

位置在哪裡？記載這樣一個位置資訊的技術，Lagadec 是一個數位化

的技術，Raaymakers 是一個類比的技術。當初飛利浦和新力是一起在

開發，二者開發出來不同的技術，新力當初有碰到一些問題，可是後

來它們決定用飛利浦的技術繼續走下去，等於飛利浦的技術就繼續發

展成形，然後飛利浦類比的技術列進了橘皮書規格，即現在 CD-R 和

CD-RW 用的是 Raaymakers 類比的技術，可是新力的 Lagadec 這個專

利，還是列進了橘皮書規格專利庫強制包裹授權的專利裡。所以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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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問題是Lagadec是否為 non-essential patent？要達成橘皮書規格是

不是根本不需要這個授權？因為現在橘皮書是用類比技術，是否用飛

利浦的 Raymakers 就可以了？這是第一個爭點。第二個爭點是，後來

新力的 Lagadec 這個技術沒有發展下去了，可是若繼續發展下去，當

初沒有列入規格專利書一起授權，有沒有可能發展出另外一整套完整

的類比技術、商業上完整可行，而可與飛利浦互相競爭的技術？ 

那就第一個爭點來講，主要是卡在 Lagadec 的請求項第 6 項，claim 

6，寫得非常廣，裡面沒講到任何 digital 這樣的東西，完全沒有講到

怎麼樣的功能模式。它可以涵蓋到你用類比（analog）的方式去實踐，

也可以涵蓋到你用數位（digital）的方式去實踐。因為請求項很廣，

可以涵蓋到橘皮書規格裡實際採用的類比技術，所以被授權人若要做

符合規格的產品時，要一同拿到 Lagadec 的授權，不然的話就會侵害

Lagadec 的 claim 6，所以還是可以證明它是一個 essential patent，必需

拿到 Lagadec 的專利授權才可以去做 CD-R 或 CD-RW。 

可第二個問題就來了，雖然 Lagadec 在 claim 6 的寫法比較廣，

可是 Lagadec 當初發展出來的技術本身它是個數位技術，只是 claim 6

要爭取比較大的保護範圍所以寫地比較寬。現在因為規格專利庫把二

個都收進來，所以這二個技術就不用競爭了，反正業者現在希望類

比，可是我的數位技術還是可以收得到錢，所以不競爭。實際上讓數

位和類比技術的競爭，就消彌掉了，讓發展出數位技術這個替代規格

的機會就不見了。不過法院還是覺得有二個地方不是很足夠，第一個

是 Lagadec 的技術，是否有商業上可行性？第二個是，依照新力和飛

利浦契約約定，新力是否可以在規格專利庫之外單獨授權這個

Lagadec 的技術？後面這個部分，就是挖到當初簽的契約裡面，講到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除了一些例外的狀況，否則應該是要由飛

利浦來做授權。可是這例外的狀況的範圍到底有多廣，其實有待 ITC

進一步去做事實上的調查，傳訊證人、被授權人，看談判時的狀況是

怎樣？有沒有人去找過新力去要這個技術，或其他的技術單獨地授權

等等。 

而第一點 Lagadec 的技術，是否有技術上、商業上可行性？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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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去查證。這個技術雖然沒有被完整地發展，當初也有一些技術

上的問題被記載下來，可是當初技術記載上，新力的工程師也有想到

一些方法可以克服，不是不能克服。這個計劃後來新力沒有繼續往下

走，並沒有驗證這些克服的方法是否真的可以成功，這個部分法院也

發回 ITC 再去調查，去確認這個部分如果當初沒有放進規格專利庫

裡，到底有無可能繼續發展、有無可能最後真的會有一個商業上的可

行性？ 

以上蠻長的部分在講二個案子之中，規格專利庫的授權行為。這

裡重新做一個重點的整理。對於業者來講，實際上在談判這些規格專

利庫的授權時，最主要看的問題是：強制性的包裹授權裡是否只有

essential patent？這幾乎是決定強制性規格專利庫的授權是否合法，最

主要的、鑑定辨別的標準。非必要的專利其實可以再分一些類別，有

些是和執行這些規格無關的；也有一些是可以達到這個規格、和其他

技術互相具有替代性的技術。如果有幾個技術都可以達到這個規格或

技術的話，應該都把它放在強制性的規格專利庫之外，不應該放進

來。二個都放進來會消彌彼此間的競爭；如果只放一個進來，對於放

在外面的那個來講，會造成競爭上的不利益。非必要的專利總結來講

應該留在外面，只要有替代性的，就放在強制性的規格專利庫之外，

讓業者自己來選擇。這個是最後提綱挈領的回顧，這也是授權實踐上

面的提醒。 

接下來簡短地講一下還在變動狀況的標準制定的部分。首先，「標

準」，相對於「規格」的話，範圍是比較大的。「規格」常常講的是產

品技術上的規格。「標準」除了規範這些商品或服務的制式規格之外，

包括能夠提供顧客選擇時參考的資訊，或是提供主管機關或認證機構

所作認證的這些標準。比如說分級標準，像牛肉有分很多等級。「分

級」，不一定底下的等級就不合格，只是說會有不同的價錢，提供給

消費者來看。我現在想要吃怎樣的肉，需要怎樣的品質，適合怎樣的

烹調方式、怎樣的菜餚等等，提供更多的資訊供大家選擇。另外有評

鑑標準或許可標準等等。主管機關有時要許可一些東西，許可標準底

下可能包含多個不同的規格，不一定是要以一致的方式來達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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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以不同的方式達到這個標準。共同點是在於它們的影響力還是很

大，制訂出來後，還是會導致業者都會一致地去遵守。所以能夠涵蓋

到標準的這些專利，其市場力量也會因標準的制定而大幅提升。如果

說在標準制定的過程當中沒有去揭露的話，等到標準制定完成之後，

而且業者也都接受了這個標準而去開發產品，而產品開發出來後也都

上市了、舖貨出去了，然後專利權人才跳出來說：你用了這個標準，

侵害了我的專利，所以要付我錢。在美國，就是會先申請 preliminary 

injunction，在國內就是「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要求先下架全都不能

賣，全都鎖住，原本投下去的成本，期待上市後回收，帶來活水源頭，

可以週轉的資金，結果整個卡死在那邊。這個會造成所謂「敲詐」，

美國專利法目前一直在熱烈探討的主題─patent hold-up，講的就是剛

剛這種情形，等產品上架後才跳出來告你，這個時候就被逼得要去付

一筆不小的和解金或是權利金。同時這也可以用來排除競爭，也就是

不只要敲詐，我還選擇不授權給和我競爭的廠商，這樣可以剷除一些

競爭對手，在技術的領域裡面也許只有我的產品可以去上市。這都是

蠻嚴重的狀況。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一般在制定標準的組織，

我們叫做 SSO（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它常常都會有一些要求

─patent policies，要求這些持有與標準相關專利或是可以覆蓋到標準

的專利權人，必需要做二件事。第一件事是，先在過程當中去公開揭

露，比如我們現在討論某個技術的標準，就要求參與制定過程的成

員，你的專利有可能可以涵蓋到這個技術、標準的人，你都提出來先

告訴大家，公開揭露，作為我們在選擇哪些技術要列進標準裡面的參

考。第二個要求，會員所持有、涵蓋到這個標準的專利，在標準制訂

完成之後，必需要以所謂 FRAND 或 RAND 的方式去授權給其他人。

FRAND 基本上是歐洲的講法，RAND 則是美國的講法，二者其實差

不多。FRAND 就是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ble，那 RAND

就是 Fair 這個部分沒有，就是合理和無歧視，在事後授權要給予合理

的授權條件，而且不能夠有歧視，對待基本上同一類的廠商，都要用

同樣授權金的計算方式，反應這個廠商的大小、或從產品上的收益來

收受權利金或是決定其它的授權條件。這是常見的二類要求。可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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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SSO 的要求不一定一樣，比如要求揭露的部分，有的只會提到

說現在已經發證、已經取得的專利，有些會比較仔細，會要求到所有

的 pending（已經申請的）專利，都要揭露。這個地方很重要，因為

pending 的專利，未來過幾年就會下來。那已經提出申請的專利，其

實可以看說這個原本 claim drafting 請求項是寫的怎麼樣，有沒有涵蓋

到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判斷的。有些只有作前述第一類的要求，有

些同時有二類的要求，細部的要求不太一樣，這裡只是整體地做一個

歸類，大概是有這二種。 

如果 SSO 有做以上要求的話，它其實是構成一個契約上的義務。

違反這樣的義務，會有契約法上的效果，可以主張債務不履行。競爭

法上違反以上這二項要求的話，又會有怎樣的責任？這裡簡單舉二個

案子。相關案子其實還有一些，比如最近有 Rambus 的案子，它其實

纏訟很久、大大小小的案件很多，案子有點太複雜不容易說明，簡單

說就是電腦裡 CPU 主記憶體的規格。這裡二個案子也許比較容易說

明。 

Dell 這個案子在這個領域其實是蠻早的，一直都很有代表性也很

受到囑目，因為當初在 1992 年時，它參與 VL-Bus，電腦匯流排的規

格制定，那時候負責制定的 VESA 規格制定組織也要求參與的廠商都

必須清查有無專利可以涵蓋到打算要採取的標準。Dell 說該公司沒有

這種專利。在八個月後標準很快地獲得大家的採用，而且產品都出來

之後，Dell 才出來宣佈全都侵害到我的專利。FTC 就開始調查，調查

之後和 Dell 達成和解，作成和解判決（consent decree）。達成和解實

際上的效果是，這種案子、行為有因而被處罰的先例存在。但在 consent 

decree 之中，業者不會明白地認罪，可是它願意和解，就是它認為這

個訴訟它是沒有辦法贏的，或是沒有辦法撐到訴訟結束，所以和 FTC

達成和解。這是蠻早期的案件，在公開揭露的部分有不實的表示，後

來又出來主張，等於是用欺瞞的方式讓它的技術被標準制定組織接

受，然後藉由標準的制定讓它的專利被大家所採用。 

另外一個是去年的案子：N-Data。N-Data 其實是個 patent troll。

Patent troll 是另外一個最近很熱門的名詞，台灣其實很多廠商都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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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收過權利金。Patent troll 有很多，有網站在統計，至少有 100、200

家以上，Patent troll 其實它們技術、管理、訴訟的能力都很強，可以

看到哪些專利是有價值的，趁著價錢比較低的時候，也許是大公司沒

落了或破產了，它就去低價收購來，等待有一天就去收權利金。這個

案件是國家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以前也是很主要的半導

體製造廠商，現在在製造方面就比較沒落了，當初它有一個專利技術

叫 NWay，它是一個區域網路通訊的技術，區域網路二邊通訊多種技

術的其中之一。這個技術被 IEEE 採用，變成區域網路通訊標準其中

要用到的技術。當初國家半導體承諾，以後採用這個標準因而要使用

到這個技術的公司，每家公司只要付一仟美金就可以 lump sum 

paid-up，只要付一次權利金就可以永久繼續用。N-Data，是 patent 

troll，國內有翻專利蟑螂，它們其實比較像掮客，在市場狀況比較不

好時買進，屬於奇貨可居的生意人。N-Data 就向國家半導體把 NWay

買進來，而且拒絕遵守原本國家半導體答應的權利金的收取方式，它

要另外收取比較高額的權利金。這案子也被 FTC 調查，也被 FTC 逼

著和解。今年五月交大科法所請到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Ellis 教授

來公平會演講時，也有談到這個部分。N-Data 其實考量到整個訴訟費

用可能很龐大，所以願意先和解，這也立下一個先例。這二個案子，

前面 Dell 的案子，不遵守的是開始時的公開揭露的要求，在揭露這部

分做了不實的陳述；後面 N-Data 沒有遵守授權部分的要求，原本承

諾授權的條件後來沒有遵守。這二個在美國都有執法、被調查，最後

業者都必需要與 FTC 達成和解。這些和解裡面其實都會對業者有些

要求，像這個二案子都是要求這些專利權人以後不能夠再行使專利。

前面案子是 Dell 不能再主張專利，在 N-Data 部分，就要求 N-Data 必

需要繼續遵守國家半導體原本的承諾。這等於也是一項成功的執法。 

可是如果從嚴格的競爭法上來看，如果案子要打到底的話，競爭

法要成功地適用也不一定那麼容易。它有幾個東西要證明，這裡當然

是以美國法做基礎，也會回來看一下我們的法律。第一個你必需要先

證明：如果專利權人事先不依照 SSO 的要求揭露了專利，或是不答

應用 FRAND 或 RAND 的合理、無歧視的方式來授權。其結果是 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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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選擇它的技術做標準。因為必需要證明這一點，才會把它沒有遵

守這些要求和它取得標準所帶來的市場地位可以聯結起來，將因果關

係建立起來。可是問題是在很多現實的狀況下，有的專利權人它的技

術就是比較好、是目前現在技術水準應該要採取的技術。如果擺明了

不遵守這些條款，可能最後還是會選擇這個技術，甚至標準沒有制定

的話，市場最後還是自然會走到這個技術上面去。如果是這種狀況的

話，競爭法沒有辦法非難它，因為它的市場力量是基於它本身技術的

優越性而來，不是騙來的。雖然當初有不實陳述或拒絕陳述，可是這

和它後來取得市場力量沒有關聯，此時無法用競爭法來苛責它。 

這個狀況實際上就是我剛才講 Rambus 這個案子，就是出現這種

狀況。FTC 罰了它，然後 Rambus 上訴到 DC Circuit，DC Circuit 就說

那個技術是當時最好的技術，所以 FTC 沒有證明 Rambus 如果當時不

遵守 SSO 關於智財權揭露或授權的要求的話，SSO 就不會選其它的

技術。所以競爭法上的責任無法成立。 

我國公平法是要用哪一條？因為當初沒有遵守標準制定組織這

些要求，等於是騙了 SSO，結果你拿到了市場地位或是獨占的地位。

取得獨占地位這個行為，它在美國是 monopolization 行為裡面的一

種，就是 attempt to monopolize 企圖獨占，也就是一個原本不是獨占

者，但是市場佔有率是 40%，透過一個反競爭行為卻拿到 50%以上的

市場占有率，美國有針對這樣的行為來做規範。可是我國的話，比如

說在公平法第 10 條針對濫用獨占地位的行為，其實基本上看起來幾

乎都是針對已經取得獨占地位的廠商，在規範它們不能濫用獨占地

位。第一款規定不能阻礙其它事業參與競爭，第二款規定價格不能有

不當的決定。第二款可能可以用，但感覺不是那麼直接，在事後權利

金的訂定上沒有遵守當時的承諾，可是還不是直接針對取得獨占地位

的行為。第三款是交易相對人給予優惠，第四款是其他濫用市場地位

的行為。第四款看起來也不能用，因為必需要先有獨占地位才能濫

用。在標準制定過程當中，是關係到怎麼去「取得」市場地位或獨占

地位的行為。所以這個地方要引進國內，在公平交易法條文的適用上

也有困難性。當然有些學者主張公平法第 24 條可以去填補不管是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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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的部分或是不公平競爭的部分。可是第 24 條被用得太頻繁，

而且第 24 條本身可以控制其適用的要件內涵很少。如果要去運用的

話，怎麼樣去建立一個很嚴謹的適用程序和要件，也是另一個挑戰。 

在美國法上第三個要證明的是 specific intent（特定故意），就是

它們在刑法上要求一個比較高程度的故意。故意的內涵，是知和欲。

Specific intent，是要求對於反競爭的結果有知和欲。這樣取得獨占地

位的行為裡面，所謂 attempt to monopolize，這些行為人、專利權人對

於後面會取得這樣的獨占地位，透過反競爭方式取得，要有認知，而

且要有想要達到這個事情。這聽起來好像不是很難，因為要把專利技

術放到標準裡面，如果標準很有希望成功的話，那當然可以拿到蠻好

的市場占有率，看起來好像不是很難證明。這裡其實涉及到標準制定

參與的過程當中的一些內部情形。現在參與標準制定，很多公司都派

工程師、技術專業的人去參加，他對於公司的整個專利和技術間的關

聯不一定那麼清楚，對於法律可能是更陌生的。現在很多狀況是在標

準制定組織裡，當初去負責回覆說有沒有專利是和標準相關的人，常

常決定的層級不是很高，參與的技術人員看一看可能就填出去了，所

以常常有疏漏、疏忽的情形，和美國法上要求要達到一個較特定的知

和欲的狀態有點差距。第二個因素其實是專利的範圍都還有不確定

性，即使是自己家的專利都還是一樣，專利到最後會被詮釋成什麼樣

子？或是在技術變動狀況底下，專利的範圍是會變的。專利有效期從

filing 申請開始 20 年，專利說明書白紙黑字可能都不變，至少在發證

之後都不變，可是它實際涵蓋的範圍是會變的，有很多新發展的技術

可能會掉到你的申請專利範圍裡來，或是對於所用語句的理解會變，

所以專利的範圍先天有它的不確定性。因此這些欺瞞的行為能否推論

這些專利權人有這些故意，其實不能夠那麼直接地下定論，還是需要

一些更積極的證據。 

不過在我國公平法沒有這個部分，在美國休曼法（Sherman Act）

第 2 條原本是一個刑事規定，根本就是刑罰的規定，所以「故意」已

整合成是它違法的主觀行為要件、濫用獨占地位主觀的要件之一。在

我國的話，是三重責任，在刑事上面當然要去證明是故意，一般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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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去課予行政責任，因為現在第 10 條是用行為犯的方式來規定，依

照釋字 276 號解釋，基本上也是可以推定它有過失。所以這個地方可

以看到，世界上競爭法其實有和諧化（harmonization）的狀況，確實

是大的架構、違法行為類型、認定的方式，其實都蠻接近。可是細的

地方，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不是很能夠直接拼接在我國法上面。這

三個東西的證明，不是那麼容易，而且就算證明了，涵蓋範圍在美國

只限於獨占業者，在我國應該也是，因為第 19 條更找不出類似的條

文，要怎麼去動用第 24 條又要避免被濫用，其實也是更大的問題。

整個來看，用競爭法來規範標準制定過程當中沒有遵守一些專利上的

要求，其實不見得那麼好用，它的功能其實蠻有限的。 

另外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也是上次聖路易華大 Dorsey Ellis 教

授來台灣時有提到的，有沒有遵守這件事情，是否只是關係到這個市

場力量是給了誰？而不是關係到這個市場力量會不會出現？也就是

如果這個標準終究會制定，差別只在於採取誰家的技術，對消費者來

講，是否沒有影響？反正終究會有個技術出現，這個技術跟著這個標

準會達到一個獨占的地位，達到獨占的地位在市場上競爭的狀況就會

受到一定的限制，這個和誰是這個獨占者、誰取得這個獨占地位，對

消費者來講沒有影響、沒有差別，會不會這樣子？如果這個樣子，有

沒有遵守 SSO 有關專利權的要求，好像都變成對市場競爭沒有影響。

這個是一個更根本、更有挑戰性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也不能這樣一概而論。第一個你如果當初都老實地揭

露的話，標準制定組織說不定可能會選擇在 public domain 的技術，他

可能不是整個技術標準都能用公開、沒有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技術，因

為總是要用一些比較先進的技術，可是在裡面有一些部分是會用一些

已經沒有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技術的空間，尤其現在有些人是放棄智慧

財產權保護的技術，像是 IBM 有些技術出來，它不想用，但也不想

讓競爭對手取得專利權保護，它都選擇把技術公佈。而公佈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在網站上公佈，有一種是去申請專利，申請之後不延續下

去，只是申請而不繳費，只是在專利單位留下檔案。所以說有時候還

是會有一些空間，不是說標準制定就一定選到一個有專利保護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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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第二點是，就算說標準制定都會選擇到有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技術

好了，重點在於你遵守標準制定組織的要求的話，事實上你的市場力

量是被控制的，它是一個 informed consent，大家在做決定的過程當

中，都知道未來可能要付出一些代價、對於授權的條款也都有一些要

求，要求要合理或是不歧視，當然何謂合理的條款？何謂不歧視？還

是會有所爭議，那標準制定組織是不是能制定更清楚的規範在裡面？

這部分仍有待討論。有些人是認為應該可以訂整個權利金的上限標

準，所有的專利在這個產品上面比如是 5%、3%，可以訂個上限。有

的學者認為不行，這個在公平交易法上會構成所謂的集體杯葛，或聯

合議價的問題，會有蠻高違反聯合行為的可能性。這其實有一些不確 

性，可是遵守有關授權的要求，相當程度是要達到控制它取得獨占力

量的目的。所以，有遵守，它取得的市場力量是被控制的；沒有遵守，

其實它是沒有控制的市場力量。二者有點不同。 

這個部分總括來講，第一點，如前述要用競爭法來規範這類的行

為，其實有它的困難性存在，所以可以尋求其他的法律基礎，比如契

約法，因為這些要求在參與的會員當中其實就是個契約，要求揭露卻

揭露不實，就是一個違反契約的表現。在專利法也有一些相關的基礎

可以主張，比如衡平禁反言（equitable estoppel），另一個比較難構成

的，implied license（默示授權）。不過可以用多種工具來搭配，來對

它做一個比較好的規範。第二點在美國來講，雖然此部分規範比較困

難，可是在新的民主黨政府來講這個地方可能會加大力度。美國現在

的民主黨政府相對於之前八年布希政府執政時期，在競爭法的執法上

轉趨比較強硬，從新任的執法機關首長的最近一些談話可以看得出

來。 

以上的情形在 N-Data 這個案子實際上就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N-Data 案雖然是在布希政府時就做成，但布希政府後期 FTC 的五個

委員，其實有三個就是民主黨的，現在在民主黨的狀況底下繼續延

續，而且民主黨的委員升上去當主委，所以他們的路線會繼續被貫

徹。裡面一個重大的差別是在於說，這個案子用的條文是 FTC Act（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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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這是 FTC 主要可以動用的實體規範。

這個條文傳統上一般的看法，第 5 條規範的範圍，和美國另外二部競

爭法－休曼法、克來頓法，規範的行為是一樣的。那二部法裡沒有規

範的行為，FTC 第 5 條是不能夠處罰的；競爭的部分是這個樣子。FTC

第 5 條其實還有另外一部分是針對 Unfair Act of Practices 以及

deceptive practices，那在消費者保護和不公平競爭的部分，那當然是

FTC 獨特的領域。可是在限制競爭這個部分領域來講，原本認為 FTC 

Act 第 5 條的範疇，和另外二個法是一樣的。可是在 N-Data 這個案

子做成決定時，FTC 多數意見明白地說這個案子實際上沒有達到休曼

法第 2 條的地步，可是這個案子還是認定它是違法的，因為這個地方

有可能對消費者有損害，權利金會上漲，整個產品的價格都會上漲。

另一方面對於社會來講沒有相對應的好處，沒有促進技術的進步，因

為 N-Data 本身是個 patent troll，atent troll 本身是不做研發的。然後標

準有所謂的 Lock-in 的效應，你用了這個標準沒有辦法很容易去轉換

變成其他的標準…等等，所以還是認定這是一個違法行為。 

這個地方等於 FTC 把它的職權範疇再往前推了，對於規範標準制

定相關的行為當然會有幫助。可是任何的擴權行為也都會有它的危

險，可能會流於不嚴謹，或有些原本不該規範對市場影響沒有那麼大

的，或是一些只是契約上爭議的行為，都會被納進來變成競爭法上的

問題，其實都還有待斟酌，這是最新的發展。以上就是我的報告，謝

謝各位！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吳佩娟紀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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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私部門劃分到公私夥伴關係－ 
對公私法劃分的挑戰 

講座：台北大學法律學系陳副教授愛娥 
日期：98年 9月 8日 
場次：9811-216 

 

首先感謝蔣參事的介紹，也感謝大家的

參與。訂這個題目，如剛才蔣參事提到的，

要尋找我自己了解的領域，然後因為是在公

平會的競爭中心來演講，希望跟公平會的業

務有關聯性，但是我又希望此議題在這場合

提供給相關的只要有興趣的先進都可以來

參加，訂一個比較大的題目，對所有先進都有些收穫。其實基本上是

要做一個大方向上的反省，我認為這是所有當代社會的公民都可以來

思考，這牽涉到一個我們身在其中，但是未必會以清楚的視野來觀察

的演變。換言之，此題目牽涉到得是大概二十幾年來，國家或是比較

窄範圍的行政角色顯然發生的重大變遷。國家擔當的角色或行政擔當

的角色，或者是因為社會條件變動很大，或是人民對國家跟行政的期

待跟以往的不同，都是導致變遷的主因。例如近二、三十年來政治方

面的民主化歷程、經濟上全球化的發展，其實都跟以往大概五字頭的

年紀的人所處的環境有很大的差別。在這樣的情況下，以規範行政為

職志的行政法勢必要有所調整。因為行政法要規範的對象是行政，而

行政在大的環境條件已經有大的變動，行政法的制度構想卻維持不

動，這會是很奇怪的事情。行政法要規範的對象既然有所變遷，行政

法的制度也應該有相對應的調整。我選其中一項可能必須要正視的大

議題來談論，也就是公法跟私法的劃分。其次要提到，因應國家或行

政角色變遷，行政法制度應該相應調整，就此有很多面向可以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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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特別談論公法跟私法的劃分？原因很簡單，就是要關照到剛才

提到的，因為是在公平會競爭中心演講，希望跟公平會的業務有些關

聯性。這是什麼意思？因為公平會要規制的是市場，這就是根本的出

發點。因為傳統公法跟私法的劃分就建立在國家跟社會的劃分之上，

市場屬於社會的場域，也就是市場是受私法規範的。但是此邏輯，整

個的想法建立在國家與社會要劃分的很清楚，所以在公法跟私法也劃

分的很清楚的前提上。亦即，公平會有關公平交易的規範對象是市場

而不是國家，但是這個邏輯建立在國家與社會能夠劃分清楚的前提

上。但是這個前提卻未必存在。舉例來說，我國政府採購法的主管機

關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但是德國在政府採購的法制是放置在不

正競爭防止法，就是政府採購其實被放置在不正競爭的防止，強調公

開競爭的法制來規範。關於政府採購是不是整個被當作一個市場來規

範？只要有參與政府採購相關的業務的人都了解，政府採購有點難

做，為什麼？因為一方面政府採購法建立在要對整個市場開放的立

場，但是又考量到這是政府在採購不是民間採購，政府採購有一大堆

的公部門的考量，所以政府採購好像應該受市場機制規範，又因為是

公部門採購要受到公法的約束。這就非常清楚地突顯，以往我們想像

的公部門跟私部門劃分的很清楚，所以公法是規範公部門相關的作

為，而私法是規範市場、社會的行為，這樣的基本邏輯在今天恐怕不

是能完全適用。以上是先向各位先進說明，訂這個題目的理由。簡單

地說，在這個場合談公法跟私法的劃分的考量，這個問題跟我們現在

所處的社會、很多國家的作為密切相關。我們很少從大的角度來觀察

這個事情，我覺得是不太對的。至於細節的部分，舉例的時候當然會

去提到，希望指出的是大的發展方向，就是事實的發展方向與法制上

面的配合之間互動的關係。此外，不希望都是我在講，也希望演講結

束時，也許因為講的不夠清楚，或者是說也許我講的夠清楚，能夠引

起先進許多進一步的討論、回應，預計至少留半個鐘頭的時間跟各位

交換意見，就今天的題目或相關聯的其他議題提出討論。這是先跟大

家說明時間安排的情況，後續跟先進說明這個題目。 

首先，題目訂的是『從公私部門劃分到公私夥伴關係』，表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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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走向看起來已經走向公私夥伴關係，跟以往的公部門是公部門，

私部門是私部門的情形已經不一樣。然而，何以如此？為什麼會走到

「公私夥伴關係」？我們中文有個特點，就是把事情優美化，然後把

問題掩飾。「公私夥伴關係」一詞聽起來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像

裡面不太會有什麼問題。其實不然。但是為什麼會往那個方向去走，

當然就是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何以會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有些發展的

歷程。就這部分，前幾個禮拜跟一位公共政策學者碰面，正好談到公

共行政學理上面的發展，我覺得受惠良多。他提到公共政策或者是公

共行政之理念目標的遞演，歷經幾個歷程，跟我們相關聯的是 80 年

代的新公共管理，到 2000 年以後叫新公共服務。以他們用的詞彙，

對學法律的來講，聽起來似乎沒有什麼不同；「新公共管理」跟「新

公共服務」實在從文字上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但他是專家，明確告

訴我，1980 年代的新公共管理是強調效率，強調公部門要向企業學

習，要像企業一樣講究效率，這是 1980 年代以來的新公共管理，他

舉了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柴契爾夫人，一個是雷根總統；基本上就

是希望公共行政的作法跟企業部門的管理接近，強調績效成果。相對

於此，2000 年以後的新公共服務就不是只強調效率，還強調多元價

值，強調公民參與、公民社會，不能只看少花錢，也還有其他的公共

價值要追求。我很感謝他說明這一塊，原來如此，要不然只是從新公

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的詞彙，實在難以確切掌握意涵上的差別。其實

很想跟他說，公共行政學者在選擇用語的時候，也應該留意，怎樣用

語言精確表達出來想要表達的重點，而且讓人家一看就能夠了解，而

無待再進一步的解說，這本身就是一個本領。但是不管是新公共管理

的強調效率，也就是強調要引進企業精神，跟新公共服務的強調多元

價值跟公民社會，其實都強調私部門進來參與公部門的事務；也就是

公私部門合作，不管是在新公共管理的階段還是新公共服務的階段其

實都會發生，就是公部門要如何援引私部門的一些活力經驗。此外，

私部門包含所謂的第三部門，比較精準的講，除了營利部門以外有非

營利組織（所謂的 NGO），就是第三部門如何與行政合作，尤其是在

新公共服務的階段會特別強調。譬如強調志工服務，應該怎麼樣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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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的部分也是新公共服務階段的表現，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發展

情況。但是就我這種學法律的人來講，這兩個發展都涉及從不同的角

度來要求公部門不要閉關自守，公部門也應該跟私部門合作才能更好

地達成所謂的行政任務。這就引進到我們現在要說的，不管在 80 年

代或者 2000 年以來，公部門自己完全靠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力量來

執行公部門被賦予的任務這件事情已經慢慢淡了。公共任務尤其是國

家任務、行政任務的執行需要跟私人合作來一起達成，不管是為了強

調效率，還是為了要強調引進其他第三部門的合作或其他多元的價值

都一樣，總之都促成了公部門在執行公共任務的時候去引進私人的力

量，叫做公私夥伴關係。 

老實說，法學的特色是：一旦講到公私夥伴關係，首先要確定如

何理解此一概念，確切的加以界定，然後從這個被界定清楚的概念去

發展、演譯出進一步的結論，這是法律科系的人經常做的事情。但是

在此引述一位德國學者 Schuppert 教授的說法。他是我的德國指導老

師的大弟子，其實也就是我的大師兄。他寫了兩本書，都快要一千頁，

一本是國家學，另一本是行政學。他是學法律出身的，但是他討論行

政法不叫行政法後卻講行政學，在某一種程度是表示，只是談法律已

經不足以回應這個時代的要求，即使是在談法律問題也必須要把行政

學的角度放進來。他在討論要怎麼樣去定義公私夥伴關係時提到，這

樣的嘗試就是把布丁釘在牆上；大家直接想想看這句話的意思，布丁

要怎麼釘在牆上？一定會掉下來，因為太軟。明確地說，恐怕是沒辦

法下定義。然後他提出對公私夥伴關係的暫時性操作概念。也許應該

跟大家說一下，法律人認為，法律技術性的概念跟暫時性的操作概念

是不一樣的。法律技術性的概念是要件要一一清楚，因為要件一一清

楚、檢視具備了以後，才能夠得到具備這些要件時的法律效果。有就

有，沒有就沒有，就是這樣的情況。暫時性的操作概念基本上其實是

具啟迪性的概念，只是大概說明我要描述的是這樣的狀況，沒有辦法

直接從這個操作性的概念推論出來發生的效果，這就是這兩種不同概

念的差別。 

Schuppert 教授依據他提出來的暫時性操作概念，認定公私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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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有幾個要件。第一個要件：公私部門交錯的執行公共任務，這樣說

法很抽象，這是為了預留空間，我們後面會提到，公私部門交錯的執

行公共任務的安排都被叫做公私夥伴關係，為什麼要講的這麼抽象

呢？因為這樣的界定足以保留足夠的彈性來涵括各種各樣完全不同

的公私合作的態樣，會有不同的問題所以要有不同的處理，均是公私

合作達成公共任務的安排方式。 

第二個要件：雖然是由公部門跟私部門一起合作達成公共任務，

但是公部門有公部門的邏輯，私部門有私部門運作的邏輯，他們一起

合作來做一件事，卻各自有各自的邏輯，這正是安排公私夥伴關係最

困難的地方。公部門不管如何運作都要追求公共利益；而私部門尤其

是營利性的公司，始終以追求利潤當作目標，例如公司法對於公司的

定義就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社團法人，營利是它的天職，賺了錢以後會

不會去作慈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公部門並不以營利為目的，但不表

示不可以賺錢。例如公營事業就要營利，但是公部門之所以會創設公

營事業自有政策上的考量，兩者並不相妨礙。但是現在主要的困難是

公部門結合私部門的力量，公部門期望達到公益的目標，但是私部門

跟公部門合作不是只為了達成公益，它是想要獲利，這是運作邏輯困

難的地方。公部門跟私部門的合作不是只有跟營利性的私部門合作，

當然也會跟第三部門合作，第三部門未必以營利為目的；但它同樣有

多元價值的想法，Schuppert 教授認為良善的狀態、公共利益，跟行

政部門所認為的公共利益未必一致，也會有矛盾跟衝突的地方，這個

部分正是在安排時最困難的。最困難的點還是在公部門和營利部門合

作的時候，怎樣一方面借助私部門的力量來達成公部門界定的公益的

目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不能讓私部門合理的獲得利潤，它也不會來跟

你合作的，這中間應該如何拿捏，其實就是公私合作的法制安排最困

難的。也許應該一開始就跟大家說明的，從公私部門合作這麼抽象、

這麼高的層次就得出結論，要討論如何安排這個法制才能確保各自的

運作邏輯大概是做不到的，要做很大程度的類型化，就是何種類型的

公私部門合作要安排怎樣的機制，另外一種類型應該要放怎樣的機

制，才能一方面確保私部門得到合理的利潤，公部門又能夠確保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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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達成。 

第三個要件就是剛才提到的公私部門合作的運作的邏輯：要使公

部門跟私部門的參與者它們的利潤、利益得以並存，所以要得到大家

想要的才能夠持續在一起。現在的問題：如何確保大家在這個合作關

係各自得到各自想要追求的，必須安排，這個安排的責任通常不在私

部門，安排的責任通常都在公部門，這才是關鍵。亦即公部門跟私部

門各自有各自要追求的利益，但是兩方的利益都要並存，都能實現才

能確保這個方案能夠順利達成，但是要設計讓雙方的利益都能夠獲得

維持，這個的設計的責任主要落在公部門身上，因為通常是公部門發

動、安排；因此，如果安排失敗的話，通常公部門就要承擔很大的責

任。大家看無數的 BOT 案，很多都被罵慘；個人認為，基本上不是

細部的執行問題，而是規劃的問題。舉例說明，關於高雄捷運，曾經

聽過真正的專業人士說，高雄捷運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人。如果是這

樣的話，就不能叫做成功。只是車子會開，沒有出軌、沒有故障，還

不能叫作成功，尤其在 BOT 案裡財務規劃是很重要的，這是一個例

子。第二個例子是高鐵的例子。高鐵是不是成功，稍微懂 BOT 的人

都知道，這叫作固不待言。不是只要高鐵沒有出事就叫作成功。高雄

捷運跟高鐵均不能叫做成功的 BOT 案。為什麼呢？因為從規劃階段

就錯誤。為什麼？因為 BOT 案基本上應該要由私部門承擔主要的興

建責任，尤其是財務主要應該由私部門來承擔，結果我們公部門居然

承擔了大部分的責任，至於是直接付錢的方式還是保證的方式不重

要。這部分來說，高鐵無論如何都不怕，反正興建的錢主要不是它出

資的，關鍵就在這地方，就是規劃階段的問題。不是沒有弊案或者沒

有判刑的問題就叫成功。不是的。整個的方案叫作成功是這目標有達

成，而目標絕對不是車子不出事而已。關於規劃的部分，我們行政部

門基本上還停留在個別處分的階段，還不太會訂定契約，更不太會作

計畫，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我們行政部門不太會作計畫這件事，從國

家考試行政法科幾乎不太考行政計畫可以看出；假使沒有演練過，要

出實例題都困難。我們已經進展到這個階段，不會訂定契約、不會作

計畫的行政部門是不行的。這個部分是關於公私夥伴關係的主要的要



從公私部門劃分到公私夥伴關係－對公私法劃分的挑戰 

•152• 

素。 

剛才跟大家一再提到公私夥伴關係指涉公、私部門交錯執行公共

任務的各種安排。到底有哪些安排呢？就此應該提到，我的德國大師

兄 Schuppert 教授受德國聯邦內政部委託作的一個研究計畫案。這個

委託研究的標的非常明確，也是我覺得應該學習的地方。委託

Schuppert 教授研究的是：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的行政契約法制在公

私夥伴關係的發展之下還合用嗎？當初制訂行政契約法制是老舊

的、經歷很久爭論終於在 1976 年制訂下來的法制，但是 80 年代以後

公私合作有很大的發展之後，基於之前經驗制訂的行政契約法制跟今

天大量公私合作的情況已經不同，那時的行政程序法關於行政契約的

條文還夠應付我們現在這麼多情況嗎？所以就請 Schuppert 教授研究

這件事。聯邦內政部找了兩位學者針對這個議題作研究，整理了公私

合作的各種態樣，之後提出聯邦行程序法裡面的行政契約章到底要不

要修改？要怎樣修改？是大改還是小改的建議。後面在最後的結論裡

我們會再提到這個問題。順便跟大家提到，我一直在推銷德國這一種

預備修法的方式。關於我們國家行政法案的修法我有些機會及經歷，

我們的各部會的作法通常都如何呢？組一個委員會，然後找十幾個專

家開好多會議，然後今天這八個專家來，下一次兩個禮拜以後另外這

七個專家來，把這法律從頭到尾讀完，然後推出一個修法版本出來。

這是沒有策略、政策方向的修法，這是不對的。就是因為沒有政策方

向，而且每一次都是折衷的結果，折衷的專家還不見得都一樣，因為

不保證大家每一次開會都能出席，這樣的修法沒有專家能負責。我一

直建議的是，準備是為了什麼目的、要修什麼法，然後把這一件事情

委託給一個、兩個專家，請專家好好研究，並拜託這段時間不要管其

他的事，專心做好這件事，之後拿研究成果當做基本的方案，對外徵

詢意見，這些意見再回饋給專家，請專家再整理，這樣就責有攸歸，

也會有個統一的方向，可能比較好。如果怕專家太獨斷，兩個專家就

夠了，但是請了 10 個、8 個專家參與，這不會是一個好的作法。我參

與很多會議，但是我每次都批評這不是很好的做法。 

總之，Schuppert 教授接受委託做了一些整理，這個整理對我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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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反省性，原來公私合作可以做到這種程度。Schuppert 教授依照

制度化的程度高低來觀察公私部門合作有正式與非正式的合作。首先

談到非正式合作的情形，所謂的志工，志工的運用在各部門，在私部

門也有志工，公部門也有些志工的情況。私部門運用志工有其機制，

比較不會是問題。關於公部門的運用志工，先前提到的行政學學者提

到，說我們（行政學學者是警察大學出身的）警政主管機關要求現在

我們要推志工服務，上面交待，下面就要找到多少志工，之後回報上

面有達成任務。志工服務工作後來就變成湊人數，完全都喪失了志工

是基於志願服務、基於高興而且因為是志願來的，然後有不同的活

力、想法等等，大概都蕩然無存。這類的非正式化的合作該有的彈性

就應該賦予，可是在我們這很容易就進入到公部門的機制，公部門的

窠臼，其實志工服務可以算幾個小時、可以給多少錢，只要講到錢馬

上就有一大堆規定要出來；因此，就和我們強調志工是基於志願服務

的性質差很多。至於志工重點在於激勵，不在於管理。關於非正式合

作的樣態很多，大部分學者專家都參與非常多行政部門的非正式的合

作。學者專家去參與、協力幫助公部門和委員會這一類事情，參與到

什麼程度？影響到什麼程度？恐怕是一言難盡。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太

一樣。例如依我的個性如果在場的話，就會認為對的意見一再澄清。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是這樣。可是只要我不在場，下次開會確認會議

紀錄的時候，我一定不會講話，這是一個尊重，既然未出席，人家在

確認上次的會議記錄，你有什麼立場發言呢？可是有時候就會看到我

的同事，上次沒來，人家會議記錄確認時，卻又說這個意見怎樣。總

之，大家的做法不太一樣。不過，重點是：我們這些學者專家可都沒

有什麼民主正當性。公部門到底多少事情是聽了這些學者專家的意見

而作決定的，從外觀上面來講，學者專家是完全不負一點責任的，因

為意見是僅供參考。但是學者專家參與、公部門去採納他的意見，對

於權責劃分的拿捏分際似乎沒有那麼清楚。我們就經常聽行政機關說

尊重每一位學者的意見，但是不想聽他的時候就說，只是諮詢而已。

我曾經經歷過最有趣的情況，也跟這議題有關，稍微提一下，針對

ETC 案，也就是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把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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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最優申請人的決定撤銷。甄審決定會選出最優申請人、次優申

請人，之後再依序議約。為什麼要有次優申請人呢？因為與最優申請

人可能議約不成，還要再找第二個順位。所以甄審、議約、簽約是不

同的階段，所以不會因為甄審決定契約就成立；而 ETC 案子的訴訟

標的，是否撤銷最優申請人的決定？我記得吳澤成先生當主任委員的

時候，被交通部拜託邀請學者專家來討論要如何善後。那時候他問了

一個問題：會不會因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最優申請人的決定就使

得高工局跟遠通簽定的合約無效？就此，我提到甄審決定是一個階

段，簽訂契約是一個階段，契約是雙方當事人就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

示合致就成立；如果要講撤銷最優申請人的決定可能影響契約的效

力，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是甄審決定本身一下決定就使契

約合致，就是來投標叫作要約，甄審決定就是承諾，契約就合致，現

在承諾被撤銷，這個契約就不存在。但是我們這個案子的發展看起來

顯然不是這種情形，因為甄審決定只是選出最優申請人，然後我還要

跟你議約的，之後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契約才成立。第二個可能

性是：因為最優申請人的決定已經撤銷，契約如果未解除是違法的；

這個可能可討論，但是我說這也不對，為什麼呢？因為促參法對這個

地方沒有講的很詳細，但是政府採購法有講，（促參法有些地方要比

照政府採購法辦理），政府採購法有講就算招標、審標、決標的過程

有錯誤，但已經決標給廠商，之後已經簽約，基於公益的考量，公部

門還是可以跟廠商繼續維持契約關係，不一定要跟它解約。所以也不

會因為撤銷最優申請人的決定法律上就當然一定要跟廠商解約。後來

我收到會議記錄，上面寫著：關於契約還是不是有效，依照陳教授的

意見寫成白皮書來說明。怎麼會這樣呢？通常學者諮詢意見只是發

言，結論當然還是要由機關下結論。這些例子主要在於凸顯：公私合

作即使是這樣的非正式合作的情況都會發生權責劃分的問題，權力在

誰那裡，責任在誰那裡，一旦有這樣的機制就會有權責不清楚的情

況。個人認為在前述的情況，權責很清楚，學者只提供諮詢意見，責

任在行政機關，因為是行政機關要決斷，但是其實我們這邊的做法還

是經常把責任推給被找來的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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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合作的方式，經常看到的就是合約；簽訂契約就會一大堆的

問題。這個契約到底是行政契約還是私法契約。是行政契約又如何？

是私法契約又如何？難道行政機關簽訂私法契約就可以為所欲為

嗎？政府採購法簽的合約是私法契約，沒有爭議。財物採購、勞務採

購、工程採購的合約都是私法契約，所以如果履約爭議調解不成立的

話，要不然就去仲裁，走民事法院的途徑。因為是私法契約，在調解

時只要雙方高興就好嗎？這部份真是一言難盡。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

政府採購法修法通過第 85 條之 1 規定，工程採購事件假使已經出具

調解建議，因為機關不同意而調解不成立的話，機關有義務同意廠商

仲裁的要求。仲裁本來要基於雙方和議，政府採購法為什麼只規定工

程採購必須強制仲裁？此外，還有財物採購、勞務採購，為什麼作法

不同？我代表台北市採購申訴會出席「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修

法後應否出具調解建議的座談會。我的立場是：哪有強要委員提出建

議的呢？委員提出調解建議是因為可能可以促成雙方和議才提出建

議，如果雙方完全沒有合議的可能，而且機關不答應也有它的道理，

實在看不出來為什麼要強迫機關這樣做。所以我的發言就是不可能，

這是調解委員的權限，應該要斟酌個案的情況來決定要如何運作，沒

有理由為了要強制行政機關仲裁而硬擠出調解建議。之後我參與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採購申訴委員會會議，因此有機會充分體會行政

法學者與民法學者的差別。依據民法學者的想法，履約爭議調解只要

雙方同意就好；此外，單純為了履約爭議（例如驗收不合格、不履行

保固責任、因可歸責於廠商的事由而解除契約等）將廠商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就是給廠商停權，似乎並不合理，偏惠一方。但是整體看來，

假使機關可以簡單地拒絕不履約的廠商，拒絕它來投標，自然可以不

採取停權的措施。然而，機關不像私人無法在未經停權的情況單純拒

絕廠商。強迫機關原則上要公開招標，符合基本的條件就可以來投

標。如果廠商履約進度嚴重落後，歸責於它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機

關要如何有效率地達成採購目的？亦即，要完全依照民法規定，來想

這個事情實在沒有辦法；因為整個的架構不完全一樣，至於停權是不

是一個好方法呢？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看事情不能只看一個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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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跟大家說明關於簽訂合約的問題，主要是跟大家提，就算是私法

契約也未必沒有公法拘束，這是必須確定的。為什麼呢？因為公私部

門的合作簽訂的是私法契約，即使可以調解，但是依調解結果要給付

的錢終究是公帑，不是每個機關自己的私庫說願意就好了；大家只要

想，有時候是機關同意，之後審計部再來查察，多的是這樣的情況，

甚至有些作出調解建議，調解已經成立，依調解建議來運作，審計部

繼續來查察。可見完全依照私法的想法的邏輯來看待這個私法契約是

不太容易的，這是關於契約的部分。 

另外特別值得跟大家提的例子，德國對公私合作可以作到什麼程

度。德國的鄉鎮就是地方自治團體，我們的鄉鎮市也是地方自治團體

（實力與資源是有限），但是德國的鄉鎮是地方自治團體的主軸，這

是不太一樣的地方，總之它們也要負責鄉鎮、都市經濟的發展，絞盡

腦汁來考慮這件事，最後認為經濟發展最利害相關的不是就是這些行

業嗎？不是就是這些公司嗎？它們應該最有點子；與其公務員坐在辦

公室裡面想，未必想出好點子，還會被罵。於是十幾個小鄉鎮結盟出

資成立一家公司，公司的任務就是要規劃怎麼提昇這個區域的經濟發

展。在此，公部門出資百分之五十，邀集業界也出資百分之五十。運

作的方式就是開股東會決定方案，在股東會討論，以行使股東權的方

式來決定，怎麼提昇區域的經濟發展。一旦股東會作出這樣的決定，

相關的公部門就照著這個來執行。這樣說應該可以了解，就是把經濟

發展行政任務，當作說公私部門可以合作的對象，而且合作的方式也

非常有趣，竟然是雙方的人員結合在一起，就在這個組織密切的互動

合作得出大家共同認同的方法，我覺得值得推廣的。以前，即使留德

的人也都批評德國民營化不夠徹底。許宗力大法官是我在台灣的大師

兄，也是留德，在德國也跟我同個老師，一直都覺得我太德國化。他

擔任大法官之前常批評，關於民營化、行政改革，德國沒有像美國走

在前面。但是事實證明不是這樣。有一些新的理論等等也許是美國提

出來，依我對德國的認識，它們的想法是沒有必要變動就不用變動，

但是需要變動也不會怕，我認為這才是對的態度；因為變動終究是要

付出代價的，但是既然有必要要變動，就來變動吧。我不認為它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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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改革的。如果需要公私部門合作大家就來合作。德國的 BOT 案從

哪個時候開始比較多呢？1990 年東西徳統一以後，BOT 的整個要求

與條件是成熟的，為什麼呢？因為以往它們認為重大基礎建設、公共

建設這是國家應該拿國家的預算蓋的，為什麼需要引用民間活力然後

再授予特權？不需要！可是如果像東西德統一以後，德東地區四、五

十年來的交通的建設整個落後，基礎設施有問題，柏林必須馬上趕快

建設，因為已經決議要把柏林當作首都，所以就大量地 BOT 案。曾

經看過德國一個案例非常有趣，把整個德東的交通設施要如何重建，

就是如何更新的規劃，當作一個大的規劃案來招標，就是整個規劃的

事情來招標，開的當然是國際標，要給人家適當的費用，因為只能一

家得標，但是參與規劃競標本身就很花錢，所以即使沒有得標的廠商

也應該合理補貼費用，這樣廠商才願意競標，競爭才比較多，也會挑

到好的廠商，如果省那個小錢，不肯花這個錢來吸引廠商來競標，競

爭者非常有限，最後得標的也不見得會是一個好的方案，這是策略的

問題。規劃案決標之後再來處理工程案，也採取公私合作的模式。有

一段時間大家說，全世界的起重機都開到柏林去了。何以在此必須公

私合作？因為依平常編預算的方式沒有辦法快速到位，技術跟財務都

不能符合需求的快速到位，所以他們在那一段時間就作比較多的 BOT

案。不是像我們，既然人家都說作 BOT，我們就來作 BOT。這個部

分是跟大家分享公私夥伴關係的各種可能類型。 

進一步說明公私夥伴關係對行政法制的影響。第一個影響主要就

是責任分配的問題。剛剛其實隱約跟大家提，一旦有公私合作就會有

推諉卸責、爭功諉過的情況。我們的 BOT 案例真的是一言難盡，不

知道我們的公部門能有多大的改進。我一直都很感慨就我們公部門都

是省小錢花大錢。舉實際的案例。污水下水道的建置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我們的決策經常一窩蜂。眾所皆知，污水下水道的建置在進步國

家本來應該要提早設置的，我們實在是太慢。據說台北市全台接管率

最高的，大致是七成到八成。先進一定會覺得，什麼是七成到八成？

算法包含數字遊戲：台北市的總人口數初步可以確定，但是有多少戶

人家這就不確定，用 3 個人算一戶，還是 4 個人算一戶，算出來的戶



從公私部門劃分到公私夥伴關係－對公私法劃分的挑戰 

•158• 

數就不太一樣，但是接管的數目是一樣的。據說我們的接管率是高估

的，認為這樣的狀態不行，要在各地方都去辦理，所以宜蘭羅東也要

辦理。宜蘭縣政府邀請我當甄審委員，參加叫甄審委員（甄審分兩階

段，第一階段是決定招商文件的內容，第二階段就來甄審選出最優申

請人與次優申請人）。在第一階段，參與的甄審委員們在回程火車上

聊天。其中工程專業委員就提及，這些案件將來一定會有履約爭議，

因為就他的了解，關於實際施作污水下水道的下包廠商根本不足，工

程專業人員心裡有譜，同時根本作不了這麼多，但卻同時發包，然後

是幾乎同時承做作，滿足了那邊就沒辦法滿足這邊，所以履約一定會

遲延。即在招商階段、審招商文件的階段，技術人員就已經知道的情

形，可是我們卻就這樣子走下去，為什麼呢？因為技術人員認為，可

能發言也沒用，只會被罵而已，所以大家就不發言，就準備以後履約

爭議調解；真是不可思議。 

讓我們回到權責劃分的主要問題上：國家應該要怎樣擔保在公私

合作的情況下，確保公共利益的實現？這基本上牽涉到：現在必須倚

賴、透過跟私人合作來達成公益目標，不再是讓公務員來作差別何在

呢？因為交給私部門，督促私部門達成公益的結構、手段，和督促所

屬公務員的作法截然不同。 

公部門對參與合作之私部門的控制必須透過制度規劃、設計。例

如故宮南院的事情，以前的副院長被收押。我經常說，叫文史人負責

這個事情真得是害他。故宮的前副院長江兆申先生，字寫的很漂亮，

書寫歐陽詢的書法，畫也很出名，據說因為他當過很長時間的文物保

存處的處長，可以直接看到真跡，所以對他的藝術非常有幫助，但對

公開招標、乃至促參法等等顯然會很陌生。再舉例來說，財政部假使

要蓋大樓，也無法由財政部的人員來負責，因為非其所長。龐大的工

程、規劃，財政部的人員連設計也不會，所以經常至少要發兩個包，

第一個是設計監造，其次是工程標。再進一步來看，設計、監造該不

該分開？這是有爭議的。因設計跟監造一分開，一定有的吵；假使工

程執行出現問題，到底是設計的錯？或是監造的錯？還是施工的錯？

介面太多了。總之設計跟監造一定會分包出去，這個通常業主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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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其實就是施工廠商。就這兩個部分，業主規劃整個架構，藉此確

保蓋的辦公大樓不會出事情；整個要靠制度去管控。舉個例子來說

明。假使監造與施工廠商之間沆瀣一氣，監造對於施工廠商的偷工減

料加以掩蓋，整個業主、監造、施工廠商之間的三角關係，業主倚賴

監造監督施工廠商的關係就都破滅，這是結構的問題，結構不能破

掉，結構一崩壞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在德憲法學以往談國家對人民有

基本權保護義務，主要談得是：像胎兒無法保護自己的生命，這時候

國家透過法律，例如規定墮胎罪或者規定一些機制讓父母即使有困難

也不會墮胎，幫助他，用這樣的方式來保護胎兒的生命。在公私部門

合作了以後，所謂的國家基本權保護義務的討論重新又起來，為什麼

呢？因為大家考量到，國家愈來愈把跟我們人民生活有關的事情都交

給私部門去運作，私部門是追求營利的，如果國家不承擔起責任安排

好管控的制度，把責任交付給私部門的時候，沒有安排制度來確保私

部門不致為了營利而影響公益，尤其是後面我們還會提到的委託私部

門行使公權力的情形，假使都不去管理，換成私部門對我們行使公權

力，它又不是公務員，也還沒有考績制度，也不會被記乙等、丙等這

些人事管控制度的話，就無法確保人民的權利不受侵害。 

這是跟大家提到的，關於公私夥伴關係行政法制的第一個面向的

影響，也就是公私部門權責劃分的問題，更精確地說，是要求公部門

在公私合作的情形，必須安排適當的機制來確保，讓私部門參與行政

任務然後不會出問題，不會影響公益？有很多層面。最後一段我們會

提到，有整個制度安排、規劃的考量，從如何選擇參與合作的私部門？

合作契約的條件怎樣訂定確保私部門得到該得的利益，但是也不能影

響公益？最後，即使私部門的執行出問題，有什麼機制可以確保不會

因此導致行政任務停擺？例如只要政府機關辦理促參法案，就規定主

辦機關必須訂定接管辦法。不過就我所知，我們有些促參法的主辦機

關卻是在 ETC 案出現問題，才急著訂定接管辦法。總之，公私合作

歷經幾個階段，有每個階段該有的安排。這是在公私合作時，國家必

須承擔的規劃與擔保的責任；國家所負的不再是執行的責任，未必要

從頭到尾執行，但是要規劃與擔保公私合作能夠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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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第二個面向的影響即公私合作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是對公

私法劃分的挑戰。涉及到要依據公法還是依據私法來安排公私合作的

法律關係。在這地方牽涉的其實就是：到底依照公法的邏輯還是依照

私法的邏輯？如果要談這樣的問題其實就要回到，劃分公私法的邏輯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公私法劃分基本的原理是什麼？我跟大家講簡

單一點。以往怎麼區分公法跟私法？傳統上公部門的特色主要還是在

行使公權力，就是高權的情況，所以有一段時間是權力服從說，就是

法規範是在規範人民跟國家之間有權力服從關係叫作公法。但是後來

大家說，國家基於公部門的特殊角色執行公共任務也不一定非要運用

高權不可，尤其在民主化、自由化以後，譬如行政契約有和解契約、

雙務契約，也是公法的制度，乃是基於雙方合意，不見得要用到單方

高權的手段，所以這種想法關於權力服從關係當作主軸的想法已過

去。今天的多數見解是什麼呢？在往下談這點之前應該指出，就此，

大陸法系國家跟英美法系國家有很大的不同。英美的觀念是：法律就

是一個，大家遵守同樣的法律；但是大陸法系的國家，法國、德國的

傳統認為公部門握有國家的公權力，被賦予特殊的公共任務，這樣的

一個組織在被賦予特殊的公權力、承擔特殊的公共任務的範圍裡，應

該要受到特別的規範，對這樣的角色而提出來的規範就叫公法，這是

公法跟私法劃分的邏輯。但是公部門有時候也會跟私部門作同樣的

事，也適用同樣的私法，所以這種劃分標準叫特別法說，當公部門站

在公部門的角色而且基於角色被規範的話，這樣的法規範就叫作公

法。不論私部門或是公部門，當不是站在特別的公部門的角色，譬如

說買設備、賣石油等等這類情況，它一樣是締結買賣契約，也應該受

私法的規範，甚至要同樣受到公平交易法的規制。然而，前提是，公

部門與私部門彼此劃分得很清楚；公部門有特殊的公共任務要達成，

也正因為在執行特殊的公共任務，因此要求遵守特殊的法規範。如

此，現在的難題就明白：一旦公部門在執行所謂的行政任務，把私部

門引進，又要遵循私部門的效率邏輯，也要尊重讓私部門可以合理獲

利，就不可能把公部門的整套邏輯強加在參與合作的私部門身上。這

樣的情況其實以往在行政法的發展經歷過幾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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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階段就叫行政私法。由公部門執行行政任務，認為採用締

結私法契約的方式就可以，亦即，雖然是典型任務，但是不想用高權

手段那種公法手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每天坐捷運，這是國家

公部門在履行提供生存照顧的任務，每一次刷卡進站都在成立民法的

承攬契約，而且是定型化契約條款，這是不是在執行公共任務？是

的。大家都了解，搭乘捷運除非有違規的情況，不管乘客是支持藍的、

支持綠的，捷運公司都不能拒絕搭乘，一定要公平對待。但是假使搭

計程車，計程車司機就有可能因為認同不同而拒絕乘客。這就是差別

之所在。這就是我們的行政私法；明確地說，雖然公部門運用私法的

手段，但沒有締約對象的選擇自由，即使公部門選擇了私法的手段，

看起來好像是用私法契約來規範，公部門還是要受到公法的拘束，尤

其是受到平等權的拘束，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所謂的兩階段理論。兩階段理論在我國也有案例。

例如國宅的出售。關於具不具備買國宅的資格的決定是一個授益性的

行政處分，但是具備資格而購買國宅，簽訂購買的契約或其他相關契

約則是私法契約，這就是兩階段理論。或者在德國經常舉的例子，我

們其實也有，颱風過了以後，農業的受災戶說，政府要幫忙提供低利

貸款。提供低利貸款的作法不是國家開設銀行，而是國家審核通過，

確認具備資格，受災戶就可以到指定的銀行辦低利貸款。「認定」具

不具備資格的處置是行政處分，至於農民跟銀行簽訂低利貸款契約，

這是消費借貸的私法契約，這是兩階段理論。是國家為了達成經濟扶

助的任務，運用了私人銀行，私人銀行不會締結行政契約，訂定的是

私法性質的消費借貸契約，所以這部分是私法契約，但是前階段的資

格認定的確是公法的行政處分。但是劃分兩個階段會造成一些困擾。

如果當初核准的行政處分弄錯而撤銷，會不會影響到後面低利貸款合

約的效力？若低利貸款合約未履行跟前面的行政處分之間的關係又

怎樣？這是兩階段理論的問題。政府採購法也有兩階段理論的問題，

但是情形不一樣。農民低利貸款是不得不採用兩階段，為什麼？牽涉

三邊關係。政府部門認定是不是受災戶？這是高權決定，可是農民去

跟私人銀行簽訂消費借貸契約這是兩個私人之間的合約關係，是消費



從公私部門劃分到公私夥伴關係－對公私法劃分的挑戰 

•162• 

借貸契約，這樣的結構一定是兩階段，雖然會造成困難，但是結構就

是如此。 

至於政府採購法的兩階段理論。政府採購法的結構大概，是關於

招標、審標、決標的爭議，必須先向原來的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招標

機關作了異議處理，廠商還是不服的話，再向各該主管的申訴審議委

員會申訴，因為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因此，對申訴決定不服

的話就向行政法院起訴。相對於此，一旦決標以後，進入到履約階段，

履約階段有爭議的話是履約爭議調解的問題，或者會進一步進入到仲

裁或民事訴訟的途徑，這就是以決標之後簽訂的契約是私法契約為前

提的救濟安排。這就是政府採購法的兩階段理論。我個人認為，政府

採購法的兩階段其實是處理同一件事。前面的招標、審標、決標只是

為了要選出政府部門的簽約對象，和後面的履約爭議實在不應該認為

是兩碼事。針對招標、審標、決標決定開放救濟管道不過只是為了要

確保公平公開的競爭，重點是要開放救濟，如果沒有這個機制的話，

實在看不出來一般人民有什麼權利非要跟機關締約不可。因此設置對

招標、審標、決標階段的救濟管道，不表示說這些行為一定具有什麼

公權力的性質。這是我要說的關鍵的點。整個招標、審標、決標的程

序目標本來應該就是為了要簽約，為了找一個簽約的對象。德國是在

歐盟的壓力之下才對此開放救濟管道的，要不然它們的政府採購原來

沒有正式的救濟管道。在德國，即使對招標、審標、開放決標開放救

濟管道，也是由普通法院審理。因為牽涉簽約準備的過程，後面訂的

契約是私法契約，前面怎麼可能叫作公法行為，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此外，雖然政府採購法規定，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對此決定

不服可以到行政法院救濟；但是大法官曾經作過解釋，立法機關有權

衡酌法院的情況來指定由哪一個法院來管轄這個事項，這是管轄權的

指定，不一定是公法跟私法事件的性質的劃分，就如同國家賠償大家

都承認是公法的事件，但是它是由民事法院來管轄，一樣的意思。另

外一個爭議，就是停權的爭議，也就是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規定的停

權通知的法律屬性。停權通知有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圍標、綁標、

行賄評選委員等決標前的事由。另一類是履約遲延、履約進度嚴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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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歸責廠商事由解除契約、終止契約、不履行保固這都是簽約以

後階段產生的問題。事由雖然不同，但是後果都一樣，都是停權、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也就是一段時間不能去投標。關於停權通知到底是

不是一個公法的事件？會不會因為事由不同所以屬性就不同？現在

發生的困難是什麼呢？是因為我們現在有行政罰法，如果停權通知是

公法性質的行政罰的話，停權通知可能就是所謂的影響名譽的處分，

就要適用行政罰法的時效規定。依據法務部的解釋，如果事由發生在

決標前的就算，決標以後就不算。我認為這個解釋有其問題。人民一

定很難理解，相同的停權後果，卻因為事由發生的前後，結論大不相

同。另外追繳押標金也有同樣的困難。 

最後，公私法劃分的困難也和促參法息息相關。在促參機制法締

結的投資契約究竟是公法契約還是私法契約？也是有爭論。前一陣子

在促參法修法公聽會的場合，我們討論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應否開放讓鄉鎮市公所當促參的主辦機關？我就說，當然不好。促參

法這個機制連台北市首善之區有時候都辦的零零落落，居然叫鄉鎮市

公所去辦促參法，怎麼會辦呢？而且鄉鎮市公所到底有什麼偉大促參

案件要辦？第二個議題就是：要不要擴大促參法項目？我認為不要。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促參法現在規定的促參的項目有些可能真得是

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有關，有一些根本就是促進民間經濟發展，

這是兩碼事，怎麼可以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跟促進民間經濟發展

混為一談呢？為了促進民間經濟發展蓋了一大堆館舍都沒有使用，之

後被監察院糾正，這算什麼？此外還應該指出，污水下水道的建設與

觀光旅館的興建是用同一套法律來規定，這是不對的。這就跟公私法

的劃分有關。污水下水道交通設施的建設與觀光旅館的興建居然是用

同一套法律來規定，之後認定，在同一套法律機制下訂定的合約就都

是私法契約（或行政契約），這是不對的。因為依污水下水道 BOT 案

的規劃，最後私營運廠商有強制接管的權力，就是私人廠商被授權可

以強制其他私人要接管使用，然後還要收取費用，這有公權力授予的

問題；這種情形怎麼可以說是私法契約呢？相對於此，興建觀光旅館

有什麼公權力的性質？我的見解是：硬要把促參的投資契約一律地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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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私法契約、叫做公法契約是沒辦法的，因為以現在促參項目的多

樣，而且其實未必都牽涉到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所以個人認為，

關於促參法我們的法制採取了最空泛的立法的方式。據這方面的專家

告訴我，英國的促參法是逐案立法；其實有時候逐案立法是有它的合

理性。我們會不會蓋第二條高鐵？高速鐵路法會不會用到第二案？短

期來看可能不會。此外，德國的作法是分類立法；污水下水道有下水

道法，公路有公路法，鐵路有鐵路法，不管蓋幾條鐵路、公路、污水

下水道都是個別專業的法律來規範。這有什麼好處呢？我認為是：可

以作起碼的實質的規範。依我們促參法的立法方式，不管污水下水

道、公路、鐵路、觀光旅館全部放在促參法裡面，所以促參法不可能

有實質的規範，都是程序規範。因為欠缺實質規範，結果實質的標準

就完全交給主辦機關組成的甄審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去決定，真是驚

人。 

最後我們要談到，為了公私合作簽訂之契約法制的建構。前面提

到的 Schuppert 教授指出，劃分公、私法，然後再來講公法契約如何

安排、私法契約相應如何安排，實益恐怕越來越有限；應該要整體的

考量，不管公法契約或私法契約，既然是公私部門合作來達成行政任

務，就要遵守起碼的邏輯，規範這些基本邏輯的法制就叫合作契約

法。關於合作契約是不是要規劃出一套合作契約法制？這是可以考量

的方向。不過據瞭解，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大概不準備大動干戈的修

法，為什麼呢？主要的困難是：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整個以規範公法

的行政行為作為目標，如果不管公私合作的契約是公法或私法性質一

律放在行政程序法裡，就會整個打破邏輯。現在恐怕還是小幅修法。

也就是針對行政契約的部分小修改。但是大體的邏輯還是對的。就是

不用區分公法契約還是私法契約，大家不須要在區分上花時間，反而

沒有去討論合作契約的內容到底應該如何排與架構，也就是只管法律

定性，卻不去管合作契約應該達成的目標。法律應該要想辦法來促成

一個起碼的架構，依循這樣的架構可以更有效率地達成行政任務。從

這個方向出發，合作契約的安排應該作下面的考量： 

首先應該要討論，哪一些任務該跟私人合作？哪一些任務是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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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關於這個問題，每個國家的狀況恐怕不完全一樣。美國是連監獄

都可以委外，我們大概有困難，德國絕對不會，因為德國基本法明定，

公權力的行使原則上應該由處於忠誠關係的公務員來執行，主要是擔

心國家負責任的範圍無邊無際的稀釋。第二個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

選擇私人的合作夥伴。這真得是個難點。以政府採購法來例，主要採

用價格標，即看報價的高低。但是也些情況明明就適合用最有利標的

方式。有一些情況用價格標，低價搶標的根本不可能也做不好，但是

大家還是開價格標，所謂開價格標就是看誰報價低，就決標給它。明

明也有低於底價八成的限制，說低於底價八成可能是不合理的，要依

循怎樣的程序去確定到底可不可以合理履約，但最後審查的結果卻都

可以。為什麼呢？因為公務員承擔不起，私人公司說它做得到，為什

麼要決標給國家、多付錢的廠商？如此，決標以後就必須準備履約爭

議。第三個部分要討論是：公部門在公私合作契約要約定可得影響私

人的手段。以政府採購法為例，採購契約經常約定履約逾期的處罰，

主要就是就是重罰逾期。雖然採購合約訂定的罰則很重，但是進入履

約爭議調解會議，廠商就爭執罰則認為顯失公平，請求酌減違約金；

調解委員基於調解目的經常建議酌減；如此，履約逾期重罰的機制也

就效果有限。此外，收回權也是一個可以考量的重點。避免參與執行

行政任務與履約不善的廠商爭執，相關執行行政任務的器具設備的權

利歸屬，行政機關又缺乏相關人員、器具配備來續行被中斷的行政任

務，必須在合約作適當的安排。和這點密切相關的，也必須在合作契

約裡明定：私人給付品質的評量與認定標準，以便確定合作廠商是否

履約不善。不過，依我自己的經驗，最重要的還是在執行的人員。不

管合作合約如何訂定，不管是政府採購法的契約範本抑或是促參法投

資契約範本，即使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努力去訂定，例如提供可能

的選項讓承辦人員勾選，如果還是會勾錯，又能如何？所以總之是執

行面的問題。 

最後，個人想說，因為我是學行政法的，雖然沒有當過一天公務

員，但是了解行政機關，跟行政機關互動很多，以個人的想法會認為，

行政人員的士氣很重要。行政工作讓他有成就感，為了要把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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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而想要學習，願意拿出力氣來做，我認為這才是最後的擔保。

至於要如何提昇公務員的士氣，讓行政人員覺得做這個事情非常有意

義，值得花時間學習。因此必須體認到：大學階段學幾年，之後可以

運用到退休的時代已過，現在是一個變化非常迅速的時代，國家也要

因應如此變化迅速的情況，所以國家是需要能學習的公務員，才能夠

服務 2、30 年，有些公務員還服務 3、40 年，我很敬佩。也許 1980

年代之前或 1990 年代之前真得可以靠先前的知識撐一段時間，但是

以現在變化的速度，大家真得是必須拿出力氣才能回應。我們要如何

激勵公務部門的從業人員拿出力氣，只以上下隸屬的關係壓著下屬來

做恐怕已經不是適合的管理辦法。以上藉這個機會也順便跟大家談到

一些我在公部門的經驗、感受。最後還有 20 分鐘的時間開放給先進

提出問題彼此交換意見。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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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對於油品市場之規範 

講座： 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劉副教授
華美 

日期：98年 10月 27日 
場次：9812-217 

 

蔣參事、各位大家好！很高興今天來跟

大家談一下關於油品市場在產業法規跟在競

爭法規之間的一些規範的情況。這個問題很

重要，因為石油是可耗竭的資源，這個大家

都知道，因為石油從研究上顯示目前我們還

可以使用的量大概還知不知道有多少年呢？差不多 50 年而已，如果

說我們技術上可以開發使用的，這研究統計剩下 40 年，所以石油本

身是一個可耗竭資源。不只石油這個樣子而已，天然氣也是一樣，天

然氣可以再使用 65 年而已，即使是煤礦，大家覺得蘊藏量最豐富，

也不過能再使用 200 年。所以我們目前所熟悉的各項能源的發展其實

基本上都是可耗竭性的資源，也因為這樣石油變成是兵家必爭之地，

不僅是經濟物資、民生物資，而且是戰略物資，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

個機會來關心一下油品市場的發展。 

我們看一下油品市場，我國石油的情況，可能如各位所知的就是

我們國家的能源結構基本上油品都是 99 是仰賴進口的，所以我們對

於原油的進口仰賴度非常的高，這樣的特色會帶給我們就是在油品市

場的規劃上面比較容易受到國際政經環境跟國際油價波動的影響，所

以這是我們國家先天的能源結構，當然不只是我們國家這樣，像歐盟

的國家也是一樣，石油很多也是仰賴進口，能源結構一樣不是很好，

大家可能熟悉的是它們的天然氣非常的缺乏，所以歐盟的天然氣都要

跟俄羅斯進口，天然氣政策幾乎都受牽制於俄羅斯，這個就是無獨有

偶，不是只有台灣是處於這樣先天的結構。油品市場是一個充滿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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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不管是從供油端，或者是從通路端也好，供油端就是包括了

煉製、輸出、輸入，通路端就是大家熟悉的加油站跟消費端，不管是

哪一端基本上都充滿了商機，因為它是一個甫開放不久的市場，我們

的石油管理法是 90 年之後才開放的，石油管理法就是替我們的油品

市場自由化設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所以說發展到現在其實時間還不

是很長，在這種情況下油品市場基本上還可以講處處都是商機。我們

過去的結構大家也知道，中油公司是國營事業，所以是長期獨占，當

然也如大家所知道的，中油公司不僅是在石油獨占而已，事實上在很

多能源都是獨占的，譬如天然氣，中油公司也是獨占，當然會引起一

些產業政策和產業管制上的一些結構的限制。 

我們要了解油品自由化，先看油品具有什樣的特性，可以先來了

解油跟電、氣是我們最常比較的能源，它們之間是不同的，油當然是

所謂的初級能源，可以再衍生汽油、柴油、燃料油、煤油等次級能源。

油跟氣、電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氣一定要用管線來輸送，但油的話

不一定，油除了管線輸送還可以用什麼輸送？其實我們常常看到的加

油站是輸油車、油罐車，所以油不是典型的，所謂的管路產業，這是

跟氣、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因為輸送方式不是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倚

賴輸油管線。油較多的特性是一個全球市場就是國際市場，所以因此

容易受到國際油價波動非常的敏感，就會顯現在國內的油品市場上，

但氣、電則比較是區域性的市場，這是不同的地方。 

從競爭法的角度，我們比較關心的是產業管制上能源之間有什麼

不一樣？產業管制上，油品跟氣、電也不太一樣，因為油品是一個從

下游到上游都可以開放的一個市場，這個正如我們目前的狀況，油品

市場全部是自由化的情形，不管是從下游端、中游端、上游端是一路

是開放市場的狀況。電力跟氣，像電力市場大家就比較清楚，在規劃

當中的情況是我們真正自由化、會開放競爭的部門，在電力市場其實

只有上游端、下游端，上游端就是所謂的發電市場，下游端就是所謂

的受電市場，中間這一塊就是輸配電市場在規劃上並不是競爭部門，

換句話在電的規劃上是區分獨占的部門跟競爭的部門，但是在油的規

劃上面是沒有做這樣子的區分，它基本上就是開放性的市場，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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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管制上也有一些不同。但是即使是開放性的市場就如同我們所提

的，因為油本身是一個戰略物資，所以跟電、氣有一個不同是管制上

區分平時的市場跟戰時的市場，亦即有國防緊急需要或者是油價大幅

波動的情況會有一些行政機關的緊急調度權限，這是它的區分。在

電、氣不是做這樣的區分，大家如果常常接觸產業管制或產業經濟學

會比較清楚，區分為公用事業跟非公用事業，所以這是不同的地方。

石油除了產業經濟上的意義，然後競爭法上的意義之外，還有一個最

基本的意義也是能源政策的一環，涉及到溫室氣體減量，我們現在的

「能源三法」就是已經通過其中的一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已經通

過，另外兩部法律其中一部也已經拍板定案，就是能源稅法，因為跟

石油息息相關，將來不管是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航空用油將

來全部都隨油隨氣徵收能源稅。預期當中的立法就是溫室氣體減量法

草案是屬於比較偏碳稅部分，將來這三部法律都跟我們談的石油政策

息息相關。 

我們來看一下油品市場自由化的進程。首先的話，我們要先認識

油品市場的範圍到底多大？怎麼去認定？因為跟我們談競爭法就是

公平交易法，第一步就是要先界定這個產品的市場範圍，所以我們要

去談油品市場的公平交易法的問題，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從

產業的角度，可以從上游就是開採、探勘，中游的煉製、運輸、儲存，

然後下游的批發、經銷、零售，就像我們談電、氣一樣。第二個從產

品的角度，我們的石油管理法就比較是從產品的角度來看，油品市場

可以分成就是汽油市場、柴油市場、航空燃油市場、燃料油市場、輕

油市場、液化石油氣市場、煤油市場、溶劑油市場，比較接近石油管

理法的分類的方式，其中當然我們熟悉的就是油品市場裡面的主力是

汽油、柴油跟燃料油。法制面是我們特別要去關心的，法制面如何去

界定油品市場，不管是公平交易法或者是石油管理法只規範一般性的

市場範圍界定的方法，未針對特殊的產業去訂定界定的範圍，但是有

兩個地方很值得參考關於油品市場範圍的界定，第一個資訊是在公平

交易法，在一開始公佈之初曾經有獨占公告的制度，對油品市場，中

油一定會被公告為獨占事業，所以那時對於油品市場有一些界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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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範圍劃分 33 種特定市場，其中跟油品市場有關的是：汽油、燃

料用油、柴油、柏油、瀝青、乙烯、對苯二甲酸跟石油氣，劃分成不

同的市場，所以這個資訊就成為界定油品市場就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第二個資訊是在油品自由化之前公平會曾經公佈一個行政命令，是公

平會對於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前供油行為規範說明，雖然未對油品市

場有很具體的範圍的界定，包括油品的供應、進出口、經銷、零售，

所以簡單來講真正適用油品市場的規範說明的行政命令，把油品市場

的範圍的界定是非常的寬的，基本上只要能夠符合公平交易法第二條

的事業的定義，我們剛剛講全部均包含在油品市場的範圍，所以也是

提供在界定油品市場的一個參考。 

油品市場的自由化具有一些特色，首先即整個解除管制的過程就

是油品自由化，採取的是階段性的開放的步驟，等同大多數的國家一

樣，都是採取階段性的開放，然後第二個是先自由化再民營化，是一

個比較古老的一個爭議，就是推動一個產業的自由化，到底是應該先

自由化再民營化，還是應該先民營化再自由化，在公共政策上爭議已

經很久，在我們油品市場的情況可以看的出來我們是先實施自由化政

策才推動民營化政策，但是民營化就是說中油目前都還沒有真正進行

民營化的規劃，所以我們油品市場的解除管制的過程，基本上是自由

化然後再民營化。開放的步驟基本上是由下游往上游開放，也就是從

通路端就是加油站這邊的競爭限制先解除，第一個民營加油站是西歐

加油站，是在民國 76 年設立的，所以我們油品市場的開放是從通路

端開始的，由下游往上游發展。然後關於油品的進出口基本上也不是

一次全面性的開放，是先開放了部分的油品進口，再開放全部的油品

進口，這是我們整個解除管制的特色。 

我們來看一下石油管理法中，在給大家的資料裡面其實就是有把

我們台灣的一些具體自由化的一些重要的時期跟重要的內容都有表

列在上面，可以供大家參考。為什要談石油管理法是因為油品市場最

主要的產業管制機關，所謂的產業法採競爭法的角度，以競爭政策為

主，產業政策為輔。所以產業石油管理法是屬於產業政策的部分，主

管機關是經濟部的能源局，其位階大家要先了解一下的，就是能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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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就是台灣的能源管理的法制，除此之外，所有具體的產業基本上

適用特別的產業法規來加以規範，但是早期並不是這樣，早期的話我

們大概只有電業法是民國五十幾年通過的，只有電業法的規定，其他

像石油業是如何規範的？石油管理法是 90 年之後制定，從民國 50 年

到 90 年的期間油品市場的產業法規是如何規範的？可能超乎大家的

想像，只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規範而不是真正用一部法的位階，所

以石油管理法在台灣是創舉，因為石油管理法通過之後，有關石油業

的規範從此只適用石油管理法的規定，而不再適用能源管理法。除了

有電業法、石油管理法之外，另外其實還有一部產業法規在立法院等

待非常久，一直都沒有通過，就是天然氣事業法草案，也是針對就是

天然氣產業部門的一個產業專法將來通過之後，就產業的部分一定是

優先適用產業法規而不是去適用能源管理法，所以能源管理法的定位

在一開始就要很清楚，跟石油管理法、電業法或天然氣事業法之間的

競合關係，學理上還有一些討論。 

石油管理法有一特色就是開放油品市場，不是從公平交易法開

始，必須從石油管理法就開始，總共有七大措施都是跟自由化有關

係。煉製業的部分，是採取有條件的開放，目前是中油、台塑進入煉

製業的，只要具備煉製設備、安全存量的天數跟最低庫存量，就可以

加入煉製業的市場，所以基本上是開放的。進出口業資格也是放寬

的，也就是說並不是只有石油煉製業才可以輸入石油，只要是一般的

股份有限公司，然後有一定的儲油設備都可以申請進出口油品。廢止

的油品價格管制是在 2000 年的 9 月正式由經濟部公告廢止，早期的

油電價格是經濟部底下油電價格諮詢委員會。現在的做法是經濟部彙

集一些油品的售價，建立油價資訊管理系統，然後收集國內國外油價

變化的趨勢，亦即油品市場的價格已經自由競爭。 

管線代輸，在石油管理法有提及可以用油罐車的方式運輸，也可

以用管線的方式來運輸，如果是管線的方式來運輸的話，立法例上有

任意的代輸跟強制的代輸，強制代輸是別的競爭者要使用輸油管線來

輸油跟你競爭的時候，你是不是有義務一定要提供他，如果你有義務

要提供的話，這個叫強制代輸；如果可以拒絕他，他只是有這個請求



公平交易法對於油品市場之規範 

•172• 

權的話，這個叫任意代輸。在起草石油管理法的過程當中，公平會曾

經積極的參與，建議採取強制代輸的一個立法例，結果石油管理法是

採取任意代輸，與規劃中的天然氣產業將來有相同的問題，而且天然

氣產業的問題還更大，因為天然氣是一定要用管線來輸送，所以天然

氣是要用任意代輸或強制代輸會有相同的問題，規劃中的草案目前採

取的都是任意代輸，不是強制代輸，每個國家的立法例是不同的。 

汽柴油批發零售跟加油站管理也全部都放寬。關於石油產業的行

政管理，在自由化的措施方面，基本上管制已經大幅放寬，可以採取

許可制跟登記制，對於安全性的要求比較高的事業的話還是採取許可

制，哪些事業是採取許可制？例如煉製業、輸入業、加油站業是採取

許可制。其他一些安全性比較低的事業在石油管理法已經採取登記

制，就是根本不用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就可以經營石油事業，這個

叫登記制。哪些是採取登記制的石油業？例如輸出業、批發業是採取

登記制。由此可知，關於汽柴油的批發商部分資格限制已經放寬，所

以整個經營條件是放寬的。加油站的管理也是放寬，因為有一個加油

站設置管理規則，加油站兼營的項目的規定的限制也是逐步在放寬。 

公平交易法對油品市場所進行的一些管制，可區分成第二章、第

三章分別來探討，其研究有一個特色，都是從具體的個案出發，像是

美國法上的 Case Law，真正的一個處分案或者不處分案，然後從案例

來看在油品市場的發展情況與會碰到的問題，事實上就是目前發生的

在油品市場的觸及公平交易法的案例還沒有多到不可勝數，所以基本

上都還在掌握之中，從公平交易法第二章、第三章看出端倪。在獨占

管制方面，油品市場主要會牽涉到跟獨占管制有關的有三大類型的問

題。第一大類型叫做阻礙他事業競爭；第二大類型是關鍵設施的原

則；第三大類型是不當定價。 

有一案例，中油公司國內航空燃料油的市場，文久公司跟立榮公

司也有國內航空燃料油加油的一些合約存在，但是中油公司一直拖延

著不報價，所以導致文久公司沒辦法在國內的航空燃料油市場進行競

爭的行為而被處分，處分是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獨占地位

的濫用，即不當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後來中油公司提出訴願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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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結果都被駁回，所以這個案子中油公司是被處分，因為阻礙文

久公司參與競爭。從這案子引起一些競爭法的問題，第一個就是在這

案子，公平會明確的區分國內航空燃油市場跟國際航空燃油市場劃歸

成兩個不同的市場，後續提及航空燃油的案例同樣的也是如此區分，

所以在市場範圍的劃定上基本上是如此，就是國內航空燃油有國內的

報價系統，國際航空燃油也有國際的報價系統。第二個是阻礙他事業

競爭的文久公司就是檢舉人，需不需要一定要跟中油公司處於水平競

爭關係？亦即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的適用所謂阻礙他事業，其

「他事業」是否有限制事業處於像聯合行為一樣的水平競爭關係？答

案是否定的。就像本案，文久公司跟中油公司是上下游的關係，但是

中油公司還是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談到的處分案，事實上不處分案

例還是比較多，公平會的獨占管制處分案是少數的，所以大部分是不

處分案，這個情況在油品市場是相同的，除了這個案子之外，還有像

惠揚實業公司、台灣省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的這兩個案子，涉

及到被加油站業者檢舉，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但是這案子的結果是

不處分，不構成違法的行為。 

關鍵設施原則是在判斷獨占地位濫用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從美國

法上發展出來的，但是在歐盟、德國還包括在台灣均適用，像台灣適

用關鍵設施原則最明顯的例子是 4C 產業，判斷到底構不構成獨占地

位的濫用。除 4C 產業，還有水泥業也經常是以適用這原則判斷。油

品市場的這一塊目前還沒看到真正的處分案，但是這一塊非常值得討

論，有部分具有網路產業的特徵。像這樣網路產業，到底哪一些設施

可以被歸類為關鍵設施？參考許多不同學者的觀點、看法，大致上有

列的分類：第一個類是屬於像機場、漁港的輸出設施，可能被列成關

鍵設施；第二個類是港埠的儲槽；第三類是內陸的油庫；第四類是輸

油管線，這幾類可能會被評定為是油品市場的樞紐設施原則，不僅是

去判斷哪一些設施是關鍵設施，還有個重點中油公司或競爭者拒絕提

供樞紐設施，會不會達到在個案排除市場競爭的程度，所以這部分就

是要經過同樣要件的判斷才構成獨占地位的濫用。講到這順便提一個

問題，關於與儲槽管線的競爭者請求提供使用的費率的計算公式及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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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機制的調解部分在石油管理法，公平交易法未規定，因為它是一般

性的競爭法規，可是在石油管理法這個部分也是欠缺規定，所以這個

部分在國外的產業法規是會詳細的加以規定，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

塊，所以未來在適用上就一定會有爭議。 

「不當定價」主要是因為中油公司一天到晚被檢舉，還有不處分

案就是國內航空燃料油的市場，中油公司對於國內線航空燃油的價格

有沒有涉及到不當定價？就是所謂掠奪性定價的問題，這個地方是不

處分。 

接下來是結合管制在油品市場主要是兩個類型，第一個類型是設

立加油站；第二個類型是合資事業的問題，就是所謂的 join venture

的問題。設立加油站，公平會的處分案非常的有趣，可以發現這個案

子，就是這類型的結合案主要涉及就是中油公司跟地主合作經營設立

加油站，加油站是非常重要的通路，就是油品市場通路，外商公司非

常不容易在台灣叩關成功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掌握通路，因

為通路畢竟還是比較有 local，就是本土的特性，所以像 ISO 環球公

司後來就退出台灣的油品市場，因為通路戰打不贏中油公司也打不贏

台塑公司，沒有通路，油品市場的競爭等於無從進行，所以通路端的

競爭，尤其是在石油管理法通過之後，已經主客易位，就是通路端的

競爭非常的激烈，誰能夠爭取到更多的加油站，誰在油品市場的餅就

會愈大，在這個部分的話，公平會的許可內容前後是不一致的，一開

始的態度是許可，因為許可的關係，所以同一個時期就設立了好多的

加油站，因為對於這樣子的案型都採取許可的態度，結果到後來變成

全面不予許可，還變成公平會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決議，因為公平會實

際上去調查油品市場的市場集中度的指數，就是所謂的 HHI 的指數，

然後發現油品市場已經是一個高度集中市場，我們基本上不應該再容

許加油站的擴充，所以公平會後來基於這個理由，認為這樣子限制競

爭的利益會大於對整體經濟的利益，所以全面不予許可。講到這裡，

其實有一個地方是相當可惜的，因為就是公平會曾經在民國 90 年的

時候對於國內的整個加油站的結構做了全面性的市場調查，那個時候

有資料，可是之後就再也沒有做過這樣子的調查，非常可惜。因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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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現在的變化其實非常的大，尤其是石油管理法已經全面自由化實

施。之後又有一些個案公平會是採取許可的態度，這樣子就會有學者

就比較容易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因為變成說土地所有權，後來許可

的少數的個案，是因為土地所有權的歸屬不同，就是後來認定有許可

的理由，然後不會有限制競爭，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看出，在加油站設

置結合型態的處分前後軌跡是不一致的。 

第二個是屬於合資設置事業，有一個重要的案例國光石化公司是

結合案，中油公司跟一些石化業者聯合要新設國光石化公司整合石化

業的上游、中游、下游，像這樣的案子，公平會是採取許可，就是不

禁止結合的態度，理由當然就是因為可以解決高雄煉油廠停產的問

題，帶動石化業產業的發展，甚至促進石化業在亞洲地位的一些建立

等等，這案例還有一些競爭法上的問題所在，中油公司之所以結合，

是因為取得這個國光公司超過 1/3 的股份，所以就符合了需要結合申

報的一個案例，另外也指派國光石化公司的董事跟監察人，所以依照

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的規定必須要向公平會提出申報，這是第一個公平

會的結合的管制。結合管制在 91 年的時候有一些重要的變革，是不

是僅以既存事業為限還是可以包括新設事業？從這個案子我們可以

看的出來，就是結合的管制不僅是以既存事業為限，像國光石化公司

就是一個明顯的新設事業，所以也包括在內。這個案子還有一些程序

上的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向公平會申請許可之後，公平會也同意，

結果並沒有如期的進行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嗣後要再進行結合

的話，需不需要與之前一模一樣的內容去向公平會申請？要重新申

請。也就是之前給予的許可，如果沒有在期限之內進行的話，效力就

失效，即使結合內容一樣，要再進行結合必須重新提出申請。 

在這案子在程序上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可以給大家參考的，國

光石化公司並沒有向公平會申請，結果就進行結合，是不是會被處

分？因為應申請而不申請，當然就違法，就叫違法結合，所以應該被

處分的，結果公平會並沒有處分，理由就是公平會訂有「事業自行停

止或改正違法行為處理原則」，按照此原則，所以就不處分國光石化

公司違法的結合案，理由基本上可以認同是因為國光公司當初沒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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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結合是因為政府政策的延宕，導致沒有辦法在拿到公平會的許可時

候進行結合，基於這個理由所以後來解決問題之後重新進行結合之

後，雖然沒有申報，可是其情可憫，所以後來公平會就沒有處分，也

是這案例特別在程序上引起的一些問題。 

在聯合管制在油品市場主要是集中在兩個案型，第一個案子非常

有名是中油、台塑的聯合調價案，第二個案子是聯合購油案。第一個

案子就是中油、台塑多次同步調整汽柴油的批發價格，都是透過媒體

的方式，就是公開透過媒體公開預告訊息，然後如果對手不跟進調價

的話，也就撤回調價資訊，但是在這一、兩年之內這種同步調整價格

的行為多達二十多次，調整調價時間一樣，而且調價幅度一樣，長達

二十多次，所以後來就被公平會處分。本案的發展還非常的有趣，因

為後來向訴願會訴願被駁回，事實的部分維持了公平會的認定，但是

罰鍰的部分要公平會重新論述為什麼處罰 650 萬，結果公平會也重新

做了處分，這個就是訴願會跟原處分機關的關係，即使是訴願會的要

求，可是公平會還是重新做相同的處分，並沒有變更罰鍰額度，還是

維持 650 萬的罰鍰。後來這個案子台塑又上訴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也是駁回台塑的上訴，仍然認定中油跟台塑的行為構成聯合行為，今

年有最新的發展，在 2 月時這個案子又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也是駁

回台塑的上訴，認定有聯合行為，後來台塑就沒有再提出再審，所以

這個案子基本上到今年才算確定就是構成聯合行為。這個案子可以探

討的地方非常多，其中關鍵問題就是聯合行為的認定通常沒有辦法從

直接證據來認定，都要透過間接證據，就是像中油公司跟台塑公司「意

思聯絡」的方式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7 條規定，怎麼去採證間接證據的

問題，涉及到一個競爭法上比較困難的問題，因為在這市場裡面，中

油公司跟台塑公司是雙頭寡占，寡占市場裡面有可能會有勾結的行

為，就是價格勾結的行為，但是也可能會有所謂的自然跟隨行為，就

是寡占市場結構使然，在經濟學上有很多的討論，像一致性行為與自

然跟隨行為，如何區別？是這個案子的關鍵，前者是違法行為，後者

是合法行為，差別很大，而且這個差別還在於說聯合行為的規範在競

爭法上是有刑事處罰的，換句話說在採證的要求上面，行政機關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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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重，因為我們採證的要求行政法、刑事訴訟法的要求就不同，可

以想像刑事訴訟法採證要求一定比行政法高，因為罪行法定主義，刑

罰是國家最後的手段，但是行政機關也不得不慎重，就是因為一旦認

為是一致性行為而不是去認定是自然跟隨行為的話，緊接著就會有刑

事處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證據認定一定要慎重。這個部分學理上當

然就有很多的討論，就是引用譬如國外的案例、國外的立法例，這個

在最高行政法院的兩造的攻防上面，因為台塑委任國內相當有名的律

師事務所的律師打官司，所以蒐集非常多國外的案例，可是最高行政

法院比較維持公平會的判斷，認為還是構成聯合行為。 

第二個是屬於聯合購油的案例，也就是加油站一般有四種型態，

第一種就是供油商直營的加油站，第二種是加盟供油商的加油站，第

三種是民營的連鎖加油站系統，另外我們這邊談的就是第四種個體加

油站，很像計程車的不靠行的個體戶意思一樣，因為現在靠行的計程

車司機，我們都知道無線電台叫車打 9 折，然後夜間打 8 折，VIP 的

話是打 7 折，但是很多的個體計程車戶反彈，前一陣子新聞有報導，

因為沒有這種折扣的能力，就流失他們的乘客群，這個情況在加油站

也是一樣的，我們前面講的三種型態的加油站業者，都可以跟供油商

有比較好的議價能力及折扣能力，可是第四種型態，個體加油站業者

誰都不靠，跟供油商之間幾乎沒有議價、折扣的空間，所以就想要聯

合起來，團結力量大，想要向公平會申請許可能夠聯合購油，增加自

己的談判實力，公平會特別訂定「個體加油站業者申請聯合購油案件

處理原則」，等於這個案子是採取集體豁免的方式，因為個體加油站

都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款的例外，就是中小企業聯合

的例外，符合中小企業的認定標準，在這前提，所以他們的購油可以

集體豁免。 

接下來看公平交易法第三章對油品市場的管制。案型主要集中在

這七大類，是從實務個案整理，像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限制轉售價格，

然後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集中在這 3 款，就是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的差別待遇、第 3 款的利誘、第 6 款的油品契約交易限制，再來是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1 條及 24 條集中在這些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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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就是限制轉售價格，有一個典型案例，就是

金弘笙公司跟經銷商在銷售油品的保證書簽訂售價不得低於多少

錢，因為限制轉售價格有非常多的形式，這是最典型的最低轉售價格

限制。還有最高轉售價格限制等等，所以這個案子就被處分。要符合

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的規定有一個特色是構成要件就是要轉售，實務

上經常會出現的代銷契約，基本上是不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

的規定，如果是代銷契約一定要是轉售，就像我們這個的案子行為，

才會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的違反規定。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的差別待遇，有一些明確的構成要件，

有一個重點，事業的差別待遇行為必須要有正當理由，施行細則規定

的很清楚。在這個案子，永興公司就是向中油公司購買航空燃油，永

興公司自己要到高雄加油提貨，所以這個部分就被中油公司認定為，

給予國內航線的差別待遇的行為，在這個案子有可以區別的，就是正

當理由的判斷，公平會用了很多的說理，按照施行細則的規定一一的

去說理，說永興公司為什麼沒有被差別待遇的正當理由，所以中油公

司構成差別待遇，在適用上要與反映市場價格機能的正常區別行為要

有所區隔，就是說一個是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另一個是不違反公

平交易法的行為，譬如廠商對於不同的銷售點按照不同的進貨成本給

予不同的銷售價，然後對於銷售業績到達一定的標準減收貨款來獎

勵，在實務上被認為是有正當理由，亦即處分差別待遇行為，但是有

一些是反映市場價格的正當區別行為，是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的，除了

永興公司的處分案之外，實務上還有一些差別待遇的不處分案，像高

速公路加油站經營權的問題，中油公司獨占經營，公平會認為就是高

速公路加油站的開放的問題，公平會認為說基於法令的限制的原因，

所以符合施行細則的規定，構成正當理由，所以這是不處分案。 

第三個是利誘，在加油站非常常見的，油品市場的利誘可以分成

兩種，一種是供應商就是供油商與經銷商之間的利誘，另一種是零售

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利誘，我們可以區分成這兩種，不管是哪一種都是

我們這邊所講的利誘。實務上，利誘這一款主要的適用的型態就是贈

品贈獎促銷行為。何謂利誘？公平會有一些很清楚的見解，就是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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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顧客的射倖、暴利心理的話，叫做利誘。贈品贈獎在什麼情況下

會超出正當的範圍構成利誘？就是構成違法的利誘，這個問題是關

鍵。這個部分公平會曾經制定了贈品贈獎促銷額度案件處理原則，我

們大致上就是按照此原則判斷違法的利誘跟合法的利誘。在這裡剛好

有一個處分案跟一個不處分案，一個處分案是台塑公司贈送洗車卷，

這個是很常見的促銷的行為，但是這個洗車卷跟加油卷等值，就是說

你消費商品多少錢，你的贈品就有多少錢，很明顯的是違反我們剛剛

講公平會訂定的贈品贈獎額度案件處理原則，所以當然被處分。另外

一個案子是不處分，有人檢舉全國加油站公司調降油價從 2塊錢到 0.8

塊錢不等，像這不處分案子的理由是因為中油公司被公平會認定並沒

有介入全國加油站公司的調降價格策略，其價格策略認為是公司內部

的行銷規劃，不該當利誘。在這個案子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就是關

於贈品贈獎的額度、加油的成本到底採用什麼為標準？在油品市場適

用公平會的贈品贈獎額度案件原則，到底採用哪一個成本為基準？是

以那個加油價格為計算基礎？還是以勞力作為計算基礎？這個地方

是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的。 

再過來是獨家交易的問題，就是公平交易法分成水平的交易限制

及垂直的交易限制，水平的交易限制就是剛剛我們談到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的聯合行為，垂直的交易限制就是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第 19 條

的交易限制，其中又可以分成價格的、非價格的，在這講的是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的第 6 款就是屬於所謂的非價格的垂直交易限制，有很

多的態樣，像獨家交易也是一種，還有大家可能經常聽到的搭售也是

一種，都是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處分。獨家交易主要就是獨

買與獨賣，有一個典型的案子，就是中油公司要求跟它簽約的加油站

只能販售國光牌的潤滑油，不能販售別的廠牌的潤滑油，結果這案子

被公平會處分構成獨賣，所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在這

案子公平會有計算加油站的站數，為什麼認定中油公司的獨賣構成公

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因為公平會有具體的計算加油站的站數，

然後認為從加油站的站數來認定中油公司的市占率高達 99﹪，所以基

本上就認為中油公司違反了獨家交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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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油品市場很重要的一塊是屬於其他的契約的限制，有非常

多的態樣，其中油品契約基本上包括幾種類型，第一種最常見的就是

所謂油品契約即供油合約，就是一般的油品買賣契約；第二種是加油

站的連鎖加盟合約；第三種是代辦委託新店加油站的合約；第四種是

長期供油契約。油品市場的契約包括這幾個類型，其中容易發生就是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集中在這幾個問題：第一個是不是

限制交易相對人的契約終止權；第二個履約保證金是不是過高；第三

損害賠償約定是不是合理；第四個有沒有用斷油的方式作為拒絕換約

的懲罰；第五個有沒有限制銷售商品的品牌，亦即油品契約的交易限

制集中在這些問題，公平會很有特色的做法，理論上所談契約條款的

問題是屬於所謂私法自治的範疇，就是當事人怎麼去訂契約，基本上

這件事情不是應該由行政機關去介入的，但是在油品市場，公平會是

很重要的，介入了油品契約的問題，所以這是有特色的地方，其背景

是因為油品市場在面對從獨占到自由化的轉型的過程，必須要賦予油

品的通路業者，就是加油站業者，可以換約的權利，就是可以選擇跟

中油買油，或是跟台塑買油，甚至新加入的像合同公司也可以非常有

意願要加入石油供油市場。亦即，公平會要去確保這件事情，就是有

契約終止權而且這個終止權是無條件的，過去的長期供油契約就像長

期供電契約一樣是不合理的，因為我們已經在推行油品自由化，所以

不合理的結構應積極的介入，如果有供油商中油公司、台塑公司也

好，因為非常多的案例都是圍繞著這個主題，限制加油站業者換約、

中途終止契約的權利的話，就會被處分，簡單來講是這樣。而且甚至

要求比較高額的履約保證金，或者是以斷油作為威脅，換約就不供油

等等，這些全部都會被處分，就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的

規定。 

接著是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的仿冒問題，當然在油品市場也有一

些仿冒的行為，仿冒就談到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的關係，公平交易法

相對於商標法而言是一個補充的地位，就是規範內容不完全一樣，因

為公平交易法包括已註冊商標及未註冊商標的保護，但是並不是所有

的註冊商標都受到公平交易法的保護，因為構成要件，就是必須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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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的一個標準始加以保護，所以我們可以

看出，即使是有仿冒的規定，公平交易法及商標法的功能還是不完全

相同的各有所長。在油品市場有趣的案例綜合起來，因為仿冒的都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些知名的品牌，像山葉汽車、光陽汽車、三洋汽車

知名品牌。在這案子，當事人構成仿冒，因為仿冒它們的油品，這個

案子有趣的地方，就是當事人都會主張被檢舉仿冒的違法事業，就這

違法的商品，就是構成仿冒的商品，已經取得了商標權跟著作權，這

理由可不可以阻斷公平會去認定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的規定？

綜合這些案子當事人都有做這樣的主張，已經取得智慧財產權，所以

不構成公平法上的仿冒，但是這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這個在後面還

會有一個案子會看到。 

第二個案子是當事人在仿冒的認定都請市場調查公司提出了市

場調查報告，這個案子還有上訴到行政法院，其市場調查報告對於仿

冒的認定是很有幫助，可惜在這個案子市場調查報告被行政法院解

讀，抽樣違反平均取樣原則與隨機抽樣的原則，問卷題目的設計、答

案都是封閉的，很難認定市場調查的結果具有公正性、客觀性，所以

行政法院在這個案子從這些理由否定了當事人所提出的仿冒的市場

調查報告，就這問題，公平會其實訂定有一個處理原則在解決這個問

題，叫做「公平會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的評估要項」，基

本上可以從這個簡單的要點來得到一些答案，就是說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的市場調查報告跟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是一樣的，因為都有一個相

同類似的要件，就是仿冒品必須要致生混淆之虞，這個情況跟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是一樣的，就是說要有引人錯誤之虞，所以因為有消費

者多數的平均判斷在裡面，所以才會在這兩條公平交易法都會有市場

調查報告的問題。 

引人錯誤廣告油品市場是很多的，總共蒐集到比較有代表性的四

個案例，包括中油公司、台塑公司、彰鹿公司及中油公司終止油品銷

售契約之後，但是在它的加油站外觀上面還是掛了中油公司 logo，就

是中油公司的 logo 是火炬，消費者其實會依照 logo 去認定消費，中

油公司供的油還是台塑公司供的油，所以在這個案子就是很明顯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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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引人錯誤的廣告。還包括平行輸入的獨家代理商的認定的問題、現

金加油降價的問題等等。 

廣告的規範在公平交易法基本上就是有一個問題，跟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的區隔的問題，到底哪些情況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哪

些情況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公平會也有訂定一個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的一個案件處理原則，當然有一些學說上的討論，例如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的適用可不可以包括與商品或服務無關的交易資訊，

如事業的身分、資格、營業狀況等等不實廣告的情況可不可以被包

括？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欺罔跟顯失公平行為，是一個小型的概括

條款，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功能，彰顯了本條跟其他法律的區隔，譬如

與消費者保護法如何區隔，然後與民法或智慧財產權法如何區隔，其

主要區隔在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構成要件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跟公平交易法的其他條文如何區隔？有雙重的功

能，一個叫做有狹義補充的功能，另一個叫做有創造補充的功能。狹

義補充的功能是指其他像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0 條或第 21 條不

適用的話，有可能適用到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另外的情況的話，就

是說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有一些獨立的案型，本身條文所具有的一些

特殊的案型，這個部分，台灣的規定跟德國的規定是一樣，基本上這

樣子區分跟德國、歐盟的競爭法是相同的，因為立法例上也是有這樣

子的一個概括條款，同樣具有雙重功能。但是有不同處在於國外的立

法把概括條款類型化，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要件非常的抽象，除

事業不得為其他影響交易秩序的欺罔跟顯失公平行為。在國外的話，

要件是直接案例類型化，直接在公平交易法把它類型化，這樣就有清

楚明確的優點，但是台灣沒有類型化，所以在台灣的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是怎麼處理的？我們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處理，公平會另外頒布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案件處理原則，反而是在行政命令中類型化，

亦即我們也有類型化其位階法律關係不同。 

在油品市場中有欺罔的案例，也有顯失公平的案例，基本上顯失

公平的案例的數量多於欺罔的數量，這是油品市場呈現的情況。欺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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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一個典型的案子，就是中均公司在 921 賑災期間，用手搖的方

式來加油，結果沒有告知消費者加油的數量，然後也沒有把加油的指

標歸零，結果被公平會處分，認定中均公司構成欺罔。本案有值得討

論的就是，中均公司有沒有告知義務？因為我們認為它沒有告知構成

欺罔，因此表示它有告知義務，所以中均公司違反了告知義務。至於

有沒有告知義務的判斷，因為這個案子後來也上訴到行政法院，行政

機關、法院按照交易的習慣、契約、法理來判斷，在這個案子行政法

院、公平會均採取肯定的見解，就是認為應該要告知消費者漲價的訊

息，中均公司有告知義務，結果未告知而違反，所以構成欺罔。 

另外是顯失公平的案例，基本上分為兩種案例類型，一個是屬於

汽柴油批發業，另一個是屬於加油站業。汽柴油批發業主要是台灣聯

合環球公司在還沒有取得供油商的資格，就趕快跟民營加油站簽訂供

油契約，被公平會處分，就是被處分人後來取得的執照已經跨越了油

品自由化的時點，具備妨礙競爭之虞的要件，因為所簽約的加油站的

數量超過了連鎖加油站的系統，所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但是

在這案子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公平會先認定它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的違反，但是卻認為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這個地方的

說理是比較不夠的，因為公平會認為台灣聯合環球石油公司加油站的

數量佔全國加油站的比例沒有到達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的標

準，但是卻認為它到達了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的標準，就是

說同樣是加油站站數占全國加油站站數比例的認定，一個認為標準不

到，一個認為標準到這邊，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去探討的，這個涉及

剛剛提到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狹義補充的功能，就是說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因為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的

違反，而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違反？因為我們也可以另外一方

面去討論，就是說你既然認定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的違

反，你已經評價了一次，為什麼再度去做第二次不法的評價，評價它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規定，所以這個地方是值得討論的。 

另外三個案例均與加油站業者有關係，包括攀附他人商譽，公平

交易法第 24 條的典型的案例就是台塑加油站公司，其實跟台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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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但是用台塑的名稱來經營加油站，被公平會處分，認定它是攀

附他人商譽。 

還有一個案子是涉及到市場失靈的問題，就是台大加油站公司囤

積米酒，然後用米酒做為消費者加油的贈品，結果這個案子被公平會

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公平會的理由是因為米酒是一個很特

殊的商品，台大加油站公司有市場失靈的問題，所以囤積米酒，然後

做為消費者加油贈品，對其他的競爭者構成顯失公平，這個案子也是

有一些學理上比較特殊可以討論的地方，就是關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有一個案型叫做市場失靈的認定，在這個地方認定米酒是一個市場

失靈的一個市場，所以如果用這個做為贈品的話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曾經有學者就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樣子案型的處理他不是說構成其

他例如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20 條、21 條的違反，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適用上的一個獨立的案型，在這案子是這個功能，像在這樣的情況

下，是不是適合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案型擴張到像油品市場的個案，

這個當初在公平會在做成決議時，就有一兩個委員提出了不同意見

書，就是針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適用的問題。 

最後結論，公平會從油品市場在 90 年石油管理法通過之後，其

實一來是市場調查的資訊沒有再充分進行，二來是只使用了一個行政

命令，就是介紹過的油品市場自由化之前的供油行為規範說明，事實

上供油行為規範說明已經不符現在的情況，因為現在在石油管理法通

過之後，整個油品市場不管是上游、中游、下游的生態已經丕變，所

以像這樣的油品市場，其實我們還非常需要一個更積極的規範來面對

這麼多的競爭法上的問題，就像我們剛剛所整理的，不管是屬於限制

競爭的部分或是不公平競爭的部分，累積了非常多實務上的問題要去

解決。我的演講就到這個地方。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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