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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平交易法立法的目的，在於維護「市場交易秩序」與「確保公

平競爭」，因此市場競爭的維持是整部公平法的核心，所以在公平法

第四條，特別對「競爭」給予一般化的定義，以作為執法之依據。惟

進一步檢視該定義，則可發現其在市場上的時間層次、空間層次、競

爭的必要與充分條件，以及有利價格的範圍上，仍有可加強的空間。 
回顧經濟文獻對競爭概念的定義，亦發覺經濟學家對「競爭」的

看法，因信仰的理念不同，而有相當出入的看法。古典經濟學家（包

括其他學者，如馬克思、熊彼德）相信競爭應該是動態的，「長期」

廠商進出市場容易而且快速，它可提供市場競爭維持的保障。相反

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則基於數理邏輯推導的結果，演繹成以「市場結

構」取代對競爭的認知，並由此靜態結果發展出衡量競爭的標準。惟

因應實際操作的需要，新古典學派進一步提出「可運作競爭」的準則；

相對的，古典學派的支持者，也提出「競爭性市場」概念與之抗衡，

期冀能夠達成糾正新古典學派過於注重「市場結構」的偏頗。 
惟從較實務的角度出發，「競爭內涵」可因著重的焦點的不同，

而有一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二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三外國競

爭與潛在競爭，四水平競爭與垂直競爭等四種分類。 
將公平法有關反托拉斯法域的規範與各種競爭內涵相互對照，可

以發現獨占力濫用行為的規範，涵蓋大多為多重的競爭內涵，只有少

數條款為單一目標。結合的情況亦相同，隨其規範對象為水平、垂直

與多角化，而有不同之競爭內涵目標。聯合行為的禁止，則最為簡單，

單純地以「市場競爭」為目標。維持轉售價格的規範，主要以「品牌

內競爭」的維持為主。杯葛則以「垂直競爭」為其重點；差別待遇、

搭售、獨家交易則以「市場競爭」為主要內涵；至於地域限制、顧客

限制、使用限制，亦如同維持轉售價格，以「品牌內競爭」為核心，

當然它們亦關注於「市場競爭」（品牌間競爭）的內涵。 

總之，經濟理論上競爭概念的澄清，以及公平法反托拉斯法域條

文競爭內涵的研究，可以發現反托拉斯法域大部分的條文仍以「市場

競爭」為核心，在方向上比較傾向新古典學派的看法。當然中間也兼

納古典學派的主張，考量「產業競爭」、「潛在競爭」的內涵。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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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對公平會的執法過程，將可提供認清執法方向之效果，以避免捨

本逐末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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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y of Economic Concepts in Antitrust Law 
Chuang, Chuen - Fa & Lee, Hsien-Feng 

The purpose of enforcing the Fair Trade Law （FTL） is to maintain the market 

order and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But the FTL is only treated as the criterion under 

the current conditions, instead of being used to correct market failure. In the Article 4 

of the FTL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mpetition is generalized and broadened. However, 

there exit still some controversies of the dimensions of time, spatial and the beneficial 

price. This report intends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competition in both economic 

theory and what the FTL can further fulfill. 

In economics literature, there is still strongly controversy on the concept of  

market competition. Classical economists, including others like Karl Marx and Joseph 

Schumpeter etc., believe that competition is of dynamic characteristic, and firms 

could easily enter and exit market in the long run. This ensures the existence of 

market competition. On the contrary,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put more emphasis on 

market structure and set a workable competition criterion instead, which are based on 

the mathematical reasons. On the other hand, classical economists propose a concept 

of contestable market to correct the only point-of-view of market structure. 

Due to diversified meanings, there are totally fou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market 

competition, i.e. intrabrand vs. interbrand competition, market competition vs. 

industry competition, potential competition vs.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horizontal 

competition vs. vertical competition etc. 

The inside spirit of pursuing competition is similarly different due to various 

regulation on abusing monopoly power. Regulating collusion behaviors is simply 

trying achieve market competition. The maintenance of resale price is the core pf 

intrabrand competition. Vertical competition is the key in boycott. Discrimination, 

tie-in sale, and exclusive dealing are all related to market competition.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 customer restriction, and user restriction belong to intrabrand competition 

V 



 

and market competition. 

In sum, most regulation in the FTL therefore try to achieve market competition 

first and then focus upon other target such as industry competition, potential 

competition, intrabrand competition and vertical competition. I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first figure out the target to achieve and then decide the means of 

enforcement, then unnecessary mistakes can be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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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第一條明白的揭示，其立法之目

的在於「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 」。但什麼情況之下，市場交易秩序才能獲得維護？公平競

爭的狀態可獲得確保？在過去的研究文獻中，除廖義男教授在「公平

交易法之立法目的與保護法益－第一條之注釋」曾經有過初步的說明

之外，一直很少人觸及。但由管制經濟學的角度觀察，公平法中有關

反托拉斯法立法的理由1，係基於市場本身機制無法正常運作的情況

下，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市場失靈」存在時，即有公權力介入的空間，

政府部門則藉由「司法」處罰做為矯正的手段，進行糾正的過程。是

故，市場「競爭」的維持，不可否認的，由經濟學門的觀點而言，它

應為反托拉斯法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 

令人遺憾的是，市場「競爭」的維持在公平交易法的制定與執行

雖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真正的意涵，長期以來卻一直為人所忽

略。即使是在西方先進國家中，執行反托拉斯法歷史悠久，迭有成就

的美國之學界或實務界，也經常出現反托拉斯法保護的法益，到底是

市場競爭（competition），或是市場的競爭者（competitor）的迷惑與

爭論。爭議發生的緣由即出在對經濟學所闡釋的「競爭內涵」界定不

清。因此美國經濟學者McNulty （1968）仔細審閱經濟文獻的分析

之後，不禁要慨嘆：「在所有的經濟概念中，可能沒有比『競爭』更

重要的，更具侵蝕性的，也沒有像競爭概念發展如此令人不滿意的。」

2因此，他認為「回顧美國過去產業競爭政策的歷史，瀰漫著猶豫不

決與不一致的特徵，一部分的原因，即源自於經濟學者未能適當的給

                                           
1公平法中包含反托拉斯法，不公平競爭法兩種法域，它們立法與執法的依據並不相同。 
2 McNulty （1968），P. 639。 

 1



 

予『競爭』下一個完整的定義所造成的。3」 

公平交易法對此重要的概念，也曾以特定條文加以明確的表示，

它的「競爭」定義為：「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

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易之行為」綜觀

該定義，似乎只是由外觀上對競爭進行描述。在產業經濟學的討論

上，經濟學者則對競爭提出許多不同層次的詮釋，例如品牌內的競爭

（intrabrand competition）與品牌間的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

市場競爭（market competition）與產業競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

水平競爭（horizontal competition）與垂直競爭（vertical competition）;

國外競爭（foreign competition）與潛在競爭（potential competition）;

可運作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與競爭性市場（ contestable 

market），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與純粹競爭（pure competition）

等競爭概念。到底這些競爭概念的真正意義如何？它們是如何產生

的？它們產生的理由為何？它們之間相互的關係如何？更重要的是

在反托拉斯法執行時，上述競爭概念那些是其追求的目標？在執行反

托拉斯法的同時，實值得我們給予詳細的討論，以釐清公平交易法執

法的目標。 

如前所述，基於競爭概念有多層次的內涵，而且隨著經濟思潮的

改變、經濟學者對競爭概念產生了不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由經濟理

論觀點發展階段出發，釐清其中區別或分野以及其內涵之真義，以提

供為我國公平交易法執法之參考。以下先由公平法第四條對競爭的定

義出發，討論其中之真義，以引申隨後的問題。 

 

 

 

 

                                           
3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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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平法第四條「競爭定義」的討論 

公平法制定目的，在維護市場交易秩序，確保事業間能夠公平競

爭4，達成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然而在何種情況之下市場交易才算是

有「秩序」？以及何種條件下市場之交易才算是「公平競爭」？對競

爭政策的執法機關而言，「競爭的定義與目標」的確立就顯得非常重

要。因為立法追求之目標不明確，於執法過程中，則很可能產生偏差，

甚至使法律規範後的市場比未規範前更不具效率5。因此在公平法的

立法結構，特別於第四條中，明確揭示公平法追求的「競爭內容」，

將其定義為：「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比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

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易的機會」。 

 

一、公平法競爭定義的詮釋 

  綜觀公平法第四條有關「競爭」的定義裏，可以進一步的詮釋如

下： 

（一）競爭發生的「場所」為「市場」。 

（二）競爭產生的「客觀條件」必需市場上要有二家以上的事業。 

（三）事業競爭採用的「手段」有「有利價格」的價格競爭（price 

competition）以及非價格競爭（nonprice competition）的有利

的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換言之，事業間為取得與

交易相對人的交易，除產品價格外，也可以以產品品質的高

                                           
4是公平法第一條的立法宗旨。 

5以新古典經濟理論所推論的結果是，其追求的目標為配置效率與生產效率。前者之意涵為保留

價格超過或等於社會生產邊際成本的消費者，均能獲得產品之供給。而後者之意涵為市場競爭的

最終結果將迫使廠商選擇最適規模，以及在最適規模下，能夠以最低成本水準生產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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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數量折扣、或提供較佳的售前或售後服務、或其他之條件，

做為爭取交易之手段。 

（四）競爭之「目的」在於爭取與交易相對人交易的機會。簡言之，

競爭的最後結果，乃為個別事業私利的實現，市場的參與者都

不想成為市場供給面的過剩供給者，至於他人的結果如何則在

所不問。 

二、公平法競爭定義的討論 

根據以上競爭的「場所」、「客觀條件」、「手段」、「目的」

四種項目的分析，可以發現現行公平法第四條競爭定義，似乎只著重

於一般事業市場行為的初步描述，其似乎還有不足的地方，現分別說

明如下： 

 

（一）競爭的時間與空間層次是否應包含在競爭的定義內？ 

  公平法競爭發生的場所只是空泛的指稱為「市場」，並未指出其

市場範圍有多大？競爭的空間在哪裡？換言之，競爭場所不能概括式

的以「市場」一詞帶過，應指明競爭發生的空間、時間的範圍。因為

空間的阻隔，很可能使生產相同產品的事業，在實際上不產生競爭之

關係，例如一賣場在台北市，一賣場在高雄市，雖然其販賣之產品完

全相同，但限於空間距離的阻隔與運輸成本的限制，台北市的消費者

不可能到高雄市購買；同理，高雄市之消費者也不容易到台北市購買

6，因此形成兩個不同的市場。 

  此外，競爭發生的時間層次（time dimension）也必須予以考量。

短期競爭與長期競爭的結果是有相當不同，短期競爭的主角們可能只

包含市場的既有廠商（exist firm）。但是若競爭的時間期間拉長，則

                                           
6這裡指的是平均消費者，而非特定消費者，因為消費者因為出差、或訪友到另一個地區，仍有

可能產生購買的結果，但它只是特例，而非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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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面可能因為新事業的進入而增加供給量，從而提高市場的競爭程

度。同理，長期消費者亦可能偏好的改變而增加或減少對特定產品的

需求，從而影響事業的交易機會。因此，公平法所定義的競爭概念到

底是短期的，不允許有新廠商進入的「市場競爭」，還是長期的概念，

時間夠長，長到允許新廠商進入的「產業競爭」，可能需要在適當的

地方加以表示，以更精確態度描述我們所欲追求的目標競爭到底為

何。 

 

（二）二事業以上可能只是競爭發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甚

至可能連必要條件也不是。 

 

  事業為爭取交易的機會所以有競爭的發生，而發生必要條件為市

場必須存在兩家或兩家以上的事業。問題是兩家或兩家以上廠商的存 

在，就一定保證它們會有競爭的行為出現嗎？實際市場觀察市場存在

於少數廠商情況下，廠商很可能採相互合作的方式，共同取得交易的

機會，例如一家廠商出現，取得交易之後再分配給所有廠商，或只所

有廠商事業採行共同協議，輪流取得交易的機會，或將市場劃分為若

干區域，每家廠商各自占有一區域之市場，形成市場劃分的現象。是

故，市場上競爭的形成除兩家廠商以上的必要條件外，個別廠商「獨

立決策」可能是另一個必須涵蓋的要件。 

  廠商少於兩家市場上是否就無法形成競爭呢？考慮市場上製造

商只有一家，其旗下擁有若干家的配銷商，其販賣的產品均相同，消

費市場是否就不存在競爭呢？顯然答案是否定的。也因為如此，製造

商為避免自己的產品，因為經銷商的不同而產生相互競爭的現象，乃

利用空間上的差距，將這些經銷商隔開來，限定其在一定的區域內從

事銷售，不逾越其所分配的市場區域，以避免品牌內競爭（intrabrand 

competition）的產生，並希望藉此一增強其他品牌間競爭（interbrand 

 5



 

competition）的程度。是故，依據品牌內與品牌間競爭的概念分析，

單一廠商的存在，未必不產生競爭的現象。 

 

 

（三）有利的價格是否有一定範圍的限制 

 

  第四條競爭的定義，雖然將競爭的手段區分價格與非價格競爭，

但在價格競爭的描述中，僅以抽象的「有利的價格」加以說明。何謂

「有利的價格」，是否單純指比競爭對手低，能爭取到交易的機會即

可，或不必顧忌該價格是否太低，甚至低到本身成本以下，可能產生

將對手驅逐市場之外。直覺而言，以公平法的立法精神，應當是鼓勵

業者儘量提高生產力，降低成本提供價廉物美的產品，以吸引消費者

的青睞。換言之，公平法所在意的競爭是事業間良性的效能競爭，藉

由各憑本事壓低生產成本，以及改良產品品質的正面做法，獲得市場

自然淘汰的結果。若事業以掠奪市場為目標，將對手逐出於市場之外

為目的，故意將價格壓低，甚至低過本身之變動成本的不正常做法，

則非公平法所追求。 

  同樣的，事業針對不同交易人，或不同交易區的消費者，若有不

正當的行為，例如進行差別取價時，則為法律所不容許。因此，所謂

的有利價格，應當有一定的範圍限制與規範。 

  檢視公平法第四條有關競爭的定義之後，可以發覺公平法對競爭

定義仍有討論的空間。因此，以下我們由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的國富

論為出發，尋找經濟文獻上對競爭概念發展的脈絡，以及其發展的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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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古典經濟學的競爭概念與發展 

一、亞當斯密前的競爭概念 

經濟理論上最重要的概念「競爭」，經過學者的研究，發現它是

由一般通俗的談話轉變而來，變成經濟領域的核心。不過由一般談話

性質的語彙變成經濟學領域重要概念的過程，並非經濟學鼻祖亞當斯

密的貢獻7。因為不管是由競爭概念的形成，或是競爭功能的分析觀

察，經濟文獻的研究發現，「競爭」概念的使用並不是從亞當斯密開

始。獨占市場將產生高價格，以及市場有許多銷售者的競爭，將使價

格降低的說法，早在十七世紀德國商人Johann Joachim Becker的著作

中即已出現。另外根據Schumpeter研究Boisquilleberty的競爭著作，發

現和亞當斯密競爭概念一樣清楚的經濟次序原理早就形成，它比亞當

斯密提出競爭概念的時間早了半個世紀 8 。Cantillon的經濟競爭

（economic rivalry）觀，以交易雙方談判型態方式表示，比後來亞當

斯密所採行的概念更為明確，他對市場價格的討論，提示了亞當斯密

對相關主題各方面的討論9。 

McNulty（1967）也引用 Monroe（1948）「早期經濟思想」（Early 

Economic Thought）一書的研究內容，指出亞當斯密完成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的前二十年，相關的學者 Turgot 即已提出競爭的

概念。即使在較接近的時間之內，Hume（1955）寫給 Turgot 的信，

以及 Turgot 回給 Hume 的信，都曾以「競爭」做為討論的內容。國富

論發表前最完整的競爭分析是 Jame Stewart（1767）爵士，他特別強

調競爭存在於買方與賣方兩方，他以雙重競爭（double competition）

                                           
7見McNulty（1967），p.395。 
8見Schumpeter（1954），p.16。 
9見McNulty（1967），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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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說法表示競爭的意涵。 

以上所舉的例子基本上在於說明，亞當斯密提出巨著國富論之

前，「競爭」在經濟學者的著作中，已是一相當熟悉的概念。藉由競

爭的推動市場價格將消除廠商的超額利潤，以及消弭市面上未滿足需

求的功能。「長期」裏市場因為競爭的關係價格將降低到生存水準。

亞當斯密所主張的競爭是一種力量，它將使巿場價格趨於自然價格

（natural price）的說法，在當時的經濟文獻即十分普通與明顯，亞當

斯密應當不是最早持有此種說法的人。那麼亞當斯密的貢獻在那裏

呢？亞當斯密對競爭概念的貢獻，基本上在於他把競爭這個概念加以

系統化，並且把「競爭」概念提升為經濟社會中一般組織原理的水準，

這項成就大大的勝於任何一位在他之前有相同主張學者的貢獻。 

是故，早期由競爭概念的發展歷史觀察，與其說亞當斯密為此概

念的前輩，它的精鍊來自一群成功之手，還不如說亞當斯密的著作代

表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亞當斯密之前逐漸出現市

場價格是經由「競爭原理」決定的一系列文獻，正逐步取代過去以「政

治」或「倫理力量」決定價格的說法。「競爭」概念終於成為經濟分

析的焦點，亞當斯密的國富論在許多方面正是此工作的基石。 

二、亞當斯密的競爭概念 

既然亞當斯密競爭觀的出現，在經濟思潮上係屬於一重要的分水

嶺，然而亞當斯密的競爭觀內涵到底為何，實值得我們進一步的瞭

解，也由於概念剛建立，有些部分即使是亞當斯密本身可能也不是非

常清楚，後世經濟學者史蒂格勒 （Stigler,1957） 經過研究後認為，

亞當斯密的競爭觀應當可以分成下列五個層次。 

 

（一）競爭是一種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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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的競爭概念是指市場的賣者或買者，面對巿場條件的變

化，將會因為自身利益的關係而調整其價格或數量以為因應。絕對不

是像當代新古典學派完全競爭巿場模型所描述的，個別廠商只能被動

的對市場價格作反應，最後變成為巿場價格的接受者。亞當斯密的競

爭概念，和我們一般日常生活中所瞭解的競爭概念可能比較接近，亦

即市場經濟主體能對同市場的參與者多寡做適當反應，使巿場趨向均

衡。因此亞當斯密所觀察到的「巿場供給數量減少時，將導致市場價

格上漲」的現象，他的推論是巿場中的眾買者間「競爭」後的結果。

反之，「當巿場供給過剩時，價格會下跌，至於價格下跌的幅度，得

視賣方的競爭程度，與商品需要立即脫手的程度而異，競爭程度愈激

烈，需要立即脫手的必要性愈高，則價格下降的幅度將愈大。」10，

由以上的描述可見，亞當斯密所主張的競爭概念，顯然是一種動態過

程，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理解的競爭較為接近。 

經濟學者史蒂格勒（Stigler）則將亞當斯密的競爭概念解釋為如

同在競賽中的對抗（rivalry），而競賽目的是為了取得有限的供給（供

給不足），或者為避免有過多供給（供給過剩）11。這種對競爭的闡

釋和新古典經濟學重要的學者佛蘭克耐特（Frank Knight）對競爭的

說明「沒有心理上的競爭、對抗、或抗爭的假定……也排除談判」的

「完全競爭」概念根本不同。亞當斯密所描述的情況「個別賣者降價

可增加產品銷售，提高價格則降低產品的銷售」，基本上是屬於不完

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的理論，亞當斯密運用「競爭」的術

語時，根本上是獨立於市場結構之外12。競爭的存在與否，與市場結

構不必然存在一定之關係，在亞當斯密的眼裡，競爭是市場參與者反

應新力量的過程，達到新均衡的方法。 

 

                                           
10見Smith（1937），p.57。 
11見Stigler（1957），p.2。 
12見McNulty（1967），p.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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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必需要有充分的參與者 

 

瞭解競爭的本質是一種動態過程之後，亞當斯密也觀察到市場上

競爭的運作，參與者的多寡，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所以他在市場參

與廠商人數多寡與市場競爭的關係的著墨就較多。亞當斯密以為如果

市場的廠商數多，彼此之間的決策就不易妥協，不易妥協之後，市場

競爭的功能才會產生。因此在國富論的巨著裏，他兩度提到有關市場

廠商數與市場競爭的關係。第一次時，他說市場「由少數人運作的交

易，勾結起來的可能性很大」13。可見亞當斯密心中是擔心市場參與

者不足所造成的問題，巿場的交易人數如果不夠充分時，參與者之間

可能很容易妥協而形成勾結，巿場的競爭將無法產生作用。討論市場

廠商人數對巿場競爭的重要性以及其對市場價格的影響時，他說到：

「如果把足以在一鎮交易的資本，分由兩家雜貨食品店持有，則競爭

的結果，將趨使二者的售價，比資本由一家持有的情況便宜；如果把

它分成二十家商店所持有，則他們之間的競爭將趨於更為激烈，並因

而使他們勾結在一起提高價格的機會減少」14。 

以上是亞當斯密在國富論中有關巿場競爭與廠商人數多寡關係

的陳述。它的結論是，市場廠商人數愈多將產生兩項好處：第一，它

可防止廠商彼此之間的勾結，造成巿場的壟斷，不利競爭功能的發

揮。第二，市場上競爭者的人數較多時，市場競爭將趨於更激烈，最

後的結果將使巿場的價格趨近於較低或趨於自然水準。 

如同經濟學者Demsetz （1983）所指，古典經濟學者視「競爭」

為理所當然，他們對「競爭」本身的分析沒有多大興趣，只是利用「競

爭」原理說明經濟人自利追求的限制，以及依賴它說明競爭將使資源

自低報酬處移到高報酬處的結果。必然的，在他們的論述當中，常有

隱晦不明之處，提出系統化競爭概念的亞當斯密自不例外。除市場參

                                           
13見Smith（1937），p.162。 
14見Smith（1937），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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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廠商人數外，國富論中對競爭過程的處理，只有若干部份是明白的

（explicit），相當多的地方是十分含蓄的（imiplicit）。這些相當多的

部份，並不容易予以適當的描述，因為它在亞當斯密的心中也許原本

就不明確15。不過依據經濟學家史蒂格勒研究的推論，古典經濟學家

亞當斯密新心中的競爭概念，除市場參與廠商人數有密切的關係之

外，其他應尚包含，1） 經濟主體瞭解資源在各產業就業的訊息，特

別是在不同地方使用所能獲得的報酬為多少，2） 經濟主體的交易必

需是自由的，沒有任何人為的限制，阻止此資源在各行業或者地理區

域的活動。換言之，當經濟主體瞭解資源在不同產業就業報酬不同

時，必須允許其有進入高報酬產業的機會。3）經濟主體必須有足夠

的調整時間，時間夠長在市場上才能有所表現，以上史蒂格勒提出的

三項補充因素分別說明如下： 

 

（三）經濟主體需具備資源在各產業就業報酬的充分訊息 

 

亞當斯密以為巿場競爭的實現，需要資源的所有者能夠熟悉他們

的就業機會，然後才能做理性適當的選擇，最終使資源在各就業的報

酬趨於一致，這是競爭效能發揮的極致。就業機會訊息的獲得與運

用，正是競爭效能能否發揮的關鍵。因此亞當斯密主張：「資源收益

的相等性只發生在這些就業機會能被所有者充分瞭解，以及其長期已

在鄰近地區被建立起來。」16。亞當斯密認為就業訊息所需的必要情

報在市場上是能夠取得的，他的理由是「可以理解的，秘密……很少

能長期保持；而額外的利潤，也很少持續超過秘密維持的時間。」17

可見在亞當斯密的心目中，資源報酬在充分資訊的假設條件下，最終

將會趨於一致，而它也正是資源市場競爭終極的結果。在「長期」裏

                                           
15見Stigler（1957），p.106。 
16見Smith（1937），p.114。 
17見Smith（1937），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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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能夠取得的樂觀想法裏，亞當斯密認為資源在各產業就業報酬的

一致性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可以預期的。 

 

（四）競爭只有在長期方能達成效果 

 

    充分訊息是市場能否形成競爭的必要條件的說明裡，亞當斯密樂

觀以為資源的所有者，長期裡應該能夠在鄰近地區，完成對各種資源

就業情況訊息的瞭解。他說：「勞動與資本不同應用的產出，總合有

利與不利的相等性，只有發生在普通情況，或者稱之為這些應用的自

然狀態。」18。雖然亞當斯密沒有進一步明白的解釋所謂的自然狀態

條件，但可以想見的，自然狀態的形成必然是資源經過長期移動、或

調整後的結果。是故，要巿場各種資源能適才適所的有效應用，只有

在長期才能完成。短期資源使用的偏離，並不足為慮。因此只要充分

訊息與長期的條件能夠滿足，藉由資源所有者自利的驅使，長期資源

在各業報酬一致的目標，必然能夠形成。 

 

（五）市場的交易必須是自由的 

 

    經濟主體除要以上的市場充分訊息與長期調整要件外，競爭均衡

的達成還必須加上經濟主體能夠自由進入或退出任何市場的條件。任

何的排他性條款的制定或排除他人於交易之外的聯合行為，以及設置

差勁的法律限制資源的移動，都是干預自由競爭的例子19，使資源的

調整功能受到阻礙，妨害競爭功能的實現。以現代眼光來看，這裏所

謂的妨害市場自由競爭有兩層意思，一是對經濟活動的主體、資源的

所有者做限制，例如不准設廠，不准廠商在不同地理區域或不同產業

移動。一是對經濟活動的客體、即資源本身，例如勞動、資本，做限

                                           
18見Smith（1937），p.115。 
19見Stigler（1957），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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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的干預，不准它移入或移出特定的地理區域或不同的產業。但不

管是對主體或客體的人為限制，均將造成競爭的不完全，使競爭過程

遭受到阻礙，不利於競爭效果的實現。 

綜合以上的說明，史蒂格勒以為亞當斯密所主張的競爭條件歸納

起來共有五項：1、經濟單位的競爭行為必需為獨立的，沒有勾結。2、

市場上競爭者的人數，包括現有與潛在，必需多到足以消除額外利

得。3、經濟單位必需具備相當的市場機會訊息。4、對於上述訊息的

反應必需是自由的。5、必需有充分的調整時間，使資源所有人能夠

依據報酬的高低將資源運用到所要的方向和所要的數量。 

亞當斯密在「國富論」一書裏，「並沒有明白的揭露他是如何推

演上述競爭概念的元素。史蒂格勒認為充分的競爭人數與競爭者間彼

此獨立的要件，係源自於亞當斯密的直接觀察。每個有知識的人，大

概都知道競爭為何物，也知道競爭的本質在於彼此競爭以獲取利潤」

20。對於自由競爭的另外三個條件，依據史蒂格勒的推論，他認為「這

些都是分析定理所需具有的前提，當然，這些推理也都是來自於市場

上所觀察到的事實」21。 

 

三、亞當斯密後古典經濟學競爭概念的發展 

 

亞當斯密的競爭觀點提出之後的七十五年，並未受到英語世界的

重要經濟學家的挑戰，不過在文獻上仍可以找到零星論文，對競爭概

念實用性的研究，尤其是競爭觀點對照於實際世界所產生的問題。中

間西尼爾（Senior）對市場充分訊息的要件滿足提出提出質疑。卡尼

斯（Cairnes）則對交易是自由的，現實世界上資源可在不同產業的自

                                           
20見Stigler（1957），p.107。 
21見Stigler（1957），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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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移動的要件提出懷疑。 

 

（一）西尼爾對充分訊息的批評 

 

西尼爾認為「在自由競爭體系下，生產成本是決定價格的主要因

素，但其影響力也受制於許多其他狀況。競爭被認為具完全性，必需

所有的擾亂因素不存在方可，亦即不論是資本或勞動的移轉，都可一

次完成，毫無損失，不管資源是用在何處；同時每個生產者也必須對

各種生產方式所有獲得之利潤有完全的知識。但是，這顯然是與實際

狀況不符。生產所需的資本，有一大半是用在建築物、機器及其他物

品上，這是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勞力的，而這些設備通常只對現行的

產業有用處，而不能移轉到其他產業，…，許多資本家可以精確估計

自己的利潤，但卻無法估計其他同業的利潤」22。西尼爾以為亞當斯

密的競爭觀點中，所主張的經濟主體對資源在各產業應用有充分訊息

的條件，與實際社會裡的觀察結果，似乎存有相當的差距，因此不免

會令人擔心市場競爭功能的發揮，是否會和亞當斯密所預期，經濟主

體能夠在充分訊息的條件下做適當的決策。 

 

（二）卡尼斯對資源自由移動的批評 

 

卡尼斯是一重要的英國經濟學家，他定義「自由競爭」的狀態係

指商品以所必須犧牲的生產做為交換的基礎。以資本移動的情況而

言，此原則必定會實現，因為許多資本都會湧進獲利較高的產業去，

而導致競爭的加遽。但在勞動方面，則所定義的情況，不見得可以獲

得實現，因為在歐洲十九世紀期間，社會上職業是有階級存在的，勞

動的改變或高升是非常困難，即使擁有技術後可獲得特別的報酬，並

                                           
22見Stigler（1957），p.108。 

 14



 

足以超過訓練所支付的犧牲，勞動在不同業別的移動仍相當困難，此

障礙勢必阻止競爭功能的發揮。 

利用上述現實世界有些資源無法如亞當斯密所預期的，可以在不

同市場內自由移動的觀念，卡尼斯將競爭的內容進一步的區分為產業

競爭與商業競爭。所謂的產業競爭（industrial competition）是指非競

爭群體「內」的競爭，而商業競爭（commercial competition）是指非

競爭群體「間」的競爭。但後來的學者西得畏克（Sidgwick）和艾奇

渥斯（Edgeworth）則扭轉了卡尼斯的看法，認為商業競爭（business 

competition）應當是指同一產業內廠商間彼此的競爭，而產業競爭則

指長期間資源能在產業間流動的競爭，這種因為資源不能充分移動而

衍生的兩類競爭概念，為後世將競爭區分為「市場競爭」與「產業競

爭」，奠定根本的基礎，但也為後來許多產業政策目標為短期的「市

場競爭」目標或是「產業競爭」的長期目標而引發許多的爭議。 

 

（三）其他學者的主張 

 

亞當斯密以後其他的古典經濟學者，對競爭概念的發展並沒有提

出新義，仍然遵循前節亞當斯密的說法，只不過對於亞當斯密競爭條

件的第五項給予特別的重視，例如李嘉圖（Ricardo,1955）主張的競

爭，即是指巿場處於沒有限制下的運作。他說：「談到商品，和它們

的交換價值，以及規範它們的相對價格，我們經常是指這些商品，是

處於沒有限制的競爭下運作（ competition operations without 

restraint ）」23，特別強調人為干預的排除，對於競爭功能發揮的重要

性。 

與Ricardo同一時期，重要的經濟學者密爾（Mill,1864）同樣的也

特別強調防止限制競爭的重要性，他說：「關於地租、利潤、工資、

                                           
23見Ricardo（1955），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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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是由競爭來決定，法律也許是為它們而設。如果競爭可以排除

限制者，則廣泛一般性的原則和科學性的前提，也許根據它們可能被

限制的地方建立起來」24。可見Mill和Ricardo 英雄所見略同，均認為

競爭最大的隱憂在於競爭可能受到人為的限制，而限制障礙的排除足

供競爭功能充分發揮才是首要之務。 

由以上的分析可見，亞當斯密的競爭觀點陳述的要件，似乎為競

爭功能的發揮，提供一全面性的假設，後世的學者乃依循此方向對照

現實世界的現況和自己所經歷的經驗，提出其對競爭的看法，從而為

當代許多不同層次的競爭觀埋下爭端的種子。這些崇尚自由競爭、視

競爭為一種「動態」的過程、使市場資源報酬趨於一致的力量的看法，

一直要到法國經濟學者古諾（Cournot）以數理經濟分析巿場競爭極

限的結果，並由此極限結果導出政策執行比較的基礎時，文獻上競爭

的概念才有了根本上的改變。 

在這中間德國的學者，對競爭的看法，也承襲了古典經濟學的觀

點，重視市場動態的調整過程，以下我們分別介紹兩位有代表性學者

的觀點。 

四、馬克思競爭概念的分析 

（一）馬克思與新古典經濟學對競爭概念之差異 

 

為討論馬克思（Karl Marx）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討論競爭的意

涵，須與新古典經濟學之競爭觀比較，同時以馬克思的價值理論為基

礎，即以價格形成為依據進行比較討論，才較可能清晰刻畫出馬克思

的競爭概念。 

新古典經濟理論將競爭視為市場型態的描述，並且是一種市場的

屬性（attribute of the market），以此一基礎將競爭程度加以分級。其

                                           
24見Mill（1864），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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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有如光譜之一端，供需雙方有無數多之參與者，在各另一端都只

有一個供給者及一個需求者，前者的競爭程度極高，而後者情形是缺

乏競爭。因而此一傳統下，競爭的概念或內涵係由市場結構來決定。 

至於另一派學說係結合古典學派與馬克思的觀念，認為競爭係在

資本家經濟社會（capitalist economy）中順從經濟法則演化動態過程

之表徵，其具體的型式取決於經濟體系本身的發展及變化，因而市場

組織反映出經濟發展的過程。市場上獨占（monopoly）主宰力量並不

意涵著競爭的結果，僅是競爭的型式改變而已。競爭的起源（origin）

乃是將所有個人的資本，彙集成社會資本，為避免消失掉而必須擴

充；因而參與市場交易活動人數多寡對競爭現象（或程度）並無影響，

僅對於競爭本身的型式（即市場力量型式）發生影響。市場力量

（market power）與競爭相對立，是個靜態觀念，對應於一種特定的

市場型態；然而競爭應該是個導致市場型態變動的動態過程。

（Horverak, 1988） 

因此，上述基於某種市場型態分析之弱點即在於未能解釋市場結

構的構建，失去資本主義最有趣之特徵及必要條件（sine qua non）-

動態觀。反之，其較侷限於證明，若一經濟單位欲滿足某些目標，必

須符合那些條件，其目標包含須以最低浪費資源的情況來滿足需求。

然而，此未能解釋那些條件如何出現，因而完全競爭及獨占都被縮減

成相同立足點的市場型態，經濟分析失去歷史觀及無法掌握社會本身

的社會及經濟變化的真象。因此，上述二種分析方法的主要差異在

於，一種將競爭視為資本主義下，結合生產及交易變化狀態的動態過

程，相對地新古典學派則視競爭為一種對應一特定市場調整的靜態機

能。 

 

（二）價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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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學說在價格形成方面較新古典學派深入完整。新古典學派

實質上並非價格決定理論架構，充其量是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源配置之

理論架構。基於假設經濟單位能理性配置資源，而由市場體系來執

行，因此只是直接應用而來去了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情形。需檢視

市場應如何組成以符合挑選的目標，若一經濟體系符合若干假設：生

產者在價格及生產技術條件確定下，追求利潤極大，而消費者追求效

用極大，加以無差異法則（無異曲線工具）發揮，當價格調整使供需

相等時即達到所追求目標的特徵。此種市場體系稱為瓦爾拉斯模型

（Walras model），滿足新古典學說的自由競爭，由定義可滿足柏拉圖

最適境界的條件。 

然而瓦爾拉斯模型仍有缺陷，其一是除非先選定一個計價標準

（numeraire）或先選定一組價格，否則不能用來構建價格水準。所有

價格都藉選定的計價標準商品來測定，因此強調相對價格的存在，因

而任一商品都只是一種價格測度，完全忽略貨幣的功能，如黃金等金

屬或紙幣並非是測度價格所需的工具。其次，瓦爾拉斯模型對價格體

系中價格如格尋找到最適的水準並未討論。只討論當超額需求存在

時，價格乃上升；反之，則價格下跌。新古典完全競爭模型並未具體

解釋價格如何形成，而假設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社會中不易存在，係

受到某些有影響決定價格力量者（市場力量）所左右，價格與人類的

意志聯繫，不宜稱其為一種價格理論。 

至於馬克思理論的詮釋方式不同，他相信經濟發展係依循某些經

濟法則運行，而在自由競爭存在下，此類法則能清楚地顯現。其不先

行建立若干事件（狀況）來描述市場上競爭型態，再藉這些競爭型態

以了解價格的決定。 

 

（三）論獨占要素與集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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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馬克思較傾向財富集中在少數人手中的社會現象，他主要

關心財富集中現象，生產工具逐漸由少數人的圈子所掌握，控制生產

工具發生的集中現象較為重要。馬克思定義「集中」現象

（concentration）為：a.企業由於積聚利潤，結果能促成社會累進式成

長，b.個別企業透過操控金融工具（即資本集中）而組合起來。由少

數資本家操控，後來以形成聯合股份公司而實現，（見 das Kapital, Bd 

1），而此種緩慢發生的過程係藉助於信用系統（即銀行體系）而具體

實現。因而馬克思應用「集中」的概念也意涵著：a.生產的集中，意

即剝奪掉對單一產品或地區性產品的偏好，b.生產工具（及勞動力）

集中為工業化（ industrialization）的必然原則，c.銀行貨幣資本

（money-capital）遞增集中現象等。馬克思的資本論中不僅關心企業

的集中情形，也關心個別工廠（plant）集中的現象，因而會預期到規

模報酬遞增現象的大量生產法則（law of mass production），馬克思認

清報酬的法則，因此探討隨著生產擴充，資本報酬遞增的原理。 

因此，馬克思學說對工廠及企業（廠商）的分析具重要性，透過

資本集中才能融通經濟建設（如修築鐵路），資本集中的過程更促成

生產過程中的技術轉變，提高生產過程中之機械化程度。透過技術進

步結合資本有機組合程度（ the increasing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的提高，導致利潤下跌的趨勢。因而隨著時間演變，固定資

本的投資愈多，若利潤總額維持不變，邊際利潤就下跌。 

馬克思理論的動態競爭概念可直接推衍至集中理論及資本集中

現象。馬克思認為一家企業成長後形成集中係以自行融通方式（即應

用自有資源）來實現，是由累積引起直接成長的集中現象。若藉助於

外來資本（即股權資本），雖然馬克思也歸在「集中」的大標題下，

但並非馬克思所稱的「彙集社會資本所構成的資本集中」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already formed）。此外，馬克思的集中理論

包括四個不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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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層面 

資本家數目縮減意即小企業及手工匠的消失，而這些小企業及工

匠係推動當代企業未能完全掌握的生產層面。 

2、技術決定工廠的成長 

此即涉及如格就成本支出額下，追求極小化或最適化生產能量

（capacity）。 

3、馬克思忽略此種最適性探討，並且引伸到利潤的累積，視其

為個別企業成長的決定性動機（或者可謂馬克思學說中的「集中」確

定意義）。 

4、最後，馬克思學說所稱的「集中」，的確指較大企業吞嚥（購

併）獨立的企業。 

五、熊彼德的競爭觀 

熊彼德對經濟社會活動觀察，基本上強調人類社會為一動態發展

組織，對景氣循環理論的構建有其貢獻地位。他討論競爭概念的主要

著作主要可見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50 ）， 及 「 經 濟 發 展 理 論 」（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35）等著作中。他認為企業家的創新

（innovations）活動是促成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資本主義會毀滅其

自身，但此種毀滅只是一種過渡過程，而非結果，應屬於一種「創造

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實具有知識經濟時代中創新成功的

本質。 

熊彼德拒絕資本主義的發展會中斷的觀點，他強調反對「投資機

會消失理論」（theory of vanish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y），該理論主

張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結果，會發展至停滯階段，主要的原因是利潤

率長期下跌，且缺乏有利的新投資機會及企業家的結果。依熊彼德的

觀點，資本主義是被其發展的成功而非發展失敗所毀滅，其理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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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發展成功後導致不利的社會及政治氣候所致。 

至於產生對資本主義前景不利的有三項重要過程： 

1、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阻礙企業家或創新的功能。熊彼德強調

資本主義企業家或創新的功能是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性。大企業研發

產生技術進步及行政管理（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可能促使創新

成為常態（a routine matter），能取代少數人委員會及個別創新人士組

成的專家團隊，意即大企業所蘊藏發展的管理技能（know-how）較

個人創新者為佳。 

2、資本主義因毀壞其保護階層（strata）-仕紳階級（gentry）、小

商人、農夫等-而腐蝕其本身的制度構造，這些階層人士係由以前社

會逐漸發展而留存下來，並且因分散現代化公司的所有權導致個人財

產逐漸削弱。 

3、資本主義鼓勵一種合理及批評態度，對其自身的社會制度最

終是不利的。此種過程係因大批知識睿智之士產生後，其對社會不安

（即改變）有極大興趣鼓動更為加劇。 

由上述可知，熊彼德強調大企業才具有創新的能力，因此透過各

種方式發展成大企業對於技術創新是有利的，特別強調知識經濟發展

中創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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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古典經濟學競爭概念的發展 

亞當斯密競爭概念的兩個條件：充分訊息與資源自由移動，在經

濟文獻上曾經受到西尼爾（Senior）與卡尼斯（Cairnes）的質疑，該

質疑對後來的競爭概念發展，的確產生長遠的影響，例如卡尼斯對資

源自由移動的懷疑，在後來乃衍化成「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的

差異，使競爭的層次有了短期與長期的區分。不過細究起來，在經濟

文獻上，真正使競爭概念產生根本改變的還是數量學派的經濟學者古

諾（Cournot,1929），他以數學方法定義所謂精確的競爭概念，使經

濟學上的競爭脫離純粹口述方式的表達，也遠離了原本模糊不清的面

貌之後，經由傑逢時（Jevons,1911）、艾奇渥斯（Edgeworth, 1811）

和克拉克（J.B. Clark, 1961）等經濟學者的鼓吹，最後由耐特（Knight, 

1921）以「風險、不確定性與利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

書總其成，將競爭概念以完全不同的風貌加以表示25，以「完全競爭」

為核心的新古典競爭概念，從此在文獻上被正式的建立起來，為後世

大部分的經濟分析奠定基礎。以下先將探討新古典競爭概念的緣起，

然後再將其與古典競爭概念比較，使我們對二者的基本差異有深入的

的瞭解。 

一、新古典競爭概念的緣起 

如前所述，亞當斯密的競爭概念，經常是語意不清，帶有相當的

曖昧不明之處。這些結果反應在Cournot的批評上，他說：「每個人

對競爭的效果都只有模糊的概念，經濟理論應當想辦法讓此概念更精

確。因為對此問題欠缺適當的觀點，以及需要依賴符號化，經濟學者

在這方面的通俗概念上，並沒有起碼的改進。那些概念在通俗的語言

                                           
25見McNulty（1967），p.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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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然停留在較差的定義（ill-defined）和較差的應用（ill-applied）

上。」26。因此Cournot企圖給予「競爭效果」一個更精確的概念， 

Cournot的競爭定義也許是經濟文獻上對競爭所下的第一個正式定義

（formal definition）。如同史蒂格勒所陳述的，Cournot的競爭定義可

能比亞當斯密的定義更為精確與優雅。不過，必須特別強調的，在

Cournot的定義下，它所代表不再是一種競爭行為的過程（process）；

相反的，它所描述的可能只是競爭過程達到極限的一種狀態（state）。 

對競爭的概念，Cournot是這樣描述的：「當每家廠商產品的產

量Dk，不只占全部產量D=f（P），是很微不足道；同時對需求偏微

分F´（P）也是很微不足道時，則競爭的效果已達到了他們的極限。

表示單一廠商產品的產量Dk對市場總產量是不會產生任何影響。亦即

便將單一廠商的產量使自總產量中抽出，也不會對市場價格造成任何

變化的影響。」27這樣的說法，隱含著市場將有很多的廠商或銷售者。

不過Cournot在定義競爭概念時，並沒有對「市場結構」這個重要因

素明白的表示他的意見，反倒是十九世紀後期的另外兩位經濟學家傑

逢時與艾奇渥斯，將競爭概念與市場結構結合起來討論。然後再經過

克拉克與耐特兩位經濟學者的精鍊，最後則形成今日大家所耳熟能詳

的「完全競爭」概念28。「競爭概念」與「市場結構」密切結合的發

展，經濟學家史蒂格勒則認為那是經濟研究發展的不幸，因為他認為

這兩項概念的每個問題，應當予以充分與分開處理可能較為適當，否

則後世的研究者很可能會以「市場結構」取代「競爭概念」的地位分

析經濟事物，使「競爭概念」在經濟分析上喪失它應有的功能。 

二、新古典競爭概念與古典競爭概念的比較 

漸漸地，所有信仰新古典經濟學的學者乃將市場的「競爭概念」

                                           
26見Cournot（1929），p.79。 
27見Cournot（1929），p.50。 
28見McNulty（1968），p.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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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為與「市場結構」有密切關係，然後再由「市場結構」的狀況，

表示市場是否處於競爭狀態。這種巨大的轉變使原本與實際社會關係

密切的古典動態競爭概念，立即被消除掉。以個別廠商觀點而言，價

格原本在競爭概念中屬於經濟主體可掌握的變數（variable），在新

古典的競爭觀中卻變成了只能無奈接受的參數（parameter）29。史蒂

格勒指出，數理經濟學家所定義的「競爭」，為市場價格不受個別廠

商生產數量所影響的極限狀態，個別廠商最終所面對的需要曲線是水

平的，這是一項很大的變革。相對的，亞當斯密原本的「競爭」概念，

則是指市場的個別賣者與買者為因應市場狀況，必須提高價格或降低

價格的過程，價格是經濟主體能夠完全駕馭的變數。在亞當斯密的競

爭概念裡，廠商不是只被動的做價格反應，而是對各種參與者做主動

的價格反應，這種調整最終則使市場供需趨於均衡。 

亞當斯密的「競爭」概念是指有「對抗性」意義的競賽，參與者

競賽的目的在於爭取有限的供給，如果市場的狀態為供給不足或存在

超額需求；或是避免成為超額供給的一份子，如果市場上存在超額供

給的狀態。這和新古典強調完全競爭概念有著基本上的不同。耐特以

為競爭是「沒有事先假設心理上的競爭、對抗、或者抗爭…談判也被

排除。」30就此而言，競爭概念與市場結構有關。亞當斯密所謂的「個

別銷售者價跌多售，價漲少售」相對上是屬於不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的概念。換言之，亞當斯密心中所想的「競爭」與「市

場結構」是獨立的。所以在雙占的說明時他說：「如果…，資本被分

為兩家不同雜貨店，則競爭將傾向於使兩者的銷售更便宜，如果把它

分成二十家商店持有…，他們的競爭將更激烈，並因而使他們勾結在

一起提高價格的機會減少。」31，表示競爭的過程在任何一種市場中，

無時無刻不存在，它的存在與市場結構的狀態無關。 

                                           
29見Schumpeter（1950），p.80。 
30見Knight（1946），p.102。 
31見Smith（1937），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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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關鍵的差異，也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亞當斯密雖然指明市場上

競爭者的人數愈多，市場的競爭將更激烈，但他在偶占市場所描述的

競爭本質，似乎明顯的出現於「任何市場結構」。也就說競爭者在市

場上以低價出售產品，排除他的對手，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本能的

反應，它與所處的市場結構無關，人數較少時如此，人數較多的市場

亦復如此。 

亞當斯密的古典競爭概念與基於數理經濟的「完全競爭」最根本

的不同，並非在於二者對價格控制的程度，二者的主要差異在於後者

對價格控制「過程」的競爭被排除。亞當斯密應當不會認同價格不隨

數量而變狀況（situation）下的競爭，亦即廠商所面對的需求曲線為

水平的，相信他也不認同競爭是一種狀態。相反的，他心目中的競爭

是一活生生的過程（process），引導市場到預測的結果。亞當斯密的

競爭概念屬於企業行為（business behavior）的一種，文字上應當用「去

競爭」（to compete）的動詞字眼表示將更傳神，競爭行為的本質是

廠商主動努力在市場與對手進行低價出售的比賽。 

可確信的，亞當斯密不是不知道市場組織與生產技術元素對競爭

的影響，例如在國富論中他談到降價可以增加需求，從而增加生產，

這些過程帶動生產者的競爭。生產者為了達成降低價格出售產品與對

手競爭的目的，遂引發勞工的新分工，新的技術改進32。相對的，源

自於Cournot的新古典競爭概念，則完全缺乏「行為」的內容。相對

的完全競爭的概念裏，則分析的對象全數集中於競爭效果（effect）

的討論，完全無視於競爭實際運作的過程。 

對亞當斯密而言，競爭基本上是一種過程，它可「預測」價格將

等於成本達成的結果，而Cournot的競爭概念則為最後「實現」的結

果。兩種概念不但不同，基本上還是不能相容（incompatible）。數

理經濟學家的競爭是指假設企業競爭後實現的狀態（ realized 

                                           
32見Smith（1937）, 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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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因此亞當斯密的競爭過程完全被排除。難怪曾獲諾貝爾

獎的經濟學者海耶克（Hayek）在看到完全競爭的競爭概念，把競爭

的「氣質」消除殆盡之後，在「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一書中，不免

要大聲疾呼，提醒世人，「競爭」的概念絕不是完全競爭理論中所描

述的：「…假如完全競爭理論所假定的事務狀態已經存在，則它不但

剝奪動詞『競爭』所描述的所有活動範圍，而且將使它們事實上不可

能。」33。海耶克所憂心的是數理模型發展的結果，將使經濟競爭的

概念，不但不能反應經濟學者所看到的競爭「本質」，而且也忽略了

競爭活動的動態性，和競爭過程時間的重要性，而只是膚淺的處理競

爭活動的動機。 

新古典經濟學派集大成的學者耐特也曾經說過，「競爭」做為完

全競爭理論分析的術語是一大不幸，就完全競爭本身而言，以原子式

（atomistic）表達其特徵應當更佳。他表示新古典的競爭概念根本上

係以市場結構，取代原有的「競爭」地位。然而原子式的概念，雖然

能夠充分表達市場競爭的最後結果，但它並非亞當斯密和他的前輩們

所主張的競爭概念，而它也絕對無法傳遞企業抗爭（business rivalry）

與市場活動（market activity）的意義，而這些正是古典學派所認為的

競爭內容。 

 

 

 

 

 

 

 

 

                                           
33見Hayek（1948）,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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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新古典競爭概念的內容及其對政策的影響 

一、新古典競爭概念的內容 

源自於數理經濟學派的完全競爭的概念，基本上它包含以下五個

重要假設，現在分述如下： 

 

（一）價格接受者（ price taker ）：每家廠商的產量相對於巿場產量

占有比例很少，因此廠商產品數量的增減對巿場的價格沒有任

何的影響力，亦即個別廠商產量對市場價格的偏微分為零，

ie. 0=
∂
∂

iq
P , i=1,2,…,n，個別廠商最後只能被動的接受巿場供給

需求共同決定的價格。廠商在市場上為一價格接受者，所面對

的需求線為一水平線，他只能對市場特定的價格水準做調整反

應。 

（二）產品為同質（ homogeneous ）：從消費者的觀點看，假設每家

廠商所販賣的產品均完全相同（ identical ）。有了這項假定

後，可保證消費者不管跟那家廠商買均無差別。否則，如果允

許廠商間的產品有所差別，則廠商對其產品價格多少都會有些

控制力量，則消費者所面對的需要曲線就不再是水平形狀，而

是具有負斜率的特性。 

（三）廠商能夠有自由進出（ freedom of entry and exit ）產業：它表

示任何廠商只要願意而且報酬合理，都可以很快進入任一產業

內設廠生產，沒有產業進入的障礙。同理，任何廠商只要喜歡

以及覺得在此行業生產不划算，則可以很快停止生產，退出該

產業，不會因為退出造成損失。 

（四）資源自由移動（ free mobility of resource ）：市場上所有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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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資源具有完全移動的特性。例如勞動可在地理上或工作間自

由移動，不受限制。資本的移入或移出一地理市場，也不受任

何拘束。 

（五）充分訊息（ full information ）：市場供需雙方的參與者都擁有

做決策所需的全部資訊，例如消費者知道各種產品在各地的價

格，生產者亦完全知曉他的生產成本，工人知道各種工作及工

資的訊息等等。此外，每一個經濟人對未來也有完全的訊息。

這些資訊可以幫助產品市場與因素市場的參與者，為追求利潤

最大的決策基礎。 

 

完全競爭模型，由於第一項假定市場廠商人數很多，極限之下沒

有一家廠商對市場價格有影響力，使市場價格變成由市場供需決定的

參數，廠商長期調整的結果，可獲得價格（price）等於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的結果。它代表社會可獲得福利極大化的配置效率

（allocation efficiency）。相對於在「非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裏，廠

商長期均衡的條件為邊際收益（marginal revenue）等於邊際成本，由

於市場價格在產量大於零的情況下，均大於邊際收益，所以在「非完

全競爭」市場結構裏，長期均衡的結果將呈現社會評價大於邊際成本

的結果，形成配置無效率，使社會無法達成福利極大的境界。 

其次，藉由第三項、第四項與第五項的假定，完全競爭市場最後

必然使所有的因素報酬只維持正常利潤（normal profit），不會有超

額利潤。長期均衡的結果是產品價格等於長期平均成本（average 

cost），再配合第一項假定廠商人數眾多，所造成的水平需求曲線，

最後的結果是廠商的長期均衡必落於長期平均成本的最低點，如圖一

的 E 點。此結果揭露兩層意義：第一，它表示長期廠商選擇了一最適

規模（optimal scale）。第二，它代表廠商在既定的規模之下，選擇

了成本最低點生產。上述結果代表完全競爭市場長期均衡之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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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完全競爭的長期均衡  

保證能夠獲得生產效率（production efficiency）的結果。如果市場結

構不屬於完全競爭型態時，除非巧合之外，長期均衡廠商的生產，不

會落於長期平均成本的最低點，社會則無法獲得生產效率的結果。換

言之，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之下，可以保證每家廠商會在最適規模下生

產，以獲得整體社會之生產效率。 

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概念以為上述之長期均衡是可以達成的，並藉

由均衡的結果，決策者可利用配置效率與生產效率兩項指標，評量現

實世界市場偏離的程度，藉由此兩項指標，政策決定者能夠立刻估計

出其產生的效率損失，以決定政策干預的程度。所以經濟學者史蒂格

勒曾戲謔的說：「完全競爭的假設之一是休曼法（Sherman Act）已

存在。」34一旦一個人接受完全競爭所建構的競爭概念時，表示休曼

法的制定是必須的。換言之，若現實市場偏離了完全競爭市場時，則

以新古典競爭觀的邏輯，政府的干預是必須的，因此訂定反托拉司法

糾正市場的偏離也是理所當然。 

然而信奉古典競爭概念的芝加哥學派學者，就不認同上述的看

                                           
34見Stigler（1957）,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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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芝加哥學派承襲了古典學派的主張，認為「競爭」是屬於動態的

過程，雖然他們也承認新古典競爭所主張的虛擬均衡35，但是並不代

表他們同意新古典在政策上的看法，他們認為：「均衡條件永遠不會

和可能不會達成，不斷改變需求和技術本身，即會阻止均衡的達成。

不過公開市場的競爭力量將使實際資源的配置，不斷的追求此目標而

移向均衡點。經濟體系愈接近此極限的條件，則愈接近消費者福利的

極大化。」36。可見基於古典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的競爭觀點，所強

調的仍是市場資源配置的移動「過程」，並不認同由均衡結果出發，

建構效率判斷的準則，以做為政策上的標竿。 

二、新古典競爭概念對產業政策的影響 

以新古典競爭概念為基礎，所獲得結論是：唯有處於完全競爭市

場的結構，社會才能獲得配置效率與生產效率的至善效果。現實社會

的市場結構若不屬於完全競爭型態時，則在產業政策上有加以矯正的

必要。 

根據上述的結論，新古典競爭概念的支持者—結構學派學者，乃

主張若實際市場的廠商人數減少，以及市場進入障礙提高時，市場上

廠商便有較多的協調機會，最後將產生價格大於長期平均成本和長期

邊際成本的現象，廠商因而可獲得較高的利潤。為說明集中市場結構

下廠商為什麼能夠獲得較高的利潤水準，學者Mason（1939）以及其

學 生 Bain （ 1951,1956 ） 乃 提 出 「 市 場 集 中 -- 勾 結 理 論 」

（concentration-collusion doctrine）加以解釋，說明市場廠商數減少時

市場變為較集中，廠商間的相互依存度增加，廠商彼此間勾結的機率

乃因此提高。理由之一是當廠商數減少時，勾結協議的交易成本較

低，易於達成協議37，也易於執行。至於廠商有超額利潤之後，依據

                                           
35見莊春發（1998）競爭概念的發展、演變與反托拉斯政策，頁 35。 
36見Bork1978, p.98。 
37見Pepall, Ricards & Norman（1999）, p.384, Carlton & Perloff（2000）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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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自由移動的結果，必引來潛在競爭者的進入搶食利益，從而提高

市場競爭，結構學派因此提出（1）絕對成本優勢（absolute cost 

advantage）（2）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3）產品差異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4）資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等四

項市場進入障礙因素38，說明在高集中市場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以及

高集中產業的廠商何以有高利潤的理由。文獻上大量實證研究的結

果，則獲得支持的推論39。 

高集中市場結構有利於廠商採行明的或暗的勾結，以及高集中度

市場優勢廠商的產出，一般傾向於超過最小經濟規模，結構學派的學

者認為政府採行解除集中（deconcentration）的管制政策，將有降低

市場價格的效果，增進市場的配置效率，而又不會犧牲生產效率40。

1970 年美國政府決策部門與學界幾乎完全接納結構學派研究的結果

與政策建議，認為政府部門的干預是必需，因為他可為社會帶來更高

的利益，乃紛紛提出比休曼法更為嚴厲的產業管制改進方案。這些法

案包括 1969 年Neal委員會所提出的集中產業法案（The Concentrated 

Industrial Act），1973 年參議員哈特（Hart）所提出的產業重組法案

（The 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Act），以及參議員甘迺迪（Kennedy）

所提出的反結合法案（Antimerger Bill），要求政府部門直接對市場

結構進行管制，以符合市場競爭的要件。例如集中產業法案，為防止

產業過度集中，建議由司法部的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和FTC認

定那些產業為寡占產業。其認定方法有二：第一，當市場上四家廠商

或更少的廠商，擁有的總市場占有率為 70 %或超過 70 %時，除非前

四家廠商在五年之內有所變動，或除非這些廠商的共同銷售在此期間

減少 20 %，該市場將被視為寡占市場。第二，任何一家廠商的市場

占有率為 15 % 或超過 15 % 時，將被視為寡占市場。公平減少集中

                                           
38見Bain（1951,1956）。 
39見Weiss（1974）。 
40見Carter（1978）,p.435。 

 31



 

度的過程，將由檢察長在反托拉斯特別法庭（依集中產業法所設立），

著手處置寡占廠商。假若法院接受檢察長的證據，則將有一年的等待

期間，決定必要的步驟，以將四家廠商的市場佔有率降為 50 % 以

下，以及將每家廠商的市場佔有率降為 12 % 以下。如果其他方法不

能充分的減少市場集中度時，分解（devestiture）的手段將被採行。 

可見以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競爭觀，所發展出來的研究結果，對產

業管制政策的影響程度與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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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古典與新古典競爭概念在實務上的應用與限制 

一、可運作競爭 

（一）可運作競爭概念的出現 

 

新古典競爭概念為世人接受，並於1930年代發展成結構—行為—

績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的理論，實證研究的結果又

大致支持該理論的假設。一時間新古典競爭概念，以「結構」取代原

有「行為」的競爭觀點，似乎征服了西方世界的學界與政府。特別是

美國政府，該理論的政策建議似乎完全主導該國的產業管制政策走

向。然而新古典完全競爭的概念，在反托拉斯管制的實務操作上，鑒

於無法直接的運用，1940 年代與 1950 年代，經濟學者乃針對實務上

的需要，提出可運作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的概念，從而建立

可操作的準則（norm）。文獻上因應實務需要的可運作競爭概念最早

是由克拉克（Clark 1940）所提出。他認為完全競爭理論模型，很難

提供判斷實際世界的可信標準，所以他另外提出判定市場競爭的準

則。然而他提出的標準受到不正常蕭條時期的影響很大，反而沒有其

隨後批評者提出的標準完整與受到重視41，因此以下即以批評者提出

的準則為說明的內容。 

 

（二）可運作競爭準則的內容 

 

對克拉克原始的可運作競爭準則，在許多批評者當中，以 Sosnick

（1958）所提出的準則最為完整與明確。所以以下可運作競爭的準

                                           
41見Scherer（1980）,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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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即以 Sosnick 的版本為準，基本上它仍依照結構學派的主張將其

區分為結構準則、行為準則、績效準則等三種準則。結構準則有 4 項

條件，行為準則有 6 項條件，績效準則與多有 7 項條件，在衡量一市

場是處於競爭所需要判定之事項。 

 

1、結構標準 

（1）交易者人數至少要和規模經濟所允許的一樣多。 

（2）對移動與進入應當沒有人為的阻礙。 

（3）對於提供產品的品質差異應當有適度（moderate）的價格敏

感度。 

（4）買方應當對產品價格、品質及其他相關資訊有所瞭解。 

 

2、行為標準 

（5）價格開始變動是否會被跟隨，在對手的心目中應存若干的不

確定性。 

（6）廠商應當獨立的努力達成他們的目標，沒有勾結的情事。 

（7）應當沒有不公平、排他性、掠奪性或者強制性的策略。 

（8）無效率的供給者和消費者，應當無法長久被隱瞞。 

（9）促銷應當是訊息性，或至少不致產生誤導。 

（10）持續而有害的差別取價，應當不存在。 

 

3、績效準則 

（11）廠商生產與分配的運作應當有效率，沒有資源的浪費。 

（12）產出水準與產品品質，應當反應消費者的需要。 

（13）利潤應訂在正好足以支付投資、效率、和創新的報酬。 

（14）價格應當鼓勵理性的選擇，引導市場趨向均衡，而不會增

加循環的不穩定。 

 34



 

（15） 引進技術較優的新產品和新製程方法的機會，應當被善用。 

（16）促銷的支出不應是過多（excessive）。 

（17）成功將落於最能提供消費者需求的生產者身上。 

 

 

（三）可運作競爭準則的限制 

 

可運作競爭準則被提出來之後，立即引起許多批評。有人認為上

述的某些標準不具客觀性，許多項目被批評是多餘的。特別是前兩項

的標準，被視為純粹競爭必需條件，如果它被滿足了，在後面許多的

標準將被滿足42。 

    如果進一步的觀察還可能發現，可運作競爭概念可能還存在下列

嚴重的問題：第一，這些準則是否如同提出者所稱，確實能夠於實際

上操作。在許多準則中的許多變數，常具有主觀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的性質，例如適當的產品差異？適當如何定義？什麼時

候促銷支出會過多，何時不會過多；要維持多久時間，差別取價才被

視為持續性？主觀的價值判斷，可能會干擾到這些準則的衡量。第

二，許多準則的滿足很難加以衡量。例如要瞭解廠商的生產是否為有

效率，就需要有刻度的尺碼，以及能夠對其加以衡量。第三，也是最

重要的，如果在這些準則中有些條件滿足了，而有些條件不滿足時，

例如績效的準則滿足而結構的準則不滿足，處在此種情況，我們如何

判定市場「競爭」是否成立。這些缺失，引發了經濟學者史蒂格勒以

嘲笑的口氣，提出下列令人困窘的狀況：「因此，要決定任何產業是

否處於可運作競爭，可以簡單的要一位程度較好的研究生，以此產業

為他的博士論文，然後給予裁決。當然，這種測定方法，不能允許第

二位學生研究該產業是很重要的。」43。 
                                           
42見Scherer（l980）, p.42。 
43見Stigler l956，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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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是之故，新古典經濟學者雖然因應現實上的需要，以可運作競

爭概念為基礎，提出判斷競爭的可操作準則，但基於以上批評者提出

的缺點，以及在實務上確實不易執行，政府決策單位在實務上判定市

場是否正處於競爭時，並未採用可運作競爭準則的方法。絕大部分的

實務判定依據，仍然回到市場結構面因素，如市場占有率等加以判斷。 

二、競爭性市場 

（一） 競爭性市場的產生與內容 

 

正當整個學界或政策者全然接受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概念，將「競

爭」的瞭解偏頗於「市場結構」44，忽略廠商進出市場對競爭的影響

時，紐約大學的經濟學者Baumol 乃集結了其它經濟學者Panzer和

Willig提出競爭性市場（contestble markets）45的概念，喚醒世人結構—

行為—績效的說法，結構是決定市場績效唯一重要的因素，並不一定

正確。它的出現喚醒世人應再度回到古典學派的思考模式，重視資源

與廠商進出對市場競爭維持的重要性。 

競爭性市場模型的重點，在於強調廠商自由進出的影響力。它主

張只要廠商的市場進出不產生沉入成本（sunk cost），以及市場進出

容易，則競爭性市場將被構成，市場不需太多廠商人數競爭的狀態仍

可持續的維持。因此競爭性市場的重點在於沉入成本的有無，何謂沉

入成本呢？。例如廠商決定進入婚紗攝影行業而購買了相機，它可能

需要相當的支出，但相機的購買支出並不代表沉入成本，因為婚紗店

一旦結束營業後，相機仍可移做他用。所謂的沉入成本係指一旦營業

改變之後無法反轉於其他使用的成本。例如上面的例子如果一旦廠商

                                           
44市場競爭只重視既定市場結構內廠商的競爭，忽略廠商市場進出對市場的競爭，完整說明見下

一節的內容。 
45見Baumol, W.J. ,J.C. Panzer & R.D. Willig（1982）Contesble Market and the Theory of Market Structure. 
New York: Horcourt Brace Jovano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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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退出婚紗攝影業時，則貴重的攝影器材可售與他人或做其他用

途，因此廠商可回收大部份或全部的成本。實務上，不可避免廠商在

進入新行業時，一定會發生若干的沉入成本，它可能是廠商所印的名

片、執照費、登錄於電話簿的廣告費，這些都是廠商退出該市場不能

回收的成本。 

由於競爭性市場假設廠商進入與退出市場很容易，既有廠商對外

面潛在進入者的打帶跑（hit and run）將非常敏感，也非常重視這些

潛在競爭者的影響。既存廠商在競爭性市場如果所定的價格高於成本

時，競爭者會因為進入市場有利可圖，可能很快會採進入市場的策

略。在對手降價反應之前，即已擷取利益揚長而去。如果既有廠商能

夠立即做反應，進入者則可在不花太多成本之下安然的退出該市場。 

由於有打帶跑機制的制衡，競爭性市場的長期均衡與完全競爭市

場均衡一樣，第一，市場的經濟利潤為零，因為打帶跑的進入者將很

快的擷取任何利潤，因此既有廠商的訂價只能訂在與成本相同的水

準，回收正常利潤不能享有超額利潤。第二，廠商將處於生產有效的

階段，因為任何浪費或無效率，很可能引來其他廠商的進入。第三，

競爭性市場包含二或更多的廠商時，其價格最終將等於邊際成本，市

場可以擁有配置效率，當價格大於邊際成本時，將產生市場進入；反

之，若價格小於邊際成本將形成既有廠商的退出，一直到市場恢復到

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為止。 

競爭性市場理論的提出，完全顛覆結構學派的結論，認為要認定

一市場的競爭程度，不一定要將觀察重點放在既有市場結構中的廠商

數多寡，雖然廠商數在一般的情況下的確是一項很重要的變數。但是

分析市場競爭程度時，若忽略市場進出的難易度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時，分析結果很可能產生嚴重的偏頗。是故競爭性市場理論推論到極

至，只要市場進出不具沉入成本，而且進出市場可以很快速時，則市

場上廠商數即便只有一家，它也很難獲取超額利潤。換言之，在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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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中，即使觀察到市場只有一家廠商，只要競爭性市場的條件存

在，它的結果將和完全競爭長期均衡的結果相同。 

以上的結果，對競爭的公共政策提供了廣泛和有用的啟示，它提

醒政策決策者，在對產業競爭程度做成判定之前，除觀測一般市場結

構的廠商數，和它們市場占有率的分配之前，也必須同時考量市場進

出的容易與速度，對市場競爭程度的影響。也由於競爭性市場理論特

別強調廠商市場進出的重要性，隨後乃引發學界對廠商策略性進入障

礙研究的重視。 

 

（二）競爭性市場的缺失 

 

如同可運作競爭的情況，競爭性市場理論提出之後，也引來許

多的批評46，這些質疑包括：第一，當今生產大都屬於大規模的情況，

潛在廠商能夠立即進入市場與退出市場的條件，在現實社會中不存

在。第二，人們懷疑進入者可在既存廠商調整價格之前，即能安然退

出市場的能耐。第三，經濟學者Shepherd以為廠商參與任何一市場，

經常會產生顯著之沉入成本 47 。第四，完全可競爭性（perfect 

contestability）和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一樣，在實際市場

上極為罕見，屬於實務上的稀少動物。第五，廠商進入新市場在生產

上當發生需要購買不能反轉的設備。例如他可能需要跟供應商或配銷

商談判簽新約，又如購買當地廣告，這些均會產生相當的沉入成本，

因此進入市場不具沉入成本的條件，在實際市場上一般並不容易滿

足。 

 

（三）競爭性市場理論的實證研究結果 

                                           
46見Weitzman（1983）, Shepherd（1984）, Schwartz（1986）。 
47見公平交易法譯述系列，審訊中的反托拉斯經濟學—新自由放任的對話，有關競爭性市場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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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業是討論競爭性市場理論時最常被引述的產業，因為航空公

司可藉由飛機的買入或出售，迅速的增加或減少航空公司的生產力，

或經由更改航線或航班，增加或減少某一航線的飛機班次，提高或減

少航空公司的生產力。長期以來一直有人主張，航空業因為競爭性的

進入威脅，造成飛機票價維持於低廉的水準，即使是只有一家航空公

司提供服務的情況下。然而，文獻上實證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卻指出

航空業並非如長久以來大家所認知的，是一典型的競爭性市場。 

依據完全競爭市場理論的預測，新廠商的進入會造成市場價格的

降低。在完全競爭性市場中，僅是進入威脅就足以使市場價格降低，

使廠商的利潤為零。不過學者 Morrison & Winston（1987）的研究卻

發現，市場上必需出現四家潛在進入者時，市場價格才會顯著的受到

抑制，因此他們認為航空業是個不完全競爭性（imperfect contestable）

的產業。 

學者 Baily & Baumol（1984）的實證研究結果，則顯示在財務經

濟市場、電信市場和貨運業市場等市場的情況，廠商的市場行為與競

爭性市場理論的預測相當一致。另外 Devies（1986）對航運業的研究，

也證實航運廠商行為與競爭性市場推論相同。 

有些學者則以實驗方法檢驗競爭性市場的存在。Coursey et al.

（1984），運用賽局理論檢驗競爭性市場。他所設計一實驗模式，假

定市場上有兩位參與者，每位參與者被給予一筆資金用於生產，生產

者依據各自的成本線決定生產數量。中間最重要的假定為市場進出是

自由的，消費者的需求線也是給定，但生產者不清楚。當參與者所定

的價格未被對手壓低時，進行交易之後，他即取得高於成本的超額利

潤。在上述條件下，進行重覆的試驗後，實驗者發現該試驗結果可提

供充分證據支持競爭性市場理論。市場上即使只有一家廠商從事該產

業的生產，只要市場進出自由，而且廠商間沒有任何的勾結，最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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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近似完全競爭的產出率，支持競爭性市場理論的推論。 

以上對競爭性市場時證的研究結果，固然告訴我們在現實世界裏

競爭性市場有可能存在，證明市場進出對市場競爭的重要影響力。但

環顧真實世界，則不容否認，競爭性市場成立所需具備的條件，市場

進出不需支付成本，而且進出市場快速，似乎在實際世界不容易獲得

滿足，因此大部分的市場可能不具備競爭性市場的條件。競爭性市場

概念的提出，主要的貢獻應當在於喚醒世人對市場競爭狀態的判斷，

不要拘泥於結構學派的看法，即觀察市場上所存在的廠商數多寡，以

及廠商在市場占有率的分配，應當平衡的也觀測市場進出的可能，對

市場競爭維持的影響。當然有了後者因素的介入，過去要對集中市場

解除集中的呼聲也可望大幅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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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競爭的內涵 

由以上「競爭概念」發展與演變歷史的概覽，可以發現經濟文獻

上古典學派與新古典學派，對「競爭」概念的認知，表面上看來並沒

有太大的差異，所不同者在於雙方強調的影響因素不同，古典以為資

源自由進出市場對市場競爭的維持，似乎占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且

也相信只要時間夠長，資源自然會由低報酬移向高報酬處，從而產生

市場進出後的效果。所以在信仰上以為市場本身的機制，即可以解決

市場競爭的問題，不需由具有強制力的政府部門介入市場活動。相反

的，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概念，自古諾以降，接受數理經濟的處理方式

後，將分析的重點擺在競爭極限後的效果上，並藉此極端效果，建立

政策方向的準則。隨後結構學派提出結構—行為—績效的分析法之

後，逐漸地演變以「市場結構」取代市場「競爭」的地位。當然在分

析的後期也回歸到市場進入障礙形成市場高集中的結果，開始重視市

場進出的重要性。與古典不太相同的是，它將分析的重心擺在既有市

場所呈現的情況，也比較沒有耐心去處理長期的問題。因此給人的印

象是屬於短期的分析，有別於古典的長期分析。也因為兩派學者在思

想上的不同，所以其所決定的政策，乃呈現出南轅北轍的結果48。 

惟如同可運作競爭概念的提出，與競爭性市場的出現，在實務

上，到底反托拉斯政策所要的「競爭內涵」是什麼？可能仍然需要由

更務實的角度出發，分別提出各種競爭的意義，並將其縯繹於公平交

易法管制條文之上。若按其涵蓋範圍大小與涉及市場參與人多寡，競

爭內涵的層次大致可分為：1、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2、市場競

爭與產業競爭，3、外國競爭與潛在競爭，4、水平競爭與垂直競爭等

四種對應式情況的競爭形式，以下即按此四種分類分別說明之。 

                                           
48見莊春發（1998）競爭概念的發展、演變與反托拉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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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 

隨著時代的進步，廠商產品的生產與分配工作逐漸複雜化，不像

經濟學教科書所描述的，由生產者全部包辦。市場上的交易者也非單

純的由生產者與消費者兩種人組成。相反的，因為專業化與分工的原

因，製造商常專業於產品的生產，產品的市場配銷則完全委諸於各地

具有專業能力的經銷商負責。為避免自家產品的相互競爭，製造商給

予專業經銷商經銷權的同時，常會以地域限制為手段，阻絕自身產品

相互競爭的可能。如果製造商不採行地域限制的制度，區隔不同經銷

商的營業區域，則在同一地理市場之內，可能有多家經銷商，販賣相

同公司的產品，形成同一品牌產品相互競爭的局面。此相同品牌產品

在同一地理區域市場內相互競爭的情形，即為所謂的品牌內競爭

（intrabrand competition）。例如在三重地區三陽機車製造商若設有多

家經銷商，則這些經銷商彼此之間即具相互競爭之關係，即為品牌內

競爭的例子。 

相對的，在市場上不同品牌產品間相互競爭的情形，則稱為品牌

間競爭（interbrand competition），例如上例的山陽機車在同一地理區

域之內與其它製造商的產品，如光陽、山葉、鈴木等產品間的競爭。

又如麥當勞（McDonald）速食店在同一區域之內與溫蒂（Windy）、

漢堡王（Burger King）等速食店相互競爭情況，這些均稱為品牌間的

競爭。 

既然市場上存在品牌內的競爭與品牌間的競爭兩種不同層次的

競爭內涵，他們之間彼此的關係如何？那到底那一種競爭內涵才是反

托拉斯真正追求的目標呢？二者關係的研究上，在文獻上學者的意見

呈現相當的不一致的情況。有人認為「地域限制固然造成品牌內競爭

的降低，但是在品牌間競爭是活躍的情況。品牌內競爭的減少不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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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嚴重的問題」49。有人甚至認為由事後市場占有率觀察，還可以發

現品牌內競爭的減少，反而有利於品牌間競爭提昇的效果50。基於上

述研究的結果這些學者遂主張品牌內的競爭，應當不是反托拉斯法所

追求的主要目標51。更何況犧牲品牌內競爭的結果，使廠商在除去內

憂之後，更能致力於品牌間的競爭，反而有利於市場內品牌間競爭的

加強。所以品牌內競爭的維持，在政策上似乎可以不需要太在意。 

然而學者 Steiner（1991）對將品牌內競爭視為反托拉斯法追求

的拖油瓶看法，深不以為然。他主張品牌內競爭也應為反托拉斯法所

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而且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的關係，經過實

證研究後，他發覺也非如前面學者主張的二者必然成立負向關係—品

牌內競爭的降低，將形成品牌間競爭的上升。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

爭的關係中，負向關係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種可能。二者的關係可能為

同向，即品牌內競爭降低時品牌間競爭也降低，二者也可能成立獨立

無關的關係。利用實際產業資料，Steiner 在電視產業、製藥業與玩具

業，找到品牌內與品牌間競爭成立正向關係的事實，支持他認為反托

拉斯管制應重視品牌內競爭的基礎。學者 Grime（1995）則由地域限

制係為品牌促銷出發，地域限制將產生產品差異化的結果，最後形成

品牌間競爭的降低，它與地域限制所欲實現的品牌內競爭降低目標，

形成同方向的變動，因此在理論上獲得支持 Steiner 的看法。同樣的，

最近 Rey & Stiglitz（1995）也利用地域限制將使廠商認知需要曲線

（perceived demand cure）變得更不具彈性，因此使廠商有共同提高

產品價格的空間，形成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共同下降的結果，該

項結論顯示支持 Steiner 品牌內競爭應當與品牌間競爭受到同樣重視

的主張。 

                                           
49見Blair & Kaserman（1985）, p.369. 
50見Hovenkamp（1985）,p.267. 

51芝加哥學派學者也有相同的看法，認為反托拉斯所追求的目標，應當是以品牌間競爭為對象，

品牌內競爭的目標是附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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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內競爭的重要性，可以從真品平行輸入觀察看到其端倪。國

內進口車 Benz、BMW 與其他品牌的轎車競爭，基本上屬於品牌間的

競爭，但是長期以來由於其中競爭效果有限或由於高度的產品差異化

的關係，前兩者的價格在汽車市場上一直維持高檔。後來貿易商加入

市場進行真品平行輸入，國內兩類型進口車市場占有率乃大幅下降。

國內 BMW 轎車代理商的反應為採行降價策略，市場占有率最後則回

復到八成。相對的 Benz 代理商則維持原有價格策略，市場占有率最

後只能維持四成。由競爭的觀點觀察，品牌內競爭的發動，在高檔的

汽車市場裏，似乎要比品牌間競爭的運作要來的有效。同理，可口可

樂過去真品平行輸入的個案也具有相同的品牌內競爭的效果，造成台

灣地區可口可樂價格的大幅下跌。在真品未輸入之前，台灣可口可樂

在國內有黑松汽水、雪碧其他軟性飲料與之做品牌間的競爭，但價格

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反而是真品平行輸入後，對其市場價格才產

生巨幅的影響。以上兩個例子均顯示，品牌內競爭的效果似乎均大於

品牌間競爭的效果。表示品牌內競爭的目標，在反托拉斯法追求競爭

市場的維持過程中，似乎不能忽視其重要性。 

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的維持轉售價格規範，與第十九條的地域限

制、顧客限制、使用限制，基本上即以品牌內競爭為追求目標。對照

典與新古典的競爭觀，似乎看不到品牌內競爭的說明，可見品牌內競

爭的追求，是隨著生產配銷方式改變後，產生的新規範。 

二、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 

如前所述，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似乎都是反托拉斯管制所共

同追求的目標，品牌內競爭的規範係因應市場的配銷制度而產生。然

而在討論品牌間競爭的同時，競爭內涵並未談到廠商進出市場，帶來

品牌增加引起競爭提高的問題。換言之，品牌間競爭的討論，係相對

對於品牌內競爭而提出，在其它條件不變的假設下，分析品牌內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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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間競爭的異同。因此使品牌間競爭討論的層次，侷限於某一既定的

市場範圍。 

 

（一）市場競爭 

 

如古典競爭概念的討論，市場競爭是指競爭的層次侷限於沒有市

場進出的條件上，它所描述的情境是市場52有許多的廠商，提供相同

或相似的產品，他們分別以較有利的價格、品質、服務條件，吸引消

費者對該產品產生認同感，最後決定購買它，廠商上述行為即所謂的

市場競爭，依據公平法第四條競爭的定義，公平法大部分的規範大都

針對「市場競爭」的維持而來。市場競爭的產生，市場必需有那些條

件？立即可以想到的是，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市場內必須要有充分的廠

商人數。第二必要條件為廠商必需能夠獨立做決策，不發生廠商勾結

的情事。此二條件相互又具有密切的關係，市場如果擁有充分的廠商

人數，卡特爾的勾結組織即不易形成，造成競爭效果的喪失。市場廠

商人數到底要多到什麼程度，才保障有上述之效果呢？在文獻上很少

有人進行這樣的研究。對此問題的瞭解，似乎可以由兩方面著手，一

是探討怎樣的市場結構最容易產生勾結，二是市場上需要多少廠商人

數才可能產生有效競爭（effective competition），前者可以由反托拉

斯共謀個案的廠商人數加以分析，以歸納市場廠商數要多到何種程

度，才不容易產生共謀。換言之，由負面角度思維出發，也許可以找

到得市場競爭所必需的門檻廠商數。 

文獻上學者Hay & Kelly（1974）曾以美國司法部 1963-1972 的共

謀個案為研究對象，分析美個個案中參與共謀的廠商，結果他們發覺

每個個案的廠商數平均為 7.25 家。在 62 個個案中有 49 個個案的參

與廠商等於或低於 10 家廠商。另外學者Fraas & Greer（1977）的研

                                           
52當然市場的範圍，假設它已界定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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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則以美國司法部 1910-1972 年，統一價格 606 個個案為研究對象，

發覺參與共謀的廠商數平均為 16.7 家。其中中位數為 8 家，眾數為 4

家。如果以不同產業的中位數分別觀察，則天然資源產業為 13 家，

製造業為 7 家，配銷業為 11 家，建築業為 15 家，金融業為 4 家，運

輸業為 4 家，服務業為 8 家，呈現相當不同的情形。國內聯合行為的

個案的研究，莊春發（2002）也發現非公會介入的聯合行為處分案平

均廠商數為 7 家到 8 家53。研究共謀文獻之後，固然可以獲得勾結發

生的市場，廠商數一般呈現較少的粗略印象，但由於個案上的差異，

以及其他因素如產品性質的影響，並不容易找到市場要有多少廠商，

才能避免勾結產生的門檻廠商數。 

至於有效競爭的研究。學者Dertouzos & Wildman（1990）在有線

電視費率管制的議題上的研究，發現市場上至少須存在五個非重覆視

訊後，市場才能產生有效競爭，因此五家非重複視訊是一重要的門

檻。因為超過五個非重覆視訊之後，增加任何一家非重複視訊對當地

有線電視費率，並不產生降價的影響效果。學者Bykowsky & Sloon

（1990）的研究，也發現類似的結論，市場必需存在六個非重覆視訊

的電視台，市場才會產生競爭效果。學者Grandall（1990）的研究結

果也雷同，非重覆視訊由一台逐次增加到五台時，對特定有線電視的

費率均產生降價的效果，不過其影響呈遞減的形式，如果非重覆視訊

一旦超過五個以上時，則再增加一台非重覆視訊，對有線電視費率的

降低則不產生影響54，因此五家廠商為有效競爭的門檻廠商數。國內

學者莊春發（2000）研究國內有線電視的費率，也發現類似的情形。

當區域內有線電視家數由一家變成為三家，或由二家變為三家時，以

半年費或年費所表示的費率，都有顯著的差異。市場若由三家改為四

家，或四家改為五家，或三家改為五家的情況時，費率則無顯著的差

                                           
53莊春發（2002）參與廠商人數、公會與聯合行為關係的研究—公平會處分案的分析，初稿。 
54 Robinovitz（199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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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55。進一步利用迴歸分析法，作者也發現市場廠商數三家為一關鍵

數，表示台灣的有線電視市場廠商數必需達到三家，才能產生有效競

爭的效果56。 

和共謀個案廠商人數的分析一樣，有效競爭的研究裏，我們也只

能獲得需要多少廠商數，市場將產生有效競爭的粗略印象。因為有效

競爭的形成除廠商數外，可能受到廠商間產品替代性、相對成本高低

的影響，而會有不同的結果。不過即使如此，我們仍可將正、反兩面

的訊息放在一起，它將產生相當有用的結果。如圖二，由左到右，廠

商由一家逐漸增加。 

 

1 2 4 5 6 7 9 10 11
家數

A區 B區 C區

聯合行為可能區域

0 3 8

有效競爭可能區域

【圖二】  市場有效競爭的範圍  

八家廠商以下者仍屬聯合行為的可能區域，三家廠商以上為有效

競爭的可能區域，在三家與八家之間有一重疊區域，因此就廠商數與

市場競爭的觀點而言，A 區（廠商少於三家者）屬於聯合行為的危險

區域，C 區（八家以上）為有效競爭的區域，B 區重疊者為不明區域。 

 

（二）產業競爭 

 

如前所述，市場競爭的兩大支柱是市場必需擁有相當數量的廠

商，以及廠商間的決策必需為獨立，不能發生勾結的行為。如果考慮

                                           
55莊春發（2000）〈有效競爭與市場廠商數—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研究〉。 
56兩年前全省只有高雄市南區與北區，有線電視家數維持三家，其餘地區均減少為獨占一家或偶

占兩家，獨占或偶佔市場的費率，均以新聞局所訂最高費率 560 元、580 元或 600 元為價格，只

有高雄市南區與北區的費率因有效競爭的關係降為三百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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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潛在廠商或資源，可以自由毫無阻礙的進入與退出市場時，則它

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和市場競爭上述兩項條件相同，藉由市場上廠商人

數增加產生競爭效果。因此每一家市場的參與者都會避免自己成為市

場有過剩的供給者前提下，極力爭取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的機會，

競爭的過程終焉形成。 

問題是，廠商或資源的進出市場，在短期之內，往往不像一般所

想像的，可以立即而且快速。它可能源於政府政策的管制，或侷限於

法律上的阻礙，或由於關鍵資源為既有廠商所控制，或限於市場的規

模有限，只能支持現有廠商的存活。潛在廠商即使發覺進入市場有利

可圖，在短期之內，可能仍然無法進入該市場參與競爭，因此產業競

爭的效果即無從發生。 

阻礙產業競爭的來源，除以上的客觀條件外，更可能的是來自於

既有廠商故意造成的。例如電信業的關鍵設施，若既有廠商不予新進

廠商接續，則新廠商許多業務無法進行，從而形成新廠商無法進入特

定市場與之競爭。又如既有些廠商事前一旦知曉潛在廠商有進入市場

的企圖時，立即大幅調降其產品價格，塑造既有廠商即使能夠進入市

場也無利可圖的預期，最後終於放棄進入市場的念頭57。又如既有廠

商可以以產品增殖法（product proliferation）58，在市場的產品空間上，

塑造眾多品牌的產品，潛在進入者除非也能同時提供多種品牌的產品

於市場銷售，否則將以一種或少數品牌產品與既有廠商競爭處於不利

地位，從而打消進入市場的念頭。過剩產能的形成，也是阻止潛在廠

商進入市場的手段之一59，既有廠商經常在需求形成之前，事先擴充

生產產能，故意造成過剩產能的結果，並於事前宣告潛在廠商一旦進

入市場，其將充分使用既有產能，發動價格戰爭，藉此產生阻卻潛在

廠商進入市場的效果。沉入成本（sunk cost）的投入也是既有廠商採

                                           
57公平法第十條第一款，即有獨占事業不得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它事業參與競爭的

規定。 
58見Schmelensee（1978）說法。 
59見Spence（1977）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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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手段之一60，它採行的方式是，既有廠商從事無法反轉的投資，

購買無法重售的設備，或建構殘值極少的建築物，以宣示阻礙潛在廠

商進入市場的決心，潛在廠商評估進入市場失敗時，必需支付龐大的

成本而退縮，既有廠商即能獲得阻卻市場進入的效果。 

是故，短期之內客觀環境或主觀條件顯示，產業競爭的獲得，並

不容易。如同古典學派學者卡尼斯（Cairnes）對亞當斯密競爭觀的懷

疑，資源或廠商的自由移動，可能無法像大家所認知的那麼容易，不

過就競爭的維持而言，它的確和市場的兩大因素—廠商人數與獨立決

策一樣，對市場競爭的形成維持，擁有強而有力的影響。 

三、外國競爭與潛在競爭 

前節說明產業競爭內涵時，特別強調產業外的廠商或資源，可能

藉由市場進入，形成特定市場競爭程度的提高。如果該市場的進入

者，改為外國廠商時，則該競爭內涵必需考量外國競爭帶來的影響。 

 

（一）外國競爭 

 

隨著世界貿易的發達，各國貿易障礙藩籬的撤除，世界各國生產

的產品，經常可以越過國界進入他國銷售，對他國相同產品的市場形

成競爭關係。由於世界各國產品總生產數量，相對於單一國家相同產

品數量，均較為龐大，對特定國家市場的競爭，一般比本國其他廠商

擁有更大的影響力。例如台灣地區鹼的生產，只有東鹼唯一一家廠

商，年產量為十萬噸，名目上是國內該產品的獨占廠商61。但是外國

廠商的產能相對於東鹼可能百倍，例如美國鹼業的年產量為一千萬

噸，即為實例。美國鹼業每年進口台灣的數量共為十萬噸以上，則國

                                           
60見Spence（1983）的分析。 
61 假設鹼單一產品即形成反托拉斯的相關產品市場。 

 49



 

內東鹼公司在國內市場佔有率將低於百分之五十，依據公平法規定其

將不為獨占事業62。 

外國競爭在競爭內涵的討論上，由於外國產品可以大量進口到國

內也可能是有少數可能進口到國內，因此分析外國競爭的最重要的議

題，是如何適當的衡量外國產品對國內市場競爭的影響。學者Landes 

& Posner（1981）認為若市場存在高進口供給彈性時，外國廠商的「全

部生產」，必需視為限制國內價格上漲的部分。不過在決定是否應將

外商的總生產包含於市場範圍之內時，Landes & Posner則提出兩項門

檻的條件。第一，市場上必須出現持續而不可忽略的進口數量63。第

二，外國生產者的生產數量，相對於已出口到國內市場的數量，相對

比例要較大。 

Landes & Posner提出上述兩項條件的理由是，持續而顯著的出口

到國內的狀況，表示外國廠商已克服貿易障礙（trade barrier）。既有

的出口既然能夠突破貿易障礙進入國內市場，往後的出口上，也必然

能夠同樣的進入國內市場。要求外商產出數量相對於出口到本國數量

的比例要較大的理由是，國內價格一旦上升時，外國廠商能夠反應的

程度，端視其生產規模的相對大小。若外商生產相對於出口到本國市

場的數量比例較高時，則外商由國內或其他出口地的銷售，轉出口到

本國的機會或比例才會較高；相反的，若外商生產相對於出口到本國

市場數量的比例較低，表示一旦國內價格上漲，其由國內或出口他國

的產品數量，能再出口到本國的數量將較為有限，其對國內市場價格

節制的效果，也將會受到相當的限制。當然，不容否認的外商還可以

以增產的方法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不過他要視外國廠商原有設備利

                                           
62依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第一項與第二項規定，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佔有率達二分之一、二事業全

體在特定市場之佔有率達三分之二、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佔有率達四分之三，以及個別事業

在特定市場佔有率達十分之一以上，上一會計年度總銷售金額達十億元以上者，認定為獨占事業。 
63 Landes & Posner（1981）並沒有明確指明市場銷售數量中，進口品要達到多少比例，才算是不

可忽略的，但對照Elzinga & Horgarty（1978）的LIFO與LOFI銷售法的衡量，進口佔市場比例達到

10%以上時，應可視為佔有顯著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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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率的高低而定，若設備已充分使用時，欲藉增產提供外國出口的需

求機會就不高，反之，若原有設備使用率低，則有此可能64。 

是故，只要國內產品的供給彈性夠高，而且國外廠商的產品已能

大量進入國內市場，而且外國廠商的產能相對於其出口到國內數量比

例較大時，外國廠商對國內市場競爭的影響，應將其大部分產能包含

於國內市場範圍65。 

 

（二）潛在競爭 

 

潛在競爭係指參與者實際上還沒有進入市場，但是在未來他非常

有可能進入市場，變成特定產品的提供者，他的存在對特定市場既存

廠商定價或其他策略，儼如其存在於該特定市場一般。典型的例子是

前面所談的外國競爭的例子，當外國廠商的產品已進入國內時，其他

尚未進入的產品數量，仍然對國內市場產生顯著的影響，因為它隨時

隨地可能進入國內市場。在談到產業競爭時，有可能進入市場的潛在

競爭者，對現有廠商的影響，均屬於潛在競爭的來源之一。潛在競爭

產生極端效果的例子，即如同 Baumol Panzer & Willig 三人所提的競

爭性市場的情況，既有市場表面上雖然只有一家廠商在運作，但礙於

有許多虎視眈眈的潛在競爭者存在，造成該獨占廠商只能採行低價策

略賺取正常利潤，無法獲得超額利潤的結果。可見潛在競爭的強大制

衡力量，在考量市場競爭力的同時，必須將此尚未實際發生，但極可

可能發生的影響考慮進去，否則將對競爭的研究產生嚴重的偏頗。 

潛在競爭本質上比市場競爭更具抽象性，衡量比其他層次競爭內

                                           
64依優先次序而言，反應外國地區需求的增加，外商最可能採行的次序為（1）充分使用超額產

能（excess capacity）增加生產。（2）將輸往他地的出口移往價格上揚的地區。（3）最後才是考

慮將本國當地的銷售移為出口。 
65見莊春發（1997）的分析，他認為直接將外國廠商產能計入市場分析，會有高估外商影響的誤

差；相對的若只計入外商實際進口數量，則有低估外商對競爭的影響。折中的辦法是視進口廠商

與外國生產廠商簽訂的契約為準，較符實際現況，也能真實反應外商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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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更為不易，在實務的運用上潛在競爭的最大的問題，是主張者必須

提出證據，證明潛在競爭者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效果，然而潛在競爭對

市場的影響，往往在實際市場上是未發生的，但在既有廠商心目中已

產生效果者，外人很難用客觀的數據加以證明。 

在追求市場競爭的目標時，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是否要把此未發

生，但在市場競爭中具有顯著效果的因素納入考量，並列為追求之目

的，可能令人懷疑。 

以美國反托拉斯法執法的經驗為例，Tex控訴IBM在電腦週邊設

備上獨占，地方法院原先認為IBM的確在相容的週邊設備實施獨占，

案子到了巡迴法院卻把地方法院的判決反轉過來。理由是IBM生產的

週邊設備對IBM的中央處理系統(cpu)相容的週邊設備雖占有很高的

比例，但是那些生產與IBM中央處理系統不能相容週邊設備的廠商，

就其技術、設備、原料，很容易轉換成可以與IBM中央處理系統相容

的週邊設備66。因此若以潛在競爭的角度觀察，相關產品市場不能限

定於與IBM中央處理系統相容的週邊設備，而應包含所有週邊設備產

品的生產廠商。同樣Volkswagen冷氣機的案子，美國巡迴法院也採相

同的看法，認為能夠提供汽車冷氣機的廠商，除Volkswagen本身汽車

冷氣機廠商外，尚應包含其他的汽車冷氣機廠商67。在實務上並非每

一次法院均接受潛在競爭的概念，將市場範圍擴大，例如在United 

States V.Bethlehem Steel Corp(168 F.Supp.567  S.D.N.Y.1958)一案，

紐約南方地方法院即拒絕接受潛在競爭的可能，隨後的L.G.Baltour 

Co.V.FTC(442 F. 2d 7th Cir 1971)一案，第七巡迴法院即接受FTC的見

解，認為裝飾品廠商雖然可以輕易轉換生產勳章，但法院仍引述

Bethlehem Steel 案例的基礎，定義市場應著重於購買者的行為，而非

銷售者或潛在者的行為68。可見潛在競爭概念所涉及的是廠商可能發

                                           
66 莊春發(1992)論市場範圍的界定,P.133。 
67 同註 66, P.134 
68 同註 66,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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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實際尚未發生的行為，此概念要為法院或實務界全盤接受有一

定的困難。 

四、水平競爭與垂直競爭 

（一） 水平競爭 

 

前面各節所討論的競爭關係，其涵蓋的範圍基本是指市場或同一

產業內，事業均同時間面對不確定交易相對人的條件下，以提供較低

的價格、較好服務、或較適當的交易條件，以爭取相互交易的機會。

交易人可能是下游廠商，也可能是消費該產品的消費者。這種同一市

場或同一產銷階段內，同業間彼此的競爭關係，稱之為「水平競爭」。

它強調的是供應者所處的市場或產業，為同一市場或同一產業。在市

場扮演的角色，相同為某產品或服務的供應者。由此觀之，市場中廠

商間的競爭關係大都屬於水平競爭，品牌內與品牌間、市場與產業、

以及外國與潛在競爭關係的分析中，廠商也大都處於水平的競爭關

係。 

 

（二）垂直競爭 

 

相對於水平競爭，垂直競爭關係所描述的行為，係指原料供應

商，提供原料或生產因素予生產廠商，而生產廠商將最終產品生產出

來，然後再售予一般消費者的流程當中，原料供應商與生產廠商，生

產廠商與消費者的垂直競爭關係。他與水平競爭所描述的，當事人均

位處於相同的供應地位不同。垂直競爭發生時，當事者在市場上所扮

演的角色，一者為供應者，一者為需求者。例如原料供應商在原料供

應市場中扮演的角色為供應者，接受原料的生產廠商，在市場上則扮

演著需求者的角色。相同的，在最終產品市場上生產廠商在市場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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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則由原料購買的需求者變成為最終產品的供給者，消費者在

最終產品市場上，則扮演需求者的角色。換言之，垂直競爭所關心的

重心在於供給者與需求者間的交易關係。 

水平競爭時所討論的核心，為市場上同業間為爭取交易的機會，

分別提出有利的交易條件，以誘使相對的交易者接受該交易條件，然

後成立交易契約。相對的，垂直競爭的關係，則是指市場上交易的雙

方，直接就彼此之間的交易條件進行談判所產生的競爭關係。交易條

件會因為雙方在市場所處地位而呈現不同的結果。例如上游廠商可能

會認為下游通路很重要，因此自行投資設立下游的配銷公司，本身設

立的配銷公司，立即與原有配銷廠商有水平競爭的關係，從而使上游

公司與下游公司交易談判處於有利地位。同理，下游廠商為控制原料

來源，避免受到上游廠商的節制，也可能採行向後垂直統合的投資，

在上游市場設立公司，使其與垂直上游公司進行交易談判時，不再完

全的受制於對方。台灣液化石油氣市場經銷商的北誼興業，向下垂直

整合收購分裝場，就是第一種垂直競爭的例子。經銷商李長榮化工，

向後垂直整合設立進口部門自行進口液化石油氣，以分散上游供應商

中國石油公司的壓力，則是第二種垂直競爭情況的例子。總之，垂直

競爭與水平競爭最大的不同，在於其所分析的競爭關係，由同階段的

相同業者間，移向交易雙方，前者處於水平關係，而後者為垂直關係，

目的是相同均為爭取本身最大的利益。 

五、小結 

競爭內涵的分析，我們所獲得的啟示是，第一，無疑的品牌間競

爭應當是反托拉斯法設立原始的追求目標。地域限制或廠商經銷制度

設計創新所衍生的品牌內競爭，是因應新行銷制的結果，品牌內競爭

與品牌間競爭若存在負向關係，則品牌內競爭的減少，將有助於品牌

間競爭的提高；反之，若二者存在正向關係，則品牌內競爭的減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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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利於品牌間競爭的提升。因此實務上應先確立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

競爭的關係，再決定其執法方向似乎較為妥當。 

第二，市場競爭的討論裡，在封閉的空間中，要能確保市場競爭

的維持，適當的廠商數目的存在，以及廠商間獨立決策沒有勾結的要

求是必要的。至於市場要多少廠商數目才能獲得競爭效果，應以「有

效競爭」達成的廠商數為標準。個別產業的有效競爭廠商數，因產品

性質，產業發展歷史長短，廠商成本與偏好等條件的不同可能會有所

不同。至於廠商獨立決策的部分，可能必須藉助於廠商勾結行為的防

止。 

第三，產業競爭部分的價值，在於透過「長期」廠商市場進出，

使市場廠商數產生增減的情況，從而形成競爭程度的提高與減少的效

果。在實務上政府部門可能因為自然獨占、公共財、外部性等因素，

對市場進出進行管制，造成市場進出的阻絕，無法獲得產業競爭的效

果。在主觀的策略上，既有廠商，則可能利用產品增殖法，過剩產能，

沉入成本等手段，形成人為進入市場的障礙，進一步使產業競爭的效

果無從產生。從長期看市場進出的有無，似乎對市場競爭的維持提供

最後的屏障，因此反托拉法的執法過程尤應對此予以較高的關注。 

第四，產業競爭的來源，在貿易依存度極高的台灣，有相當部分

來自於外國產品，因此討論產業競爭目標時，不能忽略外國競爭對國

內市場的影響。惟外國產品輸入國內的影響，是要以實際進入市場部

分作為計算的依據，還是要進一步考量其未進入國內而有可能進入國

內市場的部分。易言之，在討論產業競爭時，外國競爭的內容中，是

否需要將其潛在競爭部分納入，可能是分析產業競爭中重要議題。依

據文獻上的研究結果顯示，以實際進口數量為計算標準時，可能產生

低估外國競爭的影響，但若以外商產能為計算標準時，則又可能高估

外國競爭之影響。適當的辦法是以進口商對外商的實際契約為準，一

方面將不確定性因素排除，二方面將可能再進口國的數量考慮進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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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較務實的做法。外國競爭或潛在競爭的考量，本質上也是以實踐

產業競爭為目標。 

第五，競爭內涵普遍為人所知曉的水平競爭外，尚應包含供應商

與生產廠商，生產廠商與消費者或下游廠商間的垂直競爭。依垂直競

爭的意義，及其衍生的組織調整，由反托拉斯的角度觀察，垂直競爭

的部分似乎也是管制的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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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公平交易法規範與競爭內涵的關係 

公平交易法第二章獨占、結合、聯合行為的部分，是對市場上限

制競爭的行為進行規範。第三章不公平競爭的第十八條維持轉售價格

與第十九章第一款杯葛，第二款差別待遇、第六款限制交易相對人之

事業活動的搭售（tying）獨家交易（exclusive dealing）、地域限制

（territorial restriction）、顧客限制（customer restriction）、使用限制

（use restriction）、其他限制69，雖放在第三章不公平競爭，但其本

質上屬於限制競爭的部分。 

這些基本上屬於限制競爭行為的法條，係以何競爭內涵為其追求

目標，本文大致將其整理成表一。以下分別說明如下： 

一、獨占力濫用的管制 

依據我國公平法規定，廠商在市場上擁有獨占地位並不違法70，

公平法管制的對象是獨占事業藉由獨占地位所進行的獨占力濫用行

為。這些行為包括：1、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予

競爭。2、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3、

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4、其它濫用市場地位之

行為。這些管制行為所著眼的內涵目標，原始目的可能會有所不同，

現分別說明如下： 

 

（一）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予競爭 

第一款的規定，基本上是防止獨占事業藉由市場獨占地位，阻止 

                                           
69見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 
70依據我國公平法第五條獨占意義，以及第十條獨占力濫用的規定，我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僅

對實施獨占（monopolization）和共謀獨占採行管制，未對企圖獨占（attempt to monopolize）進行

管制，後者的管制內容，則包含廠商藉由各種不法手段使自己變成市場的獨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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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限制競爭行為規範的主要競爭內涵b 

                   競爭內涵
a

 

限制競爭行為類型（公平法條文） 

1. 

品牌內

競爭

2. 

市場

競爭

3. 

產業

競爭

4. 

外國 

競爭 

5. 

潛在 

競爭 

6. 

垂直

競爭

第十條 

第一款 

1.以不公平之方法，直

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

與競爭。 

 ˇ ˇ ˇ ˇ  

第十條 

第二款 

2.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

酬，為不當之決定、維

持或變更。 

 ˇ ˇ ˇ ˇ  

第十條 

第三款 

3.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

對人給與特別優惠。 
     ˇ 

第十條 

第四款 

4.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

行為。 
 ˇ ˇ   ˇ 

第十一條 5.結合  ˇ ˇ  ˇ ˇ 

第十四條 6.聯合行為  ˇ     

第十八條 7.維持轉售價格 ˇ ˇ     

第十九條第一款 8.杯葛  ˇ ˇ ˇ ˇ ˇ 

第十九條第二款 9.差別待遇  ˇ ˇ    

第十九條第六款 10.搭售  ˇ ˇ    

第十九條第六款 11.獨家交易  ˇ ˇ   ˇ 

第十九條第六款 12.地域限制 ˇ ˇ     

第十九條第六款 13.顧客限制 ˇ ˇ     

第十九條第六款 14.使用限制 ˇ ˇ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說明：a.品牌間競爭與水平競爭，其競爭內涵，基本上與市場競爭相同，所以在表一不特別列出。 

b.表一所示的內涵，基本上是依據法理上所推演出來的主要結果，有些行為在特殊情況

下，有可能出現表一所未列出的內涵。 

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其採行的方式可能有以掠奪性訂價將對手逐出

市場、使用產品增殖法提高對手成本以阻止進入市場，與交易相對人

訂定長期契約，阻止對手有簽約的機會，以致無法進入市場，或以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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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中間投入予對手的手段，使對手的生產無法進行，或利用過剩產

能、沉入成本等方式表彰其打擊侵入者的決心，威脅競爭者使其不敢

進入市場參與競爭。因此此項規範基本上是以獲得「產業競爭」的效

果為目標。如果排除的對象為已進入市場的競爭者，則其可能產生「市

場競爭」的效果。由於此規範的目的在於增加市場競爭者的人數，因

此該條款的執行亦可產生「外國競爭」與「潛在競爭」的效果。 

過去中油公司中正航空站航空用油案71，即符合上述的說明。公

平會之所以處分中油公司，係緣於中正航空用油加油市場，有中油公

司、美孚公司、加士德公司、文久公司等四家公司從事加油入機的服

務。但航油均來自於中油公司一家公司，若中油公司對其他三家加油

入機服務公司使用的航油價格，進行差別取價或延遲報價時，其與中

油公司在中正航空站加油入機服務市場，即可能處於市場競爭之不利

地位。該案中油公司延遲對文久公司報價，致使文久公司無法與長榮

國內航線的加油入機服務簽訂合約。因此公平會對中油公司做成公平

法第十條第一款之處分。顯而易見其所追求者為中正航空站加油入機

服務的市場競爭之維持，而中油之不報價行為，使中正機場國內航空

加油入機「市場競爭」無法有效的運作。 

    知識經濟時代，許多產品的製造或服務的提供，係肇始於新知識

的應用，或新技術的創新與改良，這些產品的生產大都與智慧財產權

的產生分不開，為鼓勵新知識的應用與新生產方法的發現，政府部門

乃透過智慧財產權的方式，保護智慧財產權所有人的經濟利益。由於

智慧財產權的保障，例如專利權之保護而形成類似市場獨占的情形，

對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執行競爭政策，形成極大之挑戰。以政府維護公

共利益的角度而言，遂產生了智財權保護政策與競爭政策的競合問

題。此問題的核心，以競爭觀點而言，乃在於「產業競爭」目標追求

過程的拿捏，智財權因為鼓勵創新發明，為保護發明人的心血而設，

                                           
71見公平交易委員會，公處字第○八九一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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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常使使用該技術之市場因智財權的保護而造成「產業競爭」的不

足，甚至於造成「市場競爭」的不可能。影響效果也衝擊到競爭政策

的所揭櫫的「競爭」目標的達成。因此乃衍生許多反托拉斯的問題，

國際間微軟的個案即為典型的例子，國內飛利浦 CD－R 個案亦為此

類例子。 

該問題的解決，亦如同古典與新古典經濟理論的爭執，如果主其

事者的觀點為新古典學派的短期，則競爭政策的應用應有較大的空

間。市場範圍若界定清楚，發覺特定技術的應用，造成一適當的市場

範圍，擁有該技術的廠商在市場上為一獨占廠商時，則其行為在公平

法上，雖然有第四十五條「專利法行使權利的正當行為」的例外保護

傘，但在實際行使專利法時，卻不能有「不當」的行為，因此關鍵在

於如何定義所謂的「不當」，太高的價格是否屬於「不當」？什麼的

水準才屬於「太高」？這都需要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依據獨占事業規範

處理步驟處理。反之，若觀察的觀點為古典學派的長期，則因長期技

術屬動態，舊技術可能因為新技術很快的被發現，而產生取代作用，

在技術市場上形成「產業競爭」或「市場競爭」的效果，則在競爭政

策上政府部門就不需介入太多，讓技術市場本身之機制發揮長期之效

果，即能解決因技術帶來的市場壟斷問題。然而不可否認的，古典學

派觀點的處理上，仍有其盲點，例如該技術因為具有極高的原創性，

後來的技術很難趕上、突破，甚至原有技術的擁有者會藉各種手段，

如消費的惰性，與其他技術的相容性，封鎖它與其他相似技術的共通

介面，以維持其在該市場的獨占地位。是故，在若干情況下，以短期

觀點的新古典理論是有其介入的空間，當然此中間仍包含人性欠缺耐

性的程度如何，也是重要之關鍵。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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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十條第二款的立法目的，則在於防止獨占事業，藉由獨

占地位，對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訂定太高、太低的價格以及差別取價 

的行為。太高的價格（獨占性訂價）可能對消費者或其他交易相對人

造成不當的榨取效果。太低的訂價（掠奪性價格）可能造成市場上其

他競爭者的排擠效果。差別取價（歧視性訂價）則可能造成下游市場

上競爭的不公平。該款規範的掠奪性訂價基本上有促進「市場競爭」

的效果，在對象上則有增進「品牌間競爭」的功能。獨占廠商的「差

別取價」或「掠奪性訂價」的禁止，則有防止其他廠商進入市場受到

阻礙，因此該款之規定，有形成「產業競爭」、「潛在競爭」、「外

國競爭」的效果。它的影響，一般都是對同業間產生影響，所以屬於

「水平競爭」的效果。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條第二款的案例，累積至目前共有四個案

例，一為大台北瓦斯以五號燈表取代三號燈表案72；二為中油公司液

化石油氣部對李長榮和合興石化兩家經銷商，液化石油氣採差別取價

案73；三為外商飛利浦對國內CD－R製造商技術授權費過高案74；四

為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對資訊商，銷售證券交易資訊售價過

高案75。大台北瓦斯案、飛利浦CD－R案，以及台灣證券交易所案，

均因為產品或服務價格過高遭致公平會的處分。所不同者，大台北瓦

斯案的保護對象為消費者，避免其因廠商之獨占力而受到壓榨。而後

者兩個案例則針對與其交易的相對人，防止之目的則為避免獨占廠商

藉由獨占力之濫用。不管如何，其所追求的競爭目標，均屬於「市場

競爭」的部分。其產生的理由是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僅為一家廠商，

其結果必如同古典經濟學所論，市場參與廠商數不足，市場本身的競

爭機制無法發揮，因此必須藉由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的介入，以獲得「市

場競爭」的效果。 
                                           
72見公平交易委員會，公處字第○八九○八三號。 
73見公平交易委員會，公處字第○九一○五○號。 
74見公平交易委員會，公處字第○九一○二一號。 
75見公平交易委員會，公處字第○九一一三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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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公平法第十條第三款的規定，基本上在於防止獨占事業藉由獨占

地位，要求與其交易的交易人，提供優惠的價格或交易條件。例如統

一超商可能會要求供應商的供貨價格大幅降低，或索取上架費，又如

中國石油公司液化石油氣部門，可能會因此要求其下游的經銷商，只

能以現金交易，它和其他一般公司的交易常態有所不同。換言之，公

平交易法第十條第三款的訂定，旨在於防止獨占廠商挾其獨占地位，

在市場交易過程逼迫與其交易的交易相對人，提供不利於自己的交易

條件。因此該款的制定，根本上是為追求「垂直競爭」之目的。 

 

（四）其它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公平法第十條第四款為概括式的條款，其作用為防止獨占廠商除

以上三種類型的行為外其他獨占力濫用的行為。例如公平會處分過的

案子中，中國石油公司曾經要求加盟的加油站，在販售潤滑油，只能

販售中油公司生產的國光牌潤滑油，不能販售其它品牌的產品，不過

加盟加油站也可以選擇不販售潤滑油，只出售汽油。類似之行為，即

藉中油在汽油市場的獨占地位，強加諸不合理條件於加盟加油站。換

言之，獨占事業藉由獨占地位，使雙方交易條件產生不公平的現象，

它屬於「垂直競爭」的效果。若濫用行為對既定市場競爭產生影響，

或造成市場進入的障礙時，它仍有可能產生「市場競爭」與「產業競

爭」的效果，例如上例中油公司潤滑油一案，由「加油站潤滑油」市

場分析時，即有產生「產業競爭」障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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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的管制 

我國公平法第十一條對結合的規範，目前已改為事前申報異議

制，結合之事業具有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佔有率達三分之一

者，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佔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與

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

之金額者76。結合時必須向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提出申報，在一個月時

間內若無人異議，則該結合自動生效。 

依據結合申報條件的第一項，結合使其市場佔有率達三分之一

者，基本上為防患事業因結合，使市場集中度過高，不利於市場競爭，

因此其規範之目的在於「市場競爭」的競爭內涵，相當明確。至於第

二項與第三項的條件，不但可適用於水平結合的部分，也可將規範範

圍延伸到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的情形。社會對垂直結合的疑慮在於

它可能帶給市場封殺（foreclosure）的效果，可能因此提高對手成本

（raising rivals’ costs），或因此造成市場價格擠壓（price squeeze）77

的效果。封殺效果造成「市場競爭」的減少，提高對手成本，使對手

在市場處於競爭不利的地位，價格擠壓同樣的使下游非垂直結合廠

商，在市場的競爭處於不利地位，均屬於「垂直競爭」的內涵。 

以有線電視水平結合的管制為例78，早期的水平結合案，1）長宏

有線電視與允中傳播公司結合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40%；2）大台

南有線電視與大府城有線電視結合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40%；3）

大埔里與新南投結合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45%，尚稱合理。但隨後

許可之結合案 1）全聯與今光結合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66%；2）

                                           
76 91 年 2 月的最新公告為：參與結合的一事業上一會計年度的銷售額超過高門檻（金融事業新

台幣 200 億元，非金融事業為新台幣 100 億元）且與其結合的事業銷售額超過低門檻（10 億元），

需向公平會申報。 
77見Viscusi et. al.（1992）, p.224-228。 
78 見公平交易委員會歷年受理有線電視（播送）系統水平結合案件彙整表，公平會「有線電視

水平集中化與結合管制政策相關問題」座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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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達、長宏與台中結合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63%；3）長德與大成

結合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54%；4）吉隆與大基隆結合案，結合後

市場占有率 100%；5）南桃園與新壢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91%；6）

迴瀾、嘉仁及花蓮案，結合後市場佔有率 97%；7）健群案，結合後

市場占有率 90%；8）佳聯與雲林結合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80%；9）

新竹振道與竹和結合案，結合後市場占有率 96%，均因結合而形成當

地有線電視市場的獨占事業，嚴重的影響當地有線電視市場的「市場

競爭」，而受限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的嚴格管制，廠商並不易進入市場，

因此很難寄望「產業競爭」效果的發揮。 

如果結合為多角化結合（conglomerate mergers），則可能產生交

易互惠（reciprocal dealing）和掠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造成

政治上巨大規模廠商，以及消除「潛在競爭」等的反競爭效果79。交

易互惠、掠奪性訂價可能產生「市場競爭」的限制，且巨大規模廠商

的不受歡迎，基本上，也在害怕其造成「市場競爭」的不可能。因此

多角化結合管制的目的，除上述的市場競爭之外，則負有「產業競

爭」、「潛在競爭」、「垂直競爭」效果的目的。 

三、聯合行為的管制 

聯合行為禁止的考量，乃在於防止既定市場內的廠商，未能獨立

決策，致使其在市場上產生獨占力濫用的效果，因此其立法規範的目

標最為明確，其目的乃在於藉由市場上廠商的獨立決策，以及有充分

之廠商人數，達成廠商之間能夠彼此競爭之結果。是故，聯合行為的

禁止是以追求「市場競爭」的效果。  

例如截至民國九十一年九月，公平會聯合行為處分案共有 85 件，

其中有 13 件屬於圍標的個案，廠商「圍標」的目的，乃藉由參與投

標廠商的共同一致行為，阻止投標市場上個別廠商的獨立決策，以至

                                           
79見Viscusi et. al.（1992）,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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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的競爭效果無從發揮。其他藉由同業公會理事會、理監事聯席

會、會員大會，共同議定統一價格、劃分市場、共同減產，以獲取共

同利益者之個案，亦都藉由一致之行為，破壞個別廠商的獨立決策，

阻礙「市場競爭」之行為。是故，聯合行為的規範在所有限制競爭條

文中，其競爭內涵最為明確，即在防止「市場競爭」功能受到破壞。 

四、維持轉售價格的管制 

維持轉售價格的規範，乃在於防止上游廠商或配銷廠商藉由維持

轉售價格，形成製造商的卡特爾與配銷商的卡特爾80。其次維持轉售

價格制度的施行，對特定地理市場之內，則有阻止特定產品「品牌內

競爭」的效果。因此，維持轉售價格的管制，所追求的競爭內涵目標，

基本上包含兩項，一為「品牌內競爭」，二為「市場競爭」。 

公平會的過去處分案，如台灣保麗股份有限公司蘭蔻化妝品銷售

案81，帝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行銷乳品案82，南一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國小參考書案83，立明光學有限公司銷售隱形眼鏡清潔劑案84，

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高中系列參考書85等五個案例，公平

會的考量基礎，都在「同一品牌內不同經銷商間的價格競爭」，因為

維持轉售價格而減弱為由，對該事業做成處分，因此所著重者均為品

牌內競爭之目的。 

五、杯葛 

杯葛的發生共有三種人，一為杯葛發起人，二為杯葛參與人，三

為杯葛受害人，前兩者共同合作，使第三方的廠商在市場競爭處於不

                                           
80見Martin （1994）, Ch17。 
81 （81）公處置第 012 號處分書。 
82 （87）公處置第 201 號處分書。 
83 （87）公處置第 087 號處分書。 
84 （89）公處置第 010 號處分書。 
85 （89）公處置第 207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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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的地位。杯葛發起人處於上游，則其發生之行為為斷絕供給，杯葛

發起人處於下游，則產生之效果為拒絕購買。不管是斷絕供給或是拒

絕購買，它均發生於上下游廠商的競爭關係，所以競爭內涵擁有「垂

直競爭」的部分，但究其實際效果而言，拒絕供給，則造成下游「市

場競爭」的不公平，若發生的杯葛型態為拒絕購買，則將造成上游「市

場競爭」的不公平。所以其也帶有追求「市場競爭」目標的色彩。杯

葛本身即在阻止上游廠商無法出貨到下游（拒絕購買），事實上即在

阻止上游廠商進入到下游的市場，所以也存有「產業競爭」的精神。

同理斷絕供給也有阻止下游廠商進入上游市場的機會，一樣有追求

「產業競爭」的目的。如果被杯葛的對象為外國廠商或潛在廠商時，

則其將出現「外國競爭」與「潛在競爭」的效果。 

以南投縣液化氣體商業同業公會案為例86，同業公會為杯葛發起

人，平生、東岱、統一三家煤氣分裝場為杯葛參與人，即將進入市場

的瓦斯行，則為杯葛受害人。公會發函要求三家分裝廠斷絕新瓦斯行

的供氣，使南投縣境內的「瓦斯行市場」，因此被封閉起來，不再有

新廠商的加入促進市場競爭，其最重要者為「產業競爭」效果無從實

現。 

六、差別待遇 

事業對交易相對人採行差別待遇時，如果沒有市場供需情況，成

本差異、交易數額、信用風險，以及其他合理之事由87，則交易的結

果，有可能形成另一個市場競爭的不公平。例如有線電視頻道商銷售

電視節目頻道時，對自己同一集團的系統商採行較低價格計價，相對

的對其他系統商採計較高價格，其結果將造成同一地理區域內系統商

之間競爭的不公平，因此其所著眼者為「市場競爭」。差別待遇之效

                                           
86 （84） 公處置第 013 號處分書。 
87見公平法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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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後有可能造成不利地位廠商不敢進入市場，因此其規範也含有

「產業競爭」的意思。 

以中國石油公司對永興航空公司航空用油差別取價為例88，永興

航空公司與其他的競爭者，台灣航空公司、大華航空公司、龍翔航空

公司、復興航空公司間，在航線上均有重疊之情形。換言之，他們與

永興航空公司不管在「航空市場」或各「航線市場」上均處於競爭敵

對的關係。中油公司要求永興航空公司買油時，必須遠至高雄提貨，

而永興航空公司之主機場在台中水湳，無形中使永興航空公司的原料

投入成本比其他航空公司的高，而中油公司在做此要求時，又提不出

正當之理由，因此受到公平會處分。可見由該處分案所著重的人為「市

場競爭」內涵的追求。惟中油公司當時擁有獨占地位，在法律的適用

上，應適用第十條第二款較為適當。 

七、搭售  

搭售的發動廠商，基本上是利用市場上具有獨占力的產品，以延

申獨占力（leverage）的手段，將另一個產品藉包裹銷售的制度銷售

出去。該行為所產生的影響效果是將被搭售產品的市場封鎖起來，不

讓其他競爭者參與被搭售產品市場的競爭，因此搭售制度的採行對競

爭內涵的影響除「市場競爭」外，有很大部分為「產業競爭」。以 IBM 

電腦主機出租限定使用 IBM 卡紙為例，IBM 這種以主機為搭售產品，

卡紙為被搭售產品的制度，將使卡紙市場的競爭受到限制，其限制根

源則來自於市場的進出受到抑制。前者即為「市場競爭」，後者則為

「產業競爭」。 

                                           
88 （81） 公處置第 017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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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獨家交易 

獨家交易係上游（下游）廠商，要求下游（上游）廠商，只能購

買（銷售）其所提供的產品（投入），做為與其交易的條件。所以獨

家交易的禁止，基本上所追求的競爭內涵為「垂直競爭」。 

這種制度使下游廠商所處「市場競爭」受到抑制，（發動者為上

游廠商），其產生抑制的理由為下游廠商市場的獨家交易制度，使其

他競爭者無法進入該市場，因此其存有「產業競爭」目標的內涵。 

以最近公平會處分的太平洋崇光百貨為例89，太平洋崇光百貨因

微風廣場的設立，因此對旗下的專櫃廠商，要求簽定契約時，允諾在

兩公里以內不得再設第二家專櫃，表面上屬於地域限制，事實上是太

平洋崇光百貨發動獨家交易限制的策略，限制旗下在兩公里以內所有

專櫃廠商只能與崇光百貨公司簽約。而崇光百貨在台北市百貨業市場

占有相當比例，該項行為顯有限制競爭之效果，因此公平會對其處以

新台幣兩百五十萬元的罰鍰。 

該案若以台北市百貨業市場為訴求（姑且不論該市場範圍界定是

否適當），崇光百貨公司發動獨家交易的做法，則有限制「市場競爭」

（使對手在市場上處於競爭之弱勢）與「產業競爭」（不讓其他廠商

進入市場）的可能。反之，若以專櫃產品做為分析的對象，則該獨家

交易則有「品牌內競爭」限制的作用，然而市場尚有品牌間競爭的限

制。例如化妝品種類品牌繁多，精品店的廠商亦有不少之廠家，因此

該項行為對市場競爭的限制實屬有限。在此時公平法所追求的競爭內

涵係以「品牌間競爭」為主，亦或以「品牌內競爭」為主，則就顯得

非常重要。 

                                           
89見公平交易委員會，公處字第○九一○八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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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域限制、顧客限制與使用限制 

地域限制、顧客限制與使用限制的效果，大致相同，係廠商為防

範本身產品在配銷通路市場產生相互競爭，亦即其有阻止「品牌內競

爭」的企圖。必然的，由於上述三種行銷制度的限制，目標在於防止

相同品牌產品在同一地理區域相互競爭，因此其亦有阻止「市場競爭」

之效果。是故，地域限制，顧客限制與使用限制，三種行銷垂直限制

的制度，其競爭內涵含有追求「品牌內競爭」與「市場競爭」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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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論 

以經濟觀點而言，公平交易法的立法目標，係以追求市場競爭狀

態的維持為標的。問題是「競爭」的真義為何？它包含了那些層次的

內涵？長期以來卻一直為人們所忽視。即使回到經濟理論的專業領域

裏，我們也只能找到模糊與鬆散的陳述，很少有嚴謹或確定性的分

析。是故，在人們的心中，「競爭」可能只是片面、不完整的一種概

念。但是不容否認的，「競爭」是經濟學理中的核心，是最重要的概

念之一。它也是公平法立法、執法所欲保護的法益目標。因此深入了

解其各種層次的內涵，是執法前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當有助於公平法

執法的精確度，避免偏離經濟問題的本質。 

惟檢視公平法第四條，有關競爭的定義，則發現其在市場上的時

間層次、空間層次，市場上競爭的必要與充分條件，以及有利價格的

範圍上，均有其可討論與加強的空間。 

競爭概念的發展依據文獻，可將其競爭區分為亞當斯密以降的古

典競爭概念，以及以「完全競爭」為核心的新古典競爭概念。古典學

派的競爭基本上必需具備 1)競爭是一動態過程；2)市場必需有充分的

參與者；3)經濟主體需具備資源在各產業就業狀態的充分訊息；4)競

爭只有在長期才能達成；5)交易必需是自由的等五項條件。相對的以

數理為基礎，以市場「結構」代替「競爭」地位的新古典競爭概念，

則認為在 1）廠商為價格接受者，2）產品為同質，3）廠商能夠自由

進出，4）資源可自由移動，5）市場具充分訊息等五項條件下，市場

則可獲得「完全競爭」的結果。 

基於完全競爭的基礎，新古典理論建立了結構－行為－績效的分

析架構，並利用實際資料驗証其中的推論。惟在實務運作上，發現新

古典的競爭概念仍然無法直接操作，於是乃有「可運作競爭」準則的

推出。但基於準則本身存在嚴重的缺陷，實務上它並未被採用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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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新古典競爭的發展，過度仰賴「市場結構」所衍生各種推論，古

典經濟學者乃提出「競爭性市場」理論進行反駁，強調廠商市場進出

的存在與快速，才是競爭機制建立的關鍵所在，將「競爭內涵」的焦

點再度由「市場競爭」拉回到資源進出市場功能為核心的「產業競

爭」。 

文獻上其他學者馬克斯與熊彼德等德國經濟學家，對競爭的看法

基本上和古典經濟理論接近，都由動態的角度出發。前者由最根本的

市場價格形成為探討的核心，並深切關心社會財富集中的結果；而後

者則由市場組織變遷的動態出發，證明市場結構的出現只是資本主義

下廠商不斷自我毀滅的過程，而且此毀滅是來自於新組織制度的成功

而非失敗，因此競爭的動能有很大部分來自於企業主的創新能力。 

綜合古典競爭與新古典競爭概念的發展與演變，可以歸納社會所

欲追求的「競爭內涵」，大致上可區分為 1）品牌內的競爭與品牌間

的競爭，2）市場競爭與產業競爭，3）外國競爭與潛在競爭，4）水

平競爭與垂直競爭等四種不同層次的相對概念。以水平競爭為範疇，

最小的競爭內涵為品牌內競爭，有了不同「品牌間競爭」之後才有「市

場競爭」，考量了廠商的市場進出才有「產業競爭」的內涵，進一步

考慮進出的可能，則產生「潛在競爭」之效果，當然若市場進入廠商

為外國產品或廠商，則競爭範圍則涵蓋了「外國競爭」，若競爭的平

台由水平轉為垂直的交易關係時，則競爭內涵可再擴充為「垂直競

爭」。 

將公平法反托斯法域的規範行為，對照競爭概念加以檢視。大致

而言，獨占力濫用與結合的管制，追求的競爭目標有「市場競爭」、

「產業競爭」、「潛在競爭」、「垂直競爭」等多層次的目標。相對

的，聯合行為的禁止，基本上則單純的以「市場競爭」目標為追求對

象。公平法第十九條的差別待遇與搭售，則相同的以「市場競爭」和

「產業競爭」為追求目標。獨家交易則有「市場競爭」、「產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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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垂直競爭」等三種層次的競爭內涵。至於維持轉售價格、地域限

制、顧客限制、使用限制的規範，基本上以「品牌內競爭」的追求為

目標，當然也兼具「市場競爭」之目標。 

以經濟理論的角度而言，競爭內涵的目標，基本是以「市場競爭」

與「產業競爭」兩種內涵為核心。在「市場競爭」內涵的追求當中，

若發現「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關係為同方向變動時，則應

將「品牌內競爭」的內涵納入競爭目標的追求項目之一；反之，若發

現「品牌內競爭」與「品牌間競爭」為負向關係時，品牌內競爭的減

少反而有利於「品牌間競爭」的提高，則「品牌內競爭」似乎不需太

過堅持。同樣的，在討論「產業競爭」的內涵時，除考量廠商或資源

真正進入市場的部分外，尤其要注意到潛在進入可能的影響效果，將

「潛在競爭」的節制力量予以納入，尤其是競爭發生於國外產品進入

國內市場，或外國廠商參與國內市場競爭的情況。至於垂直競爭的部

分，涉及廠商面對交易相對人所做的競爭策略的調整，原則上應予以

尊重，不需給予太多的限制，畢竟其垂直競爭之效果，在水平競爭的

規範上仍有其他約制的條文。 

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對公平法中反托拉斯法域各項行為的規範，

若能如前面所討論的，於事前認清其追求競爭目標的輕重緩急，以及

各種競爭內涵的關係，然後再認定其執法方向，當可避免產生僅以法

律要件為判斷之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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