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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競爭在金融全球化中的角色 

講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曾主任明煙 
日期：99年1月5日 
場次：9901-218 

 

講到全球化，事實上無時無刻都不在進

行著，特別是最近幾年的狀況。當然大家也

經常看報紙，反全球化的運動從來也就沒有

停止過。特別是很多開發中國家認為全球

化，基本上是富有國家的一個遊戲，甚至認

為是掠奪性的行為，所以很多開發中國家也

是有一點心不甘情不願的，但是在當今全球的政經情勢之下，實在是

不得不然的做法。大家也經歷了這次的金融海嘯，很多人都受害甚

深，很多百年企業倒閉，很多國家財政、經濟、金融都發生了問題。

在比這個更早，我們也看到 1997 年亞洲的金融風暴，基本上也和金

融全球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經過 2008 年金融海嘯，確實國際之間

資本流動的量大量減少，但是可以預見很快還是會恢復，甚至會以很

快地速度成長。所以大家對這個問題應該要關心。 

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全球化進程當中，是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公平

交易委員會基本上是競爭法的主管機關，甚至是執行、制訂競爭政

策，國內外都是一樣的。在全球化過程當中，競爭及市場自由化是非

常重要、關鍵的環節。公平交易委員會在這裡應該、也必需要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一般人不瞭解這樣的一個情形，特別是在台灣，

是更令人洩氣，因為很多的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通常是要一陣子、

一段時間才會看到成果，但台灣現在是講求速效，也就是短期你能給

我什麼、能看到什麼成果，如果在這一、二個月、甚至股票沒有在明

日上漲，就是一個不好的政策，這是非可怕的事情，特別是民粹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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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比較長遠性的政策，不要說理解，根本不想要理解，也不可能有

耐性去等到它發生作用。在此情況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如公平會

的話，就很難去處理這樣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感到無奈。但我覺得不

管怎樣，一定要堅守崗位。 

首先來講今日的大綱，先會對全球化做個介紹，特別是金融全球

化。再來會對金融全球化的經濟效果做個說明。經濟效果，當然是學

界間的爭論及一些實證的研究發現的一些結果。那我們來看到底金融

全球化對經濟有沒有效果，特別是對開發中國家。因為基本上講到加

入全球化，通常比較重要的就是開發中國家到底要不要開放資本帳？

要不要加入全球的金融市場？所以這裡主要是講對一些開發中國家

有什麼影響？因為有一些爭論，所以我們試圖建立一個模型，這個模

型當然是經濟上的模型，會把它求得一個基準解後，再從動態過程來

看看到底金融全球化對於一個國家是有正面的影響？或是有負面影

響？到後來我們會看到，它真的是＂不一定＂。這個＂不一定＂是什

麼情況？是一個國家國內的金融市場，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也配合開

放、也配合自由化、配合提升競爭能力的話，那麼金融全球化就有效

果。如果在金融全球化的同時，國內市場還是故步自封、和原來一模

一樣沒有任何改變的話，這個全球化的過程就會傷害到經濟。再來我

們會講調整速度。要講調整速度，就是剛才我一開始講的，整個經濟

的政策要達到結果、要看到成果，真的要花些時間，像 ECFA。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真正開放到收成、收成一半，都要很長的時間。但也

不要因此就說不要全球化。因為大家都在走這樣的路的時候，我們不

可能把自己排除在世界的主流之外。再來，即便是要花些時間，但終

究是會完成的、是有幫助的。整個全球經濟的競賽是非常激烈的，差

一點都不行！再來，我們會把台灣的情況，做個校準分析。因為我用

了一些資料參數，不可能是當前的，是過去的參數，在這樣的參數之

下，要把過程跑完要花很長的時間。我們講 Half-Life 半衰期，完成一

半大概要十幾年。十幾年也不是很久，公平會成立到現在已經快二十

年，但是一開始的效果是看得出來的。更何況我是用以前人家做過研

究的參數，現在的經濟和以前的是大不相同。最主要是因為知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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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講簡單一點就是電腦科技的進步，所以在以前必需要經過很長時

間完成的活動，應該在一、二秒鐘就完成。以前學生要找資料，要到

圖書館找卡片、找書、影印。現在 Google 一下一大堆，抄都抄不完，

所以寫報告就是這樣子。所以現在的情況和以前是大不相同，要學東

西太快，網路上可以學任何的東西。所以現在的情況，完成一個經濟

行為或是效果，是比以前的情況加速很多。所以這裡看到說雖然它要

花一點時間，但是事實上就現在的科技情況來看是不需要的。更何況

將來這個速度只會快不會慢，所以在最後會做個結論。 

再來我們來看金融全球化，首先來對全球化做個定義。全球化，

大家都想說理所當然，就是和全球打在一起。但我們這裡要講的是本

土的金融體系，必要和國際的金融市場或國際金融機構要能夠整合。

所謂整合，就是彼此之間能夠互相的作用，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說

只有一邊作用，那是沒有用的，要互相作用。要達到這樣，當然其他

國家必需有一定的健全的金融體系。第二個必需要有相當開放的程

度。再來國內的條件，必需要有政府進行國內金融部門以及資本帳的

自由化，金融部門的自由化，譬如說讓銀行參進，讓利率由市場決定、

讓匯率由市場決定、讓放款由市場機能決定，而不是由政府來做信用

的管制或配給。所以這些是必需要做的。再來就是資本帳的自由化。

通常講資本帳，好像國際收支裡有經常帳、有資本帳。這裡資本帳，

就是專指所謂直接投資及資產投資的自由化。直接投資，大家知道當

然就是 FDI，外人直接可以來投資，本國人可以直接在外面投資。再

來就是我們的金融帳，包括最重要的就是資產投資，就是外國人可以

來買我們的資產，這裡講的資產是 portfolios，是我們的證券市場、債

券市場的資產，特別是證券和債券。一樣地，本國人可以非常充分地

到國外購買證券、債券。如果達不到這點的話，就沒辦法說資本帳是

開放的。也就是說同時要具備這樣的情況。那在我們這裡最主要是在

講資本帳的自由化，特別是國際收支裡面金融帳，直接投資、資產投

資、以及銀行和外國銀行間借貸的自由化。為什麼和第二個不太一

樣？因為第二個我們講金融部門，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金融部門國

內市場的競爭，在這個過程當中它的角色在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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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我們來看看這樣的情況之下，金融全球化的進行。什麼是

金融全球化？在這樣的定義之下，我們可以說金融全球化完全不是今

天 才 看 到 的 ， 看 到 這 個 好 像 非 常 fancy 的 名 字 ， Financial 

Globalization，好像很 fancy，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存

在很久，特別是在金本位時代，金本位時代，大家知道特別是在國與

國之間貨幣供給和黃金存量有一定的關係，就是說貨幣的價值，決定

在它的黃金存量。那國際貿易間的清算，是依照黃金來做最終的給

付。所以金本位制度之下，黃金可以自由移動。黃金自由移動，自然

表示貨幣自由兌換黃金，因此黃金的自由移動，就隱示貨幣或資本的

自由移動。所以當時本來就是金融全球化的情況，當時自 1870-1914

年國際貿易大約是每年增加了 4％，對 GDP 的比，從 10％增加到 20

％，國際資本移動每年增加 4.8％，資本移動的量對 GDP 的比從 7％

增加到 20％，這個是第一階段或是第一波的金融全球化。但是第一次

世界大戰把這個東西給打亂。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後，每個國家為了保持自己本國的市場及

為了籌措戰爭的資源，所以限制黃金的移動。所以讓資本的移動在國

際間產生暫時所謂的倒退、或逆轉。這是金融全球化的大逆轉。一直

到 1920 年代中，雖然有些國家，譬如英國等漸漸開放資本的自由化，

但這個情況下，大家變成說要如何達成國內生產的增加。此時英國就

想辦法，當時英鎊是除了黃金之外非常重要的國際貨幣，所以在英國

極力吸金之下，把美國很多黃金都吸過去了。黃金存量和貨幣之間存

在一定的關係，所以此時美國的黃金被英國吸走很多了之後，美國產

生了通貨緊縮，造成後來 1929、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當然當時

也是因為生產過剩，再來是通貨緊縮，造成價格的崩跌，一直到 1930

年代都沒有辦法解決，到最後很諷刺的是，到了 1930 年代，大家為

了保護自己國內的市場，同時為了促進貿易，極力地貶低自己的貨

幣。到後來所謂的以鄰為壑，整個國際貿易受到相當大的打擊，國際

資本移動也受到相當大的限縮。非常諷刺的是說，這是導致第二次世

界大戰非常重要的因子，因為當時幾個國家，當然德國是源於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之後被戰勝國給予一些不當的賠償待遇，所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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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沒有辦法，所以引發了德國的侵略；再來其他國家是為了爭取一

些資源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每個國家更是維護自己本國的資源，

再一方面政府也是積極地參與相關的經濟活動。當然我們知道當時

1936 年，凱因斯寫了一本書有決定性的影響，就是說政府在這當中可

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介入經濟活動、拯救經濟。所以戰後每

個國家介入經濟的成分更高，更高的結果是各國之間自由化受到相當

大的打擊。再來是戰後 1944 年有所謂的布里敦森林體制的成立。這

個時候金本位已經崩潰，所以代之而起的是所謂的美元本位制、或者

說金匯兌本位制，每個國家的貨幣不能換黃金，除了美國，所以要換

黃金要把國家的貨幣換成美鈔、再拿美鈔去換黃金。所以當時這樣的

情況，變成到最後每個國家為自己的貿易是極力地貶值、或低估幣值

等等、或政府做一些不當的租稅補貼。資本移動更不用講！各國對於

資本的限制也是非常地嚴格。雖然到 1950 年代開始有些先進國家慢

慢開放資本市場，讓資本移動再慢慢地活化。但基本上一直到 1973

年金匯兌本位制，就是布里敦森林體制崩潰之前，國際間對於資本移

動是有限制的。因為依照金匯兌本位制的設計，各國的貨幣對於美元

的升貶，不能夠超過一定的幅度，此時各國就必需握有相當的準備

在。如果說經濟不行，那麼勉力維持匯價，對出口便有非常不利的影

響，對資金的移動也都非常不利。此時為了維護固定匯率制，各國不

得不採取限制資本移動。 

到了 1973 年，金匯兌本位制或美元本位制崩潰，那時是浮動匯

率制，之後開始國際間自由貿易和資本移動才又慢慢增加。結果增加

的速度非常地快，特別是在 1980 年代，當時全球經濟產生非常大的

問題，就是 Stagflation，就是所謂的停滯性的膨脹，也就是通常通貨

膨脹和失業率，本來通貨膨脹和失業是不會同時出現的，當時是產生

了通貨膨脹、又經濟停滯、失業率很高。大家都知道 1980 年代、非

常重要的年代，整個全球在經濟自由化的浪潮如火如荼地展開。事實

上當時和這個所謂的雷根經濟學、和英國的自由化，都有很大的關

係。此時美國本身也希望推動自由化到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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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念茲在茲，就是要如何推

動全球的市場的開放，包括商品以及資金，為什麼？因為當時戰爭之

前，基本上英國還是 dominate 整個局面，當時美國的產出已經超過英

國，但當時英國還是陰魂不散。在二次戰時美國的總生產占全世界近

50％，當戰爭完畢時，當然是慢慢降低，基本上還有維持在 1/3 的情

況。所以美國是想要變成新的日不落國，可以這樣講，也許是帝國主

義的心態，所以當時極力要開放市場、打開很多市場，包括從亞洲、

遠東到歐洲的重建。當然這個東西，我們是講經濟，基本上也和當時

的地緣政治有關係，也就是如果圍堵冷戰的時候，如果來圍堵共產主

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不管如何，美國就是想辦法推動、倡議自由

化的政策。此時 G7 沒辦法，就跟著美國一起走，因為當時美國在世

界的影響力已經非常地高。再來是國際機構基本上就是美國的機構，

什麼 IMF、World Bank 就是美國人在玩，所以基本上就是美國的機

構。所以當時在這樣的壓迫之下，開發中國家是半推半就地加入全球

化的行列。為什麼講半推半就？因為當時所有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

自由化是幫助的，但事實證明有些開發中國家自由化了經濟、或開放

市場之後，受到先進國家的，有的講的是剝削，或者是遭受經濟危機，

所以有些不願意，可是又看到很多國家加入自由化的行列，享受了非

常高的經濟成長，所以我認為當時譬如東亞四小龍，包含台灣在內，

基本上是美國的樣版，當然它有多重的作用，除了政治上的圍堵之

外，經濟上的樣版、軍事上的前緣。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開發中國

家到最後的時候看到如果自絕於全球自由化潮流的話，是不行的，紛

紛加入，有的國家甚至想辦法吸收外資，到今天也是一樣的情況。還

有一些國家，全球大概只剩下古巴、北韓未加入這個行列，在這之前

越南沒加入，但越南在看到中國加入後成長很快，就迫不及待地加

入。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球的資本移動是增加地非常快，這裡是 26

％。後來我查了一個數字，以 2007 年，全球資本移動大約是美金 13

兆，2007 年全球的 GDP 大約是美金 55 兆，算起來是 24％，我看一

個報導是 26％這是有點高，必需要再看真正的數據，但是我看了數據

算了一下大約是 24％，這裡是找到一個 report 它是 26％。貿易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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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已經到了 51％，這個雖然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但我可以向各位

報告，依照這樣的情勢，長期來看只會提高不會下降。 

來看全球化的經濟效果，這裡的看法是非常的分歧。有些人會認

為是有助經濟發展，但也有人認為全球化容易招來金融危機。這裡有

個圖，主要是從經濟理論來講，因為開發中國家通常是資本相對缺乏

的，所以資本、資金的價格是利率，所以開發中國家的利率通常比先

進國家來得高，所以開放資本、開放資金進入是會讓利率一下子下

降，這個前提是市場要夠完全、競爭要有足夠的競爭才行。假定我們

在某一時點自由化的話，本國利率將降至國際的利率水準，這時若說

投資是利率的負函數的話，這個時候在第一時間投資會躍升，躍升上

來之後會慢慢再降下來，降下來再到原來的投資率，所以是一次性的

躍升慢慢回復到正常的情況。因此就有些人說開放市場只能讓利率下

降，利率下降投資也只能做一次性的躍升，沒有錯！投資是做一次性

的躍升。很多研究顯示，開放市場不但讓資金進來，技術也會跟著資

金一起進來。假定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它所謂的總要素生產率會上

升。因此投資率可以較前面高。雖然它後來慢慢地消沈、降低，但是

退回來之後，仍然會維持在比原來要高的資本增加率的水準。就是投

資率還是比原來的高。除非進來的只有資金沒有技術。通常來講，資

金的進來，特別是 FDI，外國人來的直接投資進來的話，都會讓技術

進步，都有技術進步的效果。若從每單位的產出來講的話，大概也有

這樣的作用，每人 GDP 的成長率，也是做一次躍升的成長率，後來

回歸平靜。但是這是它的成長率會回歸它原來的水準，可是若從每人

GDP 水準來看的話，會衝上來到比較高的水準，但是它的成長率是固

定的。每人 GDP 維持比較高的水準，這代表什麼？你讓資金進來，

利率降低，然後投資率增加，雖然是一次性的躍升，但是每人 GDP

的成長雖然也是一次性的躍升慢慢回復到原速率，但是每人 GDP 水

準只會提高，所以無庸置疑，同時有很多的實證研究都可以驗證這樣

的結果。 

這裡就要探討：全球化真的可以提升經濟成長？很多贊成者都認

為當然可以，因為全球化可以促進全球資源利用效率，從而提升各國



市場競爭在金融全球化中的角色 

•8• 

經濟成長率。因為透過資金、資源的自由移動，因為若市場競爭足夠

的話，那麼資源自由移動本身，可以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全球都一

樣。例如資金若在台灣有效率，資金就流到台灣，這很自然。資金在

美國有效率，資金就流到美國，這是非常自然的。不需要去擋。嚴格

來講，在現今的科技及體制之下，真要擋資金也沒法擋。資金和水一

樣，是無孔不入的。在以前或許還可以擋，可是在現今的社會要擋資

金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說，即便不開放資本帳，那麼資金要擋也是

非常困難的，所以說資金有這樣的作用。 

再來說，文獻上對資本帳、金融全球化和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分

析，甚為分歧。其中有份報告，指出每人所得比較高的國家，它的金

融全球化的程度都是比較高的。但這份報告也受到攻擊，只講它們二

者有關係，沒有講它們的因果關係。例如說，有錢國家大致上都是金

融全球化參與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到底是它參與了全球化才有錢？還

是因為有錢，才參與全球化？這沒有辦法作答，所以這裡是有很大的

疑問。也有一些研究認為說，全球化對經濟成長的效果，具有門檻效

應，就是說有效果，但是前提是必需具備一定的門檻、標準，什麼門

檻？就是國內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國內金融市場必需具有效率，如果

沒有健全的金融市場、沒有效率的國內金融市場，開放資本的話，不

但沒有效果，可能會是一個災難。所以通常說，十個經濟學家會有十

一個意見，那就是因為每個人的假設都不同、前提都不同，那是差很

多的。我常常舉一個例子，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本書叫《混沌》，那混

沌講的比較通俗一點就是叫做「蝴蝶效應」，也就是說你在同一個時

點，一點點的差距，結果會天差地遠，北京的蝴蝶展翅，佛羅里達會

有颶風，也就是非常微小的變化會造成非常不一樣的結果。所以這裡

有個門檻效應，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來看看，看好的一方，認為全球化有助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

展，因為全球化會帶來金融深化、廣化，帶來所謂金融部門的發展，

這部分可以增加資金供應提升市場競爭，也可以改善金融的基礎設

施，更可以強化公司治理。外資銀行會帶來經營和資產管理的技術，

這都非常重要。所以說開放市場本身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當然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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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蹴可及，必需要有耐心去等，不能說講到全球化，就好像看到

牛鬼蛇神一樣，不敢去動。再來，如果屬於外人直接投資的話，更可

以帶來新的生產技術，這在早期台灣，美資及日本資金來台投資時，

確實有這樣的效果，台商到大陸投資也有這樣的效果。直接投資，本

身就會附帶一些新的生產技術。再來從金融面來看，金融全球化可以

降低資本成本。這個主要的前提是，開發中國家的資本成本會比先進

國家高，為什麼？因為開發中國家的資本是相對稀少的，稀少的東西

價格就高，所以資本相對稀少，資本的價格就高，就是利率就會比較

高，資本成本就會比較高。所以開發中國家投資無法進行，很大的因

素也是在資本價格很高。所以開放資本帳，會增加流動性。所謂流動

性，就是增加資金、降低資本成本。如果從資產價格定價模型，就是

所謂的 Capital Assets Pricing Model（CAPM），它也預測開發中國家如

果開放資本可以降低資本成本。結果實證研究對這個是沒有異議的、

沒有不同看法，剛剛對經濟成長大家看法分歧，但在這裡大家基本上

看法一致。如果從總體經濟來看，全球化會使得經濟結構改變，使得

經濟變動風險做有效的分散。全球化重要的理由之一，也是分散風

險。一個國家，特別是小國，沒有全球化的話，一旦有個風暴將沒有

辦法承受。譬如說有人說中國為什麼那麼大？中國必需要那麼大，因

為天災不斷，天災不斷的結果，造成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譬如四川大

地震，如果四川今天是天府之國自己一國的話，那大地震來這個國家

就垮。如果一個國家很大，就有別的地區來支援。世界也是這樣的，

加入全球化也有這樣的作用，分散風險。 

再來是消費不再受所得波動的制約，這很重要。如果沒有全球化

的話，只有本國，本國的消費決定於本國的所得，一旦有突發狀況、

有災變的話，本國消費會立刻受到非常嚴厲的影響，沒有辦法做負債

性的消費。如果全球化的話，這部分就可以解決。所以全球化之後，

就不需要準備那麼多錢在身邊，儲蓄率一定會下降。每個開發中國家

全球化的結果，都是儲蓄率下降，現在中國大陸儲蓄率高達 50％，賺

十元存五元，以後全球化當然應該會下降。 

再來是國內投資不再受制於國內儲蓄，在封閉時，國內的投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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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國內的儲蓄，全球化時不需要，有利可圖時可以從國外借入資

本。所以本國儲蓄和投資相關度會降低，甚至產生脫鉤，這就是經濟

上很有名的、所謂的 Separation Theory 分離理論，可是 Feldstein 跟

Horioka 發現，OECD 國家，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呈現高度相關。但

是這裡很多人說它是 Feldstein Horioka Puzzle，一個謎。這沒有什麼

謎！OECD 是全球富有國家的俱樂部。重要的一點，這些國家之間資

本流動本來就佔了全球資本移動的大部分，所以此時每個國家的國內

儲蓄和國內投資本來就有正相關，因為它是國與國之間本來就是來往

密切，所以從 OECD 國家內部來看是看不準的。 

再來看看財務經濟學，全球化之後，資本投資的風險會降低，如

何降低？如果只有投資本國市場的話，它的變異數、風險會比較高，

高於投資在國外市場的共變異數。所以雖然最近很多人因為金融海

嘯，投資海外的基金、證券虧錢等等，但這是一個 shock，長期來看

海外的變異數、共變數會比較低，因此要求的報酬可以降低。也就是

資金投資全球的話，風險降低，會讓你要求的報酬降低。什麼是要求

的報酬？就是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降低，在經濟學

上講，那麼其他條件不變，資本量一定要增加，就是投資要增加。所

以自由化，會讓投資增加，我這樣推論當然是比較快，但是因為也是

時間關係，但是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如果從大家比較看得到東西來

看，全球化也是本國廠商分散風險、降低資本成本，這無庸置疑。所

以這裡很重要的一點，股權評價會相應提高，會推升股價，股價反應

的是公司未來的價值，那全球化的結果讓公司資本成本降低，讓公司

的風險分散，所以公司未來的價值是會提高。大家投資股票是投資什

麼？是投資這個公司未來的價值，未來的價值折現回來就是今天的公

平股價，當然股價不一定正好等於折現回來價值，當中有很多因素在

裡面，但不管如何，會等於今天公平的股價，對股價是有影響的。股

價上升，會讓整個公司股權的市值，超過這些資本的重置成本，也就

是股權市值超過公司資本的重置成本。如果你是老闆，會怎麼做？股

票價格大漲，結果算一算我公司的一個股權，在市場上如果可以賣到

1,000 元台幣，但是這樣的股權我重新來投資、做股權重置成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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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只花 800 元、甚至是 500 元。那如果再投資、再賣到市場上，有賺

頭。所以這時會有增資的狀況產生。大家如果不相信，去看股票行情

大好的時候，是不是廠商增資了一大堆，行情不好沒有人增資的，所

以這都是全球化的好處，但是它也受到批判。第一個，全球化的風潮

興起時，發生了很多的金融風暴，金融風暴之所以發生，只要是因為

引起很多追逐高報酬的外資、引起所謂的景氣興衰循環，例如說市場

一旦開放，因為這個國家才剛剛發展、或利率比較高，利率比較高代

表資本的報酬是比較高的，這時國外的資本一定會進來，資本進來國

內會有景氣的繁榮，但繁榮一個程度，這些資金退潮時，整個經濟會

產生蕭條的風險。所以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很多國家開放市場都會產

生所謂的景氣的興衰循環。現在大家有投資的話，最擔心的是什麼？

最近大家常聽到開發中國家股票漲得太過份。資產泡沫，怕美國升

息，因為現在的資產泡沫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之一為美國利率低，很

多人借美元來開發中國家買股票、資產，所以資產價格暴漲，萬一美

國升息，資金會回流。所以當美元跌得很厲害的時候，代表美金一直

出來到開發中國家，所以大家擔心這個東西。如果美國升息、資金撤

回去了，那麼開發中國家這一波所謂資產泡沫的榮景就會結束，大家

是這樣的擔心，一樣的在這裡就是這個東西，資產價格興衰，開放時

資金進來造成國內的繁榮，但資金退潮的時候，就產生所謂景氣的衰

退。事實上這個問題之所以發生，嚴格來講也都是因為開發中國家國

內的市場不夠競爭、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因為照道理來講，競爭到一

個程度，市場開放到一個程度、金融體系健全到一個程度，開放市場

時，資金進來並沒有辦法造成長期的繁榮、以及造成資金退潮時的衰

退。不會的。因為市場夠完全的話，利率很快就回歸國際水準，很快

就無利可圖。譬如現在大家有錢跑到中國大陸，認為人民幣低估，認

為應該更升值。以前譬如說泰國，就是因為泰銖高估，因為錢進來時，

沒有讓這個錢發揮作用，譬如說進來時，會變得國內的需求會增加、

進口會增加等等機轉，mechanism 沒有產生出來，所以變成真正的熱

錢。如果市場夠完全、夠開放，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再來是反對的另一個理由是，資本事實上沒有從已開發國家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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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這是非常大的問題。再來是反全球化示威，這我就不講。 

來看看金融危機。在這波金融海嘯之前的二十年間，全球有 26

個金融危機，當中有 18 個是在危機發生前五年自由化的金融部門，

這是非常大的警訊。五年前發生推行金融自由化，但是五年之後就產

生了金融危機。這些國家在發生危機前，它的內政、財政其實事實上

是健康的。現在大家在擔心財政不健康，希臘、西班牙等等。事實上

這些國家財政本是很穩健的，還發生金融危機。這些金融危機往往源

於幣值高估，招來了外滙攻擊，譬如亞洲金融危機泰國的情形。因為

開放市場時資金流進來，對於泰幣的需求增加，泰幣升值，結果政府

以為升值就很強，但是對於貿易又採取另外的方式，沒有因為升值就

讓進口增加、或讓出口減少，也沒有讓國內的利率下降，利率還維持

在很高，為什麼？因為要繼續吸金。越南在前年也差一點發生事情，

因為偏高的利率、偏高的貨幣幣值讓資金一直進來，很多人搞不清

楚，以為貨幣升值就代表國力強盛，所以維持高利率、高貨幣，結果

幣值高估，熱錢一直進來。但是一旦資金開始退潮時，一旦引發這種

情勢的時候，那麼整個事情的發生，會讓整個中央銀行沒有辦法控

制，造成金融整個崩潰，整個外匯全部地退潮。就是我這裡寫的，過

高的利率引發資本流入，為什麼會有過高的利率，因為開放市場的時

候，沒有配合國內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沒有配合市場競爭、銀行競爭，

讓利率、資金在國內自由發生作用，也就說你是一個不平衡的發展。

假定全部都平衡發展，其實這個問題是不會發生的。 

至於說這個興衰循環，是什麼樣的狀況？全球化以後，銀行就大

肆地低利放款國內，所謂低利，也沒有低到所謂的公平利率的水準，

從國外借更低的利率進來貸放，國內利率當然會降低。但是如果銀行

競爭不夠的話，利率是低不下來的，稍微低，但沒有辦法低到公平的

利率水準。 

再來就是說，銀行缺乏風險意識及管理技能。因此可以看到以前

的歷史顯示，自由化以後銀行放款年增率都倍增，開發中國家，這個

問題就出在，開放的資本帳、開放的金融市場，但國內的市場競爭不

夠，所以沒有辦法讓這個部分發生作用。再來其中有所謂的道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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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逆選擇的問題。道德危機就是說，銀行經營者在此情形下要賺錢，

不管這樣的風險，因為通常銀行的經營，就像最近金融危機也是一

樣，真正它的報酬是看它的業績，我的放款創造多少、金融卡發卡量

多少，只是衝這個量，至於品質是不管的。大家都在做，我不做不行，

不做會被 fired 掉，做得好別的銀行還會高薪聘請，所以就產生了道

德危險。另外就是逆選擇，逆選擇是什麼？大家到處都在貸款，好像

是到處都在玩金錢遊戲。對於信用比較好的人，就想說反正我信用很

好，我也不用把我的 proposal 貸款的計畫、投資計畫做太好的包裝，

銀行就應該貸款給我。結果那些情況很差的，專門來專攻包裝，真正

內容不好的是專攻包裝，而銀行經理也是看到包裝付款，而不論其報

酬潛力來付款，所以這時變成說，選擇的一些借款人是比較差的，變

成所謂的逆選擇。所以整個看來，這個全球化會有很大不良的影響，

從過高的利率、過高的貨幣、以及銀行經理人的態度、以及借款人的

態度、使用來講的話，借款者的使用，也是不經意，反正錢得來很容

易。金融自由化以後，資金太多，大家就是不經意，得來太容易，造

成這個危機。 

另就全球化發生在富有國家來講，有指出全球化是發生在北方對

北方，但事實上經過檢查，大概是富有國家之間彼此在交換資產，美

國投資歐洲、歐洲投資美國類似的狀況，多數的資本沒有流入資本相

對報酬較高的貧窮國家，這是所謂的 Lucas 的矛盾。因為照道理好像

自由化應該是讓錢跑到資本報酬比較高的開發中國家，結果沒有，流

到開發中國家資本僅佔資本移動的 1/5，事實上我們看大概也沒這麼

多啦，這是 1990 年代。Lucas 還甚至指出，若把政府也計算進來的話，

事實上金融全球化後開發中國家的錢是淨流出的，流進先進國家，這

是非常諷刺的事。金融全球化是要讓貧窮的開發中國家、資本缺乏的

開發中國家得到比較多的資金，結果不但沒有，還讓整個國家的資金

淨流出！流到富有的美國、歐洲等等，美國那麼大的財政赤字，誰在

付這個財政赤字？現在是中國付的最大，日本、台灣，台灣是前三名，

中國 per capita GDP 號稱明年要 4,000 元美金，美國今年是 4 萬元美

金。這個還只是數字，如果要算其他一些看不見的東西，差距何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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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結果弄了半天，是中國把錢拿去給美國人用。美國人為什麼可以

run 這麼高的 deficit，為什麼還拿有美金？美金好用！賓拉登討厭美

國、海珊和美國作對，抓到他時狡兔三窟，每個窟都藏美金，十萬元

面值的美金。美金什麼時候漲？當全球大亂的時候，全球昇平時美金

就跌。所以大家把錢流到美國去，美國也不在乎，因為財政赤字，反

正你們有貿易盈餘一定會來買我的國債，別以為美國的國債沒有人

買。我們看美國國債現在每一次拍賣，來標的總金額，大約是拍賣金

額的三倍左右。譬如今天要拍 100 億的美金債券出去，大概平均會有

300 億的錢要來買美債。這裡是 2007 年全球資本移動大概是 13 兆美

金，就是我剛才講的，流入開發中國家的才 1.2 兆。流入開發中國家

的 1.2 兆裡面，我們這裡看到可以把他分成幾塊，東亞太平洋還是很

有限、最多還是在歐洲和中亞。歐洲和中亞的開發中國家還是最多，

再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中東和北非是很少，最後是南亞和次撒哈

拉。所以剛才講 1/5，事實上只有 1/10，也就是全球資本移動裡面，

有九成是富有國家彼此在玩，所以講難聽點，開發中國家要不要甩你

也無謂、對他們來講影響不是很大，而且錢的去處實在很多。但是基

本上真正投資獲利是最重要的。但這些開發中國家股市要漲起來，幅

度還是很驚人，所以你看最近漲最多還是在巴西、印尼、俄羅斯，台

灣也漲了 80％，類似這樣，所以資金還是會來。很多人說這是熱錢，

什麼是熱錢？如果熱錢進來，市場不完全的話，它就是熱錢，它就是

在這裡作亂，如果市場完全的話，熱錢進來，它自然會壓擠一些錢去

做真正的所謂的實體的投資。熱錢進來是一種 Financial Fund 金融性

的投資，除非它是 FDI。但如果市場夠完全，自然會讓原來在這個地

方玩的 Financial Fund 金融性的資金跑去實體的投資。但是市場不完

全、競爭不夠的話，熱錢還是熱錢。所以怎樣講，都是要讓國內市場

跟進整個自由化的腳步。但是既然金融危機頻傳，IMF 態度也是整個

轉變，如何轉變？是變得比較謹慎。我要特別提到就是，在經過這麼

多事情之後，IMF 也承認雖然我在倡議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但

是我也深切體認到這是每個國家內部的條件不一樣，所以必需要做所

謂的「量身訂作」來代替所謂的「一體適用」的原則，這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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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此之前，很多的國際機構、美國等等，都想說反正大家就是自

由化，但事實上每個國家情況不一樣，必需要看它的特殊情形給它不

同自由化的套餐（package），這是一個好事。 

健全的金融體系，可以防止一些弊端，從歷史來看，金融體系健

全的國家，在金融全球化後並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特別是不容易招致

所謂的榮枯的景氣循環及外匯的攻擊。有些文獻提到，亞洲金融危

機，略過新加坡、香港、台灣，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市場很健全。當時，

1997 年，台灣的市場夠不夠健全我不敢講，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說，當

時台灣第一個外匯準備是夠的，第二個後來我的研究發現，台灣金融

自由化之後，根本沒有熱錢的淨流入，反而是淨流出，台灣根本沒有

發生金融危機的條件。其他那些國家，韓國、東亞、甚至日本，很多

資金是流進來，台灣是淨流出。台灣從 1986、1987 年開始開放市場

後，一開始資金有進來，後來等到台幣升到 25 元的時候，大家吃飽

喝足後就出去了。當時台灣最嚴重一點就是機動匯率制讓新台幣緩慢

升值，升到 25 元。這讓很多國際熱錢看準了這一點，熱錢不斷地進

來。進來到滿足點錢就出去。再加上以前台灣資金被限制，一開放錢

就出去，雖然說錢是關不住的，但是在早期錢是關得住的，到今天錢

是關不住了，也不需要關。 

再來開發中國家在加入全球化的行列時，必需要審慎地管制及強

化監理金融部門。所以說，自由化、全球化不是不管制、不管理，而

是要再管制、再管理。特別是在這次金融危機、金融海嘯發之後，全

球對於金融的管制會有一套新規則，特別是美國。我們看以前歷次金

融風暴之後，全球對於金融管制會有新的規則出現。金融再管制、再

管理，到現在我們還看不到，不過漸漸有些眉目，到時候整個國際金

融市場和資本移動，會有一番新的面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國際資

本移動的量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國際新金融工具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這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只會增加不會減少。講了這些，我們大致得到了

結論就是說，金融全球化是難以回頭的，它有可能對開發中國家是好

的、有益的，有可能是有害的。到底什麼情況是有益、什麼情況是有

害？這裡下一步要來看看有什麼樣條件讓整個金融全球化可以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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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濟。條件何在？這裡可以藉助一個比較複雜的模型。 

透過模型分析可以發現，金融全球化有一個可能是怎樣？第一個

可能是每人資本存量會降低、每人消費會降低。這就是很多開發中國

家經驗的事情。我開放了市場，結果我的資本存量降低了，每人資本

存量降低了，我的每人的所得降低、每人消費降低了。你也許會說，

好像不多，或者是沒有。但我們這個是經濟學上講的，其他條件不變，

它有很多的情況增加是因為別的因素來的。事實上很多國家反對全球

化，就是因為這樣。開放了市場，怎麼經濟倒退？姑不論金融危機，

它的經濟成長是倒退的，每人消費是倒退的。有這種狀況，不是沒有，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剝削理論。很多特別早期拉丁美洲國家，一直認為

美國帝國主義，一直在剝削拉丁美洲，所以它們那邊也形成一個經濟

共同體，專門在對抗 IMF 和美國，因為你們這些都是在遂行帝國主

義。但是如果國內的經濟體系具備一定特性的話，金融自由化之後事

實上是可以享受比較高的每人資本存量以及比較高的每人消費水準。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從理論上的推衍，金融自由化本身對於經濟

的效果，不管是資本累積、產出、還是每人消費，本來就是有好有壞，

是看國內的條件而定、看國內經濟體系的參數而定，這些參數是描述

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健康程度與否，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市

場競爭夠不夠。因為這裡面講的都是說到底利率、匯率等等有沒有做

同時的調整。如果純粹從 model 來看的話，若我們要求的結論是這個

樣子，也就是金融全球化後新的穩定均衡要高於原穩定均衡的必要條

件是我們開放市場的比率，對於利率波動的影響的比率，也就是彈性

要大於 1。也就是說當你慢慢開放資本市場時，開放的比率是 1％的

話，利率降低的幅度要超過 1％，如果你利率降低的幅度小於 1％，

你的產出會下降。如果利率反映夠快的話，事實是產出會增加、資本

存量會增加、每人消費會增加。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就是說，開放資本帳或金融全球化，要提高每

人每單位的資本存量、或者人力資本、或者消費與所得，只要國內金

融市場具備足夠的競爭這個條件成立，那麼這些都沒問題。所以市場

競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說你開放了資本帳，你加入金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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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國內的市場必需要具備相當的競爭，特別是銀行，讓利率能夠做出

反應，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結果。若利率沒有辦法做出反應的話，除

了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結果之外，剛才講過，利率偏高會造成資金不斷

流入，幣值高估，造成熱錢流入，熱錢沒有辦法變成真正的資本投資，

為什麼？因為市場競爭不足問題，所以到最後會流出，流出時會造成

貨幣貶值，我們常講的外滙攻擊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而金融危機很

多也是從這個地方來的，資金撤退、退潮時會有這樣的影響。 

這也告訴大家，最重要的結論是要競爭，但競爭固然是好，可是

要花一些時間，我們把台灣的數字放上去，透過模型跑一下看看。依

照台灣早期那些數據，自由化後的影響走過半衰期要 17 年，就說整

個效果完成要很長的時間。但那些資料大部分都是從大概是 1990 年

代或 2000 年代初大家做的研究，那用的資料是更早的資料，所以那

時候整個經濟的過程、調整各方面的速度，是比較慢的。現今，我一

直強調，整個經濟體系、經濟結構的運作和以前已經不一樣了，速度

是非常的快，將來是會愈來愈快，只會快不會慢。所以說將來調整速

度可以改善，不過目前來看的話，大概還是要一些時間，因此全球化

一定沒有辦法立刻看到成果。經過前面的討論，我們有幾個結論，第

一個，開放市場促進競爭，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競爭，是我們金融全球

化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大家可以理解。 

再來，如果讓市場充份競爭，可以避免價格的扭曲。這個價格的

扭曲，什麼叫價格？我這裡講的價格，除了一般價格之外，主要是指

的資金的價格就是利率，以及匯價，遭受到扭曲。因為利率或匯價的

扭曲，會招來不需要的攻擊及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之所以產生，是我

們剛才前面所講的，有一些道德風險、有一些所謂的逆選擇等等，有

很多的因素在裡面。 

再來，充分的市場競爭，可以避免金融全球化引發的景氣榮枯循

環，因為景氣之所以榮枯，是因為很多人做了套利的工作，為什麼會

有套利的空間？是因為市場不夠完全。所以一般我們假定完全競爭的

市場是 Non-Arbitrage，無套利市場。之所以會有景氣榮枯循環在開放

市場之後、開放金融全球化之後，之所以會有這個問題產生，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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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一個健全的金融系統，以致於有套利的空間在那裡。當然景

氣榮枯，就是那些套利者在從中所謂的收割、或者說剝削，就是抓住

這個機會，英文叫做 take advantage 利用，利用這個市場的不完全。

開發中國家市場不完全，偏偏都是那些先進國家來利用、 take 

advantage 這些國家的市場不完全。但是在這個當中，很多人是資產

價格狂飆賺了一些錢，但更多的人會倒楣，會有這樣的問題。 

再來，開發中國家金融全球化是看金融市場效率而定，也就是它

具有門檻效應。今天這個報告最重要就是證明說金融全球化有沒有效

果？大家眾說紛云，結果理論告訴我們，它事實上當然要眾說紛云，

為什麼？因為大家的條件不一樣。要全球化，必需要達到一定的門

檻，國內的金融體系、金融系統必需具有相當的競爭到一個程度，必

需具要相當的健全到一個程度，才有辦法得這樣的一個好處。再來即

便有好處，全球化的效果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大家還是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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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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台市場開放與多元化、 
地方化效果之研究 

講座：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莊教授春發 
日期：99年 1月 19日 
場次：9902-219 

 

本次演講的架構是先講緒論─為什麼要

講這個題目，然後說明多元化、地方化的意

涵，接著分析國內廣播市場的結構，之後討

論廣播電台地方化、多元化的衡量，最後則

是結論與建議。 

經歷過政府管制比較嚴格的時代，我們

看到的是為了政治控制的目的，政府對媒體公司的設立大都採嚴密的

控制，不會輕易的開放新的媒體進入市場，所以大部分的媒體市場長

期只有少數的廠商，屬於寡占的市場結構。 

第一個市場是無線電視市場，無線電視的播出密切的影響人民生

活思想，所以需要嚴格管制。台視是 51 年進入市場，中視 58 年，華

視 60 年，之後大概就沒有其他廠商進入市場，政府的理由是沒有頻

道。到了民國 86 年才因為民進黨的爭取才有民視的出現，民國 87 年

則有公視的加入，所以只要把無線電視的設立歷史稍微做一回顧之

後，將發現這個市場的進入，政府的管制真的非常的徹底。 

同樣的，另外的重要媒體報紙的處境也是一樣。民國 45 年報業

的市場只有 31 種報紙，如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青年戰士報、新

生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等，後四者全部都是政府主控的，到了民

國 77 年政府開放報禁，一時間市場增加非常多的報紙，如首都早報

等。可能是沒有經驗或是資金不足，很快的出現一家一家倒閉的現

象。民國 82 年進入市場的自由時報，則才靠著贈送黃金 4,000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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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汽車 100 輛、瓏山林別墅的促銷策略，最後才存活下來。90 年

初期以港資身份進來的蘋果日報，則靠者運動、電影內容，以及圖像

為主的報導，藉著市場產品差異化的策略而存活下來。 

廣播電台在台灣早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媒體，但在民國 47 年，

政府以調幅電台（AM）用盡為理由，發出新電台設立的禁止命令，

就不再有新電台的設立，從民國 47 年管制到 82 年大概有 35 年的時

間，台灣的電台一直維持 29 家。電視從民國 60 年開始到 86 年，政

府則管制了 26 年；報業是從民國 45 年到 77 年，則管制了 32 年。面

對思想的控制，我們不是以這個時代的人去批評前人，當然那個時代

裡面有它的時代背景，我們只能說把歷史重新倒帶讓各位了解。到了

民國 82 年報紙開放以後不久，跟有線電視一樣，在社會的殷殷要求

之下，新聞局對廣播電台做了 10 梯次的開放，使得目前廣播電台共

有 172 家合法的廣播電台，但是沒有向主管機關申請的電台，目前地

下電台則有 190 家之多，也就是說地下的比地上的還多，為什麼它們

能夠存活呢？它們都是賣藥，早期跟幾位學者做研究的時候，訪問過

所謂社區公益電台的理事長，他曾經告訴我們說嘉義、雲林、彰化是

台灣的藥窟，它們有 23 家地下電台聯合銷售，一年的獲益達新台幣

幾億。 

廣播電台設立的基本目的是什麼，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我們

基本的到底權力在那裡？做為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希望廣播節

目多元化一點，不要同樣的節目都是政令宣導，希望帶來娛樂，報導

一些真實面的訊息。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風采，就是它要有地方化

的功能。這兩個目的基本上是世界各國一致的原則，但是我們過去的

廣播電台開放都是開放小功率或中功率的，沒有考慮到廣播市場的胃

納。廣播市場的廣告營收據我的了解，長期以來大概就是 35-36 億左

右，最近幾年是 36 億的廣告量，廣播電台主要的收入是靠廣告，電

台越放越多，每家電台所能分配到的營收比例越小。台灣的媒體，無

線電視也好，廣播電台也好，幾乎都是存在新廠商進來並不會增加更

多廣告的現象，新廠商出現不會創造新的廣告量，大家只是分享，譬

如民視還沒有進入市場之前，三台每年每台大概就是 30 億到 40 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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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當民視進來之後，除了有線電視搶走一部分以外，它們就大家

分食剩下的廣告量，每家無線電視台剩下 20 幾億的廣告營收。最近

我們通傳會說要開放 5 家第二單頻網的無線電視台，加上原來的 4

家，市場將增加到 9 家廠商，現在市場剩下 81 億的廣告量，1 家就只

能分配到 9 億的廣告營收，我不知道它們要怎麼存活，說不定到時候

又淪落做廣告頻道，無線電視是沒有專屬的廣告頻道─電視購物。最

後的結果就是與廣播電台的情形一樣，在無法獲得足夠的廣告營收之

下，有些新電台會不得不變成全國性或大功率電台的地方台，變成它

們的聯播台，或者跟其他特定的電台以聯播、聯營的方式經營，上述

的經營方式目前是沒有法律的保障，亦即聯播、聯營是前主關機關新

聞局不得已的妥協的措施。 

民國 96 年財政部的資料廣播電台共有 115 家，全國性的電台有 1

家，大功率的有 14 家，中功率的有 59 家，41 家是小功率的。在這

115 家裡面，大概全國性的電台利潤都是正的，真正有做廣告的全國

性電台只有 2 家，但資料裡只有 1 家，而大、中、小功率的電台，其

中有 2 家大功率的，19 家中功率的，14 家小功率屬於賠錢的情形，

占有的比率分別為 14.3％、32.2％、34.1％，所以我剛剛前面說，開

放的越多不見得能賺錢，廣播電台在 115 家裡面總共有 35 家，大概

有 3 成的廣播電台是賠錢的。 

在 10 梯次廣播電台的開放，新聞局共發了 76 張的小功率執照，

但有 32 家已經變成其他電台的地方台，也就是參加聯播聯營；同時

間，中功率的 27 家電台，也變成特定電台的地方台，因此過去從 82

年到 89 年廣播電台開放 10 梯次 145 家電台裡面，大概有 4 成已經變

成人家的地方台，變成地方台後有什麼不好的？它多元化、地方化的

功能就沒有。 

初步觀察政府在過去廣播電台的開放過程裡，企圖藉由增加各地

電台，達成廣播市場地方化跟多元化的目標就不成功，政府的開放政

策有它特定目的，可是開放之後並沒有達到它特定的目的，請問政府

的政策是不是有檢討的必要？當然我沒有完全批評現在的做法，但是

我覺得還是有檢討的地方，今天的演講目的是希望能夠對政府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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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藉由研究如何能夠達成的目標多元化、地方化的目的。然而，

多元化與地方化的真正內涵是甚麼呢？就像我們現在有線電視的政

策一樣，數位化，大家也不知道數位化是甚麼，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情，因此我這次的演講裡首先是要告訴大家多元化與地方化的內涵，

以及應當如何做成指標，大家才能公開、透明的去衡量。最後，我則

用 10 梯次的釋照政策為研究對象進行驗證，這結果可提供通傳惠決

策的參考。 

多元化、地方化的意涵裡面，多元是拉丁文的 Divertere，原意是

朝向不同方向，集中是多元的反義字，而多種類則為多元的同義字。 

學者 Hoffmann-Riem 則以「形式和議題多元」、「內容多元」、「人

和團體多元」、「地理環境多元」四個層次來界定多元這個概念。但這

樣講還是不清楚；Napoli 是印度籍的學者，在 1999 年提出了一個三

大類型─消息來源多元化、內容多元化、閱聽人暴露多元化的多元化

定義，這個多元化的定義也變成世界上學術界的主流；來源的多元

化，包括所有權的多元化、人力的多元化，還包含觀點的多元化、人

口性別的多元化，以閱聽人的角度而言就是平台多不多？它的內容精

不精采？閱聽人有沒有機會聽到？用我們普通話講的意思就是這個

樣子。有些學者則把它簡化成「所有權多元化」和「媒體內容多元化」。 

在所有權多元化主要的討論，認為資方可以透過直接、非直接聯

結財務、契約關係等方法去控制一個企業，企業可以擁有媒體以任何

方法影響媒體的行為、社論、內容、策略方向。當所有權分屬不同人

所有時，也才能促成媒體內容意見多元化。 

國內目前很重要的爭執，是存在自由市場學派和社會學派兩種不

同的看法。要促進媒體內容的多元化，一般來說自由市場的觀點，是

要將多樣性意見與多樣性劃上等號，當市場有更多不同的媒體系統，

就能獲得自由化的結果，自由化的結果就能促進效率，就是說內容會

自然而然的多元化，有錢賺自然會創造出這樣的服務或產品；可是社

會學派的觀點，是透過政府干預才能讓人們暴露在最多的意見當中，

歐美國家以頻道的稀有，唯有透過政府管制，限制單一經營團隊所能

擁有執照的所有權，有報紙的執照就不能買電視，有電視的執照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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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買廣播，諸如此類的管制，作為維持市場多元的手段。 

地方化也是傳播政策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其實地方化只是

隱含於多元化，把地方化看成多元化的一個小小支流也可以，因為有

些學者認為媒體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組織，當媒體地方化，展現在地的

觀點和聲音後，才可以加強地方公民的政治參與，以及讓民眾在資訊

充分的狀況底下，做出比較好的政治決定。 

接下來要說的是多元化、地方化衡量的指標是甚麼？剛剛前面說

過了，在文獻上並沒有看到明確的答案。Napoli 所說的「來源的多元

化」、「內容的多元化」、「近用的多元化」。多元化是不是節目越多越

好，所以節目的多寡跟廣播電台的多寡就有密切的關係，衍生的結果

就是廣播來源的多元化，可以以市場廣播家數的多寡來衡量，電台越

多、數目越多就表示越多元，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想法，可是國內

電台有大、中、小功率之分，甚至全國，有的北部聽得到南部聽不到，

南部聽得到的北部聽不到，閱聽人收聽的範圍有相當的差異，若單純

以廣播電台的家數衡量，可能會產生若干的偏頗。看起來我們開放 145

家廣播電台跟原來的 29 家廣播電台增加了 5 倍之多，其實如果用大、

中、小功率涵蓋的面積來看，我們只有增加 27％多而已，而不是 5

倍，為調整這個差異，以電台所涵蓋的面積總量，做為電台多元化高

低的指標，我個人認為可能會比較適當。 

內容的多元化，則可以從節目內容多寡與節目播送的時間分配加

以觀察，電台提供的節目越多，且播送的時間越分散時，代表電台能

考量社會各界的需要，表示內容的多元性較高，如果電台提供的節目

只有偏重少數族群的需要，而沒有考量大多數閱聽人的需求時，則代

表該電台的內容未能符合多元化的要求。 

廣播電台內容多元化的衡量，可以用廣播電台節目內容種類的多

寡，以及節目內容的分散程度做為計算的基礎，節目種類越多、節目

的分散程度越高，表示電台的內容越多元；反之，節目種類越少、節

目越集中，則表示內容的多元化有所不足。 

最後，所謂的近用的多元，就是閱聽人能夠擁有更多元的收聽廣

播的機會。民國 40 年代靠收音機，50 年代也是靠收音機，到 6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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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靠收音機，文獻上有 60 年代台灣人每 100 人擁有多少台廣播電

台的資料，可是到 70 年代就沒有了，因為政府認為廣播電台已經為

電視所取代，就沒有這樣的統計資料，現在可以用手機聽廣播，也可

以車上聽廣播，閱聽人近用的衡量指標，就可以以收聽工具種類、收

聽地點來衡量。 

地方化衡量的指標，基本上是要讓一國之內不同屬性的閱聽人，

都擁有相同的機會來近用廣播媒體，所以，廣播地方化的實踐，首先

要具備的就是地方與區域所設立的電台數目必須相當，或者要能滿足

當地閱聽人的需求。 

電台功率大小產生的偏頗，所以實際衡量時，可以進一步的用地

區電台功率涵蓋的面積做為衡量的指標，以單純的電台家數作為衡量

會有偏頗。例如苗栗縣和高雄縣那一個普及比較高？不能只光用電台

數，因為苗栗或許都是用中功率的，高雄可能是小功率的，會有差異。 

而且每個地區的居住人口不一樣，上述的指標仍然會有偏頗的缺

失，進一步的修正是以人口數作為權數進行調整，最後可得每人平均

電台涵蓋面積的數據，做為衡量的指標。  

根據產業經濟學分析，影響多元化的因素第一個就是市場集中

度，因為多元化的反面就是集中度，所以市場上廠商數較多的時候，

就代表產品供應的機會較多，消費者有比較多的產品服務可以選擇，

廠商間的競爭也較為激烈。換言之，市場上廠商數的多寡對市場集中

度的影響有相反方向。第二個影響集中度的是銷售比例的分配情形，

市場銷售比例分配越不平均，多元化的程度將較低；反之，分配越平

均時，則代表市場並不是由少數廠商所控制，所以集中度將較低，呈

現多元化較高的結果。 

HHI＝F(n  σ2) 

這公式 n 代表電台的家數多寡，廠商數越多 HHI 就越低，廠商數

越少 HHI 就越高，二者呈現相反方向變動之關係。σ2 代表節目分配

的變異數，變異數越高就表示某些節目或某個產品控制整個市場，集

中度則越高，二者呈現相同方向變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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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國家的廣播電台分為五種，一個就是調頻（FM）或調

幅（AM）兩種，其次按電台功率大小，分別有大功率、中功率、小

功率。甚至有全國聯播的電台，目前全國聯播電台大概有 8 家。 

下面是廣播電台的統計表；教育、警廣、復興、漢聲、中廣、正

聲、央廣、ICRT 都是全國性的，其中中廣、ICRT 這兩家是有做廣告

的，其他都是公營的沒有做廣告。AM 的電台大概有 20 家，這都是

早期成立的，下面就是台北跟高雄電台，FM、AM 都有。中功率的

電台是後來成立的共有 65 家、小功率 FM 的電台共有 77 家，合計共

有 172 家電台。 

釋照前國內廣播電台設立時間統計表：最早時，民國 17 年中廣

跟中央廣播電台，一直下來新設家數很少，大都只有 1 家，所以到民

國 73 年在台灣總共有 29 家的電台，這就是前面剛講的全國性與大功

率的電台。廣播電台釋照政策後廣播電台家數的統計：民國 82 年釋

照以後一直到民國 98 年都有新的廣播電台設立，從 29 家廣播電台不

斷累積到 85 年大概就有 49 家，到了民國 90 年就有 139 家，增加了

快 4 倍多，一直到 98 年總共 172 家，大概是增加了 5.93 倍，接近 6

倍，看起來似乎是廣播電台蓬勃發展，其實不盡然。 

這是我們開放的資料，這個裡面是第一梯次、第二梯次，一直到

第六梯次，這裡面公告的時間、申請的件數、真正核配的是這麼多，

但是實際成立的是下面的，左邊統計數字大家做個參考，但後來因為

有一些客語、原住民也特別給他們核配了 9 家電台，實際上成立只有

3 家而已，所以過去 10 個梯次，全部大概成立了 145 家電台。 

聯播聯營的制度，第二梯次開放 11 家電台就有 6 家電台參與聯

播聯營，比例 54％；第四、五梯次分別設立 10 家、20 家電台，但分

別有 4 家、8 家參與聯播聯營，參加比約為 40％；第七、十梯次開放

9 家、3 家，也分別有 3 家與 1 家電台參與聯播聯營，參與比例為 33

％。參與聯播聯營系統最多的第四梯次，當期開放 56 家廣播電台，

有 17 家參與聯播聯營，中間 12 家是中功率電台，小功率 46 家中，

有 13 家最後淪為大電台的地方台。十梯次中只有第三、第六、第八

梯次，沒有電台參與聯播聯營，因為第三梯次開放的是調幅電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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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梯次開放的是金馬地區電台，因為是地方性的電台，沒有什麼廣

告，所以沒有人叫去參加聯播聯營，第八梯次為客語電台。就十梯次

裡總開放了 145 家，其中有 45 家電台最後以參與聯播聯營，中間裡

面有中功率 22 家，小功率 23 家，這個是聯播聯營的名單，後面這是

聯播聯營名稱、比例，開放政策所成立的電台約有三成左右，最後變

成人家的附屬電台。 

這個表最重要的，是後來我自己去做的，大概有 2 個，第 1 個就

是從基隆、台北縣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他們電台數是 3 家、23

家、10 家、6 家，然後算它的百分比，這是它的人口數、它的電台涵

蓋的面積（平方公里），然後去算一下涵蓋面積/人口，每萬平方公里

裡面有都少涵蓋面積，人口多少有一台廣播電台，台北縣市每一個電

台涵蓋 28 萬人、桃園縣市 24 萬人，依此類推。我做這個表的原因是

為什麼，南部你看電台第二多的是台南縣市，剛剛前面最多的是台北

縣市，你看有一個地方很好玩，宜蘭縣市，宜蘭人多不多？不多！46

萬人，可是它有 12 家電台，多很多。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用剛剛那

個資料去衡量，用人口數比例來看，我們來看看，廣播電台在全國 18

個區域的分佈情形：台北地區 23 家；其次是台南 17 家；高雄地區有

16 家；台中地區有 13 家；有人一定會說，不用你講我也知道一定是

這樣子，因為有人的地方廣播電台才能做生意！宜蘭也開放 12 家；

花蓮與桃園也有 10 家；苗栗、嘉義、屏東這種等於是農業縣，電台

也不少，分別有 9 家、8 家與 8 家。廣播電台設立最少的有兩個縣市，

一是基隆，二是金門，都只有 3 家，至於離島的我們就不用講了，連

江只有 1 家而已。以絕對電台家數觀察，仍然可以發現都會區的電台

數是比較多的。 

現在開始我要去做實證，多元化的衡量─民國 82 年以前有 29 家

廣播電台，釋照之後有 172 家，多出 143 家電台，比釋照前多了 5.93

倍，看起來台灣的廣播界，政府的誠意很夠。但如果我們考量聯播聯

營的影響，因為一進入聯播聯營的系統以後，地方台原來多元化與地

方化的效果就會減損，所以扣除聯撥聯營的 45 台，就剩下 127 台，

因此只有 4.37 倍，看起來還是蠻多的對不對。但是如果以涵蓋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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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僅增加 2,245 平方公里，依據此數據算出來，釋照以後只有增加

41.7％的電台數。若考慮聯播聯營所損失的涵蓋面積 750 平方公里，

則十梯次增加的涵蓋面積，只有 1,475 平方公里，它比原來的涵蓋面

積只增加 27.4％。這裡面我要告訴各位的是說，表面上看起來，我們

廣播電台好像增加了 5.93 倍，多元化的程度增加了很多，事實上不

然，實際上只有增加 27.4％的比例的電台數。 

廣播內容的多元化政策，就更荒謬，有時候法律的修訂的速度趕

不上政策的執行，廣播電台很難有所做為，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因為

廣播電視法第 16 條就規定，廣播節目區分為：新聞及政治宣導節目、

教育文化節目、公共服務節目，大眾娛樂節目等四種類型。同法第 17

條規定，第 16 條四項節目分類中，前三項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教

育文化節目、公共服務不得少於 45％，這些都是沒有辦法賺錢的節

目，後面大眾娛樂節目才是賺錢的節目，所以大眾娛樂節目在每週的

播放時間裡面，不得超過 55％，這是法律所限定的。 

至於廣播近用的多元化，在 2009 年通傳會做的研究中，共調查

了 1,748 個樣本裡面，最多是按照最傳統的方式 92.1％是用收音機收

聽，其次是網路 7.2％，以手機收聽廣播的只有 4.6％，不過這也算是

蠻大的一個比例。進一步調查收聽廣播節目的場所有那些，研究報告

顯示 55.3％的人在車上收聽廣播，所以廣播的市場應該是開車族，如

果我是廣播電台的廣告主，我一定以開車族作為我廣告的對象，其次

收聽廣節目的場所就是家裡有 36.6％；再其次有 16.0％是在辦公室收

聽；在公共場所收聽的只有 11.2％，這兩項的統計數據都在這邊，以

收音機的人數、收聽廣播的地點，看起來台灣近用廣播電台的機會應

當沒有受到太大的限制。 

地方化的衡量─就剛剛講的，我們看到的電台數是這樣子的，我

們就用人口比例做為一個標準，以縣市人口占全中華民國比例有多少

去看，然後用一個每個縣市電台的百分比，跟它涵蓋面積的百分比去

做一個比較，這是對每個縣市的描述，平均每個全國面積數為每萬人

1.74 平方公里即所謂的涵蓋率，這些縣市─台北縣市、桃園、新竹、

台中縣市、彰化、高雄縣市都高於平均值，其他的縣市就低於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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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面我做兩個卡方檢定，也就是說廣播電台在每個縣市的平均

比例跟人口的比例去比較，卡方值是 76.2273，在α值 0.01 下，它的

理論值是 33.40，顯然我得到的數據大於理論值，表示我們的廣播電

台在各縣市的分配比例若按照人口比例是有顯著的差異性，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政府給廣播電台在各縣市設立的比例，並沒有按照人口的

比例給予分配，因此廣播電台分配的不當仍有改善的空間。 

接下來我用縣市廣播電台所涵蓋面積的比例跟人口的比例去做

一個比較，在α＝0.01 的水準下，我得到的理論值是 33，可是我的觀

察值計算出來是 40，表示我政府給予廣播電台設立的比例涵蓋的面

積，也沒有依照人口的比率去做分配，簡單來講就是有顯著的不一致

現象，主管機關在廣播電台的釋照政策上，沒有考量涵蓋面積的比例

跟電台的比例能夠符合人口分配的比例，這是我得到的一個結果。 

我的結論很簡單，十梯次的設立，除一家是大功率電台以外，其

他都是中、小功率，最後無法生存下去，只好依附人家變成聯播聯營

的型態。廣播電台釋照政策本身是要達成多元化與地方化的目標，問

題是文獻上對這兩項目標定義不清楚，不是含糊不清，就是依然處於

抽象概念的描述，在政策上無法具體的加以施行，我這篇文章把多元

化、地方化目標具體化，採用客觀數據把它表現出來。遵從 Nopoli

的方法，把它分成所謂的來源的多元化、內容的多元化以及近用的多

元化，十梯次的釋照政策表面上比釋照前增加 593％，但事實上最後

只有增加 27.4％，而沒有我們像我門想像的那麼高。 

內容多元化的問題因為廣播電視法第 16 條的規定，發現政府早

就把廣播節目定調為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教育文化節目、公共服務

節目、大眾娛樂節目等四個類型，而且前面三個節目類型不得少於 45

％，也就是大眾娛樂節目最高只能占有 55％。在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

的第 22 條至第 25 條中，對四類節目的製播也訂定製作原則，因此廣

播節目的多元化，在現階段的環境下似乎不易有太大的提升空間，除

非法律修改否則很難有改善的空間。所謂的民主轉型，我覺得很可悲

的，我們的舊法是法，惡法亦法，還是被綁著，所以解決之道是修法。

至於廣播近用的多元化，依據研究結果，發現還是用傳統的收音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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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的人較多，網路、手機也有但是不多；收聽廣播的地點以車上最

多，家裏、辦公室與公共場所的比例也不少，對於近用的多元化裡面

大概沒有太大的影響。廣播地方化的分析，是用各縣市人口比例占整

個中華民國的比例作為標準，跟廣播電台在各縣市的比例來比較，以

及每個縣市廣播電台涵蓋率的比例做比較，均證明沒有按照人口的比

例去分配這些廣播電台在各縣市的設立。 

所以政策建議就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若關心廣播釋照政策所

要達成的目標多元化、地方化，應當先確立多元化與地方化的內涵，

與及早建立衡量多元化與地方化的指標，可以按這篇文章的建議內容

去建立，並按這個內涵與指標執行政策，建立政策執行的專業基礎，

你如果按照這個比例去分配的話，那業者就沒話說，因為你有理論基

礎。 

第二個，過去廣播電台的釋照政策，對多元化與地方化目標的達

成似乎不盡理想，特別是以中功率、小功率為基礎的釋照政策，常造

成治絲益焚的結果。NCC 的執照發放政策應當改弦更張，採行以全

國性電台，或起碼以大功率電台為發照的標準，這樣電台才能夠存

活，不然又變成人家的附屬，大家應該知道飛碟電台，它只是中功率

的電台，它只是跟各區域的地方電台聯播，所以你全國都聽的到，高

雄的大眾電台、快樂電台也是如此。最後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家一定

要監督政府，政府任何的市場開放，基本上應審慎籌畫其開放目的，

探究其目標是否達成，以免造成為開放而開放，形成社會稀少性資源

無效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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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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契性聯合與便利壟斷機制 

講座：文化大學經濟系馬副教授泰成 
日期：99年 2月 2日 
場次：9903-220 

 

這個便利壟斷機制其實就是英文的

Facilitate Practice，在台灣很多人把它翻成促

進行為，為了介紹這個概念，我把公平會處

理聯合案的歷程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

段，是公平會在剛剛成立的時候，因國內業

界不太瞭解公平法對聯合行為之禁止規

定，在這個情況下，即使是聯合，也大多採取公開的方式，因此在這

種情況下聯合行為是很容易偵辦的。實際上大約是在民國 80 年代初

期時，大概是公平會草創初期，公平會的確曾處理好幾件國內大企業

或大財團壟斷國內市場的案例，比較有名的案例比如有國內 3 家票券

公司聯合壟斷國內票券市場的案例，也曾處分過高雄地區五家銀行聯

合決定存款利率的案例，這些案例主要是公平會針對大企業、大財團

聯合壟斷行為的處分案件。 

惟經過處分案之不斷累積，國內大事業亦同時暸解公平會對聯合

行為之處理，多要以書面之文字協定為處分要件，故即使聯合行為存

在，也多轉向為不留任何書面之口頭協議，甚或不存在任何意思聯絡

之默契性的「一致性行為」，按照學理來說，默契性的一致性行為，

他們是不需要溝通的，兩個老闆即便沒見過面、沒通過電話或吃過

飯，一樣是可以形成默契性的聯合行為，在此情況之下，即使他們有

聯合行為，公平會也不易抓到，為了要證實前開說法，我跟公平會第

二處的洪副處長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證明公平法的出現，壓迫了國內

財團把聯合行為從地面轉為地下，讓公平會難以處理，並做了一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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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模型來分析公平會對聯合行為的處理對市場造成如何的影響，我們

要分析的是公平會對於聯合行為之裁決結果到底是處分還是不處

分，處分是 1、不處分是 0，在計量上我們把它叫作是 Probit Model，

因為它要解釋的東西只有兩種，不是 0 就是 1，至於分析影響公平會

執法之產業結構因素，自變數包括市場集中度、經營規模、投資、固

定成本、廣告支出、景氣循環、服務業還是製造業、全國產業或是地

區產業、獨資合夥或是公司等變數，用各種方法解釋公平會案子是處

分還是不處分，而估計方法則是採用最大概似法（MLE），看到底是

0 還是 1。 

至於資料的來源，則是選擇公平會成立以來具有代表性之聯合行

為檢舉案例 109 件為分析樣本，變數資料來自公平會、經濟部等的資

料，計量的結果就發現公平會處分的對象多集中於知識水準較低，在

鄉下以獨資、合夥型態經營之中小企業；反之，知識水準較高，或以

公司型態經營之全國性大型事業，則較不容易為公平會處分，跟一般

社會大眾對公平正義之認知，或一般經濟理論似乎不太相符，知識水

準高之全國性大企業發生聯合壟斷之機率，實不應低於知識水準低之

鄉下中小企業。 

為何會有這種狀況？因為公平交易法制訂大約 10 年的期間，國

內的企業跟財團都知道公平法對企業聯合的規範，所以其聯合行為就

轉為地下，即所謂默契性的聯合行為，他們沒有利用公開開會、餐敘

或打高爾夫球的時候來討論價格，而只是靠默契就壟斷了市場，這時

公平會也發現這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所以針對此一問題，公平會就

在 1999 年 6 月第 397 次委員會議，決定對於默契性的聯合壟斷（法

律上稱「一致性行為」）之規範提出標準，獲得重大進展，同時也處

理過信義歡樂等系統台業者聯合案、和興的瓦斯聯合漲價案與台大醫

院使數縫合線參標廠商聯合案，並頒布 3 項處理原則來處理一致性行

為，內容如次： 

1. 至少必須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獨立的事業，參與此一具有限制競爭

效果的行為；至於參與的事業是否為獨立自主的單位，在經濟上

是否被視為同一體，並非從表面的關係加以規定，而應從評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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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關係如何。 

2. 一致性行為是一種不具形式、且沒有法律拘束力的合作方式。在

主觀要件上，必須參與的事業間有「意思的合致」，只不過該合

致的意思尚未達締結契約的程度而已；在客觀的要件上，必須有

事前的協議或意思聯絡行為存在。 

3. 參與一致性行為的事業之間必須具有「相互依存性」的要素，若

僅是偶然一致的行為或縱使是有意識的模仿他人的行為，並非本

概念所要規範的對象，蓋此時行為人仍未喪失其獨立性，仍能自

主地決定自己的市場行為。在主觀因素方面，只要事業是明知且

有意識地採行某一具有共同目的的市場行為，並且可以期待他人

也會遵照事前的約定而為行為即足，並不以參與者共同擬訂計畫

為必要。 

接下來進入此次演講之主題，也就是在此情況之下，公平會執法

是否可有效遏阻聯合行為？針對此一問題，有一位當代產業經濟學之

父、也是諾貝爾獎的得主 Stigler 指出，也就是針對公平會在第一階

段、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所遇到的問題，他其實在 1964 年時就發表

過一篇文章，說到一個國家只要實施競爭法的話，都一定會經過上述

的三個歷程，而且這些歷程是否代表公平會或公平交易法的頒佈能夠

有效的遏阻聯合行為？他的答案是肯定的，Stigler 的根本理論是認

為，威脅聯合行為（Collusion）最主要的因素他認為絕對不是競爭法、

台灣的公平會或美國的 FTC、DOJ、英國的競爭委員會或德國的卡特

爾署，而是參與廠商的欺騙行為，這就構成經濟分析與法律分析針對

聯合行為處理的不同觀點，經濟學家是在分析參與者間之欺騙行為，

認為欺騙跟聯合是一體兩面，有欺騙就沒有聯合，有聯合就沒有欺

騙，因為如果你要聯合的話，大家都拼命的減產，價格一定會高，而

利潤也會變高，而在利潤很高的時候，你再增產，用一個比其他人低

一點點的價格把別人的客戶都搶過來，一定會大賺一筆，在這情況之

下參與者間就會有欺騙，所以一個聯合行為最大的威脅就是參與者的

欺騙行為，而在此情況之下，一個好的卡特爾它為了解決欺騙行為，

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解決大老闆間之欺騙問題，這就跟競爭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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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有兩種不同的聯合方式，一種是有效率的的聯合，另一種是無效

率的聯合方式。 

解決欺騙就是有效率的維持聯合行為，解決欺騙問題最有效之方

式，就是可以在生產上或銷售上著手，在生產上，可以找一個公正客

觀的第三者，例如會計師，到各廠去查發貨，然後每個廠繳交保證金

給會計師，如果哪個廠偷偷發貨，保證金沒收；銷售方面，則可以籌

組聯合發貨中心統一發貨，消費者要購買相關產品一定要透過聯合的

發貨中心購買，不能直接跟公司購買，在此情況下，個別廠商就無法

偷偷生產，因為你即使生產了也賣不掉，這樣的話就不太可能再去增

產，雖然這個聯合的紀律非常分明，且能百分之百的貫徹聯合行為的

主旨，但它的缺點是很容易會被抓到，因為只要你的效率愈高，就很

容易被發現，比方說是繳交保證金，銀行資金就會有往來，如果是採

取成立聯合發貨中心，一定要有辦公室、電話跟服務人員，所以就更

容易被抓到，而聯合效率愈高則對經濟體系的傷害愈大，也愈容易被

發現。 

另外一種無效率的聯合行為，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主題，就是

所謂的一致性行為，主要是發生在寡占市場，因為它主要靠的是默

契，寡占市場的廠商數目很少，只有 2、3 家，因為廠商數量少，靠

著彼此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就很容易形成默契，並藉由默契聯合壟斷市

場，在此情況下，因為沒有任何書面或口頭的協議，也沒有一起開會、

聚餐、開會或打電話來決定價格，或請會計師來查發貨、繳交保證金、

設立聯合的發貨中心等，甚至沒見過面或彼此不相識，所以就不容易

被察覺，其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就是，如果我們有這個默契，大家把產

量減少來壟斷市場，只要我欺騙你就一定會知道，我欺騙對你一定會

造成傷害，這時候我一定會遭受到報復，因此我就不敢欺騙。但是競

爭市場並不會這樣，因為競爭市場中可能有四、五百家廠商，我偷偷

的增產，四、五百個廠商根本就沒什麼感覺。再舉一個例子，政府機

關公務員貪污 1、2 億，雖然國家的錢就是全體納稅人的錢，但是 1、

2 個人貪污，我並不會太在意，但是如果有個人到我家來偷錢，我一

定氣的不得了，因為這是我跟小偷間的關係，但是公務員貪污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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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萬人的關係，由此可鑑，在競爭市場中有人欺騙沒有人會在意，

但是在寡占市場中倘有人欺騙，因為廠商數目少，所以被欺騙者就會

採取嚴厲的報復措施，因此彼此間反而不敢有欺騙行為。在此情況之

下，Stigler 就說，競爭法的實施對於遏止聯合壟斷是有幫助的，因為

效率愈高、對經濟體系傷害愈大的聯合行為，愈容易被發現或遏止，

因此真正的問題點是在於一致性行為，而 Stigler 的說法也為前開計量

的結果作一佐證，也就是鄉下的中小企業因為廠商數目太多而不可能

形成默契，並不會產生相互依存的關係，縱使有一個廠商欺騙，其他

業者也不會在意，故無法藉由無效率的聯合行為壟斷市場，而必須藉

由有效率的方式來聯合市場，但較容易被發現。 

 

乙

甲 
低產出 高產出 

低產出 3,3 0,4 

高產出 4,0 1,1 

 

我們進一步從經濟學跟法律的的觀點來看待一致性行為，又執法

機關應如何處理一致性行為？我從大家能夠耳熟能詳的賽局，就是囚

犯兩難的賽局（Prisoner’s Dilemma）來解釋，以我瞭解，當代產業經

濟學完全是以這個賽局理論為出發點，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聯合行為

（默契性壟斷）的本質及出現的原因。這賽局非常的簡單，只有甲、

乙兩個人，每個方格中的兩個數字第一個是甲賺到的錢，第二個是乙

賺到的錢，甲、乙各自有 2 個選擇就是高產出跟低產出，所謂低產出

是指大家都配合默契聯合、大家都採取壟斷的方式，以減產方式提高

市場價格至壟斷價格，而高產出就是廠商間要競爭，以欺騙方式增加

產出；賽局的結果有 4 種，如果大家都共同壟斷市場，甲、乙各得到

3 元的超額利潤（壟斷解），如果大家都欺騙、大家都增產的話（競爭

解），得到的錢就比較少，各賺到 1 元，因此大家壟斷賺的比較多、

競爭賺的比較少，壟斷賺的錢是競爭的 3 倍，那（4,0）是甲欺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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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市場價格很高甲就增產，用高產出把乙的客戶搶走，此時甲賺 4

元、乙連 1 元都賺不到，這賽局是對稱的，另一個是乙欺騙甲，甲減

產，乙增產把甲的客戶都搶走了，此時是乙賺 4 元、甲連 1 元都賺不

到。 

在此情況之下，這個賽局有兩種不同的玩法，第一種是它只玩一

次，大家開門做生意只有一天、競爭只有一次，明天就形同陌路，這

很明顯的就是一種地攤式的經營策略，這種情況下甲、乙間並不瞭

解，因此大家會採取最保守的經營策略，彼此間相互提防，甲在此情

況下如果要採取低產出，不是賺 3 元就是賺 0 元，而是賺 3 元還是 0

元則是要看乙的策略，如果乙也減產甲就賺 3 元，但如果乙騙他那甲

一毛錢都賺不到，反過來看如果甲是採取一個高產出的方式，在此情

況下他不是賺 4 元就是賺 1 元，而是賺 4 元還是 1 元則是要看乙採取

的策略，因此甲在這狀況下一定是先騙了再說，因為 4＞3、1＞0，因

此只要採取欺騙（高產出）策略，甲就一定贏；這個賽局也是對稱的，

對乙來說也是一樣的，因為 4＞3、1＞0，乙一定也採取一個比較高產

出，而此時在市場上競爭解就出現了，因此只要大家是這輩子只見一

次面，就一定會採取欺騙的策略。 

如果說這個賽局是重複進行永不停止的話，代表廠商是採取一個

永續經營的策略，大家每天都要開門做生意，每天都要見面，今天我

欺騙你，馬上就會被知道，你明天就會報復我，在此情況下結果當然

是不同的，到最後壟斷解 100％就一定會出來，在產業經濟學裡所有

相關的文獻都是從這個賽局導引出來的，只是稍微再變些花樣，比如

說 2 個人變 3 個人…，它基本的道理是，大家誠實共同壟斷市場，此

時得到的壟斷利潤是長期的、是永遠的、未來的，生生世世都可以得

到 3 元的利潤，如果是未來的 100 元在今天是值多少錢？可能是 80

或 90，但沒有人會說是值 150 元，未來 100 元的價值在今天來說一定

是比較低，在此情形下如果業者進行壟斷，今天賺 3 元，明天的 3 元

在今天一定不值 3 元，所以δ小於 1，後天的 3 元會比明天的更不值

錢，大後天的一定有更不值錢，依此類推，這是一個無窮的等比級數，

因此永遠的聯合壟斷可以帶給企業多少利潤，是 1-δ/3 的利潤，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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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欺騙的話馬上會被發現，我欺騙的利潤是短期的、暫時的、目前的，

賺不了多少第二天他就發現了，就會報復我，在此情況下跟誠實相對

應的是短期的欺騙，我短期可以得到 4 元的利潤，但他明天就會發現，

我明天就只能賺 1 元，明天的 1 元今天還不值 1 元，後天更少、大後

天更少，把 1 跟δ提出來，這是欺騙所賺到的錢，經濟學沒有辦法去

考慮到面子或是人情道德的規範，只有數字、鈔票，只要欺騙的利潤

大於誠實，我就欺騙，只要我聯合壟斷的利潤大於欺騙，我就聯合，

在此情況下如果要聯合壟斷成立，一定要壟斷的利潤高於欺騙的利

潤，在此情況下，聯合壟斷、一致性行為、默契性的壟斷行為要出現，

唯一的條件就是長期的、永遠的、未來的壟斷的利潤要高過於短期

的、暫時的、目前的欺騙利潤，而這時候的δ要大於 1/3，意思是說

只要δ夠大，一致性行為就會出現，而所謂的δ就是每個人主觀的認

為將來的錢在今天比較值錢的話，我就會堅守一致性行為的默契，而

跟對手共同壟斷市場，如果有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明年就要死，明年

的錢對他來說就不重要，δ值一定很低，這時候對他而言當下的快樂

是最重要的，這時他就會欺騙。當一個生意人他是看未來的、永久的、

採取永續經營的策略，他就會覺得將來的理潤是很重要的，它是看長

遠的，這種情況下他的δ就很大，他就會聯合、就會減產、就會誠實，

如果一個生意人之要今天高興就好，明天怎樣他不在乎，對他而言將

來的利潤不是那麼重要，那他今天就會欺騙、增產、搶別人的客戶。

經濟學對於聯合行為的規範是很難提出任何的幫助，δ大或小無法拿

到法庭當證據，因δ的高低是一個理論上抽象的概念，它會因為產業

結構、產品結構、景氣的循環、整體經濟發展環境的不同而不同，公

平會或法院無法在事前建立一套公平的、客觀的認定標準來判定聯合

行為，經濟學雖然無法在法庭上作為證據，但是可以讓我們瞭解聯合

行為的本質、發生的原因，這樣公平會或法院的調查結果就比較不會

出錯，比較不會把有罪的判成無罪、無罪的判成有罪。就經濟學來說，

只要在兩個前提條件之下，第一個是一定要在寡占的產業結構，因為

以上情形在競爭市場是不可能出現的，第二個就是我一欺騙別人馬上

就會發現，意思是市場資訊是透明化的，在此情況之下，只要δ夠大，



 

•37• 

只要廠商是採取一個永續經營的策略、把將來的利潤看得很重要，聯

合行為就會出現；也就是說在經濟學的理論上，只要是寡占市場，只

要市場資訊透明化，聯合行型為就一定會出現，因為這做生意最基本

的哲學，做生意就是為了賺錢，只要能賺錢聯合行為就一定會出現，

而且增產、減產是我個人的選擇，在道德上的責難比起殺人放火要低

的很多，對於一致性行為的監督、規範與管理，及如何找證據證明它，

和法院要如何判刑，說實在話經濟學是使不上力的，因為這畢竟是法

律的東西，經濟學家雖然用許多數學或賽局去做推論，但是是很理

論、抽象的，跟社會大眾其實是有一段距離的，它只能幫助瞭解一件

事情的本質是如何，但是很難用在細部具體的規劃。如果真正要細部

的去處理一致性行為，一定需要靠法律的規範分析，法律就比較實

際，它要找到證據去證明是一致性行為，找到之後要如何去處理這就

是法律學研究之重點所在，無論如何，經濟學還是為了法律學家提供

了一條明路，因為它告訴了大家聯合行為的本質及發生的原因為何。 

法律學家有許多的文獻來討論一致性行為，在很多法律跟著名判

決文獻都借重經濟學的幫忙，來告訴這些法官跟法學家，你要處理一

致性行為一定要從資訊透明化來著手，經濟學家告訴法學家是說，一

致性行為出現要為出這樣賽局的話，要壟斷解可以出現的話，一定要

有兩個條件，第一個就是所有參加者手上都要有這張（賽局的）表，

老闆才能選擇低產出、高獲利，第二個是要提高對欺騙的懲罰，因此

只要有這兩個條件出現，聯合行為應該就會成立，第一個是大家手上

要有這張表，也就是市場資訊要高度的透明化，你產量多少、價格是

多少、你有沒有欺騙，我清清楚楚，這時聯合的結果就一定會出現，

因為大家彼此都不敢欺騙，你一欺騙就會被發現，除此之外還要提高

對欺騙的懲罰，在我之前說的賽局，欺騙的懲罰很小，一旦你欺騙我

用高產出來報復，我兩生生世世只賺 1 元，沒有什麼大不了的，1 元

還是賺，但是如果卡特爾能夠設計一個機制，讓欺騙的懲罰從只賺 1

元變成賺 10,000 元跟10,000 元，那還有誰敢欺騙，我如果增產、搶

客戶，你報復我的話，我要從賺 10,000 元變成賠 10,000 元，這樣誰

還敢欺騙，因為欺騙的結果就是工廠倒閉，這就我剛剛所說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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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比較強調一致性行為的本質跟原因而對規範較少著墨，但法律的話

他強調的就是規範，所以法律上著重的是從各業者手上有表跟對欺騙

的懲罰來著手，強調一致性行為係事業間為迴避彼此競爭，對於價格

及產出間之一種協調模式，雖未及於任何口頭或書面之協議，但事業

間已有意地建立默契上之合作關係，以避免競爭所帶來之經營風險，

這就是對一致性行為的定義。它的最主要 approach 是在，卡特爾如何

讓大家手上都有這一張表，要如何提高欺騙的懲罰，而資訊透明化只

是講講，市場上根本不可能有資訊透明化，怎麼可能有個市場是他賣

多少錢我知道、我賣多少錢他知道的，我搶他的客戶他立刻就知道、

他搶我客戶我立刻就知道，在現實世界是不太可能有這種市場的，或

許可能有吧！像 Coke Cola 跟 Pepsi Cola 其實是同質品市場，一般人

很難分辨的出來，在 7-11 兩者是採 side-by-side 的銷售，只要可口可

樂便宜 1 元，百事可樂 1 瓶都賣不掉，只要百事可樂便宜 1 元，可口

可樂 1 瓶都賣不掉，因此同質品的價格一定是一樣的，又比如汽油，

只要中油跟台塑的汽油都是依國家標準來生產的，價格一定是一模一

樣的，但即便像可口可樂跟百事可樂這樣的同質品，也無法做到兩公

司的老闆手上都有這麼一張表，因 7-11 這種便利商店只占兩公司銷

售非常小的一部分，他們主要的銷售管道是地區經銷商、必勝客、麥

當勞這些連鎖店、或大潤發、家樂福這些大型的量販店，所以根本不

可能做到所謂的透明化。 

所謂的透明化只是經濟學中的一種理論、一種形而上的概念，現

實中是不可能的，如果現實上可以達到市場資訊極度透明化，例如我

賣多少錢你立刻就知道，一定是人為的、故意的、壟斷的意圖造成的，

這時候一定違反競爭法對於一致性行為的規範，在此情況之下，許多

法律見解及案例上也逐步對於一致性行為發展出許多規範。分別透過

手上有表（即市場資訊高度流通）及提高懲罰機制兩個 approach，而

產生以下的處理原則及案例：第一種以人為、故意的方法讓市場資訊

“極度＂流通方面，要強調一點是，資訊的透明化有如刀之兩刃，它

是完全競爭市場成立的條件，即便是個有 10,000 家廠商的市場，只要

消費者不知道其他業者賣多少錢，也就是是一個資訊不透明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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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價格還是會是壟斷價格，還是會出現壟斷的結果；但它也是一

致性行為成立的條件，只要在一個有 2 廠商的寡占市場中，資訊透明

化也是一致性行為成立的條件，在一個 10,000 家廠商的市場，沒有資

訊透明化就沒有競爭，而在只有 2 家廠商的寡占市場中，沒有資訊透

明化就沒有壟斷，因此處理上要十分小心，要避免把有罪的行為看成

無罪行為、無罪的行為當成有罪行為，實際上因此誤判的案例有很多。 

在一個寡占市場中以人為、故意的方法讓市場資訊極度透明的措

施有：透過公會蒐集市場資訊、透明化的價格調漲方式及以最低價條

款威嚇同業不得調低價格等，我們把它們稱作促進行為或是便利壟斷

機制，因為一致性行為是沒有證據的，因為公平會找不到廠商開會、

討論減產、會議纪錄等的證據，才叫一致性行為，但是這些促進行為、

便利機制雖然都跟廠商聚在一起開會、討論減產沒有關係，卻可以當

作間接證據，證明廠商人為的、故意的讓大家手上都有這張表，故意

的造成資訊透明化的銷售環境的具體的、間接的證據，都可以當作法

院的證據。回到公會蒐集市場資訊，在完全競爭市場是對的、是好很

的事情，但在寡占市場過度的勤勞去蒐集市場資訊可能就有問題了，

通常一個公會一個月去蒐集一次市場資訊，提供會員厰作為生產、投

資的依據參考，提供經濟部編生產統計年報是很好的事情，也是值得

鼓勵的事情，但如果在寡占市場中，有一個公會一天蒐集個 3 次市場

資訊，這種過度的情形可以把它解讀為卡特爾有意的透過公會來蒐集

資訊，讓市場資訊高度的流通，讓大家手上都有這樣一張表，在此情

況之下可能就可以當做一個間接證據。第二個是透明化的價格調漲方

式，歐盟紙漿案可能不是一個好的例子，但我們姑且以這個案子做個

說明，這個案子是這樣，歐盟紙漿的來源主要是北美及北歐，歐盟發

現這些紙漿廠雖相隔遙遠，但在每次漲價前的好幾週，就到處散佈消

息，跟下游業者、新聞業者、消費者等說要漲價，事實上它就是要講

給競爭對手聽的，這個就跟中油和台塑的例子有點類似，所以這個也

是一個讓市場資訊高度流通的促進行為，第三種個具體措施就是最低

價條款，比如說某電器連鎖業者說，某品牌電視全國我最便宜，如果

能買到比我更便宜的，帶著發票來找我，我補差額給你，事實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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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市場是非常競爭的市場，這只是廠商的促銷手段，不會有問題，

但如果是在寡占市場裡，這行為可能就是有問題的，我們舉美國的奇

異西屋案為例，這個在競爭法中是一個蠻有名的案例，這個案子是奇

異西屋都是蒸氣渦輪發電機的，而且只有這兩大供應商，客戶數量也

是很少，只有發電廠才會買發電機，這時候西屋跟奇異的客戶關在一

個房間裡來討論價錢，奇異在門外就很擔心西屋會降價來搶它的客

戶，奇異就要找一個 spy 商業間諜來告訴他西屋有沒有出賣它，有沒

有降價搶它的客戶，這時候就有一個商業間諜不收一毛錢，而且透露

的訊息 100％正確，這是怎樣的商業間諜？就是在房間裡討論價格的

客戶！奇異只要跟他客戶說，萬一西屋價格賣的比奇異便宜的話，沒

有關係，帶著發票來找我，我補差額給你，在此情況下西屋就無法搶

奇異的客戶，這就是第三種的便利機制（促進行為）。 

至於提高對欺騙行為的懲罰，第一種非常常見的就是卡特爾維持

大量閒置產能，開工率非常低，一個正常產業的開工率大約是 8 成，

工廠買 10 台機器設備，2 台歲休保養、8 台開工，如果一個產業開工

率從 8 成降到 7 成，代表這個產業處於不景氣階段，2001 年公平會處

理了一個麵粉廠聯合案，發現這些麵粉廠 30、40 年長期下來，開工

率只有 3 成，跟正常的廠商經營現象是相反的，有很大的超額產能，

其實這就是一種促進行為（便利壟斷機制），讓一致性行為可以出現，

麵粉廠開工率都很低，而有很高的閒置產能，一旦有一個成員增產、

降價、搶別人客戶，被公會發現的話，所有的會員廠都全部開工，所

有的麵粉廠都全部倒閉，在這種情況下，誰都不敢降價或搶別人客

戶，這是一個案例；第二種就是利用價格回溯條款，來提高欺騙的懲

罰或成本，例如我在 7 月 1 日把價格從 10 元降至 9 元來搶他人的客

戶，而所謂價格回溯條款就是，你這 9 元的價格不但適用在 7 月 1 日

以後的客戶，還要回溯到過去的 6 個月，對每位客戶所出的貨都要補

1 元的差額，在此情況下降價的損失就太大，這樣誰都不敢隨便降價

來搶別人的客戶。 

如果一個產業的公會過度的去蒐集產業的市場資訊，或者一個產

業的業者都不約而同的採取透明化的價格調漲方式，或者一個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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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都不約而同的與客戶簽訂最低價條款，或者一個產業的業者都不

約而同的維持龐大的閒置產能，或者一個產業的業者都不約而同的採

取價格回溯條款，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促進行為，在法院也能當作間

接證據，當然這也有賴執法單位勤勞的蒐集市場資訊，以踐行一致性

行為所需之法律程序及辦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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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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營造永續發展契機 

講座：行政院梁政務委員啟源 
日期：99年 3月 8日 
場次：9904-221 

 

壹、地球暖化—環境生態之影響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n- 

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07 年的報告嚴厲警告全球暖化效

應比過去預測為之嚴重。報告指出，當溫度

升高攝氏 2 度，全球缺水人口將達 20 億，近 20％~30％的物種恐瀕臨

絕種，同時也會有更多人因營養不良、疾病、熱浪或旱澇而死亡。若

溫度上升情形更加惡化，最嚴重晴況下則全球人口將 5 分之 1 會受洪

水影響，11 億至 32 億人面臨缺水，全球將出現大規模物種滅絕的嚴

厲考驗。 

根據 2005 年 8 月「自然雜誌」的研究報告顯示，過去 30 年，熱

帶海洋表面溫度上升了攝氏 0.5 度，氣溫上升雖未使颱風的發生頻率

升高，但太平洋西北部颱風的潛在破壞力卻增大了 75％。台灣的氣象

資料亦顯示，台灣過去 20 年來颱風規模變大，且降雨量大幅增加。

如果未來地球溫度上升誠如 NASA 所預測，台灣未來將面臨和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相同，甚至破壞力更大的颱風。（編按：2010 年下半年

台灣已發生兩個與莫拉克颱風同等級的颱風－凡那比颱風、梅姬颱

風） 

除此之外，台灣另一個危機是沿海地層下陷的問題；如林邊、佳

冬因養殖場密佈超抽地下水，三十年來地層已下陷最深達三公尺。聯

合國近期報告亦指出，當海平面上升一公尺，受影響最嚴重的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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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就包括台灣。 

貳、台灣能源需求與二氧化碳排放增長趨勢 

一、臺灣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成長 

以 2007 年而言，台灣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約 2.76 億噸，

佔總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91.4％，二氧化碳排放量亦約占世界 0.95％，

位居世界第 22 名；若就人均 CO2排放量而言，台灣約為 11.66 噸，

高居第 16 名。此外，2007 年人均能源消耗量約為 4.81 噸／人，是全

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1，比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都來的高，甚至比瑞

士、丹麥、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甚至比韓國都高出許多，已直逼

澳洲、美國、加拿大這個最不理想的國家耗用水準。 

若從能源密集度的角度來看，將可更進一步了解此問題的嚴重

性。所謂能源密集度即產生每一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所需使用的能源量，由圖 1 可知，台灣的能源密集度 

 

資料來源：IEA/OECD,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08. 

圖1 各國能源密集度之比較（經購買力評價調整） 

                                                      
1U. 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OECD,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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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購買力評價調整比英國及日本分別高了 36％及 21％，若未經過

購買力評價調整，則台灣將比英國高 93％，比日本高了 170％（見圖

2）。所謂購買力評價調整主要的差異是，若考量當前的貿易的情況，

則應該用當前的費率來顯示短期的競爭力能源的效率，但經過購買力

調整則是看長期的影響，差異則可能較小。 

 
資料來源：IEA/OECD,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08. 

圖2 各國能源密集度之比較（經購買力評價調整） 

二、二氧化碳排放之國際比較 

就全球 CO2 排放情況來看，1990-2006 年全球 CO2 排放成長 33

％，其中附件一國家降低 7.32％、附件一中經濟轉型國家減少 32.06

％，而非附件一國家累計成長是接近 98.93％。台灣在這段期間則成

長了 137.4％，主要原因是台灣出口占 GDP 的比重近 70％，而很多

CO2的排放與出口有關。第二個原因是台灣的一個製造業（特別是能

源密集產業）比率偏高。然而，我國 1999-2006 年平均經濟成長率不

到 4％，但 CO2排放年平均成長率是 4.25％，高於經濟成長且居高不

下，若未來經濟成長率更快，則 CO2排放的成長率會更高，此將會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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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灣地區CO2與GDP成長比較 

年度 CO2 成長率(％) GDP 成長率(％)
所得彈性 

(CO2 成長率／GDP 成長率) 

1990-1999 6.77 6.58 1.03 

1999-2006 4.25 3.81 1.12 

資料來源： 
1. CO2 資料：經濟部能源局，〈我國燃料燃燒之二氧化碳排放統計與分析〉，

2009 年 10 月，《經濟部能源局》，<http://www.moeaboe.gov.tw/promote/ 
 greenhouse/PrGHMain.aspx? PageId=pr_gh_list>。 
2. GDP 資料：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報告》（臺北：行政院

主計處，2000-2006 年）。 

參、能源與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一、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2008 年 6 月 5 日政府宣佈「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見圖 3、圖 4），

其中 2016~2020 年間 CO2排放量要回到 2008 年的排放量，2025 年排

放量要較 2000 年減半，此外，未來 8 年每年能源效率要提高 2％以上，

並於 2015 年要較 2005 年能源密集度下降 20％2，為達此目標，政府

擬定相關政策工具。 

二、政策工具 

（一）合理能源價格政策 

台灣是世界上能源價格最低的國家之一，偏低的能源價格提供市

場錯誤的訊號，不利高能源效率技術的採用，並會鼓勵耗能產業的發

展，以致影響整體能源效率。 

                                                      
2經濟部，〈政策目標〉，「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草案），2008 年 6 月 5 日，《行

政院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網站》，<http://www.ey.gov.tw/ ct.asp?xItem=60604&CtNode 
=3434&m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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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圖4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能源消費型態與供應系統 

1. 價格調整 

在價格方面，政府還應考量稅費收取方式的合理性，正確的能源

價格必須反應其生產成本及外部成本（如空氣污染、道路壅塞、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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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就外部成本的部分，目前政府有石油基金作安全儲存、偏

遠地區用油者的補貼，以及獎勵探勘與開發，以確保能源安全；雖臺

灣也已有空氣污染防治費、汽車燃料使用費等的課徵來反映社會成

本，但就後者的體制，都是隨車而不是隨油徵收。但在二氧化碳的外

部成本上，現行的制度並沒課對應的稅來反映，故政府正在研議以能

源稅或者是碳稅的制度將上述稅費加以整併，以隨油的方式徵收。 

就生產生本面，臺灣油價應隨國際油價波動，但往往在漲價時就

會碰到沉重的輿論壓力，導致政府進而進行凍漲，但不合理的能源價

格政策會產生七大弊病： 

(1) 國際能源價格上漲非短期現象係長期問題。 

(2) 國營中油及台電虧損是全民的損失。台電、中油是國營事業，

若由台電或中油去吸收凍漲的損失，其吸收的結果其實是全

民的損失。 

(3) 惡化政府財政赤字。2008 年中油公司因為凍漲使其整年虧損

1,200 億，即使六月之後已讓油價恢復浮動，但仍難挽頹勢，

台電公司則虧損 900 億。2000 年之前中油公司一年賺 200 億，

台電公司一年賺 300 億，但由於不適當的能源政策導致政府

原可以賺 500 億稅收，反而是虧了 2,100 億，嚴重惡化政府赤

字。從 2000 年到 2007 年政府赤字八年增加了 1 兆 5,000 億，

一年平均是增加了 2,000 億，此赤字的金額已扣除政府靠賣土

地來彌補的金額，只能靠發行公債來彌補虧損，若加上中油

及台電的 2,100 億虧損，總虧損金額將達到 2,600 億，所以對

於政府赤字是嚴重的惡化。3 

(4) 全民補貼能源使用大戶，不符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產業用能

源較個人多許多，而臺灣 70％的 GDP 仰賴出口，則產業（尤

其是能源密集產業）就可較國際競爭對手更低的成本取得能

                                                      
3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表〉（臺北：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表〉（臺北：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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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利出口，亦即政府補貼大企業、大用戶，其實是間接

補貼了國外的消費者，不符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 

(5) 遠低於國際水準的能源價格，影響整體能源使用率、長期產

業競爭力並使得溫室氣體排放惡化。凍漲政策原意是擔心能

源價格若調升可能影響產業的競爭力，但當國際油價能源價

格上漲時，很多國家也會調升其能源價格，故即使臺灣調升

能源價格也不會影響競爭力，但政府干預的結果會造成產業

沒有誘因採取能源效率比較高的生產方法，長期而言將使產

業競爭力淪喪，且造成溫室氣體的排放惡化。 

(6) 能源價格該調而未調反造成物價上漲預期，不利物價穩定。

凍漲政策另一個目的即是擔心物價上漲，但凍漲反而會造成

物價上漲的預期，當國際油價持續走升時，政府未宣布要調

漲之前，很多物價就已經先做調整，等政府正式調整價格時，

物價又將再漲一波，反而不利物價穩定。例如，1973 年行政

院長蔣經國顧慮到物價的情況而宣布 1974 年春節前不漲價，

但當時國際油價從每桶 2 塊美金上漲到 10 塊，大宗物資的價

格也高漲，且大眾預期春節後一定調漲，所以春節之前物價

已漲一波，春節之後政府調整油電價格，所有物價再漲一次，

導致 1973 年臺灣的消費者物價上漲率達 45％，因此，在第二

次石油危機的時候就不作這樣的政策。 

(7) 造成供給短絀。根據經濟學理論可知，價格若低於均衡價格，

政府再干預會有供給短缺的情況，例如，中油公司因為凍漲

政策導致其油價未隨國價油價變動，但台塑化不願意凍漲，

導致所有需要加油的人都到中油加油站，使中油賠錢賣更多

的油，且中油根據《石油管理法》必須要維持兩個月的安全

存量存貨，但因當時發貨量大增，導致安全存量就不足兩個

月而要可能遭受處罰。 

2. 價格調整的效果 

此七大理由即是新政府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就任一周後迅速宣布

油電氣價解凍之原因。也是前政府在 2006 年 9 月 25 日至 200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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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間，採浮動油價並調整電價 5.8％的主要原因。而因為此較合理

的價格政策，臺灣 2007 年第一季跟第二季能源生產力（能源密集度

的倒數）顯著提升，2008 年下半年增幅更高達 7.2％（見表 2）。殷望

朝野政黨對不補貼的能源價格政策能有共識，不再互相攻訐以取得政

治利益，否則臺灣將無長期健全的經濟及能源政策。 

表2 臺灣2007年及2008年能源生產力變動分析 

以民國 90 年固定價格計算 

年度 
能源生產力 

GDP／能源使用量（元／公升）

變動幅度（％） 
（與去年同期比較） 

2007 106.8 0.5 

I 111.9 1.7 

II 103.64 2.5 

III 102.3 -1 

IV 110.04 -0.4 

2008 109.78 2.8 

I 109.15 -2.4 

II 103.50 -0.002 

III 108.53 6.08 

IV 119.51 8.6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臺北：經濟部能源局，2009 年）。 
 

3. 相關輔助政策 

此外，當價格調升時，政府也擬定相關配套措施，如提供低收入

戶能源補貼、補貼大眾運輸燃料成本及給予節能成效良好的用戶價格

的優惠等，避免弱勢族群受到太大的影響。 

4. 台灣現行能源價格與鄰國之比較 

目前台灣油電價格是高是低，可由與亞洲鄰國比較可知（見表

3）。就稅前價格而言，台灣凍漲前、後都較日本、韓國及新加坡低。

在此情況之下，2007 年 10 月中油公司有約 150 億的盈餘，表示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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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不是那麼差，因在 1990 之後為因應自由化、國際化作了很多

調整，冗員減少 35％，各部門都有利潤中心制。但在解凍之後，各種

油品與其他國家相比價差越來越大，便是賠錢的原因。 

而 2009 年中油之所以賺了 240 億之因並非其真的賺這麼多，而

是因為中油去年存貨的市價有回升，依照《會計 10 號公報》的原則，

2008 年需反映原油及油品存貨跌價損失，2009 年則因存貨市值提高

時要作回沖。若不包括存貨市值回升利益，中油該年盈餘低於 10 億

元。 

表3 台灣與鄰國之油價比較與分析 

時間 2007.10 月均價 2008.05 月均價 2009.12 月均價 

油品 
無鉛汽油

柴油 燃料油
無鉛汽油

柴油 燃料油
無鉛汽油

柴油 燃料油
92 95 92 95 92 95

台灣 20.1   13,720 23.4 24.0 24.1 14,219 20.8 21.4 21.4 15,417

日本 23.9 - 24.1 16,890 29.1 - 29.8 23,762 19.7 - 21.4 15,417

韓國 23.9 26.5 25.9 16,422 29.0 31.1 34.0 21,602 19.3 21.3 20.9 17,700

新加坡 29.6 30.3 29.8 - 36.1 36.8 39.2 - - 25.7 25.6 - 

日韓星平 
均價格 25.8 28.4 26.6 16,656 31.4 34.0 34.3 22,682 19.5 23.5 22.6 16558

我國與三 
國價差 -5.7 -7.5 -5.8 -2,936 -8.1 -10.0 -10.2 -8599 1.3 -2.10 -1.2 -1140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鄰近國家油品價格表〉（臺北：經濟部能源局，2007-2009
年），<http://210.69.152.10/oil102/>。 

 

（二）課徵能源稅及調整產業結構 

1. 能源稅（碳稅） 

(1) 目的 

為了反應石油的溫室氣體的排放成本，政府未來應適時落實以單

位熱值含碳量課徵之能源稅，此稅的目的即是要達到經濟發展、環境

保護和能源節約三贏的目標。但在 2009 年 6 月，賦改會提出相關研

究報告之後，卻造成社會的廣泛爭議。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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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產生下列幾個問題，第一，媒體所謂油價從課能源稅後汽油

價格將從 25 元增加到 50 元的說法是「誤解」。因為能源稅主要是將

油品貨物稅、汽車燃料使用費、空污費及石油基金等既有的稅加以整

合，並將之改名為能源稅，並在原有的稅費基礎上再增加碳稅及資源

稅。以汽油為例加徵的稅低於每公升 15 元，而非 35 元。其次，政府

提出能源稅應是依據 2006 年「臺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經續會）、 

「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及《馬蕭競選白皮書》，單純用以反映 CO2

排放的社會成本，沒有包括反映如資源稅等的外部成本。資源稅是能

源生產國為考慮資源的耗竭性，可考慮課徵的稅。臺灣的能源接近 100

％依賴進口，從能源生產國進口的能源所付的價格已包括生產國課徵

的資源稅，不必重覆課徵。故我國的能源稅不需考量生產者的外部成

本，而是反映使用能源所造成的外部社會成本即可，故將來政府的能

源稅版本應朝這樣的方向來規畫。 

(2) 能源稅的用途 

在經濟已確定穩定成長且國際能源價格平穩的情況下，適時收取

能源稅後主要有七個用途： 

i 降低個人所得稅及公司所得稅稅率，並提高免稅額。 

ii 對於減溫績效良好的廠商給予能源稅減免或退稅。 

iii 取消汽車及水泥外所有的貨物稅、娛樂稅、印花稅、及汽

車燃料使用費。 

iv 仿北歐國家分擔企業提供員工的社會安全支出以增加就

業。 

v 對低收入戶給予能源津貼。 

vi 向國外購買碳排放權。 

vii 溫室氣體減量之研發及政策研究。  

上述除第二點跟第六點外，都已是經續會的共識，但之所以需要

第二點的原因乃是因其他國家若無課徵相關稅收，則台灣產品出口到

他國時，競爭力可能會受到影響，甚至其他國家能源密集的產業的產

品可因其成本優勢而長期輸入台灣，對台灣的產業不公平。第六點則

是因為國內的減量成本可能 1 公噸要到 2,000 元，但若到國外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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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可以 1,000 元台幣以內的價格購得，但仍以國內減碳為優先，若

在國內已經無法達成才往國外購買。 

2. 碳稅與碳權交易之比較 

碳權交易碳稅（能源稅）和溫室氣體減量法的碳權交易，各有長

短處，碳稅具有污染者付費的公平性、及時性、交易成本低及適用範

圍較大的優點。碳權交易制則針對能源密集產業 CO2排放給予限制，

減量效果較碳明確，若能兩制並存可截長補短產生互補作用，北歐及

英國皆是可參考實例。 

3. 產業結構調整 

由於目前臺灣能源價格相對偏低，未合理反映內部及外部成本，

影響節能誘因和產業結構調整，故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產生衝突。以

目前審議中之製造業重大投資案為例，政府宜提出下列配套措施： 

(1) 取消鋼鐵、石化、水泥等能源密集產業之投資獎勵。以前到

偏遠地區（例如：雲林麥寮）投資有投資獎勵，現今應取消。 

(2) 考量產業關聯效果。若廠商生產的是耗用很多能源的原料，

且生產完馬上出口，就不會產生國內帶動效果。 

(3) 汰舊換新。 

(4) 容許企業對衛星工廠的節能及 CO2 減量的協助，以及到國外

購買碳排放權給予排放抵換（境外減量）。對於衛星工廠的節

能和 CO2 減量加以協助。舉例而言，上游廠商對中游、下游

的廠商給予一些幫忙來提高能源效率、附加價值，然後政府

給予廠商碳權額度當作一個抵換。此外，企業到國外購買碳

的排放權也給予排放抵換，但以國內的抵稅為優先。 

(5) 採「工業區為單位」，以天然氣發電為原則之汽電共生系統。

因汽電共生效率比較高，故建議以天然氣發電為原則的汽電

共生。此外，天然氣的含碳量比煤炭來的少 25-30％，如果以

汽電共生發電的話就不是倚靠台電。由於台電每發一度電會

排放 0.63 公斤 CO2，主因為臺灣的煤炭發電比重偏高，在世

界各國比我們高的大概只有產油國。像日本的電力排放係數

為 0.42 公斤／度，韓國為 0.44 公斤／度。若將來出口時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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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如果用台電系統的電則一度電

為 0.63 公斤，日本僅算 0.42 公斤，對臺灣將會十分不利。但

假若自己有天然氣發電，則碳足跡就會大幅降低，對未來世

界各國都要求以碳足跡來限制進口時，對臺灣廠商就會有所

助益。 

(6) 發展低能源密集高附加價值產業（包含綠能產業、生物科技

產業、精緻農業及文創等六大新興產業）。單靠傳統的產業難

以推動臺灣的經濟成長，我們將來要走的方向是低能源密

集、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像觀光、金融等。臺灣服務業 GDP

占比是 70％，所以經濟成長的關鍵之一在於服務業如何成

長，如何讓觀光、銀行、航運、交通運輸成長，僅靠國內的

2,300 萬人的市場是不夠的，一定要變成國際市場，要自由化、

國際化。能源產業並應繼續進行自由化，以建立公平且有效

率的能源市場。發展低能源密集高附加價值產業、綠能產業

及生物科技產業。 

4. 能源效率管制 

根據 2008 年 6 月 5 日政府宣布「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草案），

全國 CO2排放量於 2016-2020 年間回到 2008 年排放量，2025 年排放

量要較 2000 年減半，但若臺灣可依「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草案）之

規畫，未來 8 年每年能源效率要提高 2％以上，則可協助減少 CO2的

排放。以下茲根據目前草案之規畫，提出以下數項我國之建議： 

(1) 提高並落實能源效率標準：政府應提高並徹底落實《能源管

理法》中能源使用產品（馬達、鍋爐、電器用品及車輛等）

須符合能源效率標準（Energy Efficiency Ratio, EER），否則不

可銷售之規定。 

(2) 結合節能標章與 Top Runner 標竿值：政府設定並持續調整各

種能源使用產品高效率 Top Runner 標竿值，與節能標章結合

並有效宣導，以推廣最先進的節能產品，協助其打開市場及

加速技術開發。 

(3) 推廣照明器具汰換為省能 20-90％之高效率產品：例如依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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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經驗將水銀燈換成 LED 路燈後，可省 37-58％用電量，

在正常狀況下使用 5 年可回本。 

(4) 推動綠建築及提高建築隔熱：依我國特色提出具本土特色的

綠建築標章、提高房屋外殼隔熱及使用隔熱玻璃或 Low-E 玻

璃。 

(5) 鼓勵汰舊換低耗能新車：對購買低油耗 Top Runner 車輛換舊

車減免貨物稅、建立有效之淘汰老舊車輛機制（例如車廠協

助回收）及提高高耗能舊車驗車成本。 

(6) 輔導廠商推動溫室氣體自願性減量，在建立起我國碳市場前

提供先期抵換機制，並使用碳密集度而不是碳排放強度來設

計先期抵換機制，以同步促進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及提高產業

附加價值。 

5. 教育宣導及其他 

積極推動下列節能減碳運動： 

(1) 落實機關、學校、企業及社區減碳及節能教育宣導。 

(2) 推動低碳城市、低碳社區、低碳島，強調以下一代來影響上

一代策略。 

(3) 推動全民 3G（綠建築 Green Building、再生能源 Green Energy、

節能運輸 Green Transportation）、3R（減量 Reduce、回收

Recycle、再利用 Reuse）節能減碳運動。 

(4) 宣導節能標章，鼓勵消費者使用節能產品。 

(5) 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 

(6) 推動造林及廣植行道樹，提升森林覆蓋率。 

(7) 推廣照明器具汰換為省能 20-90％之高效率產品。 

(8) 輔導廠商推動溫室氣體自願性減量。 

6. 低碳能源結構 

根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草案），發電系統中，低碳能源占比

由 40％增加至 2025 年的 55％。4低碳能源包括再生能源、天然氣及

                                                      
4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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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 

肆、臺灣綠色能源的推廣與產業發展 

一、發展再生能源之策略 

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上，不宜將推廣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發展再生

能源產業兩者混為一談。像太陽光電、LED 照明、資訊通訊、風力發

電等產業發展，需要考量推廣的經濟效益，節能減碳不是無限上綱。

由於目前臺灣一度電排放 0.63 公斤 CO2，若每公斤 CO2減碳成本為 2

元，一度電約 1.2 元左右的減碳費用，即減碳的成本效益為 1.2 元／

度，而目前太陽光電一度生產成本介於新臺幣 11-13 之間，比較台電

平均售電價格（2.65 元／度）價差卻高達 10 元／度。所以在目前大

幅度推廣太陽光電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性。而發展太陽光電等產業也需

評估產業帶動效果的大小、考慮經濟可行性。因為太陽光電的市場是

整個世界，不侷限於臺灣，提升建置 2020 年的目標量 32 萬千瓦的太

陽光電，以 12 元／度來算的話要補助近 500 億元，拿 500 億元進行

研發獎勵補助應會更有效果。總之，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講，其所需

要的不一定是提供額外的國內市場而是研發及示範；從推廣的角度，

必須具備經濟可行性。 

二、臺灣再生能源發展之規畫 

2008-2025 年的再生能源規畫如下，2025 年的目標值：大水力為

250 萬瓩，風力發電為 220 萬瓩，太陽能 346 萬瓩。整體再生能源占

發電裝置容量比率將由 2008 年的 7.6％，提高為 2025 年的 14.9％。 

目前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已於 2009 年 7 月 8 日通過，2010

年 4 月 1 日經濟部並已公告〈再生能源條例施行細則〉，受理廠商申

請。政府正大力推動上述再生能源發展規畫案，值得注意地是，根據

上述規畫案，即令整體再生能源占發電裝置容量由目前的7.6％倍增

為 2025 年的 14.9％。臺灣再生能源占總能源供給的比重仍將低達 6

％，遠低於歐盟設定的 20％目標值。政府可再考量我國再生能源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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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潛力、未來技術及成本變動趨勢，評估擴大未來再生能源發展規模

的可行性，但國人也須了解，臺灣發展再生能源的應用時，仍面臨以

下的先天限制。例如成本較傳統的燃料高、電力供給不穩定及臺灣的

再生能源有限。很多國家的水力發電比重很高，像挪威、紐西蘭、瑞

典等，臺灣裝置容量約占 2％左右。此外，臺灣地狹人稠，人口密集

度高（637 人／km2）；再者，臺灣四分之三的土地都是山地，接近一

半都是一千多公尺的高山。另外，300-1,000 公尺的丘陵又占了接近

三分之一，而太陽能發電與風力發電最需要的就是空間，但地狹人稠

的臺灣並無足夠空間，山地雖很大但風力發電機要往山上運具有很大

的困難度，技術方面也存在問題。5  

三、綠能產業之發展方案 

能源產業旭升方案是未來能源產業的目標（如圖 5 所示）。台灣

優先選擇的綠能產業為太陽光電跟 LED 照明，另外還有風火輪產業，

包括了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和電動車

輛。目標產值在 2008 年約為 1,600 億，預計到 2015 年太陽光電跟 LED

照明的產值會增加近 9 倍，為 11,580 億，促進民間投資 2,000 億元，

提供 11 萬人就業機會。 

在綠能產業的發展上，將來的太陽光電大概要增加 4.5 倍，LED

照明 11 倍，風火輪產業 12.7 倍。 

因為台灣在綠能產業、再生能源產業方面，用裝置容量來看對世

界的貢獻不會很大，但是台灣具有提供低價綠能設備的能力，可以提

供低價的綠能設備。首先，台灣在綠能基礎產業、資通訊產業具有高

度的競爭力，目前台灣有十四個資通訊產業的產品產值是世界第一名

或第二名，2007 年台灣的 LED 及太陽能光電產值分別為世界第二名

及第四名（詳見表 4、表 5）。 

                                                      
5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發展綱領」（草案）》（臺北：經濟部能源局，2010 年），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資訊網》，<http://www.tri.org.tw/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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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能源產業旭升方案 

資料來源：行政院，《「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行動計畫》（臺北：行政院，

2009 年），<http://www.ey.gov.tw/ct.asp?xItem=64405&ctNode 
=2907>。 

表4 2007年全球第一名的台灣資通訊產品或產業 

項目 
產值 

單位：US$M 
全球市佔率 

晶元廠 13,476 66.6％ 

光罩唯讀記憶體 353 92.9％ 

IC 封裝 6,951 44.4％ 

IC 測試 3,119 63.0％ 

大尺寸（>） 
液晶顯示器面板 

29,827 46.4％ 

TN／STN 
液晶面板 

1,555 36.9％ 

註：僅包含在台灣生產的產品，不包含台灣投資但在海外生產的產品。 
資料來源：IT IS Project, MO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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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07年全球第二名的台灣資通訊產品或產業 

項目 
產值 

單位：US$M 全球市佔率 

IC 設計 10,970 23.9％(e) 

DRAM 7,015 22.4％ 

WLAN※ 156,888 88.4％ 

OLED 面板 193 33.1％ 

中、小尺寸液晶顯示器面板 3,604 20.9％ 

LED 1,068 16％ 

IC 載板 1,945 26.36％ 

主機板 
(including system shipment) 

178.7 2.4％ 

註：僅包含在台灣生產的產品，不包含台灣投資但在海外生產的產品。 
※根據產量排名 
資料來源：IT IS Project, MOEA 

 

臺灣資通訊產業雖對於新產品的發明較弱，但在生產的製程方面

有創新的能力，假若臺灣與日本購買了同樣的設備，日本廠商的工程

師只會照操作手冊來使用，但臺灣的工程師則能勇於進行參數設定與

調整，可得到更好的結果，在製程創新方面我們確實有足夠的競爭

力，可降低使用新能源技術的成本。在政策方面，1980 年以來我們推

動電子資通訊產業，這些產業的經驗跟政策相當成功，相關經驗可移

轉至未來綠能或新能源產業的發展。 

要注意的是，許多成本昂貴、技術優勢掌握在外國公司手中的技

術，被列為應積極推動的項目。例如：太陽光電、碳捕集與封存技術

CCS，目前僅適合作研發及有限度的示範獎勵，智慧電表 AMI 應用

在低壓用戶的減碳成本相對較高。在大量推廣佈建前，應先確定其降

低生產負載及節能減碳的效果。政府並應透過積極協助廠商投入研發

（R & D）、提升技術水準、降低生產成本及協助產業突破出口障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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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提升產業競爭力進而貢獻世界的節能減碳。 

四、院級之推動組織架構 

1. 節能減碳推動會 

行政院在 2009 年 12 月 28 日成立了「節能減碳推動會」，召集人

是副院長，副召集人包括秘書長、兩位政務委員，推動會委員 14 人，

一個秘書處，以及 10 個工作組（見圖 6） 

 

 

圖6 「節能減碳推動會」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減碳組織架構》（臺北：經濟

部能源局，2008 年），<http://www.moeaboe.gov.tw/Policy/ 
ReduceCO2Emission/ReCO2Main.aspx? pageid=organization>。 

 

2. 新能源發展推動會 

政府於 2009 年 12 月 30 日核定成立新能源發展推動會來推動新

能源發展，召集人有兩位，跨部會的委員成員有 11 位、專家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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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任務大概是新能源政策跟發展策略的研擬、新能源推動目標的

研擬，還有新能源科技發展的策略研擬，以及新能源產業發展的策略

研擬與推動。（見圖 7） 

 

 

圖7 新能源發展推動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行政院，〈行政院新能源發展推動會第 1 次會議新

聞稿〉，2010 年 3 月 26 日，<http://www.eysc.ey.gov.tw/ct.asp?xItem 
=67912&ctNode=2344&mp=101>。 

 

伍、評估與建言 

就能源安全而言，與其他 10 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

主要國家比較，臺灣的能源安全性相對低，究其原因，則主要源於臺

灣自產能源不足、高能源消費集中度、發電部門每度電 CO2 排放量

高、出口比例高及整體經濟的能源密集度低。故由高度依賴進口能源

的現況而言，臺灣應可採取以下措施：一、採取合理的能源價格政策；

二、執行能源稅（或碳稅）及進行綠色租稅改革；三、推行碳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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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行產業結構重整；五、強化能源效率管制；六、進行教育宣導；

七、發展低碳能源結構。 

就再生能源發展的部分，政府正大力推動再生能源發展規畫案，

令整體再生能源占發電裝置容量由目前的 7.6％倍增為 2025 年的 14.9

％，但目前部分再生能源成本仍高昂，政府應透過積極協助廠商投入

研發（R & D）、提升技術水準、降低生產成本及協助產業突破出口障

礙等方式來提升產業競爭力，進而貢獻世界的節能減碳，而非不計代

價地做國內推廣。 

最後，在碳交易市場發展的部分，當前政府的要務應是在「溫室

氣體減量法」通過之前，先以行政命令方式，承諾業界的先行減量在

經第三者查證後，會給予自願減量額度（VER）。亦即盡速落實規畫

中之「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登錄架構」的推動，而此作法也利於正式交

易體系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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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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能源價格波動下之競爭政策 

講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梁院長國源 
日期：99年 4月 27日 
場次：9905-222 

 

一、前言 

今天的演講旨在於探討金融海嘯發生

後，能源價格的波動狀況，以及後金融海嘯

時期的許多新規範對於競爭政策的意涵，我

主要的關注焦點在於能源市場。為什麼我會

選擇能源市場作為切入主題，最主要是因為能源價格波動與公平交易

委員會的執法有相當緊密的連結，而該聯結主要是國內兩大石油公司

的定價問題。而若要對這兩家石油公司的定價有進一步的了解，必須

釐清國際油價的定價方式，這也是在競爭政策之外，今天演講的另一

重要目的。 

二、金融海嘯下的市場變化 

● 金融海嘯爆發後，全球總經、新興市場、信用及市場流動性風險明顯提

高，風險規避亦極為明顯 

在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我先用幾張圖說明金融海嘯前後，

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這張圖資料來自於 IMF，圖中包含六個面向，

其中有四個面向為風險，而其餘兩個面向為風險偏好狀況與貨幣與金

融政策，而每一個面向的刻度是 0~10。以風險偏好來看，刻度越高表

示市場對風險的愛好程度越高。再以貨幣與金融政策來看，刻度越高

代表各國財政當局及央行採取越緊縮的政策，刻度越低代表越寬鬆的

政策。從這張圖可以看出，金融海嘯前後大致經歷三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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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7年 10月（金融海嘯前） 

新興市場風險低，信貸風險不高，市場與流動性風險都還在可接

受範圍，總體經濟風險及風險偏好也維持在可以接受的水準。 

（二）2009年 4月（金融海嘯時期） 

雷曼兄弟事件發生後，全球經濟陷入一片恐慌，最嚴重的時點為

2008 年第四季與 2009 年第一季。因此 4 月份 IMF 的報告指出，相對

於 2007 年各種風險皆明顯提高，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次的衰退還伴隨

著金融危機，造成信貸風險指數升高達 10 的最高點。相對來看，風

險偏好明顯下滑顯示市場極度的風險規避，而貨幣與金融政策面向的

指標內縮則代表各國採取非常寬鬆的貨幣與金融政策。短短一年多的

時間，市場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可見這次的金融海嘯來得是又快又急。 

（三）2009年 10月（金融海嘯時期）  

不過根據 2009 年 10 月 IMF 的報告可看出，當時整體金融市場狀

況已較 2009 年 4 月明顯改善。從風險偏好面向的指標外擴可知，市

場也開始追逐一些較高風險的商品。由此可看出，海嘯發生後，全球

陷入一片驚恐，然而在各國積極的救市之後，整體狀況已有改善。 

● 各國政府及央行已從過去經驗學習積極救市，避免經濟落入類如 30 年

代衰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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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抗金融海嘯，各國政府及央行在過去兩年陸續推出多項激勵

政策希望能夠緩和金融海嘯的衝擊，這些政策主要包含三個面向，分

別是寬鬆性的貨幣政策、財政激勵政策以及金融支撐政策。其中，寬

鬆性的貨幣政策除包含傳統性的調降利率外，並擴及非傳統性的擴大

央行資產負債表。至於財政激勵政策則是透過推出若干振興經濟方

案，藉由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手段彌補需求不足。而金融支撐政策則

是各國財金當局以及央行透過對金融機構注資、債務保證以及擴大存

款保險等手段穩定金融體系運作。在這些政策的激勵下，全球經濟得

以避免重蹈 1930 年代大蕭條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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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曼兄弟事件後，金融風暴擴大，油價上升趨勢確定反轉 

 

 

金融海嘯前後，我們不但經歷了市場的劇烈動盪，原油價格的波

動更是各種金融商品之冠。隨著經濟趨向榮景及資產價格上漲，金融

海嘯前後國際原物料市場也歷經大幅的波動，國際油價更先呈現飆

漲，以西德州中級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價格為例，2000

年 1 月前油價尚在 30 美元／桶以下，此後迅速上漲，2008 年 7 月 11

日盤中最高曾達到 147.2 美元／桶。然而 2008 年 7 月二房事件爆發，

9 月雷曼兄弟倒閉，這兩件事情造成實質面經濟快速反轉抑制油價上

漲動能。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場出現嚴重信貸擠壓的問題更迅速挫低

原先飆漲的油價。2008 年 12 月 19 日 WTI 原油價格曾跌至 33.87 美

元/桶，創下 2004 年 3 月以來最低。 

三、 2002 年以來油價變動分析 

I.基本面因素 

● 2002 年起，國際油價巨幅上漲 

2002 年起國際原油價格即呈現上漲趨勢，但 2002 至 2007 年間國

際原油價格的飆漲有相當大程度是受基本面因素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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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007 年間，全球原油需求強勁 

 
 

以需求面來觀察，2001 年網路泡沫後的這段擴張時期，不但多個

已開發國家經歷二次大戰後最長的經濟擴張，更重要的是，這段時間

同時伴隨著人口最密集的新興市場經濟勢力的崛起。經濟強勁的成

長，衍生出旺盛的原油需求。2001 年到 2007 年間，全球原油需求平

均以每年 1.67％的速度成長，遠超過 1980 年到 1990 年及 1991 到 2000

年平均的 0.57％及 1.42％。 

● 期間有四年出現供不應求情況 



 

•67• 

 

 

從供給面來看，由於 90 年代原油產業的投資不足，使得這段期

間全球原油供給產能成長無法伴隨需求的增加，2002 至 2007 年間全

球原油市場即有 4 年出現明顯的供不應求情況。 

● OPEC 原油備用產能偏低，加深市場對原油供給疑慮 

 

更重要的是，2003至2007年OPEC連續五年備用產能低於2.5~3.0

百萬桶／日的合宜水準，而這段時間備用產能占每日全球原油消費更

不到 2％，明顯較 1998~2002 年至少 4％的水準為低。偏低的備用產

能，拉高油價內含的稀少性貼水（scarcity rent），也間接帶動油價上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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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如伊朗核武問題之地緣政治事件影響原油供給 

 

 

偏低的備用產能也意味著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原油價格即明顯拉

升。事實上，這段期間伊朗、伊拉克以及奈及利亞的情勢相當緊張，

其中伊朗因濃縮鈾疑慮，美國已對其進行三次的制裁。為什麼伊朗核

爭議會引起油價這麼大的波動，除了當時備用產能偏低，最主要是因

為伊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從圖中可看出，伊朗西南角緊鄰波斯灣口

寬度僅 34 英里的霍姆茲海峽佔有絕佳的戰略位置。由於波斯灣 90％

的原油及煉製油品係經由該海峽輸出，一旦伊朗以其地理優勢控制該

海峽，將箝制全球原油供給。除了伊朗外，當時伊拉克及奈及利亞等

重要產油國也常出現地緣政治的事件。 

● 油價與美元呈現高度負相關，弱勢美元極易推升油價 

除了供需因素外，美元匯率走勢也不容忽視。由於傳統上原物料

價格多以美元報價，因此原物料價格往往與美元匯率呈現明顯的反向

關係，從 2002 年起美元匯率即呈趨勢向下，也形成支撐油價上漲的

力量。值得注意的是，2002 年至 2008 年，WTI 油價與美元指數的相

關係數達-0.78，負相關的情況明顯較 1990 到 2001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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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市場投機因素 

● 克魯曼認為，期貨炒作與現貨價格關係不明 

“Imagine that Joe Shmoe and Harriet Who, neither of 

whom has any direct involve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oil, 

make a bet: Joe says oil is going to $150, Harriet says it 

won’t. What direct effect does this have on the spot price of 

oil? The answer, surely, is none. Who cares what bets people 

not involved in buying or selling the stuff make?” 

Krugman, P., New York Times (1/23/2008) 

從 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Krugman 在 New York Times

所發表的文章可知，原油價格勢必還是要反應市場供需，因此在一般

性的認知中，期貨價格照理應與現貨價格沒有關係。 

● 2002 至 2008 年，油價上漲幅度遠超過 OECD 工業生產增加幅度 

但如果對比歷次 OECD 及主要非會員國（含中國及印度）景氣從

谷底到高峰時油價變化程度以及工業生產增加幅度可知，除 1996 年 3

月到 1999 年擴張時期，油價沒有上漲外，其餘四次擴張時期油價都

相應上漲。而 2002 年 1 月至 2008 年 2 月間，油價上漲幅度更遠超過

同時間工業生產的上漲幅度，顯見當時的油價無法純由基本面獲得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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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已步入衰退，但油價仍強勢上漲 

 

更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 2 月至 2008 年 7 月，縱然全球經濟已

出現衰退陰影，但 WTI 油價又進一步上漲 39.8％，可看出除了供需

外，還有別的力量驅動油價。 

● 弱勢美元並非油價上漲的唯一因素，縱使以其他貨幣計價，油價亦創歷

史新高 

雖然有些研究指出這段時間油價的上漲是受到美元相對的疲弱

以及利率偏低牽引所致，但縱然將油價換算，以其他強勁升值的貨幣

計價，油價的上漲幅度也遠超過這些強勢貨幣的升值幅度。值得注意

的是，2002~2008 年間，WTI 原油價格漲幅高達 112.28％，遠超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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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歐元及日圓的升值幅度 57.07％及 45.24％。除此之外，2008 年 7

月前後各國央行低利率的環境變化不大，然油價仍出現相當大幅度的

差異，亦可看出基本面無法單獨解釋這段時間的油價變化。 

 

● 原油市場易受投機資金炒作 

事實上，原油及其他重要原物料除經由現貨市場交易外，還可以

透過各種金融商品交易取得。更重要的是，文獻上已經有許多研究指

出現貨市場及期貨市場價格會互相影響。原油市場現貨價格容易受到

期貨價格的影響並不難理解。在一般的市場中，現貨價格是受到需求

以及供給所共同決定，縱然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交易，現貨價格也不會

太過偏離基本面。然而有別於一般的商品市場，原油市場具有供給彈

性及需求彈性雙低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Cooper（2003）指出，原

油的短期及長期需求彈性分別是0.05 及0.21，Dahl（1993）也指出，

開發中國家短期及長期原油需求彈性分別是0.07 及0.30。加以從投

資到實際生產原物料具有相當長的落後性，因此短期供給彈性也相當

低。因此就短期而言，原油市場很難透過傳統需求以及供給的變動發

揮價格發現的功能。也因為需求及供給彈性皆低，原油價格往往會受

到金融市場投機性交易的影響。 

● 原油實體交易多透過購油合約，但定價則深受現貨及期貨市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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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是一種具實體需求的商品，理論上價格如能純由需求者及供

給者在市場機制下共同決定，將是最有效率且最能為社會創造最大的

福利，但當前的原油市場定價機制卻未能滿足經濟學的理論條件。具

體地說，原油市場可分成三個部分：合約市場、現貨市場以及期貨市

場。大部分的原油供應是透過各煉油廠與產油國訂定長期購油合約，

但合約只有保障煉油廠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從產油國獲得一定數量

的原油供應，交貨價格並沒有得到保證，而是取決於國際原油市場的

現貨及期貨價格。當煉油廠面臨油源不足或過剩時，可透過現貨市場

進行調節。然而，現貨市場交易占全球原油總需求並不大；至於期貨

市場，旨在讓實質的需求者以及生產者避險，但實際上只有不到 1％

的原油期貨合約於到期時履行交割。易言之，原油市場的價格制訂與

實際交割的關連並不是那麼緊密。原先包含上述三個市場的機制設

計，立意甚佳，但實際運作時卻為投機者甚至大型石油商（Big Oil）

大開後門，僅需要炒作占全球需求量不大的現貨及期貨市場價格，即

可左右攸關億萬人生計的原油資源。 

● 原油期貨市場參與者多不具實質需要，且交割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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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可看出，原油期貨市場的參與者中，實質需求者（陰影處）

占比並不高，真正占大宗為交易者與投資機構，形成油價炒作的力量。 

● 指標油現貨市場生產量日益減少 

“The physical marke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crude, Brent, WTI, and Dubai, have been in fast decline… 

the production of Brent has been falling to around 350,000 

barrels per day in 2002…For the last ten years or so, the 

production of WTI has also been in rapid decline with 

production reaching less than 400,000 barrels per day”. 

Mabro, R. (2006), Oil in the 21st centur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經濟及能源價格波動下之競爭政策 

•74• 

因為與WTI及Brent市場相關的油田產量正在減少，Brent於 2002

年每天約只有 35 萬桶的交易量，WTI 為 40 萬桶，而全球一日的交易

量約為 8,660 萬桶，相較之下 WTI 與 Brent 原油產量占全部交易量極

小，以這樣的一個市場來作為指標市場，相當具有爭議。 

● 2002 年至 2008 年 7 月間 WTI 非商業性用途多頭部位與油價相關係數

高達 0.86 

  

同時觀察主要衡量投機資金態度的 WTI 非商業性用途多頭部位

與 WTI 油價，可以看出兩者間存在有高度的正相關，顯示油價有相

當程度是受到投機資金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02 年 1 月至 2008

年 7 月間，兩者相關係數高達 0.86，遠高於 1990 至 2001 年間的 0.12，

顯見此波油價上漲的確受到投機資金的推升。 

四、金融海嘯對競爭政策的衝擊 

I.競爭政策的讓步 

1. 再管制（re-regulation）」風潮再起 

2. 國家救助（state aid）衝擊競爭政策 

3. 競爭政策趨於一致（harmonized）的趨勢轉向 

●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經驗指明 經濟變局後  政府易推出新的管制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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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經驗觀之，後金融海嘯時期，各種強化市場的措施也將應

運而生，而相較過去，本次金融海嘯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的損傷可謂

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預期的是，此後數年各國政府必將修正往昔過

於寬鬆的管制方式，強化對金融面的管理力度，並盡速建立新的金融

市場遊戲規則，藉以修補金融體系的各項漏洞，防範下波金融危機的

發生。然而政府對交易的這種「再管制」勢將嚴重衝擊長久以來倡議

市場機能的各國競爭政策。 

● 金融海嘯後主要國家紛紛推出金融市場支撐措施 

 



經濟及能源價格波動下之競爭政策 

•76• 

 

另一方面，各國政府出手注資企業、安排經營不善的企業與其他

企業合併、投資經營困難事業甚或收為國有等行為，更打擊強調維護

市場競爭秩序的競爭政策，而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也不得不採取權宜措

施。這些國家支援難免扭曲市場競爭，但在金融海嘯下，該等政策措

施實為不得不然的做法。就長期來看，這些安排如未適當處理，更可

能扭曲市場機能，傷害資源配置效率。 

● 金融海嘯亦可能衝擊各國競爭政策的合作 

  

金融海嘯亦可能衝擊各國競爭政策的合作，從而逐漸逆轉先前各

國競爭法或政策主管機關力促政策趨於一致（harmonized）的趨勢。

在金融海嘯前，全球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已經逐漸透過國際合作採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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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市場效率的行動。此外，過去一段時間各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也透

過國際合作創建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等國際組織，推動競爭政策的合作。然而在金融海嘯下，許多

國家政府紛紛提出國內經濟的救急政策，諸如愛用國貨、提高關稅及

非關稅障礙、對特定產業的補貼或價格限制等措施，其考量無不以穩

定國內經濟為優先，暫不考慮市場競爭與經濟公平。在另一方面，金

融海嘯下各國政府因為本國經濟特性及政治考量的不同，對於國內產

業支撐的程度及進出口的干預也有所差異，這都將使得先前競爭政策

國際合作的趨勢受到威脅。 

● 金融海嘯對競爭政策的啟示 

1. 市場機能並非不合時宜，而是執行監理的偏差。  

2. 雷曼兄弟倒閉不是因為市場太過競爭，而是其利用管制漏洞，以

優勢訊息遂行不公平競爭。  

3. 如何在管制與市場競爭間取得平衡，是金融海嘯後各國主管機關

所須面對的課題。  

II.油價波動對競爭政策的意涵 

● 原油市場特性，致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難以有效監管 

1. 原油需求及供給彈性偏低，價格機能無法有效發揮。 

2. 原油除經由實物交易外，亦可透過各種金融商品交易取得。 

3. 實體市場與金融市場交相作用，使得市場界定及價格變化模糊不

清。 

● 構建完整的原油市場競爭政策應將金融商品交易納入考量 

1. 當前主要參與原油市場金融交易者，多非原油主要實物供給及需

求者。 

2. 該等交易者具有左右價格能力的特性，致危害價格發現機能以及

市場效率。 

3. 在增進市場效率的考量下，完整的競爭政策應該將該等活動納入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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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到監管原油市場投機目的，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應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合作 

 

競爭政策主要是針對實物市場，並不在於金融化商品市場的約束

力。為了達到調控原物料市場投機的目的，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應與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建立多重管轄（multi-jurisdiction）的機制，一

方面透過金融管制限制期貨市場的投機，另一方面透過競爭法的執行

避免廠商操縱現貨市場。 

● 另為避免產生妨礙市場競爭疑慮，應強化資訊揭露透明化 

然而，加強管制或限制交易活動難免會產生妨礙市場競爭的疑

慮。因此，目前國際上對於這類問題的處理多採取強化資訊揭露或透

明化的方向著手。事實上，對於大多數的金融市場而言，透明化有助

降低市場波動幅度並促進市場效率。 

● 美國已著手進行建構原油市場多重管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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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C 於 2009 年 8 月 6 日通過「禁止能源市場操作行為規定（Rule 

Prohibits Petroleum Market Manipulation）」  

禁止任何人從事下列市場操縱行為： 

1. 故意從事任何構成或可能構成對他人進行欺詐或欺騙的行為、實

踐或商業運作，包含就關鍵事實的任何不實陳述者。 

2. 故意不陳述關鍵事實，使得在當時情境下，行為人的陳述具有誤

導性，且該種遺漏扭曲或可能扭曲特定產品的市場條件。   

在這個規定下，美國 FTC 禁止任何人從事任何操縱價格或者發佈

不實或遺漏訊息影響市場價格行為。希望透過這樣的規定能夠避免先

前能源價格大幅波動以及市場被操縱的問題。 

● 2009 年起美國 CFTC 加強對商品期貨市場的監管及透明化要求 

1. 與美國金融犯罪執法網（FinCEN）分享資訊。 

2. 與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簽署金融監理備忘錄（MOU）。 

3. 2009 年 7 月 7 日 CFTC 主席 Gary Gensler 發表聲明表示，在 7~8

月間舉行公開聽證會討論是否應對供應有限商品（特別是原油、

取暖油、天然氣、汽油等能源類商品）的投機部位設限。 

4. 9 月起改變現有交易者承諾（COT）報告分類方式以提高市場透

明度。 

● 具有決定油價能力的 ICE 並不受國家級的 CFTC 監管 

“IC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Over-the-Counter) 

operates its OTC electronic platform as an exempt 

commercial market under the Commodity Exchange Act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or CFTC.” 

ICE website 

隨著 CFTC 對美國境內期貨市場管控趨嚴，近期資金有流向 ICE

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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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堵原油市場投機有賴國際合作 

1. 從市場界定來看，原油市場可視為全球性市場，全球消費者及生

產者均可參與。 

2. 防堵原油投機有賴全球合作。  

3. 2009 年 11 月 7 日結束的 G20 財長會議，與會財長提到透過國際

合作避免商品價格過度波動（avoid excessive 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五、 對競爭主管機關的建議 

1. 由於原油等商品價格仍將隨景氣復甦而上漲，此時更應加強執行

競爭法，從而降低生產成本，以緩和原物料價格上漲對生產成本

及物價的衝擊。 

2. 競爭法主管機關宜投入更多資源，在後金融海嘯除落實多重管轄

外，更應建立新的標準作業程序。 

3. 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宜加強合作，降低各行各業參進

門檻，賦予市場更大的競爭可能性，以緩衝並逐漸矯正金融海嘯

期間政府的干預或參與經營，以及「重產業政策」的不良影響。 

 

（臺灣大學經濟系研究所顏承暉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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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稅條例」推動情形及評估 

講座：台灣綜合研究院吳院長再益 
日期：99年 5月 11日 
場次：9906-223 

 

「能源稅條」這個議題，在政黨輪替前

後非常熱門，「馬蕭」團隊競選白皮書我個

人也有參與推動。「能源稅」整個時空環境

改變的過程中，即使經歷兩任院長到現階段

均沒有被採行，前任劉兆玄院長非常推崇，

現任吳院長考量當下的環境，在「庶民經濟」

所強調的經濟還沒有適當復甦的情況下，能源稅付諸實施可能加重業

界的生產成本，包括消費者我們所要承受的汽油、柴油及油品稅賦轉

嫁到電力的成本，故未推動能源稅。目前為止好像我們的經濟已經脫

離谷底，從去年的第四季走到今年的上半年，可能在下下禮拜召開國

民所得評審委員會，敲定大致往上走，只是走得快跟慢而已。好消息

是今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可能破 5％，破 5％是很不容易的，經建會

所發布的經濟成長率通常會比其他智庫或主計處的多 0.5％以上，這

次因為在去年底的時候經建會喊出 4.8％，主計處喊出 4.3％，過不了

幾個月應該就破 5％。在經濟好轉的同時，才是討論能源稅的適當時

機。 

事實上在研議能源稅的過程中，跟 CO2、全球化的問題、「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溫室效應息息相關，京都議定書自 2005 年 2 月 16

日起正式生效，到目前為止，全球很多的國家已經將 CO2減量列為未

來的目標，馬蕭競選白皮書所講到 2016 年至 2020 年要回歸 2008 年

的水準，現在沒有人講要回歸 2008 年，改說要回歸 2005 年，2005

年與 2008 年其實差異不大。許多國家提出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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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使用兩套工具，採用行政的管制，即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

易為主體。何謂行政的管制？行政管制最厲害的叫總量管制，以總量

管制搭配排放交易，輔以財政手段，獎勵廠商，配合做有關總量管制

的措施，可得到相關的補助，例如稅捐的抵減、免稅之優惠等等，即

能源稅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依稅收中立的原則，就是不能巧立名目

擴大稅收，譬如說對一般社會大眾調降綜合所得稅稅率，或者企業界

營利事業所得稅調降。為何要調降，因為要配合做有關溫室氣體減量

的措施，為了達到要求，例如生產一噸的鋼，所消耗的能源達到政府

規範的目標，要給廠商誘因。如果我們沒有課徵能源稅，到現在為止，

台灣沒有能耐去使用這麼低廉的能源價格。以瓶裝礦泉水為例，若換

成裝石油，哪一種貴？是水貴而不是石油貴，台灣哪有本事賣這麼便

宜的石油，因此我們要適當反映合理的能源價格。能源價格應包含內

部成本與外部成本，因為我國原油大多進口而來，原油價格上漲就跟

著上漲，即內部的成本；外部成本是甚麼？它造成環境的污染，我們

就課徵環境外部成本，將之內生化，先把內部的成本合理反映，再把

外部的成本合理化，是一個漸進式的走法。台灣電力的價格全世界排

名倒數第三、第四名，只有兩個國家比我們更便宜，一個是法國，因

為它 70％~80％都是核能電力，法國的電力用不完還可賣給鄰近的國

家，它現在不是靠電力賺錢而是靠處理核廢料賺錢，賣電力是賺歐洲

人的錢，核廢料的處理則是賺世界各國的錢。 

1990 年到現在，台灣的經濟成長以年度為界限，前面是 6％後面

是 4％，CO2排放成長率接近 5％，台灣從過去到現在只有最近這兩、

三年 CO2排放量減少，且是因為經濟成長下降才減少。目前台電公司

有個做得非常好的政策叫「電費折扣獎勵節能措施」，用電量較上一

年同期零成長或負成長，依省電程度即可享有流動電費 5％、10％或

20％之「基本折扣」優惠。全世界沒有看到有這樣一個政策，這個政

策下唯一的受害者就是台電公司，這是小虧損，另一個大虧損是每賣

一度電它的成本比價格貴得多，賣的多虧損的多，這種公司還好是國

營事業，如果是民間企業早就垮。 

我國推動能源稅的經驗最早起源於 95 年，由立法院陳明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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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連署提出「能源稅條例」草案，擬針對油氣類貨物及煤炭、天然氣

課徵能源稅，以取代現行的油氣類之貨物稅及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後

政府機關也提出有關能源稅的草案。能源稅有幾個搭配措施，包括取

消貨物稅，貨物稅裡面最大的稅基也是能源，所以要課的話，一桶油

不可以課兩次。 

97 年由田秋堇委員所提出的「能源稅條例」草案，其中擬訂 25

條文，有針對汽油、柴油、煤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航空燃油、

燃料油、溶劑油、及煤炭等能源課徵從量稅，跟財政部版本稅率約略

雷同。到 98 年時，全國能源會議請我們研究院做幕後協調，在整個

會議過程中，我們也主張依稅收中性原則課徵能源稅，所謂稅收中性

原則就是財政部不能假借能源稅行擴大稅收之實，課徵能源稅過程

中，能夠改變國家租稅制度，並且改變國家產業發展到另一個不同的

階段，做一個良性的循環。最終來看，能源稅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稅額

訂定標準，我們希望從每單位熱值含碳量來評價，因為能源燃燒的過

程中產生不同的熱值，不同的能源種類、不同的燃燒，有不同的含碳

量，所以有高碳的能源、低碳的能源，有乾淨、不乾淨的能源，例如

含碳高的、比較不乾淨的能源（我們直接想到的是烏煙瘴氣的煤炭）

就須課徵高能源稅。乾淨的能源是甚麼？LNG（液化天然氣）就是其

中一種，但貴得離譜，台電賣一度電比不過 LNG 原料的成本，成本

都抵不過那要怎麼賣，所以從單位熱值含碳量做為課稅的基礎。 

以前曾有人提議對溶劑油課稅，溶劑油是生產過程投入搭配的生

產性用油，它不是消費，也不是燃料，既然不是燃料的話就不能課稅。

賦改會在 98 年的時候提出核能要課稅，對核能課稅的話就有很多問

題，例如核能課稅機制是計算其含碳量的話，它是所有能源裡面最沒

有排放碳的，為什麼要課它呢，就是原罪，因為它能賺錢，多少叫它

分攤一下，這是錯誤的。 

透過能源產品搭配隨油徵收，這些都行之有年，交通部的汽燃費

是隨車徵收，隨車徵收的費率是用汽油、燃料油每公秉、每公升多少

元，還是跟石油有關。貨物稅則是跟能源稅必然相關，有能源稅之後

就不能有貨物稅，貨物稅創造一千多億的稅收，其他例如石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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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億、幾十億都不到貨物稅的一半，所以貨物稅以外的能源相關稅

費全部加起來也不到貨物稅的一半。 

接著，討論歷年來貨物稅收，我們看 98 年貨物稅約一千兩三百

億元，假設未來能源稅實施以後，不是所有貨物稅的品目都廢除，只

留下兩個－水泥跟車輛，這兩個加起來占 25％左右，其他則跟著能源

稅全部廢止，由能源稅去抵。有人反對課徵能源稅，為什麼？我舉水

泥的例子，在國內生產水泥使用的燃料、煤、天然氣、電力，被課能

源稅造成生產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水泥進口時沒有外加能源稅的稅

賦，就不公平。事實上在亞洲國家裏比較先進的國家才會考慮推動能

源稅，或有關環境的稅，開發中國家還沒有吃飽怎麼會考慮到環境，

包括現階段的中國大陸也是談這個問題。全球要加入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這些工業國家要做 CO2減量，資金、技術都遷移到大陸，做的高

興我再來配合，大陸就這樣，而且後面跟著七、八十個國家，全球也

不過一百多個國家，這些都是工業化的國家，全球的 CO2造成的污染

這麼大，全球排放量大概有 260 億噸的 CO2排放量都是工業化國家造

成的，現在怎麼要踩煞車，競爭力還沒有發展很好，才剛要加速，就

要減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看經濟成長到哪個階段才來承諾這個

問題，所以 2020、2030 年再來討論這個問題，這是大陸的論點。下

下個月在廣州有一個國共論壇，討論環境議題，談起來很愉快，但是

談到政治就很難協商，為什麼？因為我國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所以

就無從發展 CO2的減量，但我們不能不減量，因為不減量的話，出口

產品到全球各地，人家會說你產品的碳足跡比別國家的含碳量高就要

課高關稅，這個問題很嚴重，所以不做不行，而且是非做不可。 

我們剛提到的隨車徵收，最終還是用每公升油品多少元去課，這

是過去交通部的作法，好不容易在 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我們迫使交

通部內政司的司長承諾未來實施能源稅以後，隨車徵收的汽燃費就改

成隨油徵收，為什麼？因為全天下都在隨油徵收，怎會還留下一個跟

車有關的，這不公平，而且隨車徵收就沒有辦法真正反映到油價高能

夠以價制量，這是過去便宜行事的想法，真正經濟體系來看的話這是

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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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費由環保署管理，在核算空污費的時候，出發點是汽、柴油

每公噸要課多少，因為它造成空氣污染，油品裡面有 SOX、NOX、

TSP、硫化物、氮氧化物這些相關的污染物，看多寡課徵稅費。按照

空污費費率、以空氣污染的標準分成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訂定不

同的稅率。汽油分類標準依含硫量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分別為 10、

30、50％。 

能源稅只要反映適當價格，就能保證環境的綠化。過去的能源都

沒有反映合理價格，偏向經濟方面，長期低廉的能源價格，所以能源

稅就是均衡橋樑。 

以空污費來看有移動及固定污染源，道路滿街跑有關的車輛都是

移動污染源，公司行號、工廠是固定污染源，空污費在 90 年最高約

50 億元，現已慢慢降低。 

土污費則是與油品煉製事業相關，上游叫煉油，下游叫石化，廣

義來講都跟這個行業有關。土壤、地下水的破壞，最典型的就在高雄

附近五輕煉油廠，底下有一堆這種問題，土壤受到破壞。僅次於這個

地方的是仁武、大社、林園，都是石化區。現在濁水溪下游的麥寮，

濁水溪上游的國光，未來將是國家在石油煉製上的兩大雙雄。 

石油基金主要用於政府儲油，一年加起來三、四百億元，現存的

這些油每桶都是 50 元美金以下。政府儲油，是基金裡花最多錢的項

目，其他包括山地鄉離島這方面的補助、探勘補助、研發費用等。 

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前面都是鋪陳有關能源稅搭配過程中如何

去創造稅收，這方面概括的問題，國外都是先有能源稅再有環境稅，

但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國家在課徵能源稅的時候，都是假能源稅之名

行擴大稅收之實，北歐的國家通常都是這樣子，例如丹麥有煤稅、油

稅、電力稅，再加上與環境有關的 CO2稅，廣義來講這些國家都是屬

於比較重視環境、能源的國家，所以稅收偏高。 

跟我們有關適合參考的國家大概是日本、韓國，畢竟這兩個國家

是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國，我們不可能為了使能源價格合理，而使能

源稅賦超過日、韓，尤其最大的競爭者可能是韓國而不是日本，我們

分析後發覺日本的稅賦比韓國的稅賦稍小，所以我們遵循稅賦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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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分十年的時間追上日本稅額，保障國內的生產業者。至於國

內消費的社會大眾負擔是否能夠減輕？能源稅法通過後，一年將創造

幾千億元的能源稅，我們希望把能源稅收反饋補助中低收入戶，專案

補助低收入戶，或一般社會大眾綜合所得稅或企業大眾的營所稅。日

本的環境稅目前仍然草擬階段，台灣跟環境有關的叫空污法，在經濟

還沒有成績的情況下，台灣還沒有能耐應付 CO2減量，我們要把有關

減量的目標都壓在法律上面，這是世界很多國家沒有這樣做的，若空

污法把台灣未來 CO2減量策略曝光的話，到時候對經濟傷害是非常大

的。 

很多國家在對能源相關產品課稅時，包括汽、柴油及電力，都有

配套措施，例如汽電共生在發電的效率是最好的，所以要鼓勵免稅。

目前很多歐洲國家是免稅的，台灣沒有免稅。其他如再生能源是政府

要推動利用的，當然也要提供適當的免稅機制。很多國家的能源稅收

在減稅及社會安全捐這兩大方面，未來在實施能源稅以後都能被納入

考量。 

接下來報告各單位研議的能源稅版本，我們要強調的是 95 年財

政部第一版，上半部屬於消費性的能源稅率較高，下半部屬於生產性

的能源，考慮到產品對外出口的競爭能力，所以稅賦比較低，坦白講

消費性能源稅收的貢獻比較多，因為提高稅率才能以價制量節約能

源、節能減碳。財政部版能源稅的搭配包括免稅，例如原料不是當燃

料，所以不要課稅，稅率有上下 50％的空間增減。配套包括能源稅實

施以後，貨物稅、娛樂稅喊停的時間有先後不同順序。中華民國的稅

賦在全球來看屬於中低水準，因為我們稅賦不高，所以社會福利機關

希望透過能源稅去創造更好的社會福利捐。田委員版本的能源稅，稅

額都比財政部版的稍微高一點，但是最終來看差異不大。以綠色環境

保護或社福的觀點切入，從能源稅課徵的稅額，多少回饋到這方面，

依據稅收中性的原則，一徵收一反饋，整體更良性的循環。 

目前能源稅研究的重心，一個是賦改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另

一個是經濟部委託的台灣綜合研究院。97 年 9、10 月，我主張 95 年

財政部版能源稅法草案已經訂出來，但財政部版的稅率偏低，造成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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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碳的真正效果很低，若要提高能源減碳效果，建議重起爐灶，依

單位熱值的含碳量課不同的稅率。最終希望能源稅跟碳稅合而為一，

在能源稅裡面考量能源的含碳量，就能搭著便車一路往前走。因為空

污費是環保署的，水、海洋、土壤相關污染費用都是環保署支配的，

經濟部、財政部怎麼制訂政策都沒有關係，但不適合跟環保署有關。

我剛有舉一個例子－取消汽燃費，幾十年下來交通部不點頭就是不點

頭，環保署對前述費用有特定的用途，被整併到能源稅的話，這些用

途誰來幫我去改善處理、我的政策怎麼去推動，所以一路上反對到

底。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報告指出，能源稅實施以後到最終第十年創

造的能源稅稅收有八、九千億元，目前整個台灣一年總稅收只有一兆

六千億，無法僅靠能源稅就概括所有的稅收，所有跟能源有關的主管

單位都可能反對，而且前段分析提到取消貨物稅、汽燃費…加起來都

還沒到兩千億元的額度，以這套版本課徵能源稅的衝擊度很大，因此

政府政策的擬訂一定要做整個政策衝擊影響評估。 

在中華經濟研究院提出的版本中，核能也要課稅，但核能發電沒

有排碳的問題，核能最大的問題是核安，不是核能污染的問題，核能

政策在台灣目前最大的關鍵點是核四，因此核四的問題能不能在明年

年底正式運轉沒有人知道。全世界沒有國家核能電廠停工再重新啟

動、重新塑造而能正式運轉，全球沒有案例，所以世界各國都在觀望。 

這次中華提出的環境稅，CO2的稅賦非常的高，以每一噸 750 元

的 CO2，換算成歐元大概是一、二十塊的歐元。我們把能源稅跟環境

稅組合起來，事實上稅額非常的高，也就是使用能源就要付出目前價

格的兩倍，將引發稅制高度的問題。 

我們剛講的一噸 750 元的 CO2，其實剛開始提出的版本是一噸

2,000 元，因為在溫減法草案中不遵循 CO2減量，就要罰一噸碳 2,000

元。我們提出的能源稅版本在整個研定的過程中，則是希望把 CO2

含碳量概念，能夠包含到相關的油品裡，稅賦不要超過日、韓 2008

年的價格，這樣子可以保障國內消費者跟生產者的稅賦不會比當下的

日、韓多。 

配套措施就像我們剛所講的，課徵能源稅後，當然要把貨物稅、



「能源稅條例」推動情形及評估 

•88• 

汽燃費該整併的整併，但其他基金該保留的我們都不會去碰，因為原

先基金、稅費所存在使用的，有其政策意涵，我們還是給予保留。另

外，對中低收入戶補貼，也會慢慢擴大處理。 

在規劃能源稅與環境稅的時候，最大的關鍵是如何分配這筆錢，

分配這個錢後續的影響是甚麼，包括對產業界、對消費者的誘因，跟

以後的衝擊分析。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版本最終創造出來的淨稅收是四千多億元，由

能源稅跟環境稅所創造，最終再把貨物稅、汽燃費跟石油基金扣除，

能源稅淨稅收大概是一千多億元，CO2的環境稅是兩、三千億元，但

所創造四千多億元稅收來看，帶來 CO2的減量效果大概有四千六百萬

噸，曾有學者做過相似的比較分析，每一千萬公噸 CO2在經濟上的價

值可以抵過經濟成長率 0.1％，台灣的 GNP 約 13 兆，因為 CO2降不

下去就要付錢跟國外買，我們最怕付錢還買不到。未來能夠提供交易

平台空間的就是中國大陸，全球各國均需要參與 CDM（產銷合一），

從事 CO2減量相關計畫，而能提供夠舞台的國家不多只有三、四個，

這些國家一定是地大物博、人口最多的地方，也就是大陸、印度、巴

西，歐美及亞洲的日本、韓國均以大陸為目標。 

為了達到目標，假設未來我們國家到 2025 年 CO2排放總量在還

沒抑制前約是五億兩千萬噸，我們要回歸到 2000 年的水準是兩億一

千四百萬噸 CO2排放量跟經濟成長率是亦步亦趨的關係，CO2排放的

彈性值根據歷史資料大概是 0.9 多，在早期 CO2的彈性值是超過 1 的，

也就是我國的經濟成長率是 1％，我國 CO2排放成長率超過 1％，為

什麼？因為我們台灣的能源價格沒有合理化，怎麼能創造節能減量？

現在行政院吳院長最關切的就業率、失業率，而比較具有污染性、傳

統的重化工業能創造最大的就業機會。要考慮到稅基公平，能源價格

合理化，適當的推動節能減碳，又多少能保有產業的競爭力，我們希

望能源稅先要有，然後再逐漸改善，能源稅額一下子太高會有很多的

阻力，最大的阻力將來自於工業界也就是工業總會，目前財政部版或

經濟部版應可被接受。 

我們的建議方案既然考慮到 CO2 排放，所有的標的物絕對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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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非能源的就不能課稅，課稅的範圍包括油品，但不主張對核能課

稅，因為若對核能課稅台電公司就垮台，台電公司前年已經虧了三分

之一的資本額。若我們建議採從量課徵，而且是漸進的，分十年逐漸

調整，依每單位熱值含碳量做為權數，而且生產性跟消費性兩類能源

適用不同費率，也就是說消費性稅率比較高，生產性稅率比較低，而

且稅差可以達 1:2、1:3、1:4，通常稅差很高，四、五倍都有可能。當

做原料的就不必課徵，因為不是燃料。 

能源稅是用每單位熱值的含碳量來課徵，但是非常難計算，因為

一般提到能源是採用原始單位，燃燒時會產生不同熱值，但是燃燒能

源會放出不同的 CO2，最髒的是煤炭，再來是油，最後是氣，乾淨程

度的比例是 10：8：5.8，假設煤污染的程度是 1，油大概就是 0.8，

LNG 就是 0.6，但不是很準確。假設我們依照上半段消費、下半段生

產性的取一組，以汽油為 1，這邊取一個權數，生產性的以燃料油為

1 取一個權數，再換算為每種能源的原始單位在燃燒的過程中排放出

多少 CO2，不管是用公升或立方公尺，然後依消費性的權數、生產性

的權數，也就是每單位熱值含碳量訂不同的稅額。 

有關汽油、燃料油區分，汽油是消費性的，燃料油是生產性的，

很多的國家課徵倍數差異很高，主要為保障出口競爭能力。最典型的

代表是電力，工業用電絕對比家庭用電來的便宜，大概是 75 折，而

且每次要調整電價的時候，家庭用電調整高一點，工業用電就調整低

一點，電弧爐煉鋼業就是靠這種便宜的電價，但中鋼不是，中鋼是一

貫作業，而且是汽電共生，95％都是自己的電，只有沒電力的時候，

才向台電購買，當然台電這時賣的價錢就會特別高。 

參考鄰近國家的稅額，我們最終以日韓的稅賦為目標，且不會超

過日韓，以 2008 年資料來看，日本的稅賦比韓國來得低，所以是以

日本的稅賦為第十年的稅賦目標，而且生產性和消費性能源有很大的

差異。能源稅到底在哪一年開徵？我建議是大選選完 102 年啟動會比

較好一點，有關課徵的時點，則建議與貨物稅相同，在出廠或進口時

課徵。 

相關的配套措施，則是針對產業界、消費者，把所有能源稅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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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稅收統籌再反饋。我們把能源稅稅收分配到四個區塊。第一，對

一般社會大眾，包括給中低收入補助，及綜合所得稅適當的稅率調

降。第二，產業界講的就是營所稅調降，或是配合 CO2減量相關的輔

導措施有關這方面的誘因，即相關節能減碳的設備給予補助。第三是

稅目替代，有能源稅後當然要把其他的稅目刪除。當然就是貨物稅被

替代。第四是稅制改革，這裡強調電動車免稅，另外，有關產業界的

配套，假設要做資源減量，有很多測試工作，當然要給補貼，就要靠

能源稅。歐美國家做最多的就是社會安全捐，低收入戶當然要補貼，

按家戶的人口數，以戶為基礎，搭配計算津貼。另外離島問題、大眾

運輸問題、社會保險的問題、年金的問題，都可以能源稅稅收來解決，

創造一、兩千億的金額，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能源稅條例通過後，稅額制定、相關配套，涉及能源價格合理化

與節能減碳效果，最終稅收怎麼透過產業界、社會大眾相關具體措

施，造成產業結構的改變，透過能源價格合理化、節能減碳，又能夠

對經濟成長傷害最低。如果國外沒有相類似的能源稅或環境稅的話，

我們的產品絕對處於不利的地位，這是一個競爭的過程。我們建議的

版本，區分成消費性的能源及生產性的能源，且不主張對核能課稅。

大體上工業總會、相關的產業界比較接受的是把財政部版的能源稅附

加 10％左右的碳稅，大概是能源稅再酌徵 20、30％。中華民國在一

夕之間，不可能承受能源價格大幅度的上漲，因為除了反映在能源價

格上還包括電力。我舉例告訴各位，以台電每一年賣大概兩千億度的

電力，每度電 2.5 元，所以約有五千億的收入，但買煤、LNG、油等

燃料，就花四、五千億，另外還有人事費用，台電員工大概約兩萬七

千人，目前來看的話是經濟部的國營事業人數最多的。 

這個地方我們做精細的比較，95 年財政部版汽油的能源稅，以出

廠價格加貨物稅，再加汽燃費，再加入加油站管銷的利潤然後去銷

售，我們假設財政部版新增每公升是加 7.5 元，最終的稅賦就是 16.83

元，但是利用日本的稅額就 26 元，多了快 10 元，我們建議可以從 7.5

元漲到 10 元左右，大概增加 30％左右。 

我們剛講的是消費性汽油的能源稅，而燃料油是生產性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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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賦會比較低一點，財政部版的話一公升 0.61 元，賦改會是 2.24 元，

我們的建議是加碼 20％，從 0.61 成長到 0.72 元，保障生產業者競爭

力。 

比較中經院跟台綜院所估算的淨稅收，賦改會有三千八百億，台

綜院也有一千八百億，前者是後者的兩倍還多一點。台綜院做出來課

徵能源稅對經濟影響 1.17％，未來希望能源稅實施能夠創造兩、三千

萬噸的減碳效果，賦改會是預估創造五千八百萬噸的效果，但對整個

經濟殺傷力很大，所以稅收當然也很多。 

課徵能源稅對製造業影響比較大，因為消費者就是少買少用，但

業者沒有辦法替代，我們希望在推動過程中能夠對整個國家 CO2的減

量、GDP 的影響帶來一個比較折衷的方案。 

我們最後提出給經濟部的版本，是建議稅制改革完成後，僅剩下

水泥跟車輛的貨物稅，還有環保署主政的空污、水污、土污費用。產

業界相關配套措施，則不管是一般製造業還是中小企業，未來節能減

碳的設備，我們應給設備補助的誘因，或是輔導相關計畫。有關社會

安全捐比照歐美的形式，希望從能源稅裡面分一些預算，來做有關社

會安全給付的準備。從消費者來看的話，包括有中低收入戶、離島、

及大眾運輸等補貼，都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從能源稅裡面反饋回

來。實施能源稅最終能夠創造出淨稅收大概一千八百億，回過頭來用

之於產業界跟消費者、社會大眾，這個稅收不能留在財政部，這是我

們堅守的稅收中性原則。馬總統表示今年是節能減碳年，推動很多節

能減碳的計畫，能源價格最終一定要合理化，如果沒有推動能源稅的

話，國家要談能源價格合理化、能源政策，是緣木求魚做不到的。希

望未來行政團隊能早日推動實施能源稅，使環境跟經濟透過能源稅取

得平衡的橋樑，這是我們的訴求。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孫馨徽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未註冊著名商標在公平交易法上的適用─以德國及歐洲商標及競爭法的處理方式作為借鏡 

•92• 

未註冊著名商標在公平交易法上 
的適用─以德國及歐洲商標及 
競爭法的處理方式作為借鏡 

講座：德國國際法律事務所（Heisse Kursawe 
Eversheds ）魏律師馬哲（ Matthias 
Wetzel） 

日期：99年 6月 29日 
場次：9907-224 

 

李委員禮仲很謝謝你的介紹及邀請，才

能在這裡演講。各位學者、專家，我很高興

今天有機會來報告未註冊著名商標在公平

交易法上的適用問題，但是我的中文並不

好，所以我還是用德文演講，今天辛苦我的

太太跟我來這裡擔任翻譯，謝謝大家。我們開始吧！Thank you! 

一、前言 

特別有成效的市場以及行銷策略往往與賣方跟顧客間存在有效

率的溝通有著緊密的關係，因此作為溝通核心而且容易讓人記住並且

有廣告效果的著名商標，其作為產品來源及特色的承擔者，就會成為

產品在國內及國外市場銷售成功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然而隨著商標

的著名，其在國內及國外遭受到他人利用的危險會愈來愈高，尤其是

某些人會故意將他人努力的成果利用在自己的目的上面，而這個情況

尤其會發生在企業沒有將他的商標註冊的國家之中，而使得這個商標

的保護發生了一個漏洞。對於商標以及商標擁有者的危險存在於下面

的情況：例如第三者故意將著名商標用在自己的貨物或服務上面，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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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沖淡原來著名商標（損害其區別力）或者是損害了著名商標的

聲譽。另外商標擁有者亦有可能會成為「偷竊商標者」的犧牲者，也

就是說第三人故意將與著名的商標註冊完全相同或極近似的商標，以

自己名義加以註冊，然後對著名商標擁有者或其他的顧客採取法律行

動，或者藉此對於商標擁有者施以壓力，要求原來商標擁有者去購買

這個商標或者授予其著名商標的獨家代理權。在德國法院就不正當、

惡意的商標登記，尤其是將國外已經使用的著名商標用自己的名義登

記的情況，在過去幾年德國法院就做不少的判決。在這個背景之下，

本演講將探討未註冊著名外國商標的擁有者在被偷竊商標的情況之

下，是否可以依照德國法律或依照歐盟法律在德國受到保護。對此，

本演講將以德國商標法以及有關保護未註冊著名商標的相關法規為

基礎，來介紹德國對於未註冊著名商標依照他的著名度在面對已註冊

及使用相混淆的商標時在德國他所受到的保護。更進一步將要以德國

高等法院所做的判決為例，介紹已使用或在國外著名的商標在面對第

三人註冊或使用相類似的商標時，依照競爭法他所應該受到的保護。 

二、德國商標法對於未註冊商標的保護 

在德國除了註冊商標之外，「表徵」－也就是已使用的標識，以

及巴黎公約第 6 條的「眾所周知著名商標」皆受德國商標法的保護，

而不需要在德國商標專利局的註冊。也就是說，在德國交易上共同認

知的著名商標，在一定的特定界限下，已經代替了註冊商標。即使他

是沒有受註冊的還是受到德國商標法的保護。在德國「註冊商標」是

歸商標法保護的，未註冊商標還是歸德國商標法保護的，至於未註冊

的商標，又可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所謂的「表徵」，也就是說長期已

經使用但沒有註冊的標章；而第二類是所謂的「眾所周知的著名商

標」。這兩類通通是屬於德國商標法上未註冊的商標，可是還是屬德

國商標法所保護，其所受到的保護程度跟已註冊商標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要先介紹關於剛剛所講的第二個「眾所周知的著名商

標」的保護，到底在德國是怎麼樣受保護的？「眾所周知的著名商標」

是明文規定在德國商標法第 4 條第 3 款，其規定屬於巴黎保護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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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公約第 6 條的「眾所周知的著名商標」亦受到德國商標法的保護。

一方面德國商標法對於這種「眾所周知的著名商標」的保護並不是以

在德國國內實際使用為前提，只要這個著名商標達到「眾所周知」的

知名度的話，就會得到德國商標法保護，也就是只要這個商標是屬於

在國外達到「眾所周知」的知名度的話，原則上應該也會受到德國商

標法的保護。然而另一方面德國法院亦從判決中要求這個「眾所周知」

的知名度，必須這個商標在德國也要具備「眾所周知」的知名度，換

言之，假如這個商標只有在國外具有「眾所周知」的知名度的話，還

是沒有辦法得到德國商標法的保護。 

此外，德國商標法第 4 條第 3 款對於「眾所周知的著名商標」的

知名度也有相當高的要求，所謂「眾所周知」的概念，依德國的理解

必須是達到德國相關交易範圍的普遍認知，假如只是單純的德國的商

標及專利局的官員知道這個商標的話，還不能夠滿足所謂「眾所周知」

的要求，從而這個「眾所周知」的商標必須是在德國國內相關交易範

圍內，可以作為具有產品識別能力的區別標識。假如是要以百分比來

表示的話，依照德國判決這種所謂「眾所周知」的知名度，必須達到

百分之六十才會達到「眾所周知」的要求，不過也有一些德國學者認

為為了要保護外國著名商標，對這種「眾所周知」的要求應該達到「表

徵」的著名程度就已經足夠。 

現在我們要介紹德國第二個未註冊但受保護的商標，也就是所謂

的「表徵」。「表徵」是規定在德國商標法的第 4 條第 2 款，其所保護

的「表徵」是指在營業交易上所使用的標識，而且這個標識在相關的

交易範圍內會因為使用而成為交易上共同認知。即使從商標法的第 4

條第 2 款的條文文義無法明確得知，不過從這個條文的重點可以知道

德國商標法對「表徵」的保護，重點在於這個標識已經使用，且必須

在德國國內達到交易上共同認知的知名度，假如這個標識只是在國外

使用，而且在國外達到交易上的共同認知的話，那麼他還不能獲得德

國商標法作為「表徵」的一個保護。德國法院對於所謂的「表徵」，

係指該標識達到的「交易上共同認知」要求，就是要求這個「標識」

必須在相關交易範圍內的「知名度」達到 16％ 至 70％之間，才會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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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德國商標法所謂的「表徵」，並且受到保護。對於不同知名度的

要求乃是根據該標識標章原來的「識別力」跟「區別力」以及該標識

標章須保留給「公眾自由使用」的程度而定。假如該標識具有高度的

「區別力」而且沒有保留給「公眾自由使用」的必要，則對於他在相

關交易範圍內的「知名度」只須達到 15％到 25％，就可以在德國商

標法被視為是「表徵」而受到保護。相對的，假如該標識有保留給「公

眾自由使用」的必要的話，依照目前德國法院的判決，達到獲得「表

徵」的保護所要求的「知名度」就必須達到 50％以上。 

現在要介紹的就是關於未註冊商標在德國商標法所受到的保

護，也就是說依照德國商標法的規定第 4 條第 2 款、第 3 款所保護的

未註冊商標，亦即剛剛所介紹的「表徵」或者是「眾所周知的著名商

標」。原則上「表徵」及「眾所周知的著名商標」所享受的保護與已

經註冊的商標在德國是相同的。也就是說這個未註冊商標的擁有者可

以像已註冊商標擁有者一樣，得以對抗第三人對於該商標的使用，以

及對抗第三人登記相同或混淆之虞的近似商標。依照德國商標法第 4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受保護的未註冊商標所有人，也就是剛剛所講的「表

徵」或者是「眾所周知的商標」的所有人是可以禁止第三人於與未註

冊商標相同商品或服務上，登記或使用與未註冊商標相同的標識；以

及可以禁止第三人於與未註冊商標相同或相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登

記或使用與未註冊商標相同或相類似的標識，而使得公眾有混淆之虞

或者在觀念上有引起聯想之虞者。還有就是「表徵」或「著名商標」

的所有人也可以禁止第三人於與未註冊商標不相同的商品或服務

上，登記或使用與未註冊商標相同或相類似的標識；假如這個是涉及

到一個國內著名的商標，而且使用這個商標將會構成一個無正當理由

以不正當的方法利用或減損著名商標的區別力及評價者。 

依照早期的程序，較晚登記的相同或有混淆之虞的商標與較早存

在的「表徵」，兩者產生衝突的時候，只允許「表徵」的所有者向民

事法院對於較晚之登記商標者提出註銷之訴，而不可以提出異議。不

過，目前這個規定已經廢除了，從而較早存在而沒有登記的「表徵」

所有者，也可以如註冊商標所有者一般，得以對於較晚登記的商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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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商標專利局提出異議或向民事法院提出註銷之訴。亦即可以就這

兩者之間作擇一的選擇。然而就他人違法使用註冊或未註冊商標，而

使得原商標所有人得以對之提出不作為請求（也就是不再使用這個商

標）以及或告知請求（也就是要求這個違法使用商標的人告訴原商標

所有者到底他過去作多少違反商標的事情）以及所謂的損害賠償請

求；目前這三個請求，不作為請求、告知請求及損害賠償請求仍然是

歸屬於民事庭。 

現在想先作一個小結，德國商標法對於未註冊商標乃是包括「眾

所周知著名商標」以及經由使用而獲得交易上共同認知的「表徵」。

這兩者通通都是與註冊商標一樣的在商標法上享有一樣的保護，都可

以禁止第三人對於這個商標使用及登記。依照德國法院的見解，未註

冊商標也就是「眾所周知的著名商標」及「表徵」在德國是否受到保

護，其決定性在於這個商標在德國的交易上的「知名度」。商標在國

外的「知名度」以及其在國外的使用，對於這個商標在德國能不能受

到保護並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個

外國的著名商標，在德國沒有註冊及使用的情形之下，還可以達到德

國法院所要求的在德國境內交易的「知名度」，而在德國獲得商標法

的保護，也就是說這個外國著名商標，假如是在德國沒有註冊跟沒有

實際使用的話，那麼其實不大可能可以達到所謂德國商標法所要求那

麼高的「知名度」，而去獲得德國商標法的一個保護。 

三、德國競爭法上對未註冊商標的保護 

剛剛有提到，外國著名商標在德國沒有註冊或實際使用之下，沒

有辦法達到德國法院認定的高「知名度」而獲得德國商標法的保護，

因此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在德國競爭法上對於未註冊商標的保護，也

就是說假如這個企業他所擁有的商標在國外，但不是在德國擁有相當

的「知名度」及形式上的註冊，而這個外國企業對於在德國遭受到偷

竊商標者的一個侵害的時候，在德國是可以基於競爭法來加以防禦

的。其法律基礎是基於原先的不正競爭防止法的第 1 條，也就是現在

的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4 條第 10 項的規定，“從事一個不允許且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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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行為，而且故意阻礙競爭者＂。 

過去幾年德國法院對於企業在國外所擁有的已經使用且著名的

商標，由於在德國已經被他人註冊相同或者有混淆之虞的相類似商

標，而使得這個外國企業在進入德國市場時候遭受困難或阻礙的情

況，在德國法院就曾經以競爭法作了不少的判決，並且近年來更有增

加的趨勢。 

在我們進入討論未註冊商標在德國競爭法的適用之前，我們想介

紹一下德國競爭法跟德國商標法的競爭關係。首先必須解釋，德國商

標法和德國競爭法之間，彼此是有衝突的關係，還有彼此適用的情況。 

依照德國商標法第 2 條明文規定：「依本法對於商標的保護，並

不排除其他法律對於該商標的保護的適用」。由於德國商標法第 2 條

明文規定就是商標的保護並不排除其他法律對於該商標的保護的適

用，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基於商標法第 2 條，德國商標法應該要優先適

用競爭法，只有在商標法規範不足的地方，才可以適用競爭法。不過

就目前我們今天演講所提到的關於惡意註冊商標的情況，目前德國法

院的判決及實務上都認為德國商標法與德國競爭法是可以同時並存

適用的。 

對此，德國最高法院對於自 2004 年所新引入的惡意商標註冊不

予保護（德國商標法第 8 條第 2 項第 10 款）以及因此允許商標擁有

者得以向德國專利商標法院進行的註銷訴訟外，亦同時允許商標擁有

者得以基於不正競爭防止法向民事法院採取的註銷程序。換言之，在

德國法院目前實務上是允許直接向德國商標法院進行註銷程序以及

向民事法院請求註銷程序這兩個程序同時存在；而當事人則可以擇一

程序行使。實際上允許這兩個同時存在，在惡意註冊商標的案件上是

有存在的意義的。因為允許當事人也可以向民事法院提起註銷訴訟，

其原因在於對於有些相當複雜而且有一些部分具有爭議的事實，其向

民事法院提起競爭訴訟比直接向德國專利商標法院提起註銷訴訟，民

事法院更能夠對於這種爭議事實做出全面的釐清以及公平的決定。再

加上偷竊商標者違反競爭的行為可以使原商標所有者提出不作為請

求、損害賠償以及其他請求。這些三個請求原本就是屬於民事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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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範圍，因此如果商標擁有者向專利商標法院提起註銷訴訟的話，

將這導致相同的事實卻由不同的人去決定；相同的事實除交由德國專

利法院去決定外，對於對抗惡意商標的有效暫時性的保護以及法律的

不允許卻只能夠向民事法院提出。因此允許受到商標侵害的當事人直

接向民事法院提起註銷程序，還是有存在價值的。 

現在要開始介紹就是商標已經被惡意註冊的話，在什麼時候的情

況之下是可以適用到競爭法？換言之，可以適用競爭法的前提是第三

人也就是竊取商標者已經知悉該商標在國外已被使用，並且該商標已

作為有價資產？還是第三人（也就是竊取商標者）必須具體認知外國

商標擁有者意圖將他的標章在未來亦在德國使用，或者商標註冊者只

需從外在環境知悉外國商標擁有者意圖進入德國市場，才可適用競爭

法？也就是說剛剛提到的這第三個人他在註冊的時候，是不是必須已

經知道這個商標已經在德國國內或國外已經使用的，或者是說他這個

商標的註冊已經到影響原商標所有者他的有價的資產，或者是說這個

商標的註冊者，必須具體認知這個商標擁有者他打算在德國境內使

用，那麼這個情況之下才可以去適用到競爭法上面的不正當禁止的原

則。 

對此，德國最高法院所建立的第一個原則是所謂的無「一般已使

用權」。依據目前已確定的德國最高法院判決，商標註冊者所為的商

標註冊並不會被視為是「不正當」的，假如商標註冊者已經知悉他人

實際使用相同或有混淆之虞的近似商標在相同或類似的產品上。無論

該實際使用在德國或國外，這個商標註冊者的註冊都還不會構成「不

正當」。也就是說基於在德國國內、國外實際使用商標所衍生出來「一

般已使用權」，在德國商標法及競爭法上並不加以保護。然而下列行

為則有可能被視為違反競爭法：倘若已經使用或在國外知名的商標已

是具有保護價值的「有價資產」，而商標註冊者（偷竊商標的人）將

與已經使用或在國外知名商標相同或有混淆之虞的近似商標，以自己

的名義登記在相同或類似的產品或服務上面，並且知悉這個商標乃是

在國外已使用且是具有保護價值的資產，而且沒有正當的理由，並且

是為了達到破壞原商標使用者的資產的目的的話，這個行為就會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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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去加以處理。 

現在要介紹就是惡意註冊商標在德國競爭法上適用的一個案

例，對此我們現在要先回到介紹德國最早的一個案例，就是

“Modess＂案例，該案乃是德國最高法院在 1966 年 3 月 23 日所作出

的判決。事實是說原告（美國的公司）其生產衛生棉並自 1925 年起

以“Modess＂商標在美國及國外（但不包括德國）銷售。被告（德國

企業）亦生產衛生棉，並且用這個“Comelia＂商標在德國國內及國

外銷售。1950 年被告在德國就其所生產的墊肩以“Modis＂標章向德

國專利及商標局註冊登記。1954 年其又將該“Modis＂商標擴大登記

在原料，繃帶以及衛生棉上面。原告因此就對於這個德國企業提出一

個禁止銷售的請求，以及要求被告同意註銷“Modis＂商標。原告（美

國公司），認為德國企業將“Modis＂商標用在衛生棉上面，乃是一個

不正當而且違反競爭法的行為。被告（德國企業）的目的是為了阻擋

原告將來以“Modess＂商標進入德國市場。還有被告在註冊

“Modis＂標章的時候，已經知悉原告（美國公司）及他的子公司數

年來都一直在使用“Modess＂商標。這個“Modess＂商標雖然在德國

未達到交易上共同認知的程度，不過“Modess＂商標在世界上已經可

以視為是「眾所周知的著名商標」。被告在註冊“Modis＂商標的時

候，已經知道原告打算將“Modess＂商標未來在出口衛生棉到德國時

加以使用。即使被告打算將這個“Modis＂商標用在自己生產上面衛

生棉，然而被告所生產的衛生棉已經使用“Comelia＂商標，所以

“Modess＂商標對於被告（德國公司）而言應該是故意作為，也就是

故意去防衛及封鎖美國的“Modess＂商標進到德國市場所做的一個

商標登記。 

被告（德國企業）就駁回原告的主張，其認為原告（美國公司）

根本沒有打算將來在德國使用“Modess＂商標，並且認為該商標在德

國根本沒有人認識。此外被告主張將“Modis＂商標登記在自己生產

衛生棉上面是有一個正當理由的，因為被告（德國企業）對於

“Modis＂商標已經投資了 800,000 DM 的廣告費。然而本來使用這個

“Modis＂商標的墊肩市場已經萎縮了，為了確保對於這個“Mo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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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的投資，因此被告（德國企業）才打算將“Modis＂商標作為其

生產的衛生棉的第二個商標。 

對於這個案件德國最高法院在判決中首先強調，單純的認知第三

者已經使用該商標，商標註冊者所做的一個商標登記還不會構成所謂

的競爭法上面的「不正當」。必須商標註冊者已經知道第三人所使用

的商標已經對第三人本身而言是個具有價值的資產，其所作的商標登

記才會構成競爭法上的「不正當」。對此，德國最高法院對於「不正

當」的成立發展出一個雙重要素，亦即主觀及客觀要素。首先客觀上，

第三人（在這個案子就是指美國公司）對於商標的使用必須達到一定

的範圍及品質，而且該商標必須對第三人而言乃是一個「有價的資

產」。也就是對於美國公司而言，該商標是一個「有價的資產」。是不

是該商標是一個「有價的資產」呢？可以依商標的知名度，

“goodwill＂，已經使用的期間，以及對該商標所為的實際的投資作

一個整體判斷。來決定該商標是不是對於第三人而言是個「有價資

產」。再來，主觀上，商標登記者在登記商標的時候，必須知悉該商

標已透過第三人（美國公司）的使用，而且該商標對於第三人（美國

公司）而言是一個「有價的資產」。 

在這個“Modess＂案的判決中德國最高法院就將上述的標準用

在審查只具有國外知名度，但是在德國國內沒有知名度的國外商標

上，也就是說一個不正當的行為也可以適用到競爭法，倘若這個侵犯

乃是針對一個外國標章，而這個外國標章雖然在德國國內沒有被使

用，但該標章在德國以外的國家及在德國境內的專業領域及商標登記

者之間享有交易上面共同認知的知名度，則在德國國內登記與該商標

有混淆之虞商標在同一類的產品上面的話，將會視為是一個違反商業

道德的阻礙公平競爭的行為。假如商標登記者意圖藉此透過商標法阻

礙已經使用在國外著名的商標進入德國的話，並且這商標登記欠缺任

何充分合理的理由。德國最高法院在判決中並且強調，對於世界交易

上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商標，以及對於第一次在交易上面出現而且尚未

在任何地方使用的商標，這兩者透過商標登記所造成的阻礙，在競爭

法上面不可用相同的基本原則來加以評價。所謂的競爭法上的世界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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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則，乃是建立在競爭法上具有價值資產的商標上面，他不受特定

國家國界拘束，即使說商標所登記的產品沒有在這個經濟領域銷售，

但是從商標擁有者意圖可以看出來，未來將會將其產品銷售到該地，

則該經濟領域也是受到競爭法的保護。在本案該商標擁有者的具有保

護價值的利益必須在競爭法上受到承認，以確保其在世界上著名的商

標可以使用以及與其相連接的廣告價值的充分利用。該商標擁有者利

益將會藉由他人透過以違反競爭法的方式而受到侵害，假如該商標的

使用在這個地域上基於形式上的商標法（也就是被第三人商標登記而

有使得他的商標使用）而被阻礙，而使得原來的商標擁有者在商標法

上沒有任何保護的利益可以去請求。 

對於未註冊著名商標在競爭法上的適用，其最新的法律發展就是

在 2008 年的“Akademiks＂判決。德國最高法院在該案中針對過去幾

十年法院判決對於「具有保護價值的資產」所作出的一個要求，再作

了一個強調跟整理。從而「具有保護價值的資產」必須以此為前提，

亦即系爭已經使用的標章已經在德國國內有成就的使用，或者在國外

具有交易上共同認知度，並且達到相當的知名度。這樣的話，這一個

之前所存在的標章就是在德國競爭法上認為的「具有保護價值的資

產」，一旦去登記了這一個標章的話，只要是惡意的，就會受到德國

競爭法的處罰。 

另外在德國競爭法可以適用的案例是指違反目的的運用「禁止他

人使用商標權」作為競爭的手段。實務上，比起剛剛的前述的案例，

也就是競爭法上必須有具有保護價值的資產，例如像國外已經使用的

著名標章來作為保護對象。後面的這一個類型反而是在競爭法上比較

具有意義，而且較常做的處理方式。這個類型特別是存在於違反競爭

的商標登記，也就是惡意登記。商標註冊者利用基於商標登記之後所

衍生出來的一個本來跟競爭法沒有關係的一個禁止他人使用權作為

一個競爭的手段。再解釋一下，就是說這個惡意商標登記者先去登記

該商標，登記了商標之後，因為在德國已經登記了該商標之後就有一

個禁止他人同樣使用該商標權的一個權限，然後利用其權限作為競爭

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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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類型將在此介紹德國最高法院於 1966 年 11 月 11 日所

做的“Siroset＂案判決。在之前提到“Modess＂案公佈之後，一家澳

洲公司（就是本案的原告）針對其新發展的製作流程在澳洲登記一個

“Siroset＂商標。原告（澳洲公司）打算將登記為“Siroset＂商標的

製作流程在德國尋找購買使用權的買主，被告想向原告（澳洲公司）

去取得“Siroset＂商標的製作流程一個獨家代理權，當原告（澳洲公

司）明確告知被告，其只授與給被告一般使用許可時，被告（德國公

司）即以自己的名義在德國註冊登記“Siroset＂商標，藉以脅迫原告

授予其獨家代理權。因為在德國註冊“Siroset＂商標之後，原告（澳

洲公司）就不可以在德國用“Siroset＂商標放在其原來製作流程上，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競爭法的問題。本案這個被告也已經知道原告（澳

洲公司）在其他國家也有在使用這“Siroset＂的商標，然後透過登記

該商標（即在德國登記“Siroset＂的商標）想要脅迫原告（澳洲公司）

授與獨家的代理權。在這案子中最高法院認為這個被告的行為（以自

己的名義登記“Siroset＂商標的行為）是不正當的，而且阻礙公平競

爭的，並且法院在判決中並不是依照“Siroset＂商標是不是在國外著

名的程度與否來決定，而這是非常令人驚訝的地方，因為在判決裡面

其實法院曾經也認為“Siroset＂商品的商標之製作流程，其實在專業

領域中是具有相當的明顯經濟上利益的。而是德國最高法院在這個判

決中作出一個決定性的見解，也就是說被告（德國企業）在德國所做

的一個商標登記並不是為了原告（澳洲公司）的利益，其實目的只是

在為了與原告（澳洲公司）在做契約的協商的時候可以取得更有利的

地位。從而最高法院就認為被告的行為是一種惡意的「封鎖故意」，

也就是透過商標的登記而使得他人不可以再使用這個商標，這種惡意

的「封鎖故意」則會構成違反公平競爭。之後根據最高法院的見解，

被告的商標註冊其實只是作為與原告契約協商的時候的一個脅迫手

段，以便在原告不願意給予被告獨家授權的時候，透過商標的註冊而

使得原告在德國也無法再使用這個“Siroset＂商標。因此最高法院就

認為被告對於“Siroset＂商標並沒有個人利用的正當利益，而且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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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產生有成就的事業銷售，從而被告的商標登記是違反了競爭法

的。 

從該判決導出一個結果，也就是說違反公平競爭也存在於行為人

沒有個人合理的理由，特別無個人具體的使用目的，明顯的知道第三

人對於該商標有使用的意圖，並且將這個商標以自已的名義去登記，

以達到禁止他人使用這個商標而且達到特定的一個商業行為的目

的。目前實務上只要這個行為人以惡意的方式在德國註冊在國外已經

使用的商標的話，依照過去德國法院的判決都會以這個方式來加以審

理。其理由在於假如你要去證明第一個案例的「具有價值的資產」，

你必須花到相當高的費用，而且假如因為你在德國國內沒有使用該商

標的話，那麼你就必須在這個案子中證明該商標在國外交易上具有相

當共同認知知名度，為了避免遭受舉證“在國外具有相當交易上共同

知名度＂的困難度，大部份的外國商標使用者就會作一個妥協，也就

是說他會以這個第二個類型，現在我們講的類型，去控告對方，來避

免萬一我這個外國的商標舉證「在國外具有相當的交易上共同認知的

知名度」失敗的話，就沒有辦法獲得一個競爭法上的保護。所以就原

則上，假如是有該商標在德國被註冊的話，通常外國的商標擁有者會

利用第二個類型去控告德國企業。 

現在我要介紹一個“王致和＂案子，這是我自己當律師代表原告

（大陸北京的王致和公司）所處理的案件，這個案件乃是在 2009 年 4

月 23 日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邦高等法院所作出的判決。在審理的

時候，這個案子曾經是在北京受到很大的矚目，甚至曾經上過北京的

中央電台報導這個案子如何在德國被處理的情況。原告（就是我的當

事人）是中國北京著名的香料及調味料的製造商，其所製造醬油以及

調味料是以圖片及文字商標「王致和」在中國註冊，並且「王致和」

的產品有部分是銷售到外國。原告在中國及外國都有註冊登記「王致

和」商標，不過在德國並沒有註冊「王致和」商標。並且原告的「王

致和」商標在中國大陸也曾經是由中國商標局視為所謂的「著名商標」

而加以註冊的。從 2003 年起原告將其附有商標的產品，就是這原版

的黃色商標，間接透過一個中國的代理商賣給在德國註冊的一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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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是本案的被告），被告再將原告的產品在德國出售。2005 年

11 月被告在沒有經過原告的同意下，將原告的標章以相同的內容向德

國專利及商標局以自己的名義在食品類第 29、30 項註冊為商標。基

於這個註冊行為原告（北京的王致和公司）對被告提出不作為請求、

商標的讓渡以及假如這個案子無法解決的話的一個商標註銷的請求。 

被告（德國公司）對於這種註冊商標行為加以辯解，其所做的商

標註冊乃是避免原告以外的第三人在德國註冊「王致和」商標，並且

藉此對於原告（北京的王致和公司）採取控告的法律行動。並且被告

又辯解其到目前為止事實上只有出售原告原廠商標的產品，其根本沒

有意圖出售不是來自原告個人產品的意圖。而巴伐利亞邦地方法院以

及作為被告上訴法院的巴伐利亞邦高等法院通通都認為被告的行為

已經違反公平競爭。不同於之後的巴伐利亞邦高等法院的觀點，巴伐

利亞邦地方法院認為原告的商標（也就是大陸的「王致和」商標）是

具有價值的資產。其可以從原告是屬於中國主要的香料及調味料的製

造商，而且產品也已經銷售到全世界，可以得出原告的商標是具有價

值的資產。也就是說在這個案子裡面，巴伐利亞邦地方法院是認為原

告的商標是具有價值的資產；但是巴伐利亞邦高等法院則並不認為原

告商標是具有價值的資產。不過在這個案子中，巴伐利亞邦高等法院

及邦地方法院兩級的法院通通都贊成原告將系爭商標以違反公平競

爭阻礙他人的方式加以登記，已是違反目的的將「禁止他人使用商標」

權作為競爭手段加以濫用。也就是說，巴伐利亞邦高等法院跟邦地方

法院都認為被告行為是符合了我們現在講的第二個類型的情況。巴伐

利亞邦高等法院認為被告不僅知悉原告已經使用「王致和」商標，而

且被告在德國的商標註冊其實乃是為了確保被告作為原告產品唯一

的進口商，並且預防將來無法獲得原告的產品的時候可以脅迫原告

（北京的王致和公司）繼續提供產品給被告。被告的主張，透過其投

資的努力使原告產品在德國獲得確保，並沒有辦法正當化被告的商標

登記。還有其實我們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除了針對競爭法外，曾

經針對說這兩個商標是不是一致來做一個商標上面的一個爭議。後來

這個案子並沒有適用商標法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案子其實有個特別



 

•105• 

點，就是在大陸是非常著名的著名商標，可是在德國卻是沒有很有名

的，所以在這案子裡，我代表原告時就不再是依照商標法處理，而是

依照競爭法處理。這個案子結束之後，因為原告打贏了這個官司，所

以假的商標在德國就被註銷，之後這大陸「王致和」公司馬上在德國

商標局以「王致和」商標加以註冊，來保護自己的商標，以免再發生

一樣的情況。 

最後我想介紹今天最後一個案例，就是德國最高法院於 2008 年 1

月 10 日所做的“Akademiks＂案的判決。原告乃是於 1999 年建立的

一個美國公司，主要是生產“Hip-Hop＂服飾。1999 年 6 月其在美國

註冊一個文字圖片商標叫做「Akademiks USA」；被告同樣也是出售

“Hip-Hop＂服飾，且在 2000 年 10 月在德國註冊相同的「Akademiks」

商標。在訴訟程序中，原告主張即使“Hip-Hop＂服飾以「Akademiks」

商標在市場上出現時間並沒有很長，可是其已經獲得非比尋常的一個

成就；在 2003 年其銷售額已經達到 100 萬美金。而「Akademiks」商

標在被告以自己的名義登記之前，在 2000 年的時候在美國及歐洲的

專業人士中該商標已經是非常著名，由於原告本來即打算將其產品以

「Akademiks」商標在德國出售，並且這個計畫也沒有在被告面前隱

藏，所以原告就主張被告在德國所為的「Akademiks」商標登記乃是

一個法律濫用。 

現在進入到法院判決部分。這個案子最高法院是判給原告勝訴，

而且認為原告除了不作為及其他請求之外，也可以依照不正競爭防止

法第 3 條、第 4 條以及第 4 條第 10 款以及第 8 條請求被告註銷德國

的「Akademiks」商標。最高法院首先認為，前審法院（慕尼黑巴伐

利亞邦高等法院）認為本案並沒有「具有保護價值的資產」的觀點是

正確的。巴伐利亞邦高等法院在判決中已經闡明，原告並沒有提出足

夠的證據證明說他的商標在短期內已經在美國達到「交易上共同認

知」的知名度，而且最高法院又繼續加以說明，原告他在 1999 年在

美國使用「Akademiks」商標的時候，商品乃是在 2000 年上市的，因

此最高法院就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原告在極短的時間，也就是從 1999

年 6 月份到被告登記商標是 2000 年 10 月之間「Akademiks」商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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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已經可以達到交易上共同認知的相當知名度。雖然這案子沒有辦

法達到第一類型的情況，也就是這案子裡面並沒有達到所謂的「具有

保護價值的資產」，不過最高法院認為這個案子可以成立第二類型的

情況，也就我們現在在討論的類型，然後最高法院並且藉由這個案子

再將類型二的前提又特別加以說明，也就是說假如商標登記者對該商

標已在外國使用已經有所知悉的同時，亦可以從客觀上得知外國公司

意圖將該商標在可預知的將來在德國使用，則該商標登記者所作的一

個商標登記就可視為是違反公平競爭。最高法院強調在具體的案件中

此亦符合一般的生活經驗，在美國市場銷售良好的服飾也可能將來在

德國境內銷售，因此雖然並不是說所有在美國新上市的服飾都可以自

動認為將來可預期都會在德國出售，可是本案的事實乃是一個特殊的

情況。而且當原告從一開始即以「Akademiks」商標銷售產品獲得相

當好的成果的時候，原告也有可能在短期內在美國以外的專業領域獲

得著名的名聲。對被告而言，因為被告自己本身就是追求美國市場發

展服飾的一個廠商，對原告的銷售成就應該可以得悉的，因此被告應

該可以得知原告打算在短期內將這個產品在德國境內銷售，所以被告

故意的在德國境內註冊「Akademiks」商標的登記行為，就可視為是

一個違反公平競爭的一個行為。 

在此就本次演講作一個最後的結論。「著名商標」也就是之前剛

開始講的「眾所周知的著名商標」或者「已經使用的表徵」，即使沒

有在德國註冊，也會享有德國商標法的保護。此外，在外國已經使用

的標章也可以在德國受到競爭法的保護。對此，德國法院發展了兩個

類型。就是第一個類型，保護具有相當價值的「有價資產」以及剛剛

講的禁止他人以違反目的的方式來註冊商標。因此其在短期間內到德

國市場發展的外國企業也將不用擔心會成為在德國偷竊商標的犧牲

者，在這些情況下都可以適用競爭法去受到保護。不過另外必須注意

的是，保護當事人避免受到「偷竊商標者」的侵害，其實這是一個比

較例外的情況。原則上在德國及歐洲的商標法並不承認當事人擁有

「已使用權」，也就是說你已經使用該商標並不表示你就有權利禁止

他人使用該商標，還有其他的適用標準。在德國商標被註冊能不能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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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競爭法，往往必須依照個案的情況去做決定的。今天這是我的演講。 

謝謝各位。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整理並經翻譯人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系謝助理教授如蘭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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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兩件大事--購屋與生前契約-- 
履約確保的法律真相 

講座：真理大學財經法律學系謝副教授兼系主任
杞森 

日期：99年 7月 27日 
場次：9908-225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好，很高興有這個

機會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人生的兩件大事－

購屋和生前契約，購屋是很有經驗，但生前

契約還沒有經驗，現場如有實務的先進等下

可以就契約內容分享。 

為什麼會想談這兩件事，當初我買房子時，在跟業務談了後，就

請他拿契約書給我，看了一下有點意見，就問他是不是可以修改契約

內容？因為本身是念法律的，希望找個學法律的法務人員，這樣也比

較好溝通，但因為當初找的仲介公司規模比較小，所以公司就沒有法

務人員；再來我就請問他說，誰可以同意修改契約內容？他就說經

理，請問您們經理在嗎？他說不在，我就問他說那要找誰，這時他就

說你到底要不要買？後來我就說再跟他聯絡，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就簽

約，還好整個交易過程都還順利。契約內容如何設計，是一個蠻大的

學問，不管站在業者或消費者這一方。 

第二件事是往生契約，引用「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的電影，這

部是日本電影，男主角本木雅弘飾演，原本在東京交響樂團擔任大提

琴家，因樂團某種原因突然解散，就失業回到鄉下，在報紙上看到「旅

途協助工作」的徵人廣告，以為是旅遊業而前往應徵，意外當場獲得

錄用。詳問之後，才知道原來應徵的是禮儀師，禁不住社長半強迫半

利誘下說服，他為了生活的問題，不情願地開始這份工作，一開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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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太能夠適應，但在親身經歷一場場送行儀式後，他漸漸瞭解到禮

儀師妝扮往生者「走上來生旅送」的重要意義。因為他從小的時候父

親離開在外面，媽媽也一直不原諒他，在一次他幫往生者化妝處理後

事完回家後，得到他父親往生的消息，他本來很訝異怎麼忽然間有父

親的消息，而且說他父親已經往生，所以半信半疑就趕往他鄉，看了

以後果然是他的父親，因為他父親手中握了一顆石頭，小的時候父親

帶他在河裡撿石頭，所以深深的記著那顆石頭，因此看到父親往生時

還握者那顆石頭，當下非常的感動，原來父親還是非常想念他，不是

就這樣拋棄他們母子，因為是家屬，總是比較悲傷，一般人會認為比

較不適合處理這樣的事情，所以他們就請別的禮儀師幫忙處理，別家

葬儀社禮儀師來就跟他問一下就很輕率的把父親的遺體搬進棺木

裡，結果發現父親沒有化妝及整容，未處理好，當下很生氣就把他們

趕走，替自己的父親送行。 

所以在生前如果就能夠先處理好這些問題的話，就不用讓下一代

的子孫為了處理這些事情有不同意見而爭吵。往生不是只有老年人，

棺木是裝死人不是裝老人，曾經有一個媽媽懷孕約 7、8 個月，胎兒

也已經成形，但因為懷孕過程不是很順利就流產了，後來就去開刀取

出，最後胎兒也交由醫生處理，家屬後來決定要把小孩子安葬好時，

醫院卻已經將胎兒當醫療廢棄物處理掉。 

基本上往生契約在法律上或許有不同的看法，我個人其實蠻肯定

目前有些比較有規模的葬儀社所做的努力，但因為法律的規定並不周

延，可能還有一些地方值得做深入的探討。 

購屋和往生契約其實都很傷腦筋，這樣的商品很難去詢價、比

價，比如說坐計程車是按里程跳表，因為很難去詢價、比價，同樣的，

大多數的人可能一生只有一次購屋的經驗，像剛所舉例，購屋時很難

去比較，因為我太太就是指定要那一間，等於就是被仲介綁住。 

不管是買房子還是生前契約大概有個共通點，買房子很少說一次

就拿幾百萬、幾千萬的現金給對方，尤其有些人要辦貸款的話，就是

還要分幾期，在這過程當中，當然會擔心錢給了，但最後房子不辦理

移轉登記該怎麼辦，當然這個時候房屋仲介就會跳出來說有履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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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以這會有預收款的問題；而有些殯葬業者的往生契約依後來通

過的殯葬業管理條例規定，有 75％要交付信託，這是我為什麼會把這

兩個放在一起講，是因為這兩個都是交付信託。  

針對消費者預付款，當然會擔心公司或業者倒閉的風險，但我們

知道旅遊業者是透過「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以下簡稱旅行

業品保協會）」連帶保證，就是當公司倒閉沒有辦法出團時，旅行業

品保協會有可能會有一些賠償，但對旅遊的品質保障，個人也是有些

看法只是一直沒有時間去討論的問題，有一初淺的想法是說，如果在

公司或公家機關上班請假，預計下個月要休假兩個星期，也找好旅行

社，後來旅行社說出不了團或是出團前一刻護照不見，而這兩個禮拜

的假沒有辦法安排到別的地方，這就已經不是把錢退還可以解決的，

精神上的不愉快不是旅行業品保協會所能處理的。 

另外私立學校學生的保險 98 年 1 月 22 日訂有「私立學校投保履

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以確保學生就學權益；而金融機構的履約保

證，對於票證的問題，例如向百貨公司購買禮券等等，錢已經先付，

但後來對方沒有辦法履行債務內容時怎麼辦，因為涉及的問題很大，

不在我今天討論的範圍。 

購屋通常是賣方透過仲介公司，仲介公司透過建築經理公司把買

方先給付的訂金存放在建築經理公司，或是信託給銀行來管理這筆

錢，若賣方房子不移轉登記給買方，而把房子賣給別人，買方因此沒

有辦法取得房屋所有權所造成的損失，該如何處理？ 

公平會在 96 年的處分書提到；被處分人於房屋仲介廣告宣稱「成

屋履約保證」、「風險歸零」，就其服務之品質、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

處新臺幣 120 萬元罰鍰。 

在處罰的理由中有提到，有關「履約保證」一詞，於現行法令固

無明文規定之定義，惟既採用「保證」一詞，自須合乎法令規定或一

般社會共通之概念，而非自行發明、詮釋之說法。「保證」之定義，

依民法第 739 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

務人不履行債務時，由其代負履行責任之契約。」，本案系爭廣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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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履約保證」，並佐以「保證銀行」、「風險歸零」等文字說明，

足令一般交易相對人對之產生「買賣交易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所有或主

要之風險，均由服務提供者或保證銀行所承擔，而買方或賣方則毋須

負擔該等風險與責任」之認知與期待，所以做成這樣一個處分。 

公平會的處分是說明現行法無明文規定之定義，能引用的就是民

法第 739 條，事實上履約保證現在已經存在法律條文，而在私立學校

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第 3 條之規定：「私立學校以其本身為要

保人，為學生之利益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已經把「履約保證」之字

放進法律條文，是 98 年 3 月 13 日公布的辦法。剛公平交易委員會的

處分書是 96 年作成，所以在 96 年當然看不到在法律條文提到有「履

約保證」保證用語。但這個地方跟前面公平會處分的案子不太一樣，

在這案例，業者當初使用「成屋履約保證」，按照公平會意見，應用

民法保證的定義來做說明，其實所謂的「保證」這兩個字，除了民法

債篇各論剛講的規定外，有些刑法的學者也喜歡用「保證」這兩個字，

即所謂「保證人地位」，譬如說帶小孩子去海邊，或老師帶小學生去

海邊玩，結果發生溺水的情形，老師就有義務去救助他們，如果沒有

去救助他們，就要負刑事責任，像林山田教授在的刑法通論裡面就講

到「保證人地位」。「保證人地位」不是刑法用語而是學者的用語，林

山田教授因為是留德所以翻譯一些德國的名詞過來，但翻成中文後是

不是跟當初德文相同的意思是有點問題。 

依房仲業者提到的，「成屋履約保證制度簡單的說，就是○○房

屋在買賣雙方同意保證責任範圍內的前提下，由銀行出面保證，讓買

方得到清楚的產權，屋主也得到應有的價款，並由○○建築經理公

司，以公正的第三人角色處理所有事項，做好資金保管、監控與流程

控管，如果交易過程中任何一方有違約的事情發生致無法履約，經查

證屬實，則銀行將出面，依保證書約定，負應有的責任，將買賣交易

風險降到最低」，本來這家仲介公司只是好意優先推出這樣的制度，

只是可能在整個廣告或契約簽訂的過程中稍微誇大一些，而公平交易

委員會認為事實上不可能做到這麼多的保證。這個案例檢舉人是賣

方，因為買方違約在付了頭期款、二期款後就沒有付款，賣方認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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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損失，而且要解約也沒有辦法解約，房子也沒有辦法再轉賣給別

人，所以賣方就主張仲介公司應負履約保證的責任，因為買方不付

款，仲介公司就應要想辦法，而保證的銀行應該要把錢給我，然後你

們再去追討，所以這是跟我們一般所想到的，本來所謂的「履約保證」

底下要保證的是買方，因怕賣方不把房子的產權移轉登記給買方，但

這案例情況反而是相反。 

公平會做成這樣的處分，如果哪天買方已經把第一期價款、第二

期價款交給賣方，但賣方不辦理移轉登記給買方時，而且把房子賣給

別人，這時候是不是買方可以跟賣方主張要負履約保證的責任？ 

剛提到的有關交付預付款給賣方後，怎樣確保買方的權利，98

年 1 月 23 日公布「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是法律位階，跟剛剛提

到「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是行政命令，其法律位階

不一樣，在「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有規定「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

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所以未來這樣的案子再進公平會，可能就

沒有辦法用相同的理由說「履約保證」這四個字不是法律用語，因為

顯然已經變成法律用語，只是在「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所要保證

的程度的問題？是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像這樣

的規定套到殯葬管理條例裡，假設如果今天殯葬業者倒閉，因為有 75

％信託給銀行，往生的話大不了就是錢拿回來而已，可是我們比較要

強調的一個問題是：今天為何要跟殯葬業者簽生前契約？子女可能不

孝、可能有一些紛爭，不想把錢留下來讓他們幫我辦後事，甚至於他

們可能把那些錢隨便花掉，草率幫我處理，所以今天找殯葬業者簽訂

生前契約要的是甚麼？要的就是幫我完成整個往生的儀式，這是我在

乎的。像「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比如說悠遊卡現在可以儲值，

或是百貨公司預收錢，這些錢你是先交給公司，公司拿去使用或交付

信託，倒閉大不了就把錢還給你，你要的還是那個錢，可是今天我跟

葬儀社簽訂的生前契約，我要的不是說如果今天有問題把錢還我就了

事，如果這樣的話，你把錢給我我人都往生，由我的子女來繼承幫我

辦後事，何必先把錢交給殯葬業者，大可把錢留下等子女長大，再把

錢給他們幫我辦後事就好，所以內政部在訂「殯葬管理條例」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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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簡單的就規定 75％收到的錢交付信託，事實上在殯葬管理條例內，

對消費者的保障不是規定的這麼詳細，有些學者也曾寫過相關文章探

討這問題。 

我個人一直以為比較好的作法應該是說：殯葬業者不管是找銀行

或信託業者信託，信託後如果殯葬業者倒閉，銀行或信託業者就應拿

者這些錢去找另一個殯葬業者，來幫我履行契約內容，而不是把錢還

給我，當然我們的業者能不能進步到這樣的程度就是要看怎麼樣去談

判，其實我還蠻樂觀的看待這件事，就是說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當然可能會發生一個問題，例如今天把錢 75％部分信託給信託業者、

銀行，業者拿了錢後，簽約者往生且殯葬業者倒閉後，業者要再找一

家殯葬業者，相關費用及保管費這筆錢要不要給付利息，可不可以利

用信託的資金再去做進一步的投資，在「殯葬管理條例」條文未規定。 

在「殯葬管理條例」規定 75％交給信託業者管理，只講管理未講

運用，可是曾經看過一家業者，有關生命事業金錢的契約書第一條內

容，會將向消費者收來的錢 100％交付給受託人，由受託人依本信託

的意旨及約定條款為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及運用，也就是跟信託業

者簽訂的契約內容是管理、處分及運用，但「殯葬管理條例」只講管

理，就是由信託業者幫殯葬業者管理這筆錢，這家業者是 100％而不

是 75％信託，當然有利於消費者，應該是可被允許的，但契約書裡是

講管理、處分跟運用，是否跟「殯葬管理條例」的規定有所出入？當

然有所出入，因為加上了處分跟運用，如何去處分、運用？當信託業

者進一步將這筆錢去轉投資購買一些金融商品時，如果出了問題該怎

麼辦？而去運用產生更多的收益歸誰的？內政部所負責的「殯葬管理

條例」裡，只講管理未講運用及處分，在法律上的效果會是怎樣？恐

怕就有待以後法院來做認定，這是很麻煩的問題，因為牽扯三者的問

題，消費者跟殯葬業者簽約，殯葬業者的信託給信託業者，消費者先

把 30 萬給殯葬業者，殯葬業者對這 30 萬就有所有權，消費者對業者

只有取得一個所謂債務履行的請求權而已，如果沒有辦法履行也只是

請求把 30 萬返還，而不能主張對那 30 萬有所有權，就算把鈔票號碼

都記下來，也並不代表錢就是消費者的，所以當殯葬業者拿了去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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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這個問題我一直認為內政部並沒有針對去處理，有點遺憾，因

為當初並沒有參與這個草擬的過程，我不清楚他們內部對信託了解到

甚麼程度，法律上一句 75％信託，這樣寫很簡單，但衍生的相關問題

該怎麼解決，最初是否有找金管會、法務部去討論這些問題，這個地

方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20 條：「第 18 條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

履約保證，係指發行機構應就持卡人儲存於電子票證之金錢餘額，與

銀行簽訂足額之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因為涉

及到的都是金錢的問題，不是提供像剛講的往生以後一些儀式的服

務，所以比較單純。 

殯葬管理條例第 44 條，應將該費用百分之七十五依信託本旨交

付信託業管理，我一直認為不是真正的信託，因為信託有一個很重要

的信託目的，譬如說拿一筆錢去銀行買基金，投資基金或其他投資等

等，要買歐洲的還是美洲的，一定要有一個目的，而你的目的就是想

賺錢，當然不一定能保障賺錢，有可能有風險也可能會虧損，在契約

書裡面就會規定清楚，今天信託業者在盡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下，風險是要由消費者去承擔，除非業者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損

失才要賠償，但信託業者就不會倒？要在殯葬業提升消費者的信賴，

不能只有單純的把錢信託交給信託業者而已，如果當殯葬業者閉倒，

可以由信託業者去找，或透過其他業者來幫忙履約，消費者可能會比

較容易接受，身為一個消費者一定會希望銀行出來做實質履約保證，

如此一來成本會增加，就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生前契約的價格可能

就會提高，因此這個問題並不是只有業者的問題，而是說消費者再教

育的問題。 

我個人是非常重視消費者的再教育，以前在公平會服務時，曾經

有一次，因為公平會通常都是對業者做宣導，怕業者違反公平交易

法，可是消費者的問題很大，而那時候還沒有成立消保會，消保法也

還沒有通過，所以就有一個計劃要對消費者做宣導，讓消費者知道自

己的權利，就請各縣的縣政府再透過各鄉鎮把消息散播出去，在縣市

政府裡面辦一個公平交易法的宣導，呼籲消費者知道自己的權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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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多層次傳銷，所謂直銷的權益保障的問題，而我就去雲林做宣

導，但顯然要宣導給消費者的管道不夠，所以後來就決定去學校教

書，因為可以把這些相關的訊息教給學生。 

成屋履約保證，為什麼會談成屋，因為預售屋是另外一個問題，

預售屋付款的方式跟成屋買賣付款的方式，買方跟賣方都有不同的立

場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成屋履約保證剛講過就是說，買方今天先付

第一筆價款、第二筆價價款、第三筆款後，除了剩下的尾款，都已經

給賣方，賣方拿到後要去辦移轉登記給買方，買方才有辦法去銀行辦

理貸款，因為要拿房子抵押，所以賣方一定要先移轉登記，當然賣方

也會擔心移轉登記後，買方尾款不給付時怎麼辦？這個地方我們的法

律真的也沒有辦法去幫你解決這個問題。現行一般實務的做法，會請

買方開本票，放在代書或建築經理公司，等到貸款撥款後，錢給賣方，

賣方才會把本票還給買方，本票很好用，裁定或強制執行即可，不像

支票、匯票要另外起訴比較麻煩，成屋這種已蓋好的房屋通常是有辦

理產權登記，通常是買方會比較擔心錢給之後，賣方將房子移轉登記

給別人。 

其實在土地法裡，有「預告登記」制度，預告登記的運用其實就

可確保買方的權益，土地法第 79 條之 1：「聲請保全下列請求權之預

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一、關於土地

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即買方給第一筆錢的時，就要求

登記名義人即賣方或屋主，出具同意書給買方到地政事務所去辦預告

登記，登記表示已經跟你買，我已經給你一筆錢，而你同意讓我去辦

預告登記。預告登記有一個法律效果是說：「前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

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

效。」，也就是說買方去辦理預告登記，賣方也同意讓買方辦理預告

登記表示買方跟賣方買，賣方如果再賣給第三者，這第三者就不能夠

對抗買方，買方只要把後面尾款付清就取得房屋所有權，後來跟屋主

買的人，沒有辦法取得房屋所有權，為什麼會有土地法第 79 之 1 的

規定？當初就是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買方先把錢付出去擔心

賣方不願意辦移轉登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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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

除之效力，只能排除剛講的賣給第三人的情形下，回到今天所講的往

生契約，要的是幫我辦理後事的殯葬業者倒閉，希望信託業者來幫我

辦理後事，而不是單純把 75％信託的錢還給我或給我的繼承人，因為

我可能不信任繼承人，這才叫信託，所以信託的目的是在背後真正的

履行；同樣的我真正要的是房子，而不是說到時候賣方不移轉登記

時，你只是把錢退還給我這還不夠，所以我們的現行法早就有了這樣

一個規定。 

土地法第 79 之 1，我一直覺得蠻遺憾的就是有這樣一個這麼好的

制度在，為什麼現行實務仲介業者都不會運用，賣方出具同意書或許

比較麻煩，而同意書上是不是蓋他的章涉及到印鑑，而這又是別的問

題，當然預告登記一樣還是要規費，就是手續煩鎖就可以確保買方的

權益，我是不清楚業者在利用這個制度的頻率有多高，這跟消費者也

有關係，如果很多的消費者知道這樣的制度，就會提出這樣的要求請

業者幫忙處理，對買方非常好的確保。當然有學者提到說，所謂的履

約保證，像是成屋履約保證，要保證房屋會不會漏水、有沒有其他瑕

疵等，我個人就不以為然，因為履約保證要不要負到這個程度，如果

未講清楚，就回到我們前面公平會對仲介業者講的履約保證因為沒有

講清楚保證到甚麼程度，而作成處分，所以要講清楚不保證房屋交付

之後會不會有漏水的問題，房屋本身物的瑕疵的問題應該是出賣人本

身要負的，即在買賣上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因此即便是透過信託履行

保證，也不保證房屋不會有漏水的問題，因為不是仲介公司的問題，

當然仲介公司若願意連這點也保證的話更好，但成本變高、風險變

大，就會把轉嫁到消費者買方，當然可以。又回到消費者教育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希望在整個教育過程當中法律的再教育，政府能有一些作

為。在公平會的期間，看了美國公平會處理的一些案子，曾經在一個

案例，啤酒商打出啤酒廣告宣稱啤酒的泡泡是位於下面，於是有個年

輕人就買了很多啤酒請朋友喝，跟他們說我買的新產品啤酒的泡泡是

位於下面而不是上面，但一打開泡泡都浮上來，因此就去聯邦貿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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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檢舉業者欺騙、不實廣告，後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就認為這應

該是常識，消費者也應該知道，而沒有對業者做處分，美國聯邦貿易

委員會裡面有一個消費者保護局，所以消費者保護也有在管理，但跟

我們不太一樣，我們是後來才成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

會針對這個案子後來就講了一句話：聯邦貿易委員會不是消費者的奶

媽，消費者要長大，不可能百分之百鉅細靡遺的去保護所有的消費

者，只要是會造成個人的誤會就全部處分。當然我們公平會在處理個

案的過程裡面，也不可能把消費者應該多少盡的注意義務都交由公平

會來承擔，只是說我們消費者的再教育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回到剛說的土地預告登記制度，我不知道在座的業者先進，是不

是可以把這個問題放到簽訂契約之前跟雙方說明，我是覺得這個制度

蠻好的，但不去利用是蠻可惜的，也就是說在簽訂契約的過程中，把

這個制度放進去，讓買方去選擇要不要用這樣的一個制度，讓賣方了

解不要想要有投機的行為把房子轉賣給別人，要轉賣給別人可以，但

要負損害賠償責任，這對買方是一個非常大的確保，當然土地法是講

關於土地權利移轉，這在實務上是可以擴及包含房屋，房屋跟土地的

移轉登記在我們民法物權篇採用的是登記生效要件，這個地方土地可

以登記，房屋也可以登記，是一樣的法理，並不因為講土地移轉登記，

預告登記就只針對土地而沒有房屋，所以學者擴張解釋這個地方是土

地包含房屋，但要小心的一點就是土地通常不會有物的瑕疵擔保的問

題，但房屋會有物的瑕疵擔保的問題，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變成在

締約的過程當中應該要先跟消費者講清楚，預告登記只有針對房屋產

權的部分，至於房屋是不是輻射屋、海砂屋、會不會漏水都是另外一

個問題，如果要我來幫你承保的話，可能收費是不一樣的，當然還是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這樣一個不同的理念加進來後對成本會提高多

少，這可能需要進一步做精算的統計，不過相信透過市場的競爭機

制，也許這個地方的風險就由業者自己吸收下來也說不定，這有點跟

保險一樣，是要透過大數法則，可能發生的機率多高、利潤多高，要

不要把成本吸收下來，其實我一直覺得這個地方可以透過這樣一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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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另外一個蠻可惜的是金融業、信託業還蠻保守的，如果說金融業

者、信託業者也願意承擔這樣的風險時，可以收一些管理費、手續費，

這也會是利潤之一。在這提一下類似風險的行業－健康檢查、瘦身美

容、旅遊契約。 

健康檢查也是類似的問題，以前我在公平會看過一些案子講往生

契約，殯葬業者透過多層次傳銷的方式，也就是直銷的方式銷售往生

契約，早期兩岸還沒有接觸時，有些業者用多層次傳銷的方式推銷產

品，主打的對象就在一些老兵身上，這些老兵有些在來台灣的時候沒

有結婚，但我們傳統的觀念很在乎往生後有沒有人來祭拜、後事要葬

在哪裡這些問題，所以就加入這些傳銷，然後又一併拉軍中同袍加入

會員，後來陸續一些老兵就開始往生了，往生前就透過同袍幫他留意

業者是否有在他往生後幫他履行契約的內容，後來發現部分業者就算

有履行也是辦得比較草率，更過分的是連辦都不辦，當這些同袍向業

者主張權利時，業者就認為以他們軍中同袍的身分在法律上沒有可以

主張的權利。 

同樣健康檢查也有類似的情形，健康檢查也是要排時間，若倒閉

沒有辦法檢查、或債信不良、資金周轉不靈、健康檢查特約醫院都跟

它解除契約，因為等待遲延而沒有即時檢查出問題，責任由誰來負，

這已經不是說倒閉把錢返還的問題，現在社會已經有進步到這種消費

方式出現，政府不能說都不管。 

雖然剛講的學生保險和電子票證的問題已經有相關的法律，但法

律都還是停留在金錢返還的問題，私立學校變成要信託以後，銀行幫

忙保險，也講得很清楚是一個保險，但私立學校倒閉關門之後學費是

退還給學生，消費者看這個條文就知道權利只有到這裡，當然學校倒

閉的話，教育部可能也會把學生轉到其他同等級的學校就讀，如果別

的私立學校願意接過來的話，為什麼信託業者不找其他的殯葬業者把

它承接過來，而新承接的殯葬業者的利潤就在那個地方，當然或許成

本會提高，引此要把這些相關的問題讓消費者了解，同樣的對健康檢

查的風險在哪裡，當初可能沒有人家的提醒也沒想到那麼多，最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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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中間耽擱的過程健康出了問題。 

瘦身美容還比較其次，只是外觀沒有美容到而已，當然錢也是預

收，也加入會員，以前處理過的一個案子裡面，因為先生去檢舉，太

太一年花了多少錢，除了當會員外還一直推銷課程、買保養產品。所

以今天預收的錢要到信託業者做信託。所謂的履約保證，保不保證瘦

身、美容更美？不可能，所以這個地方不是透過立法去解決這樣一個

問題，而是要在整個締約過程中，公平會常講的資訊透明化的問題，

進一步告知風險在哪，當然有些消費者會不服氣說你的廣告明明這樣

子寫，結果簽訂契約時才跟我說跟廣告不一樣，當然這個地方可能就

會有所謂不實廣告的問題，如果說廣告大致上講了一下，其他都看契

約約定跟之前告知的義務盡到甚麼地方，我個人是比較傾向在整個廣

告上可能要稍微保守，提供一個願景給消費者，可是不要誇張到後面

不是你能夠承保負擔的責任也全部都把它攬下來，我看了一些相關文

章裡面，甚至有學者認為海砂屋、輻射屋是不是屬於履約保證的內

容，我對學者的看法非常不以為然，這當然不是，怎麼可能會去保證

到那種程度，其實就是有點保險的概念，透過大數法則，曾經我們公

司成交的多少案子、賺了多少錢，透過大數法則來精算，是不是要幫

你做這個保證，有些學者會引美國的制度，但美國是一個保險非常發

達的國家，我一直認為在我們台灣保險還有再成長的空間，當然這跟

國民所得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國民所得可以再提高的話，很多地方事

實上都可以透過保險。 

旅遊契約我們剛才也提過了，去年元旦找了一家旅行社預定去黃

山，因為剛好碰上元旦假期價格會貴一點，不一定能出得了團，因為

擔心可能會成不了團，所以開始就跟業務人員確認是否能順利成行，

業務人員也說沒有問題，在刷卡後到要出國的前兩天，才說因為有 4

人退出沒有辦法成團，我哪有辦法去找另一家旅行社跟團，後來我問

其他 4 人退出的原因，因為對價格有意見，顯然這 4 人連訂金都沒有

付，但我當初問他時，他說其他人都付錢，這已經不是廣告不實的問

題，而是在締約過程中有沒有盡到資訊透明、有沒有告知的情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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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只是要錢嗎？不是。而且這間旅行社沒有倒閉，所以我也不可能

向旅行業品保協會請求賠償。最後的結論就是一般民眾法學教育跟法

治的宣導我覺得真的是蠻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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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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
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 

講座：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顏副教授廷棟 
日期：99年 8月 17日 
場次：9909-226 

 

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從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

有兩個重點，一個是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另

一個是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主要探究的對

象就是公平法對加盟制度的規範、現行運作

的情形、公平法的規範有何缺失，及日後改

善的方向。 

在探討這問題前要先把台灣加盟產業的現況做個簡介，依照經濟

部商業司委託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所做－2009 年提升連鎖加盟

總部競爭力計畫產業資料建置的報告，提到 2008 年台灣的連鎖加盟

產業產值約合台幣 1.7 兆，總共有 1,624 家連鎖加盟總店，總加盟店

數為 75,442 家，有 180 種業態都有利用這種加盟體系的制度，或許在

數量上不是全球最高的，但以人口密度，卻是高居世界之冠，很多上

班族中途轉業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入加盟，這是創業的基礎，同時也是

一個全世界潮流趨勢，等下會跟各位介紹日本，現在在大陸也是掀起

一股加盟的風潮，10 月份要去上海參加亞洲競爭法論壇，我大概也是

講這個題目，但會加入一些大陸的資料，目前也看到大陸加盟的糾紛

開始出現，不管是日本、韓國、台灣，還是中國大陸加盟都是蓬勃發

展，但在蓬勃發展的同時，衍生了一些糾紛類型，所以各國的主管機

關也都預先對加盟產業作一些規範。 

以我國公平法現行對於加盟關係的規範來說，現行加盟的規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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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分成兩大類，在講規範前先談加盟會發生糾紛的原因，可以區分在

締結加盟契約之前及締結加盟契約之後這兩個階段來看：在締結加盟

契約前，即在加盟招募的過程當中，還有締結加盟契約之後，實際在

交易關係上，這兩個階層會發生甚麼樣的問題？ 

在締約前想中途轉業、想成立加盟店者，相對加盟總店，即所謂

的加盟業主，是處於交易資訊弱勢的一方，換過來說，加盟總店或加

盟業主對有意創業的相對人，是處於資訊相對優勢地位，例如加盟店

需要專業技術，包括商標、專利的授權，還有製作方式，這些加盟店

對加盟業者都是相對弱勢。也就是說，在加盟過程當中、在簽訂契約

之前，若加盟總店、加盟業主對有意成立加盟店的交易相對人，有隱

匿或提供不完全交易資訊的話，會讓有意成立加盟店的交易相對人陷

於風險評估的錯誤，這種情況目前公平會訂了一個「加盟案件處理原

則」，在「加盟案件處理原則」內，課以加盟業主在加盟招募過程，

對交易相對人負有資訊揭露義務。 

但另一個問題點不容忽視的是，在締結加盟契約後，加盟店處處

仰賴加盟業主，形成經濟倚賴關係，若加盟業主有濫用交易上的優勢

地位，課加一些不合理、不利益的交易條件，加盟店往往只能夠接受，

而這種情況下的相對優勢地位，目前公平會的「加盟案件處理原則」

未介入，也就是從規範的時點來說，現行「加盟案件處理原則」是僅

止於締約前濫用資訊相對優勢地位這一點，而締約後濫用交易相對優

勢地位是沒有介入，這是否妥當？公平法應否去介入規範締約後濫用

交易相對優勢地位？這也是今天報告的另一個重點。 

在檢討公平法相關規範跟實例案例之前，先從比較法的觀點來介

紹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會拿日本當比

較法的對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在各國的競爭法中有，允許競爭法

主管機關可以直接介入交易條件是否不公平、不合理的競爭法制，目

前只有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而德國、法國的價格管

制令雖然有用到相對優勢地位，但不是主管機關可以直接介入管制交

易條件是否合理、不利，而是對中小企業不能做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也就是說它們相對優勢地位是差別待遇的概念，如果這是差別待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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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則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就可以規範，行政機關不是司法機關，

但卻可以去介入私契約，調整私契約權利義務，這在私法自治原理下

是特殊例外，全世界大概只有日本獨占禁止法有一個禁止濫用相對優

勢地位規範，今天既然要探討締約後有沒有必要去介入規範濫用交易

相對優勢地位，就不得不拿日本獨占禁止法來做比較對象。第二個理

由是，公平會「加盟案件處理原則」第 2 點及第 4 點說明提到，在民

國 88 年制定時，即以日本獨占禁止法相關處理原則當作一個依據、

一個繼受法，參考日本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所以當初我國制定時是

照日本獨占禁止法相關處理原則，從繼受法、母法的觀點來看，更有

必要拿日本獨占禁止法來做比較檢討對象。 

先講相對優勢地位的沿革，本來是一個競爭法主管機關介入私法

領域的法條，一般來說人民私權跟私權有爭議是要透過法院，為何日

本會允許競爭法主管機關，即便是準司法機關，可以介入調整私契約

自由、權利義務的對等，這有必要先談歷史背景。日本在 1950 年代

陷入經濟蕭條，很多大企業重要的軍需品都委由一些中小企業承攬製

作，但後來大企業因為不需要這些產品，就不支付對價給中小企業，

引起中小企業一片愁雲慘霧，形成一種社會問題，這時若遵守傳統由

法院去裁判的話，像一個民事糾紛、對待給付不平等、暴利行為，在

一、二、三審後，可能就經過三、五年，因此從程序正義的觀點來看，

日本在 1953 年就增訂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在不公平交易方法裡訂

定「不當的利用自己交易地位」之禁止規定，其法條又授權日本公平

會公告一般指定第 14 項，列舉 5 款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違法行為類

型，本來當初制定相對優勢地位，只是一種輔助的相關規定，並不是

正常的規定，但日本存在傳統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二重結構的產業結構

問題，即大者恆大、小者恆小，除委外承攬事業外，後來像大規模零

售商向供應商收取上架費，甚至於所謂的專利授權、銀行金融機構對

貸款企業，也都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所以在 2009 年修法時，將原一

般指定第 14 項從行政規則的位階，調整其違法構成要件，並分別改

列於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第 6 款第 5 目，做成法律的規

範位階。第 5 款內就具體規範何種行為構成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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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款第 5 目則是一個概括規定，除了第 5 款外，有其他濫用行為類型，

經公平會指定後，認具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也會構成違法行為。相

對優勢地位濫用情形在日本是相當嚴重，在台灣除了大規模流動性的

供應廠商外，最近公平會也在考慮是否去制定委外承攬之給付價金遲

延防止法，而加盟總店對加盟業者有無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也開始看

到，所以嚴格來說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定，在日本、台灣都已經看

到重要性。 

相對優勢地位濫用的構成要件可以分為兩個－形式構成要件與

實質構成要件。 

形式構成要件有三點：1.必須交易當事人一方對另一方有優勢地

位。2.濫用優勢地位的行為要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3.行為是屬於濫

用。在日本的一些處理原則都會具體列舉一些濫用行為的類型，所以

2.3 點在判斷上比較沒有問題，比較有問題的是何謂優勢地位？它是

一種相對優勢性，要求行為人不一定要具有獨占、寡占的絕對市場力

量，只要當事人的一方對他方具有相對的優勢性，從日本相關的處分

和判例來看，有個概念就是經濟依賴性，亦即當事人之一方不能與他

方維持繼續性交易關係，會招致事業經營困難，因此對於他方當事人

提出顯然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即陷於不得不接受之情況下，通常可認

定存在有相對優勢地位關係，或許有點抽象，待會從經濟分析的觀點

跟各位報告，為何在產業間會形成相對的優勢性。 

第二個是實質構成要件，相對優勢地位既然放在競爭法的規範體

系，所以必須跟競爭有關係，一個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如何去影響

公平競爭？歷來日本學說對這一點爭議最大，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只是

當事人雙方間交易條件不對等的問題而已，如何會去牽扯與市場周遭

的競爭環境有關，競爭法內的競爭行為不外就是第 19 條的差別待遇、

杯葛、限制交易對象、限制經銷區域、搭售等，這是會影響到市場競

爭，可是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只是交易條件不對等，沒有限制銷售對

象、銷售區域，跟競爭法又有何關係？日本學說在這裡向來都引起很

多爭議。日本公平會在 1982 年制定不公平交易方法案件處理原則，

訂出要探討公平競爭阻礙性前，要先探討何謂公平競爭？公平競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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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1)事業之間彼此要互相可以自由競爭，一方對他方沒有妨礙他

事業參與市場競爭（自由競爭狀態的條件）；(2)任何一家事業都可以

依照價格、品質及服務之效能競爭手段，以建立市場競爭秩序（公平

競爭手段的條件）；(3)每個參與市場活動的交易主體對於是否交易及

交易條件，擁有自主的決定權（自由競爭基礎的條件）。一個事業如

果不能自己決定商品的訂價、行銷策略，這個能在市場上自由競爭，

所以市場上要保持公平競爭一定要具備上述這三個條件，換句話說，

任何一個事業對他事業去侵害上述這三個競爭條件之一者，就是具有

公平競爭阻礙性。在侵害自由競爭狀態條件，常見的就是維持轉售價

格；另外在事業依照價格、品質及服務之效能競爭手段競業，一般來

講行為不法，例如用欺罔的方式或是利誘去奪取競爭者的顧客，這是

競爭手段的不公平；至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就是納入第三點上，在濫

用他方當事人對自己有經濟倚賴性，不得不接受一些不合理的條件安

排，必須去壓抑、限制相對人的交易自由，這種情形下，濫用相對優

勢地位行為，顯然是侵害交易主體對於是否交易及交易條件之自主決

定權，因此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公平競爭阻礙性，是侵害自由競爭的

基礎條件，這是日本公平員會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公平競爭阻礙性

的見解。 

從法律觀點來看還是蠻抽象的，倒不如從另一個觀點－經濟產業

的觀點來看，為何市場間會發生相對優勢地位？不是有契約制度？若

契約制度規範的一清二楚，如何會在締約後產生不公平的交易條件？

經濟觀點分析可以從三點來看： 

1. 箝制問題（Hold-up Problem），在經濟學上有所謂的人質（Hostage）

跟陷入（Lock-In）的效果，相對地濫用發生的產業背景是繼續性

的交易，例如委外承攬、加盟、授權，具有長期性、繼續性，一

旦建立繼續性的交易關係，例如加盟或供貨商對大型零售商供

貨，之後這些廠商生產的商品、各種投資、技術授權都是針對這

種加盟體系、這種大規模的流通事業，其成本是屬於經濟學上的

沈沒成本，所投下去的生產設備很難去轉為其他用途，這種類似

人質被綁而陷入繼續性債務關係，由於生產設備、人員沒辦法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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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他用途，因此發生這種箝制問題後，往往會任其擺布，而無

法做交易地位對等的商談。 

2. 減少投資誘因：雖然民法規定契約因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

立，不論是明示、默示，但那是一種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契約，而

在這種繼續性，其產業的契約有種特色，是不完全契約

（Incomplete Contract）（或稱不完備契約），繼續性交易關係因為

要維持很長一段期間，但在產業經濟特性裡，契約往往很難去預

知將來市場變化情況、產業的走勢，因此契約不完成性。若契約

不完全性再加上交易人本身投機行為的傾向，就會在締結契約前

隱匿、提供虛假的訊息，因此考慮到不完成契約、投機行為取向，

若沒有一個規範去防止，投資者將會減少投資，而對整個社會經

濟的福祉是損失的。 

3. 排他效果（Exclusionary Effect）：是跟箝制（Hold-up）問題相關，

因為繼續性交易關係形成無法轉換交易對象，更何況有些繼續性

交易有違約金，造成交易相對人被綁死，而對於其他加盟總店的

競爭者而言，它沒有辦法輕易轉換交易對象，變成其他的加盟總

店沒有辦法找到交易對象，形成參進市場障礙（Barriers to 

Entry），從這來看，這種相對優勢地位濫用某個程度還是會去影

響水平市場的競爭。所以關於相對優勢地位，競爭法主管機關有

介入管理的空間。 

加盟制度最早是發源於美國，後來在日本發揚光大，在 1950 年

代日本就已經出現了所謂的加盟體系，甚至發生大正製藥公司加盟

案，因大正製藥公司對其加盟店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而被日本公平會

處分。在加盟產業慢慢蓬勃發展後問題也應運而生，因此 1983 年 9

月 20 日日本公平會訂定「有關加盟體系之獨占禁止法處理準則」，但

日本的加盟產業隨著時代越演越烈，1990 年代日本發生泡沫經濟的衝

擊陷入大蕭條，而連鎖加盟產業卻逆向成長，因此 2002 年 4 月 24 日

時日本公平會又重新去檢討 1983 年訂定的處理準則，而公布新修訂

的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在修訂前他們做了廣泛的行業調查，第一個鎖

定的就是便利超商，調查便利超商加盟體系是否存在甚麼問題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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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點後，任何原處理準則規範不足的地方都加以修訂，所以今

天介紹的就是 2002 年 4 月 24 日新修訂的加盟體系處理準則，當然公

平會在制定處理準則時有參考，但參考的不完全而有點走失原味，才

會衍生很多的問題點。 

日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分為兩個階段－締約前的招募過程規範

及締約後交易上相對優勢地位濫用的交易規範。 

加盟招募過程，也就是在締約前，加盟業主要去揭露一定的資

訊，為何加盟招募過程要命加盟業主去揭露一定的交易資訊？ 

(1) 契約內容明確化：因為繼續性交易本身含契約不完全性，所

以締約前要把重要交易資訊給交易相對人知道，透過這可以

達到契約內容明確化的目標。 

(2) 防止交易相對人權益遭受侵害：契約內容越明確交易相對人

就越不容易受到交易相對人濫用交易優勢地位之侵害。 

(3) 從市場競爭觀點來看；如果違反、沒有充分揭露、隱匿，或

提供不實的交易資訊，會構成一般指定第 8 項，欺瞞的引誘

顧客行為，而這類似我們公平法第 19 條第 3 款以強暴、利誘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去奪取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它們的基

本概念是，沒有去揭露資訊不是針對交易相對人不公平，公

平交易法主要保護的是競爭，不是競爭者、交易對象，而是

揭露了一個不實的交易資訊，日本公平法認為這是侵害競爭

者去爭取交易相對人，這叫競爭手段的不公平，因此日本違

反競爭秩序很清楚的是指欺瞞的引誘顧客行為，目的是保護

加盟店的競爭者。 

當然日本的揭露事項很多，日本公平會訂定的加盟體系處理準則

有 8 項，與我國公平法的加盟處理準則大同小異就不詳述。 

在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也具有補充規定的性

質，不過日本訂的一般處理原則第 8 項是一個低度門檻，在低度門檻

外如果是用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第 11 條的補充規定而訂的更詳細，

它們公平會是歡迎的，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是加盟

體系處理準則的補充規定，因此揭露事項不是強硬，是可以參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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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另外日本社團法人日本連鎖加盟協會（ Japan Franchise 

Association），這是一個商業團體，由加盟總店組成，他們具有有效的

自律規範，訂有倫理綱領，也就是說要加盟進總店，在招募前要提供

交易相對人非常明確的交易訊息、業界自律公約，甚至訂定了加盟業

主登記制度，除了揭露事項外，如果加盟總店將資訊揭露清楚於日本

連鎖加盟協會網站上，讓交易相對人可以自由上網去看，計有 30 項

之多，日本公平會會參考這個制度而認已盡到充分揭露訊息。 

在一般揭露事項裡還有一個特定揭露事項，何謂特定揭露事項？

既然是特定揭露事項，就表示重要性很高，一般揭露事項大概只要一

個審閱期間，交付相對人知悉，但若是特定事項，就要盡到完全說明

的義務。特定揭露事項包括：預估營收利益及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 

(1) 預估營收利益：對有意創業者是一個最大的誘因，當然有最

大誘因就負有更高的說明義務，日本就曾經發生過類似糾

紛，例如 1991 年乳品皇后（Dairy Queen）冰淇淋加盟案、1991

年進々堂咖啡簡餐加盟案、1998 年飯蔵便當加盟案，這三個

案件法院在判斷加盟總店是否有締約過失，需不需要負擔損

害賠償責任，依據在於－可以預估營收，但要提供客觀合理

數據。 

1991 年乳品皇后冰淇淋加盟案，加盟總店事先提供給加盟店的預

估營收為：預估每日交易之顧客人數＝店前通行人數×各商圈平均市

場占有率×商品發展商數（DQ:Eevelopmental Quotient）（即商品具有

多少人氣）×類似營業據點吸引顧客指數，然後去推定營業金額＝每

日交易之顧客人數×商品單價×營業日數。法院就認為原告加盟店要

求無理由駁回，判決加盟總店勝訴。 

1991 年進々堂咖啡簡餐加盟案：加盟總店預估的營收利益是推算

每月營業利潤＝附近住戶及商圈流動人口×顧客上門交易機率×預

估每位顧客消費金額×獲利率×營業日數。但顧客上門交易機率、預

估每位顧客消費金額，京都地方法院都認為提出的數據欠缺統計學根

據，屬於不合理根據，因此判締約過失，加盟總店須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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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飯蔵便當加盟案：是以四項基礎指數去預估每日營業額

a.人口營業額指數（半徑 500 公尺至 1 公里範圍內人口×人口指數 1.1

％×商品單價 700 日圓），b.戶口營業額指數（同一範圍內之戶口數×

戶口指數 2.6％×商品單價），c.辦公處所營業額指數（預估所在商圈之

上班人口×辦公處所指數 1.9％×商品單價），d.通行車輛營業額指數

（店前通行車輛總數×通行車輛指數 0.5％×商品單價），然後透過這

四個指數算出每日營業額=經驗指數（依據實際狀況差異，指數範圍

介於 0.5~0.8）×｛﹙a+b﹚÷2+c+d｝，但京都地方法院認為加盟總店

無法解釋指數由來，因此判決敗訴而須賠償。 

在加盟契約須特別說明除營業額外，還要： 

(2) 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我想這是最重要的，因為事關獲利率

的高低，而加盟權利金如何計算？依照日本公平會調查常用

的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即加盟權利金＝銷售總利潤﹙總銷售

金額－銷售商品成本﹚×一定收取比率。一定是按照銷售總利

潤來徵收，這是一個正常的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如果跟這

種不一樣，事先一定要說清楚。以上說的是締約前加盟過程

的規範。 

接下來談的是我們公平會處理原則沒有的，但日本處理原則有

的，也就是締結加盟契約後會發生濫用相對優勢地位，類型也都把它

一一列出。 

1. 限制交易對象：有些人認為這是傳統公平法第 19 條所規定的，

限制交易對象固然會去限制市場交易競爭，但所謂的限制交易對

象，指的是限制商品進貨的對象，固然會對於其他競爭者有影

響，但加盟店如果能找到更物美價廉的進貨，可是卻指定他去找

一個比較貴、品質不好的，除了影響到競爭者外，對加盟店而言

是個損失，這是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給它不利益的交易條件，而不

是所講的無正當理由。若原料一定要用加盟店指定的，不用其指

定的會走失原味或口感不好等而傷害品牌信譽，這時可以去限制

它交易對象，只有在沒有正當理由時才會構成濫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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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制採購數量：即加盟總店不管加盟店每天的營業額、銷售量，

強制進貨超過實際銷售數量，這是很典型的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

位，逼迫交易相對人，是一種不合理且不利益的交易條件。 

3. 禁止折價促銷商品：一般來說強迫進貨超過實際的銷售量，最典

型是在 2009 年日本 7-ELEVEN 便利超商加盟案，7-ELEVEN 認

為折價促銷會影響到品牌形象，而報廢商品也要加收權利金，即

加盟權利金＝銷售總利潤｛總銷售金額－（銷售商品成本－報廢

商品成本）｝×一定收取比率，產生的成本損失屬於加盟店的，後

來被日本公平會處分。 

4. 任意變更契約內容。 

5. 每日營業額送金制：加盟店每日的營業額須送到加盟總店保管，

進貨也是統一由加盟總店進貨，月底總結時扣掉跟廠商的進貨、

權利金、人員訓練費用等，剩的才分給加盟店，結果加盟店一個

月才能拿到賺的錢，且損失利息，更何況還侵害加盟店的財產處

分自由。 

6. 高額解約金：民法中規定，違約金過高者，當事人可以請求法院

酌減，但透過法院可能緩不濟急，所以也將此納入，認為高額解

約金超過正常合理的價位時，就是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 

7. 競業禁止條款：契約終止或中途解約後，去做類似現在加盟店的

業務。競業禁止條款若完全禁止，則對加盟總店不公平，但也不

能訂得太嚴，太嚴會剝奪加盟店的營業自由。例如 2002 年京章

魚燒加盟案：加盟總店要求加盟店在契約期間屆滿或解約後一年

內，不得在原店鋪 5 公里範圍內，經營章魚燒店或類似業務，但

名古屋地方法院認為這是合理的，因為禁止之範圍僅限於特定期

間（1 年內）、地區（5 公里範圍內）及業種（章魚燒或類似），

並未完全剝奪加盟店之營業自由權；2009 年 JTEC 技術人員派遣

業務加盟案：加盟店在契約期間屆滿或解約後二年內，不得從事

與加盟業主相同或類似業務，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未訂定競業禁止

之區域範圍，而限制被告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在任何地區從事人

力派遣業務，違反公序良俗這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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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加盟的契約內有搭售或附拘束條件交易，例如限制交易地

區、限制交易相對人或限制商品銷售價格，這可能會牽扯到其他公平

交易法、日本獨占禁止法的問題，所以除了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

加盟契約條款裡若有限制競爭條款，同樣會構成其他獨占禁止法的規

定。 

我國現行對加盟關係的規範僅止於締約前未充分揭露加盟交易

資訊，認為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行為，但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顯失公平」行為外，還有一個效果要件，即要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依公平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要去看受害人數之多寡、

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等，因為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有這麼多的判斷要

件，才衍生出接下來要談的公平會對丹堤咖啡食品公司處分被高院撤

銷一案。 

丹堤咖啡食品公司被檢舉，(1)當初與投資人談妥之投資總費用是

450 萬，但締約完成後，要求新增一些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而增

加 10 萬，(2)招募過程，商標等智慧財產權內容在契約書內未揭露，

(3)丹堤咖啡提供之加盟資料，包括加盟店的總數、有無解約的加盟店

等僅到 2005 年，而未去更新 2006 年的資料。因此公平會就認為揭露

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而予以處分。 

丹堤公司不服抗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基於下列理

由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1)對於一個想要投資 450 萬元的人，通常

不會因為 10 萬元之價差，影響其加盟決定，(2)商標權雖未事先揭露，

但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查詢，所以不影響風險評估，(3)2006 年

資料雖未更新，但當年並無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因此認為公平會僅

以形式上未揭露這些訊息即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因此處分不

當應予撤銷。依我個人的研究，高院的撤銷理由有待商榷，而公平會

的原處分跟處理原則亦不無可議之處。 

公平會的處理原則將沒有披露交易資訊，認為是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顯失公平，既然認為是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並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則影響的程度是一個市場不法，應去考量市場問題、受害

人數多寡、影響的程度，但公平會僅僅以沒有揭露就認為違反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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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第 24 條，而是行為不法，問題點就是，公平會的處理原則訂得

很仔細是類似市場不法，但實際在執行卻是行為不法，形成表裡不

一，因此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時應實質審查還是形式審查？也就

是這牽涉到沒有充分揭露資訊的行為屬性，如果在日本認為是行為手

段衍生的不公平，去侵害到加盟總店競爭者去爭取交易相對人，類似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行為本身不法，只要有行為出現，當然具

有倫理非難性，根本就不用去管市場效果，也就不需要用到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但公平會今天引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看似實質審查，

但實際執行又不是實質審查，才會讓高院挑到毛病。 

高院的判決書內提到這種未充分揭露加盟交易資訊，與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3 款不無有類似之處，但縱認為不無有類似之處，沒有

充分揭露是欺罔，而未達脅迫、利誘之程度，因此沒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的適用。另一個見解是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交易

相對人，是既有的或至少處於議約中狀態的對象，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加盟案件是潛在的、不特定的，所以不能引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第 3 款。但這種見解有待商榷，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的脅迫、

利誘僅是例示，而其他不正當方法，通說是認為不需要到達脅迫、利

誘這種喪失意思不自由的程度，類似像欺罔，也可以歸類到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3 款的其他不正當方法。另外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

使用最多的是在贈品贈獎處理原則，它的對象是潛在的、不特定的消

費者，而不是議約當中的，所以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的交易相

對人也不一定是議約中交易對象，從比較法的觀點來看類似日本一般

指定第 8 項以欺瞞的方式奪取競爭者的顧客，因此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是可以適用的。 

另外在交易資訊重要性之判斷，高院認為一個要投資 450 萬元的

人，「通常」不會僅因約 10 萬元之價差，影響其加盟之決定，高院在

評公平會的處分書時認為公平會未做實質審查，因公平法是經濟法本

應做實質的經濟分析，但這裡高院的見解也是未經過經濟分析，不能

以數目的差距就認為不會影響，比較合理可循的是類似日本有無提供

合理客觀的根據，上訴人有提到 10 萬元是廚房設備，就去調查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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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自行購買項目清單，一般的咖啡加盟連鎖店有無客觀合理根據，

所以不是量的問題，而是項目有沒有合理根據。 

商標權等事項若因可在智慧財產局網站上查詢就不須揭露，則將

使資訊揭露制度空洞化，而應是實際上之交易相對人是否知悉，會不

會影響到錯誤的評估，而針對這點也未去做實質的判斷。另外 2006

年度並無「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就不會影響，但「大量」之

判斷標準為何，因此高院對公平會的處分不是很堅強，但問題是公平

會的處理原則先天就有缺陷存在。 

是否有必要去檢視我國公平法對加盟案件處理原則的規範定位

及行為屬性的問題。 

行為屬性：未充分揭露加盟交易資訊，目前是放在顯失公平，但

這應該是欺罔，顯失公平是締約後強迫他接受不合理、不公平的交易

條件，這才有公平性的問題，沒有充分揭露加盟交易資訊這原則上是

一個欺罔的行為。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欺罔」還要具備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所以將顯失公平移至欺罔，最後還是要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如果現行的處理原則沒變，欺罔就要去判斷影響的程度有多大、

影響的人有多寡作實質審判，一個行為本身不法的欺罔為何要去做市

場不法的實質審判？顯然公平會一開始訂定加盟案件處理原則就把

行為屬性弄錯，當初若放到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其他不正當方

法，包括欺罔方式，因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本身就是一種行為

不法，既符合行為屬性，也不會衍生這麼多執法實務的問題點。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是第 19 條第 3 款的補充規範，適用公平交易

法第 19 條第 3 款其他不正當方法是指去侵害其他競爭者的交易相對

人，但若加盟店的經營方式是獨特的，市場力量還沒有達到獨占，就

無法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這時才可以考慮用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欺罔來補充規範適用，因此原則上還是要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只有在加盟店沒有其他競爭者時，才可以考慮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欺罔加以補充適用，實務上比較可以操作的方式。 

公平法應否介入締約後加盟經營關係規範？從兩個觀點來看－

實存觀點、當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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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實存觀點來看，公平會訂了大型流通事業對於供貨廠商收

取附加費用處理原則，另外例如委外承攬事業給付價金遲延

防制法，這都是一種相對優勢地位濫用的問題，既然台灣已

經有相對優勢地位行為存在，何況加盟店的案件如福客多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94 年公處字第 101 號），福客多要求

加盟店訂購超過門市銷售實績之進貨量，致使大量報廢商品

成本損失須由加盟店吸收，已經是締約完成後而不是揭露的

問題，如果揭露就可以解決問題，就不需要大型流通事業對

於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處理原則，只要事先對供貨商揭露

清楚，但這種契約不完全性的問題沒有辦法事先藉由契約規

範，因此公平會要去考慮是否介入，更何況已經有實際案例

發生。 

(2) 從當為的觀點來看，公平會對加盟店締約後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行為，目前公平法從其他的案件處理原則內是引用公平交

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對加盟店是顯失公平的問題。而

濫用行為類型，公平會將來一定要介入，至於加盟店的濫用

行為類型要如何去訂？可以參考日本的作法，更何況我們的

案例和日本相似，或可以辦大型的座談會、問券調查加盟店

甚麼樣的行為是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位，做一個參考。最後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斷，目前公平會已提供了相關的處理

原則。 

公平會應考慮重新訂頒對於加盟案件之規範說明，締約之前，若

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它是一個不當的欺罔行為，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其他不正當方法」，但這種是行為不法，是否因為沒有揭

露就被認定是行為不法？公平會應重新檢視哪些揭露事項是否重

要，如果加盟店可以自行上網查詢的，需要放入嗎？更何況有些揭露

交易事項，公平會也要去考量一下例如「預估營收利益」，日本將其

放在很重要的特別揭露事項。 

日本一般揭露事項及日本加盟協會自律規範推行的加盟業主登

記公示制度，有無引進台灣的必要？在台灣目前加盟產業還不是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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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加盟公會自律規範還不是很有公信力的情況下，若允許貿然去推

動，可行性如何，這是可以經過大家廣泛的討論，如果認為引用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太過嚴格，則可否藉助日本引進這種登記公示制度，

在工會或是另一個有公信力的網站揭露訊息，可以有機會讓加盟店去

查詢，只要有機會的話，公平會就不至認為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第 3 項「其他不正當的方法」（行為不法）。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其他不正當的方法，從比較法的觀點

來看，並不是一沒有揭露就違反，日本一般指定第 8 項是說沒有揭露

以致於讓交易對象誤認商品較本來或其他禁止的商品更為優良，它具

有誤認的效果，所以效果也要帶入。 

締約後要不要去介入規範？從目前實質的觀點和當為的觀點是

有必要，因為目前已經有其他產業有相對優勢地位的濫用，總而言

之，加盟產業不管是在兩岸還是日韓都越來越重要、重視，相關的問

題也越來越多，絕對不是公平會加盟案件處理原則可以去解決的，更

何況公平會在制定處理原則時就有先天性的問題，一個行為屬性規範

不當，造成實際運作跟處理原則名實不符，看起來似乎是實質審查而

放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例如加盟

店有 65 家，市場占有率很大，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 2 家很少，但

將來潛在交易相對人仍有影響交易秩序之可能，公平會均予以處分，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行為審查，何不去正視揭露交易資訊行為屬性是否

有必要納在市場不法？若可以將締約前、締約後的規範弄清楚，則不

但是對整個加盟產業秩序有很大的幫助，公平會本身在執法上也不會

有窒礙難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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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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連鎖糾紛知多少？ 

講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林委員宜男 
日期：99年 9月 7日 
場次：9910-227 

 

壹、序言 

公平會雖非屬多層次傳銷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但在連鎖加盟或加盟連鎖這個行

業中，公平會處理過很多案例，且目前政府

機關中大概也僅公平會有訂定一些相關規

範說明或處理原則，此係屬行政規則。目前國內有台灣連鎖加盟促進

協會、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及其他相關協會，因此加盟是總部跟加盟

店間之關係，串成後變成一個連鎖的體系，因此不論是加盟連鎖或是

連鎖加盟都是可以稱呼的。 

一、付諸行動，勇敢追夢 

為什麼要從事這個行業？因為大家都想創業當老闆，不想過朝九

晚五的工作，可以有自由發展的夢想，因此若能創業就能將理想發

揮；但有多少人會勇敢逐夢，其實這個比例偏低，大概將近八成想要

創業，卻僅有兩成會付諸行動，而成功比率當然就會更低一點。以多

層次傳銷為例，公平會曾統計過台灣的人口中大約有近 18％從事此一

行業，約 414 萬人從事多層次傳銷這個行業。由此可見，想追求理想

的人比敢追求理想的人多出好幾倍人數。 

二、如何去創業 

一開始要考慮是從事製造業或服務業，目前服務業比例在台灣約

占 60％以上，製造業約占 30％，至於農業人口大概是占 8％左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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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創業是一個人獨自創業呢？還是聚集一群人努力達成呢？假設資

金不夠需要募集資金成立公司，則要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

呢？因此，可考慮創業的型態甚多，可採獨資、合夥、公司等不同方

式經營。創業要思考的因素也很多，例如經驗、人脈、資金、景氣、

商品、技術、人才、行銷、市調、創新等的問題，不單單是個人能力，

還包括整個競爭環境是否則以配合，因此當然要去做市場調查。市場

調查需考量到競爭態樣多寡與競爭人數，若已經有很多人從事此一行

業則代表此一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則要再進入可能很難取得市場的優

勢。一般都是從周遭比較熟悉的行業來創業，從事與食衣住行育樂等

日常生活關聯性較高的服務業。 

三、可運用資金 

首次創業可能比較困難，因為可能缺乏資金、經驗，所以創業者

大多採取獨資方式，可以不受別人掌控也比較單純；當然也有部分採

取合資，如此資金將會比較充裕，但少數會採取集體投資的經營方

式，這是指比較大型的投資案。據統計，40％的創業者能提供的創業

資金約在 50-100 萬元間，而僅有 6％的創業者得提供 200 萬元以上的

創業資金。在經濟越不景氣時能籌募的資金相對就比較少，因此創業

時機需與景氣好壞相互配合。另外在考慮回本的因素時，時間長短也

很重要，目前國內中小企業平均壽命不到 13 年，因此還本期的期間

不宜太長，盡量能在短時間內回收，避免血本無歸。 

四、台灣經濟競爭的優勢 

台灣是以電子代工為主，過去擁有低廉密集的勞力，故以製造業

起家；但隨著有形的經濟型態轉變成無形資產經營知識，因此商標、

專利授權變得很重要，甚至經由智慧財產權授權方式得轉變為海外進

行直接投資，利潤就會增加很多，但相對的風險也提高了。因此，隨

著利潤變低，以往僅是販售商品，現國內也開始重視智慧財產權相關

議題，創業者也重視無形資產的經營知識累積。台灣目前約有 1,600

家加盟連鎖總店，密度為全世界之冠；因此在連鎖加盟這個行業來

說，台灣仍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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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加盟連鎖經營的型態 

一、加盟的一般定義 

一定要有一個總部（店／公司），總部跟各個加盟店兩者間存在

一個持續性的契約關係，依據契約關係總部有其義務與權利，總部須

授權 know-how 的無形資產給加盟店使用，這是一個授權關係。另外

人員培訓、組織架構、經營管理與商品供銷，而加盟店則必需支付相

對的價金，包括加盟金、權利金，乃至開辦費用。加盟店是一群或一

些零散、規模較小的零售店，為了經營同一品牌商品或服務，在總部

的組織領導下，採取共同的經營與行銷策略，實行集中採購與分散銷

售模式，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通常，連鎖店數需達 7 家或

7 家以上才符合加盟體系的規模。加盟總部提供 know-how、商標使用

權及經營指導，加盟店則支付報酬金，彼此相互合作。 

二、加盟連鎖經營內容種類 

從餐車、專櫃到店面，加盟開店模式種類多不盛舉，開店規模可

由 1 坪或 2 坪到 1,000 坪或 2,000 坪皆有，就經營內容而言，可區分

為零售服務業、餐飲服務業、生活服務業等。 

（一）零售服務業：又區分為綜合零售與專賣零售。 

1. 綜合零售就是甚麼東西都賣，而專賣零售就是固定賣幾樣產品，

現在很多的便利超商、量販店基本上都是綜合品牌，例如日系品

牌：7-11、全家便利商店；歐系品牌：家樂福、TISCO；美系品

牌：COSCO。綜合品牌有包括直營連鎖跟加盟連鎖，除了便利

商店有開放加盟經營之外，其他都是直營連鎖，也就是直營店的

方式。 

2. 專賣的零售例如服飾、鞋子、書籍、眼鏡、手機、家具等都是販

售固定的產品，目前較大的自營品牌大多屬零售店品牌。零售是

屬於流通業的其中一部分，流通業則係指從原物料儲存、生產，

乃至於最後賣到消費者手上，中間過程一定要有人協助販賣這些

東西，因此就會有供應商、批發商、零售商最後賣到消費者，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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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通路不同階段來劃分。零售業或流通業存在最大的價值是要

滿足客戶的需求，所以從事服務業最重要的就是服務的品牌及給

客戶的親切度。 

（二） 餐飲服務業：我國目前消費比例還是以吃為主，這也是我們民

族的特色，餐飲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西式速食、中式快餐、

早餐專賣店、西餐廳、中餐廳、美式咖啡館、日式咖啡館、中

式茶館、杯裝飲品、冰品店、麵包店等。 

（三） 生活服務業：除零售、餐飲服務業外，其他的都可以歸類為生

活服務業，就是協助我們居家更方便、提高生活品質，例如升

學、才藝與語言等成人或兒童補教、照相沖印、KTV、洗衣店、

租書店、租片行、美容美髮、房屋仲介、清潔服務等，這些都

是生活服務業的連鎖加盟。 

三、加盟創業的優缺點（與自行創業比較） 

（一）優點： 

1. 可以迅速進入市場提高市場佔有率：藉由聯合採購、聯合廣告爭

取折扣達到降低成本，兼具小企業彈性與大企業規模經濟優勢。 

2. 縮短創業的摸索期：只要按部就班地依總部所教的如何行銷、如

何促銷廣告、如何裝潢等，可以將總部教授的技能慢慢轉化為自

己的技能，實現品牌效益。 

3. 可專心加盟店經營：團體力量勝過單打獨鬥，總部提供職前教育

訓練、開店準備工作及後勤支援事務，讓創業者無後顧之憂，可

專心加盟店的經營。 

4. 降低開店與營運成本：透過集中採購，可以降低進貨成本約 5-15

％，而總部因為已經有一定規模，故透過其指導，開辦成本較單

店成本約可降低 15-30％。 

（二）缺點： 

1. 無法彰顯個人主義：因為基本上是受到總店的控管，店鋪裝潢、

經營管理、行銷活動、促銷廣告皆須配合總店要求而無法自行處

理，故不能有自己的創意。甚至為了安全與衛生保證，須從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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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貨食材，相對的成本就會比較高；或是為了符合防火的要求，

裝潢須由總部指定，故裝潢費用也會較高。 

2. 總店可能良莠不齊：有時僅是販賣生財設備，但加盟與管理作業

程序卻是毫無章法。 

四、依所有權與經營權區分 

原則上，可區分為直營連鎖與加盟連鎖兩部分： 

（一） 直營連鎖：經營權與所有權均為總部所有。每個直營店都須聽

從總店的指示，整個決策執行最徹底，標準化程度最高，人員

也都是由總部聘任，例如統一超商直營店。 

（二） 加盟連鎖：若加盟店與總部間權利義務係由契約規範，總部提

供技術、品牌予加盟店，而加盟店須支付權利金。加盟連鎖又

可區分為自願加盟、特許加盟與委託加盟。 

1. 自願加盟：加盟店大多原已存在，加盟店擁有獨立經營權與自主

權，而總部僅提供一些商品或協助經營，例如休閒小站、皇冠租

書城。 

2. 特許加盟：接受總店的指導，由加盟店出資及支付總部加盟金、

權利金、開辦費等；總部依契約內容給予指導與協助，而加盟店

須遵守相關規定。目前較大型咖啡連鎖店多採用此方式，例如丹

堤咖啡。 

3. 委任加盟：總部委託加盟店代為經營，回歸法律就是類似委任關

係，加盟者負責招聘、門市管理及部分管銷費用，相對來說加盟

店所得的利潤會比較少，因為利潤完全是按議定比例繳交，例如

7-11 部分就是採取這種加盟方式。 

五、台灣連鎖店大概可以區分成幾種型態 

（一） 直營連鎖：星巴克、家樂福、三商巧福、白本屋、海霸王、麥

當勞、元祖、屈臣氏、摩斯。 

（二） 自願加盟：神腦、新學友書店、鬍鬚張、麥味登、休閒小站、

丹提、快可立、亞藝影音。 

（三） 特許加盟：全虹通訊、頂呱呱、住商不動產、真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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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許＋委任：7-11、全家、萊爾富、麗嬰房。 

（五） 委任加盟：福客多、OK、麥當勞。 

（六） 依據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所做的第七屆至第九屆國際連鎖

加盟大展統計，大部分熱門加盟類型都與飲食相關連，例如複

合式餐飲、咖啡點心、飲料冰品等，所以餐飲加盟較為加盟店

熟悉。其次就是與日常生活較有關係的商品，當然隨著國人對

飲食健康、環保議題的重視，例如有機商品、健康養生的商品

種類越來越多，從最早的如何吃飽，到現在如何吃得健康，影

響我國飲食習慣與文化。 

六、總部收入來源 

基本上就是加盟金、保證金與權利金，這也是總部的主要收取權

利。 

（一） 加盟金：是一次性支付成本，即簽約後可以取得連鎖體系單店

經營權的權利，於訂定契約時即需支付，但若加盟契約內未載

明總部提供的服務內容，最後可能僅買到商業授權的空殼子。 

（二） 權利金：加盟因為是一個持續性的契約關係，為了要持續性的

經營就要持續性的支付費用，所以是一個持續支付的費用，重

視永續經營；支付方式有時會是月費、季費或年費，此須視市

場供需而改變。因為經營會產生費用與成本，而這就由總部與

加盟店共同合意攤銷。 

（三） 保證金：因為這是一個契約關係，所以有履約保證責任問題，

而保證金是一個可以取回的費用，等同押金，可以確保加盟店

忠實履行契約。 

（四） 其他費用─開辦費：店面從無到可經營需投入的成本，例如裝

潢費用、器具設備費用、及第一次進貨費用等，這是一般所謂

的開辦費，而這也是加盟店必須支付。 

（五） 其他費用─違約金：因為這是一個定型化契約，總部可能提供

一個固定的範本予加盟店簽約，因此對總部相對有利，故違約

金應注意不應僅是一昧於加盟店發生問題時要如何處罰；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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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若未完成這些義務時，對總部也應有一些處罰條款，以符

合公平的原則性。 

七、經營加盟連鎖的步驟 

（一） 先有構想然後從報章雜誌或網站上獲取相關資訊，目前很多加

盟總部都將一些加盟的訊息公布於網站，甚至比較有規模的總

部也都設有專司加盟單位。 

（二） 之後要參訪加盟連鎖企業，藉由實際上的觀察了解去確認這個

體系是否是你要的、加盟的獲利率是否如總部所言等。 

（三） 再來是確認總部能提供何種支援與技術指導，若對契約內容有

不懂不了解時，應請總部事前解釋，若解釋有所疑慮，仍須依

據契約內容公平合理解釋之。另外要了解坊間有無類似之加盟

體系存在，以供參酌。 

（四） 因此要去收集、比較相同或相似行業之連鎖加盟體系的優缺

點。 

（五） 最後再認真誠實地考慮自己各方面的因素，選擇最適合的加盟

體系。 

參、如何簽訂加盟連鎖契約 

一、加盟店與總部紛爭主要原因 

多數契約規定，加盟店進貨需向總部採購，因為總部要控制它的

品牌、品質，一開始會認為這很合理；但經過一段時間後，由於總部

供貨價格較高，為了降低成本，加盟店開始私下部分或全部向外購

買，且逐漸不落實總部政策、不配合活動、甚至變更販售商品，而慢

慢無法達成總部要求。當總部無法忍受例如加盟店私下進貨比例越來

越高、跟總部採買的數量越來越少時，就可能提出警告、斷貨、威脅，

乃至最後發生衝突糾紛。因為契約還須重在預防，須假設若產生糾紛

時要如何處理，並在契約內容中瞭解如何落實並規定詳盡。同樣的加

盟店對總部也會有些抱怨，因為總部收取加盟金、權利金，但卻未提

供教育訓練等服務。 



 

•143• 

二、加盟糾紛類型 

簽約時，沒有充分確認契約書內容，而糾紛類型如下： 

（一）簽訂契約時： 

1. 未充分說明風險（例如在資訊揭露內，公平會有規定要揭露在上

一個會計年度內有多少加盟店開立或終止之數目，而這可提供新

加盟店加盟前重要評估資訊），且解釋也極為模擬兩可。 

2. 總部誇大利潤，有明顯的勸誘與欺瞞行為。 

3. 未交付法定公開書面資料，例如簽約後總部就將契約帶回，致加

盟店不清楚實際契約內容；故公平會訂有一個審閱期間，要求簽

約後要將契約交付加盟店，讓其了解權利義務。 

4. 加盟金、保證金是否超收。 

（二）總部營運狀況常會發生： 

1. 負責人經常更換、營業範圍不確定及輔導不充實。 

2. 濫用優勢地位，限制銷售價格、強制搭售其他產品。 

3. 強制進貨數量，增加存貨危險。 

（三）有關初期投資與營業額度預測： 

1. 開業前預測營業額與利潤良好，但開業後卻持續發生虧損。 

2. 所需設備、資金、利息增加，營運成本負擔過高，與初期總店所

提供可獲利的比率不同。 

3. 與加盟體系同類型的競爭對手加盟店出現，致營業額度減少，因

此選擇加盟體系時要先做市場調查，才可以知道商機是否足夠。 

4. 其他： 

(1) 長時間的勞動需求。 

(2) 解約時高額違約金的請求。 

三、契約存續期間（以零售服務業為例，但非正式的範本，契約內容

仍可增刪） 

（一） 契約自簽訂之日起生效，可能是 1、3、5 年，因此須有一個固

定的存續期間，至民國○年○月○日，總計○年○月的有效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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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契約屆滿前，若要繼續加盟經營關係，應於契約期滿三個月

前，經總部同意，重新另行訂定契約。 

（三） 契約期限內，若因租約到期或因可歸責於加盟店之事由，致無

法繼續經營，加盟店可否頂讓予其他人經營？這須經過總部的

同意，包括轉讓或再找另一個店面繼續營運。 

四、加盟方式 

基本上是甲方（總店）授權乙方（加盟店），經營店面時要使用

甲方之招牌名稱對外營業，同時遵守營業上相關規定，且自負經營所

需之資金及盈虧。 

五、加盟金及履約擔保 

（一） 加盟金因為是一次給付，因此簽約時就須給付，且可在契約內

規定加盟金給付的目的，另亦不得以契約屆滿、解除或其他任

請求返還。 

（二） 契約屆滿後，若要繼續營業，須重新簽訂契約，加盟金也要重

新給付，因為一次性給付只有在期限內有效。 

（三） 契約簽訂時簽發本票，以保證契約確實履行，本票強制執行效

力較支票便利。 

（四） 給付保證金作為乙方於契約期間內會履行相關義務之保證，若

未履行時所產生之損失或費用，甲方得逕由保證金內扣除。 

（五） 契約到期乙方若不再續約，且義務乙方均已履行，甲方須歸還

乙方所簽發之保證金本票。 

六、商標及授權 

（一） 契約存續期間，甲方授權乙方於店內使用甲方之服務標章、經

營技術及相關文宣製作物。 

（二） 乙方若要個別使用時，須經甲方審核及同意，否則可能會侵害

甲方商標權。 

（三） 乙方不應對外隨意批評或代表甲方發言。 

（四） 因為商業機密保護的規定，乙方不得未經甲方同意，將商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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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再授權予他人使用，或使用於非委任經營之其他事項。 

七、招牌裝潢 

總店為控制品質問題，所以會要求乙方應依據甲方之設計圖進行

店面裝潢及施工，且須由甲方指定之裝潢設計公司進行施工，當然這

會牽扯裝潢費用是否過高的問題。 

八、加盟服務 

甲方須提供乙方下列各項盟服務： 

（一） 包括商圈之選擇標準與評估。 

（二） 經營管理制度及經營輔導。 

（三） 廣告與促銷開幕之企劃。 

（四） 產品之統一採購及配送。 

（五） 商標及企業識別系統之使用標準。 

（六） 店面裝潢之設計標準模式與圖案。 

（七） 完整的教育訓練課程規劃與協助等。 

這須在契約內明訂，當然不完全就只有這幾項，甚至可以增加或

減少，而這會再牽扯加盟金、權利金多寡的問題。 

九、貨品採購來源之規定 

乙方有義務採購甲方所提供之產品，但甲方不得限制乙方最低採

購金額，若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私自對外採購。 

十、促銷配合之義務 

（一） 甲方統籌辦理廣告、建立產品形象，乙方須配合甲方之各項企

劃與參與決議，貫徹執行，然後再依比例分攤費用。如未配合

致有損加盟體系形象，則視同違約，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各加盟店可以自行有促銷活動，這不須先由甲方同意，但應以

書面通知並接受甲方之指導與建議。 

（三） 乙方要自行發售有價證劵與自製貴賓卡時，須經甲方同意。 

十一、從事相關行業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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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期間內不得經營相同或類似之行業，或對其他公司提供諮

詢、顧問服務，若有此情事，甲方得請求乙方因違約而得之利益做為

損害賠償，至於損害多少最後還是要回歸法院的判決。 

十二、加盟權利之移轉 

（一）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無法繼續營業時，視同契約自動終止，加盟

權利不得移轉；當然契約也可以載明，若可以找到其他人頂替

且總店也同意時，加盟權利可以移轉。 

（二）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因故無法繼續經營時，甲方有優先承接之權

利，例如優先承購店面。 

（三） 乙方如欲移轉加盟權利予他人時，則受移轉者須接受總部之技

術指導或教育訓練，確保移轉後經營的品質與總部要求的相

同，而受移轉者須與甲方另簽新約。 

十三、契約終止及期滿後之義務 

（一） 乙方若有違反本契約內容時，甲方得不經催告逕為終止本契

約，但為避免不經催告即終止契約而產生糾紛，這部分或許可

以修改為在一定期間內先行催告。 

（二） 加盟店之負責人死亡、被限制行為能力或因故滯留國外三個月

以上，甲方得不經催告逕為終止本契約。 

（三） 契約屆滿或終止時，乙方應依甲方結束處理辦法，如乙方不依

規定辦理，甲方得逕行自力進駐店面及收回自行經營。 

（四） 合約終止時，乙方須立即停止使用加盟系統所規定之企業識別

系統，包括：招牌、商標、名稱、印刷宣導物品、事務系統用

品及制服等。 

（五） 乙方對於甲方所提供之各項管理、服務、文獻等，須歸還甲方。 

肆、公平會對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 

一、目的 

是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公平法主要分三部分規範(1)限制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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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行為：聯合行為、結合行為、獨占行為、(2)不公平競爭：約定轉售

價格、引人錯誤、顯失公平、(3)保護消費者權益問題。公平會與消保

會也常發生業務如何明確區分問題，簡單而言，若僅屬私人間之糾

紛，例如加盟總店跟加盟店個人的糾紛，這應屬消保法規定；但若總

店與加盟店的糾紛會損害到加盟體系經營，是整體性非單一事件時，

這時為了維持公平競爭環境，公平會就應介入處理。因此公平會訂定

這個處理原則，是希望避免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隱匿重要交

易資訊，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 

二、名詞定義 

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之關係，稱加盟經營關係，係指一事業（加盟

業主）透過契約之方式，將商標、經營技術等授權他事業（加盟店）

使用，並協助或指導他事業之經營，而他事業對此支付一定對價之繼

續性關係。 

三、加盟業主即所謂的總部，另一個相對的交易相對人即加盟店。 

四、應揭露資訊項目 

總部應於簽訂加盟契約十日前，將九大項資訊揭露予加盟店： 

（一） 加盟業主之事業名稱（全銜）、資本額、營業地址、營業項目、

設立日期及開始經營加盟體系之日期。 

（二） 負責人及主要業務經理人之姓名及從事相關事業之資歷。 

（三） 加盟業主於簽立加盟契約前要收取之加盟權利金、保證金、開

辦費用等，其項目、金額、計算方式（例如按月、季、年繳交）、

收取方式（例如一次或定期收取，交付現金或開立支票、本票）

及返還條件（例如保證金返還條件）均須說明清楚。 

（四） 加盟業主授權加盟店使用之智慧財產權，其申請審查或取得時

點、權利內容、有效期間及加盟店使用之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五） 加盟業主須提供加盟店何種服務內容，例如經營協助及訓練指

導等之內容與方式，均有必要解釋清楚。 

（六） 加盟業主對加盟店與其他加盟店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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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內，所有加盟店之事業名稱

及營業地址，及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

市、縣（市）內合計開立或終止加盟店之數目須去揭露，這可

讓加盟店去做風險評估。 

（八） 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經營關係之限制。 

（九） 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因為加盟業主是處於一個優勢地位，因此須將資訊揭露予加盟

店，讓加盟店知悉，故建立一個資訊透明化的環境是必須的；

若未揭露，公平會會依個案整體調查後，再論處是否有違公平

法 24 條條文而做出適當的處分。 

五、契約事前審閱期間 

因為這有些爭議性，因此公平會針對這條處理時通常會詢問其他

加盟店於簽約前總店是否提供契約給它審閱過，但不論如何總店應給

予加盟店事前足夠的審閱期間。 

六、法律效果 

若違反該處理原則的第四點應揭露 9項訊資訊及第五點事前審閱

期間規定，涉有欺罔行為或顯失公平行為，而影響到市場交易秩序，

涉及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處罰之罰鍰目前是 5 萬至 2,500 萬，當然未

來希望修法能提高至 10 萬至 5,000 萬。 

七、過去針對加盟體系公平會處分案件 

（一） 合計 42 件，其中也有案件被訴願駁回。 

（二） 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揭

露重要交易資訊，違反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1、2 款。 

（三） 簽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人至少 5 日之契約審閱期間，違反處

理原則第 5 點。 

（四） 簽約後未將加盟契約書交付交易相對人留存，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 

（五） 服務內容虛偽不實與其提供之品質不符，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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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締結加盟契約前，未向加盟店揭露最少議訂之貨量，違反公平

法第 24 條。 

（七） 未告知或於書面載明加盟者若要解除加盟合意須負擔之違約

金，違反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9 款。 

（八） 濫用優勢地位要求代保管契約，致加盟者對其權益具體化實施

困難，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 

伍、公平會實務處分案例 

一、案例一 

休閒國聯股份有限公司因「鮮芋仙精緻甜品專賣店加盟辦法」廣

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招募加盟過程因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案。處分理由如下 

（一） 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3 項：在其加盟辦法內有關利潤評估事

項，宣稱淨利率可達 20-35％、預估回收期 6 至 15 個月等，公

平會認此有過度吹噓之嫌。 

1. 本案例被處分人坦承該廣告係其審核、製作及刊登，因此它應屬

廣告行為主體。 

2. 既是廣告字眼就要有所憑據，宣稱淨利率可達 20-35％、預估回

收期 6 至 15 個月等其評估基準為何？ 

3. 被處分人以其直營店中經營最好的一家去做獲利評估，但這並不

代表所有加盟店獲利的比率，且因為廣告係 96 年 2 月製作，而

這家獲利最好的直營店卻是 96 年 6 月才開始營運，所以其評估

之淨利難認屬有據。 

4. 廣告宣稱之淨利率為 20-35％間，但統計銷售期間 32 個月數內，

僅 17 個月數平均淨利率為正，相對有 15 個月是負，所以並非每

個月都能達到它宣稱的比率；且即使 17 個月數平均淨利為正，

也僅 1 個月平均淨利率達到宣稱之 20-35％間，但也僅只有 23.63

％。 

5. 備註雖說明實際利潤回收依加盟主用心經營程度與管控程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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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這並不當然免除其責任，因為這些評估需要有所憑據，利

潤評估之淨利率係評估加盟與否之關鍵，廣告主為此宣稱時，應

有客觀統計數字為憑，避免有引人錯誤之情事。 

6. 廣告宣稱之回收期為 6 至 15 個月，但僅 2 家直營店於營業後 11

個月回收，而 11 家超過 15 個月，另還有 3 家都尚未回收。 

7. 被處分人欠缺計算基礎及未充分掌握加盟店之營業實績，而逕以

營業績效最佳且為廣告後始成立之直營店業績推估，且未於廣告

清楚載明資料來源及計算基礎。此種差異程度難為一般大眾所接

受，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二）公平法第 24 條：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揭

露簽約前及契約存續期間所收取之其他費用等重要交易資訊。 

1. 檢舉人檢舉進貨費用、裝潢費用等太貴，而這都是應該於簽約前

先提供給交易相對人，使其知悉。 

2. 若這些費用細目繁多或變動過大，致無法完全揭露時，至少以預

估總額的方式揭露，或加註原物料可能因成本變動而有所不同等

字眼。 

3. 加盟時產生之費用項目及金額，大概僅總部知悉，因此有義務將

這些資訊揭露予加盟店，不要待加盟店開業後因增加成本，而引

起爭議性問題。因此認為這些重要資訊沒有適當去揭露，對加盟

店而言就是顯失公平、加重其負擔，而足以影響連鎖加盟的交易

秩序。 

二、案例二 

關於一畝園食品有限公司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揭露重要交易資

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案。處分理由如下： 

1. 被處分人未以書面完整載明「開始經營加盟業務之日期」、「負責

人及主要業務經理人從事相關事業經營之資歷」等重要交易資

訊，已構成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行為。 

2. 加盟人若未能獲悉充分完整之交易資訊，將難以評估被處分人之

市場規模、加盟後之成長性、營運風險等，將有陷於錯誤而與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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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契約之風險。 

陸、結論 

因為很多加盟的問題發生，所以最後還是要審慎思考自己是否適

合創業，而創業的過程中也會有很多的糾紛，但若有正確且適合的創

業，就要積極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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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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美國競爭法制之比較： 
以聯合行為合意構成要件為中心之 

理論與實務研究 

講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李委員禮仲 
日期：99年 10月 5日 
場次：9911-228 

 

謝謝蔣委員、謝謝各位來賓參與今日競

爭中心所舉辦的專題演講。今天的題目主要

在探討公平交易法，亦即一般所謂的競爭法

制當中，很重要的「聯合行為」之合意構成

要件。 

一、前言 

聯合行為，一般都是由兩個有競爭關係的事業，其為了要確保彼

此不確定的競爭因子能夠減低，所以常常會有一些合意的情形產生。

大家都知道合意可能有協議，或者是透過之間的默契達成的一個決

議，來做成一些限制競爭的行為。但，我們可以發覺到過去公平會所

有的案件中，用書面的合意愈來愈少，反而是用互相默契的，沒有書

面的合意的來達成一些聯合行為的情況反而多了。因而，造成公平會

在處罰上，遇到很多的困難。今天的演講就是針對這個部分做一個探

討；另外，我也會跟各位報告 OECD，以及美國跟台灣針對沒有合意

的間接證據，究竟到底是如何執行聯合行為之競爭法制。 

整個卡特爾的行為（cartel），亦即所謂的聯合行為，在各國的競

爭法制成為最主要的管制對象，然為什麼是如此？因為，卡特爾取得

市場力量大部分都是競爭廠商之間的密謀的行為，而非來自於經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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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升而取得的市場地位；也就是說，透過人為的合意來主導市場。

一般都是提高市場售價或者降低產量，另外也有劃分市場區域，而都

會影響到消費者福利，造成市場經濟的損失與不效率。因此，各國競

爭主管機關都會予以嚴密管控。 

卡特爾行為的危害，其實在 1776 年亞當史密斯就曾經提出 1。他

說，企業在一起很少只是為了歡樂，他們一般都會聚集起來而從事密

謀行為，討論如何危害公共的利益，而最主要的目的是如何來提升產

品售價；但是，他又指出廠商聚集一起所做的這個聯合行為其實很難

去防治的，不管是用法律，或者其他的方式，都是不易達成的。非常

可惜的是，亞當史密斯於此僅提出卡特爾的行為是不對的，對自由經

濟是不好的，但是並未談及如何防治。 

隨著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可以發現，各國普遍認為卡特爾的行為

的確對整體市場的發展是不利。所以，19 世紀末美國的競爭法開始立

法，不過那時是透過司法制度來對聯合行為予以防治。而歐陸的發展

較晚；另，他們認為用司法的途徑可能會比較慢，反而有可能會鼓勵

聯合行為或是卡特爾組織的興盛。因此，一開始他們是利用行政的方

式來解決，而可能影響到我國的發展。我國曾經在民國 88 年作了一

個修正，過去聯合行為也都是用司法，一切都用刑法的處罰，然於民

國 88 年改成先行政後司法，其實可能也受到歐洲的影響很大，認為

如果聯合行為透過司法，可能因為司法程序比較冗長而造成延宕，所

以相較來講，行政程序可能會快一點，而這可能也影響到我國這方面

的制度的更迭。 

另外，歐陸的競爭思想的發展並非一開始就如美國採禁止原則。

因為美國一開始對於所有的聯合行為，或者是卡特爾行為都採禁止

的，到後面就開始有一些例外的許可，例外許可的原因，也是認為聯

合行為裡並非完全都是不好的，其實聯合行為有一些是正面的，對整

個經濟的發展可能是有正面因素的存在。所以，台灣現在也是採取「原

則禁止，例外許可」；而在許可部分，原則上也是認為聯合行為只要

                                                      
1參閱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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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正面的經濟利益的，原則上都許可，與歐陸發展蠻不謀而合的。 

但是，另對照了全世界的發展狀況可以發覺到，尤其美國的經濟

學者 John M. Clark 提出的動態均衡概念；他認為均衡模型，也就是之

前其實在美國，他們認為均衡模型是不合現際的，依此設計之競爭政

策反而可能有害於競爭，於是整個競爭思潮就開始轉向，在競爭規範

的設計上允許建立經濟權力之地位，也容許競爭者間適當的合作，也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後來發覺到全世界對於聯合行為的發展，一開始都

完全是禁止的，後面就開始有一些例外許可，最主要原因就是只要是

有利於整體社會經濟利益的話，原則上都可以許可，讓這個聯合行為

繼續產生 2。 

全世界第一個最早禁止水平競爭行為，亦即聯合行為的法律，為

美國休曼法第 1 條。但是，他的發展過程，從當然違法到合理原則，

原因也是在這邊。我們在看美國的案子要特別注意，因為美國的法律

充滿了抽象跟原則性，所以若要了解美國的法律，可能要從他的案例

來了解，因此以下有幾個美國案例中來探討美國的整個聯合行為，亦

即卡特爾的行為的發展，到底在實務上，美國是如何進行的。接著，

將針對事業聯合行為的產生，可以發覺到很多人在證據上面的舉證原

則上都是原告舉證 3，但是到最後法院認為完全由舉發者來舉證可能

有困難度，所以法院發展出一套概念，就是由擁有最多的利益者來證

明其無聯合行為，也就是說，應該是由被告來舉證，證明他沒有聯合

行為。 

所以，於此可以發覺到美國在舉證方面，認為只要被告擁有相當

有利的證據來證明其無聯合行為，則舉證責任應該落到被告，而不是

由被告來舉證其有無構成聯合行為，因此，美國法律的發展上有其值

得我們來了解的。此外，我亦將會把過去公平法十餘年的執法經驗，

加以說明。在過去十多年的執行經驗當中，公平會處分的主要對象有

                                                      
2參閱 John M. Clark, Toward a Concept of Workable Competi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0) 
3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1993 年，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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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是同業公會或是其他的團體，而聯合行為影響的地域多僅及於單

一縣市，比例上有 57％；聯合行為的執行方式大多以價格限制為主，

約占所有處分案件的 60％，單次標案中圍標行為又占 14％。再來，

聯合行為的合意又有 47％未留有書面證據 4。 

上述可知，其實公平會也面臨到在查聯合行為當中沒有書面的證

據，也就是說聯合行為的調查偵辦是有相當不容易，所以，此次的演

講原則上即將水平限制競爭行為中，最受非難的聯合價格協議為例，

來做一個探討，並向各位說明在整個處罰聯合行為的規定，各國原則

上都有趨向一個目的，即「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狀況。亦即聯合

行為有些不見得完全是有非難的，而是因為他確實對整個經濟發展是

有正面幫助的。 

在整個聯合行為中，若無法取得直接證據來證明事業間的一致行

為，大部分都是透過間接證據的證明方式來認定事業間的一致行為。

依經驗法則與待證事實在發生上具關聯性的事實來證明待證事實的

存在與否，也就是學理上所稱的間接證據。整個處分行為，因為有鑑

於違反一致行為禁止規範的聯合行為，大多帶有行政與刑事責任，因

此證明聯合行為存在間接證據的證據有多高，誠屬重要課題 5。這都

是今天在這個地方跟各位討論的。 

二、主要國家處罰聯合行為之規定 

美國的聯合行為規定在美國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及第 3

條，其最主要是「以托拉斯或其他方式的每一個契約，共同和共謀以

限制數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交易」的行為宣告為違法，而違法的

效果需負刑事責任。這個部分與我國略有異，台灣是先行政後司法。

美國休曼法對卡特爾行為的管制自 1899 年開始，其法律規定很簡單，

                                                      
4行政院公平會企劃處 94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全球化時代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與

因應」pp.60-70 (2005, 12)與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

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pp.87～90 (2007)。 
5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pp.24～2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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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執行端賴實務上判例的累積。 

目前，美國納入聯合行為之類型計有價格聯合行為、市場分割行

為、聯合杯葛或拒絕交易行為等。美國認為協議的內容將直接造成價

格上漲或產出減少之行為，往往以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加以

認定，這些行為包括，固定價格，亦即價格約定或產出的約定的多寡、

圍標，以及劃分市場等；對於其他廠商之間的協議，若該協議可能對

經濟活動效率之提昇具有合理關聯性時，則需適用合理原則，也就是

說美國對於聯合行為過去曾完全禁止的，後來慢慢開始走向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 

所以，近幾年來，美國對於「研發合資」及「生產合資」等聯合

行為，在立法上特別的放寬；尤其是在 1984 年通過的「國家合作研

究法」，明定已登記之研發協定，可依合理原則來加以判斷其合法性，

而非視為當然違法行為，且限縮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範圍，該法

也在 1993 年加以修正。此外，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於 2000 年 4

月也共同發布「競爭事業合作之反托拉斯準則」，就如何評價事業間

合作行為也有明確規範。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叫 Antitrust Law？其實，很多聯合

行為他們都很害怕其成員間不願意合作，所以，他們要求用信託(Trust)

的方式共同來執行，而 Antitrust 就是反 Trust 的意思，衍伸成為現在

我們講的反托拉斯法。 

同樣地，鄰邦日本，對於聯合行為的處罰規範規定在「獨占禁止

法」第 2 條第 6 項，並在第 3 條禁止聯合行為的實施。第 2 條第 6 項

的定義認為「事業以契約、協定或其他任何方式」，我想契約、協定

幾乎跟我們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是一樣，「其他方式」也一樣，「與

他事業共同決定、維持或提供價格、或為限制數量、技術、商品、設

備或交易相對人等相互拘束其事業活動、或遂行之，致違反公共利

益，實質地限制特定交易領域之競爭。」。 

另，日本也認為是得予以例外許可的；日本的「許可」規範比較

廣泛，除了在獨占禁止法以外，亦散見在個別產業法規來予以許可對

經濟有幫助的一些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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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對卡特爾行為作出禁制規定，規定內容

為「凡有影響會員國間交易之虞，並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事場內

的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所有企業間的協議、公會之決定，及一

致性行為」6；特別是限制價格、限制技術發展、分配市場、差別待

遇及契約不當連結等行為。而其違反效果，除該項契約或決定無效

外，依歐盟理事會 1962 年第 17-62 號規則第 15 條規定，歐盟執委會

得處該違法事業 100 至 1000 萬歐元之罰鍰，罰鍰金額上限不得超過

前一年度總營收 10％。這其實可以看出公平會處罰上的一個標準，除

了有自己的標準以外，亦參酌他國的經驗來累積，歐盟亦為我國公平

會參酌的對象之一。 

另外，在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有例外規定，也就是事業間所

有卡特爾行為「對於生產或分配之提昇，或促進技術或經濟發展有貢

獻，同時使消費者能公平分享其所導致之利益」則可例外不適用第 1

項禁制規定。此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的某些例外規定不謀而合。 

德國對於卡特爾行為的禁止是規定在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1

條，條文規範為「互有競爭關係之事業、事業團體以協議、決議或其

他互為一致行為之合意方式，並以阻礙、限制或破壞競爭秩序為目

的，或可產生相同效果者，應禁止之。」此可以看出其亦為原則禁止；

而在例外面，則可從程序上第 9 條的報備程序及第 10 條的申請許可

二種方式來允許一些例外的規定 7。 

韓國規定在獨占管制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

                                                      
6參閱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

中心 p.12 (2007)。歐盟規範聯合行為規範之條文為歐體條約（即羅馬條約）第 81
條，並於 2009 以 Art 101 TFEU（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取代 Art EC 2004 為規範聯合行為依據。概言之，該條規定計有三

項：第 1 項厥屬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乃係就聯合行為規定其違法構成要件；第 2
項則屬聯合行為之效果規定，即規定違法聯合行為之任何契約或決定應屬自動無

效；至於第 3 項，乃屬聯合行為之豁免規定，即係就符合一定要件之聯合行為，得

宣告予以例外許可。參閱劉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註釋公平交易

法—第七條，頁 291。 
7參劉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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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契約、協議、決議或其他方式，共同從事不公平限制競爭之行為，

而於該項中規定有 8 款之限制行為之態樣，例如限制價格、決定交易

之約款及條件、決定產品之交付、配送、限制交易區域等，而其於第

8 款有概括規定，對其他於第 1 至 7 款未為規定，而有實際限制競爭

之行為亦加以禁止。在例外許可方面，規定於第 19 條第 2 項中，共

有 6 款情形，在公平交易委員會授權下並符合總統令所規定之要件

時，則無第 1 項禁止規定之適用。該 6 款情形，分別是產業合理經營

目的、研發及技術發展目的、克服經濟不景氣目的、產業重整目的、

交易條件合理化目的及加強中小企業競爭力目的等情形。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亦為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規範態

度。在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聯合行為之定義，係指「事業以契約、協議

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亦即合意是有三種方式，用契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其中，其他方式即一般所稱之間接證據，也就是以非書面的方

式所得到的合意或其他的行為導致的合意。然此主體是需要「有競爭

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意味一定要有競爭性的關係。 

其實在民國 88 年還沒修改公平法前，同業公會到底適不適用公

平交易法的聯合行為常常有所疑惑，原因是同業公會只有一個，其競

爭關係的他事業到底是誰？找不到。所以，當時常常被法院以此狀況

來駁回我們審議的案件。而在修法以後，將同業公會以契約或協議或

其他方式的合意也列為聯合行為，此才解決掉這個問題。因此，有競

爭關係的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此主體需為如此：「共同決定商品或

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

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在第 2 項中，將聯合行為的範圍限定於「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

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

限」，也就是水平的聯合行為。所以，原則上，我國只有限制水平的

聯合的行為，不像美國尚包括垂直的聯合行為。因此，我們可能要用

別的條文來予以限制而不是採取第 7 條來規範。我國對於聯合行為的

規範手段目前主要藉由行政管制，無論是向公平會申請例外許可之情

形，或是事業因違反聯合行為之規定而受第 41 條之處分情形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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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 35 條所規定之刑事制裁必須以該行政處分之作成為前題，也

因有第 35 條之規定，此亦為我國對於聯合行為原則上之所以採先行

政後司法的原因。 

接著細分一下。第 7 款的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是規定在第 14 條

第 1 項，原則上有 7 項的例外許可：第一個是「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

合」，也就是說廠商如果發覺到有些東西需要是規格化，像是行動電

話的電池，假設每一家行動電話的生產公司的電池都不一樣，而若有

人提出願意統一規格，則我們就會看看其是否有統一的必要性，有無

合理化的聯合、專業化的聯合、以及輸出入之聯合。 

目前一般以輸入聯合為最大宗，像是常見的原物料小麥我國有很

多的小麥的進口商，但因怕獨自輸入恐不符合成本，因此有很多廠商

願意共同進口小麥，此共同進口，除可壓低成本、增加進口的方便性

外，也構成聯合行為，一般我們容許小麥進口商來申請輸入的聯合許

可。而「不景氣聯合」，則是因不景氣的狀況將可能使得許多廠商重

新考量其經營上的成本，此時可能有需要藉由聯合行為來避免因不景

氣所引起的損害，此外，還有「中小企業之聯合」行為；而這些都是

我們目前許可例外較常存在的狀況。 

三、無合意直接證據起訴聯合行為之論據 

下面要跟各位談論的是「聯合行為」。聯合行為，在合意上面到

底有何問題？以及面對該等困境時，學說及實務上都有哪些發展以證

明合意的方法 8。 

實務上，聯合行為的案件發展至今，有直接證據取得愈形困難的

現實，國際間的經驗除訴諸更多元之蒐證技巧，以及運用寬恕政策 9，

亦即所謂窩裡反，在台灣叫「抓耙仔」的運用外，仰賴間接證據以資

                                                      
8蔡孟佳、鍾佳純，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頁 23 (98.10)。 
9蔡孟佳、鍾佳純，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頁 23 (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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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聯合行為的方法，已經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法院須面臨之必

然結果 10。因此，今天的演講將由使用間接證據來證明合意的容許性

出發，並本於公平正義及效率的概念來說明，間接證據的使用在聯合

行為案件中是有其必要，並可以作為訴訟案的證據 11。 

學說面，則以經濟理論觀察分析。寡占廠商勾結間，具有先天不

穩定的性格，最主要是其須面對達成共識，嚇阻悖離，以及防止新的

競爭加入等三項「卡特爾問題」12；因此，學說與實務發展出所謂的

「促進行為理論」。該理論，除可辨別寡占廠商之行為是否係出於勾

結，且可通過「合意」此一構成要件之檢驗，故而有助於執法機構與

法院解決上述所面臨之問題 13。 

實際來說，聯合行為實務上的認定之難度在於如何判斷具體案件

中事業間意思聯絡的主觀要件。因為意思聯絡本來便屬於事業之間內

心意思，為彼此間互動過程及內容，所以有關於一致行為禁止規定的

適用上，乃取決於是否能從外部客觀事實認定事業間其具有意思聯絡

的事實 14。因此，我國對於中油及台塑兩家石油公司，其實從外部的

客觀來認定他們有意思聯絡主觀要件的存在，故在其市場結構尚非使

其一致行為不再需要具意思聯絡的情形，仍有必要監督其市場行為，

以判斷事業之間是否具意思聯絡，來從事系爭一致行為的主觀基礎。 

從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7 條「合意」的要件來看 15，美國最高法院

也不斷透過案例發展及踐行，充實所謂“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之內容，亦即運用契約，或者是說聯合，亦或是合謀，

                                                      
10蔡孟佳、鍾佳純，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頁 23 (98.10)。 
11 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

心 第三章第二節 (2007)。 
12蔡孟佳、鍾佳純，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 第 17 卷第 4 期，頁 18 (98.10)。 
13蔡孟佳、鍾佳純，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 第 17 卷第 4 期，頁 18 (98.10)。 
14林鈺雄，刑事訴訟法 上冊 總篇論，2006 年，頁 427。 
15劉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七條，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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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於以間接證據證明合意之操作內涵，即為本演講所深入探討分

析之重點，其核心議題則包括何種間接證據應與合意存在之事實具有

直接關連性。故在訴訟上應予具備並強調；該等間接證據應如何合理

評價其證據價值及其證明度標準等相關問題 16。除美國發展相關間接

證據外，我們亦發覺 OECD 的競爭中心也有對於無合意直接證據的一

個論據，也就是間接證據，亦認為有必要予以強化及承認。因此，OECD

認為卡特爾是在競爭者之間的合意，落在價格的約定（fixing prices）、

市場的分劃（allocating markets），以及競標（rigging tenders）三個層

面上。 

OECD 也認為聯合行為是所有違反競爭法裡面最嚴重的一個事

件，所以要加以嚴懲，另其認為卡特爾的案子是具有獨特性，因此，

最重要部份是要如何證明契約的存在，但要找到一個直接證據去證明

聯合行為的存在是很困難，因為聯合行為的合意多是秘密進行的，且

他們也不會配合調查人員辦案，所以在這種狀況下他們認為有間接證

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一般而言，直接合意證據當然可以證明，

一般都是由會議，或是透過之間的交往，來認定整個合意的內容，所

以，一般認為直接證據的樣態，第一個是所謂的文件，不管是書面或

是電子文件，來證明契約的存在。第二種就是口頭陳述或是書面陳

述，來描述他們之間要做的聯合的行為。另外，情況證據當然是一個

證據，但是一般並不是那麼明確地的表明他們之間到底有怎麼樣的合

意，或有那些人參與，而這些情況證據包括參與的這些人、聯合行為

參與者之間的溝通 17。 

另外，所謂的經濟證據（economic evidence），是指經濟證據可以

顯現出他們對市場及他們行為已經有所謂聯合行為產生，此有兩個部

分，經濟的證據在 OECD 裡面亦甚重要。從外表來觀之，其實與目前

我國公平會在認定聯合行為的樣態蠻類似的。所以，現在情況證據已

                                                      
16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

心 p.59 (2007)。 
17OECD, Hard Core Cartels - Recent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ahea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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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被各國用來認定聯合行為案例上，其不只是說單獨用來證明契約的

存在，亦被認定效力是可與直接證據等同的。 

情況證據是很難以解釋，因為經濟證據特別含糊，且有可能跟聯

合行為或是獨立行為重合在一起，所以在認定上面會很困難。使用「情

況證據」，最好是用整體面來適用，且用於所謂累積性的效果

（cumulative effect），而不是以單純的一個事件或一個行為來認定其

證據上的效果；也就是說，對於經濟上面的一個證據，或情況證據應

該配合整個案子來認定，最終還要再配合經濟分析來找出確實是否有

所謂犯意的存在，才能驗證出主觀性要件存在，這在 OECD 裡是很重

要的看法。所以，OECD 認為，如果有智慧的使用「情況的證據」可

以有助於一個國家去打擊聯合行為 18。 

以下介紹不同「情況證據」的範例：第一個狀況，是聯合行為人

之間的相遇或溝通，但並沒有辦法說明說他們到底真正有哪些溝通的

內容，所以他們只能說是一個有互相的傳遞的證明，這些東西包括電

話的一個會話、他們互相共同旅行到一個地點、或者是說他們到一個

特殊地方去見面。譬如，有一 trade conference，他們自己約另一個地

方去碰面。另外就是，這些聯合行為參與者之間有一些會議的書面證

據顯現其價格或對於供需之間的產能的高低、多寡作討論，並談到每

一家聯合行為參與者對於他們公司的價格應如何訂定，這些都是可以

讓我們很清楚的了解到他們之間確實是有合意狀況的產生。 

第二種狀況有，所謂的溝通（communication），就是他們之間溝

通的狀況，及有所謂經濟的證據，此兩種狀況被歸類為 economic 

evidence。第一個部分，證據是由公司直接來執行，不管是在產業或

是市場上，包括平行價格、不尋常的獲利、確保市場的占有率、是否

歷年來都是違反公平交易法規範，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去證明經濟上的

證據，就是經濟行為（Economic conduct）。另外，第二種是說促進行

為（facilitating practices），也就是所謂的「促進行為」，讓參與者能夠

很容易的去達成或維持一個合意，亦即「促進行為」包括訊息的交換、

                                                      
18OECD, Hard Core Cartels - Recent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ahead (2003)。 



 

•163• 

價格訊號（price signaling），就是說如果把價格提出來以後，大家心

有戚戚焉，就會跟進、價格的穩固，最優的政策、不必要的保護政策，

要求國家去制定，所以，這些行為有關於「促進行為」，雖然看起來

不見得是違法，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執法者要了解到，這些情況證據

最主要是表達合意的存在，特別是有促進行為存在，那更是可以證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此，在卡特爾，OECD 對於整個無合意直接證據發展出一套認

定競爭者之間是否有合意主觀性的存在，完全是透過客觀證據

（circumstantial），也就是情況證據跟經濟證據客觀上的行為與要素來

證明主觀的存在，這是在 2007 年 OECD 裡特別提出的準則提供予其

會員參考。另與各位說明一下，目前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為 OECD 競

爭小組的觀察員，因此，我國也一直努力與國外合作，盡量將我國法

規與國際接軌。所以，剛才一再談到聯合行為的合意是否留有書面，

是因我國第 7 條所稱的聯合行為，必須「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達到限制彼此活動之目的，因此，事業間合意方式為聯合

行為關鍵構成要件，但是要探知事業間是否存有合意並非易事，除非

事業間合意留有書面證據，否則公平會在調查處理上就必須倚賴其他

間接證據 19；例如，關係人之證詞、外在一致行為、市場環境變動及

經濟情勢分析等為認定。此為聯合行為調查偵辦過程最為困難之處。 

我國公平會過去十多年聯合行為的起訴，未留有書面有 47％，留

有書面有 53％。為什麼留有書面有 53％，因為很多是同業公會之間

的聯合行為，所以易有書面的存在，其他的反而就比較難。公平會統

計歷年的案件中，合意留有書面的比率來看，若以 88 年為分界，留

有書面合意的紀錄逐年下降，最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之案件均未留有書

面之合意紀錄，因此在違法案件的調查上，需要蒐集更多相關間接證

據，並輔以經濟分析等方式為更嚴謹的論述，而在處分上需投入更多

的人力、物力。 

另外，留有書面合意紀錄比率自 90 年之後略有增加的趨勢，原

                                                      
19 吳明軒，中國民事訴訟法，中冊，6 版，頁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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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部分案件屬於由同業公會所主導，而同業公會所為之聯合行為決

議往往容易作成會議紀錄；另外可能說法是，正因未具書面合意之案

件調查難度較高，相對較不易成案，因此留有書面合意紀錄之案件往

往較容易成為處分對象。 

四、美國控訴無合意直接證據聯合行為之論據 

美國，控訴無合意直接證據聯合行為的論據，從有當然違法到合

理原則，就是整個聯合行為是從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一個狀況，再

來就是對於無合意證據也適用一致性的原則來跟各位作討論。 

美國在 1890 年代有第一個判例出來。此案中，他們對於價格的

約定做了一番討論。美國學者對反托拉斯市場價格關聯性的研究，認

為如何去認定，有些人認為價格的聯合行為有剝奪消費者利益與提高

卡特爾成員利潤的效果，而需立即在「當然違法」的原則下適用反托

拉斯法，但是，這充滿了很多的討論。在 Trenton Potteries 案中，大

法官便認為固定價格，即價格約定，在合約本質上即對於自由交易做

出不合理及不合法之限制，對於固定價格實質上是否符合市場行情的

探究都是多餘的，這是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去認定的。 

再來在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對

於價格約定又做了一番全面性的闡釋，Douglas 法官認為：「國會並不

允許殘破不堪的競爭之經年累月的哭號和競爭惡害，成為價格約定共

謀行為之辯詞。對於以原始的或虛構的競爭濫用充當此類計劃之合法

理由，或有對參加結合之會員們為善意者，均不受允許。在休曼法下，

結合之形成是為了如下之目的和有此效果者─即提升、壓抑、限定、

標定、穩定在州際貿易之貨物價格，即屬當然違法。」所以，在 Socony

案中，「當然違法」做為判斷卡特爾等行為違法性的原則，獲得更進

一步的確認 20。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案中，最高法院認定工

程師協會違法，並採用合理原則來審理案子，這個案子最主要有兩

                                                      
20 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310 U.S. 150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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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一點，因為該案並不會約定價格，只是涉及阻止價格競爭的規

則；第二點，被告是專業職業。所以在本案，合理性原則的主要考慮

在於系爭合意行為，其目的在於提升競爭或抑制競爭。檢察官必須就

所有可能影響法規適用的因素進行全盤考慮，且對該合意之反競爭效

果，抑或有損競爭之效果，負有「舉證責任」。然而，原告無須證明

係爭商業行為之不公平性，在合理性原則的支配下，聯合行為之合法

與否，必須透過個案的審查。所以，由這個案子也可以窺知一二，且

每個聯合行為都有它的特別性，因此處理聯合行為的案子，檢察官或

相類似的行政機關，如公平會，對於每個個案都要負責舉證責任，最

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在於價格調多少，而是在於整個價格制定過程中是

否有違公平交易法，究竟是提升競爭或抑制競爭，這可能是整個案子

裡最重要的部分。 

另外，在合理性原則裡，Broadcast Music, 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一案中更進一步確定 21，亦即合理原則的適

用是否有其限制，或者說是獨特性。在 1983 年 NCAA v. University of 

Oklahoma 案中 22，也就是美國全國大學體育協會、美國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 CBS 與迪斯尼旗下的美國廣播公司 ABC 簽訂轉播契約，當然

也規定各球隊所能分得之酬金。但因其中有些熱門球隊，與 NBC 另

外商討轉播權，而遭致 NCAA 之制裁。這時下級法院與上級法院認

定不同，然最高法院仍認為，此種狀況雖然存在水平價格競爭，但因

其必要性及事業之獨特性，被告仍應適用合理原則而得到阻卻違法。

即球隊有其獨特性，適用上是否有必要考慮到其合理必要性，這都是

美國整個審查聯合行為案子中新發展出來的一個理論。 

再進一步討論。在平行行為的案例中，有個不能略過的案例就是

1939 年之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案，依本案的標準，純

粹的平行行為可視為違反休曼法第 1 條的規定 23，但在 1946 年

                                                      
21 Broadcast Music, 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441 U.S. 1 (1979). 
22 NCAA v. University of Oklahoma, 468 U.S. 85 (1983). 
23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306 U.S. 208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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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s 案中：「構成非法的共謀並不需

要有正式的協議，…價格變化的紀錄就是共謀存在的證據。」24，然

此案到了 1954 年 Theatre Enterprise, Inc. v. Paramount Film Distributing 

Corp.案中被推翻了，也就是在認定是不是有合謀的問題時，美國在

1954 年 Theatre Enterprise 的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訴訟不成立，其

認為：「…，本法院從來不認為並行的行為是決定一項協議存在的證

據，…有意識的平行行為還不能完全推斷出休曼法中的共謀。」25，

所以，在平行行為當中，在 1954 年美國最高法院有這個新的判例出

現，亦也推翻先前的看法。 

在 1993 年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法院又強調價格一致性之行為，不過是廠商追逐利益之一種手

段，結果本身不違法，違法之處是在於形成的過程中，利用違法手段，

彼此間暗通款曲 26。所以，一致性的行為，若有發覺到其確實存在暗

通款曲的部分，將會構成違反休曼法。接著，在 2007 年美國法院在

Bell Atlantic v. Twombly 的案中 27，再度強調平行行為並不違反休曼法

第 1 條。但對於外觀相同的行為之所以有不同的判決，主要還是在如

何證明該行為是透過合意或是單純的平行行為，由於證據取得困難。

為解決取證的問題以及防堵一致性行為的發生，美國法院與行政部門

分別採行了不同的處理方式，不同原因是在於原告如果主張被告間有

一致行為，其主張的內容應包括被告間外觀上一致或相類似行為，再

加上足以證明共謀意圖的直接證據；若沒有直接證據，則須以間接證

據加上附加因素來證明 28。 

因此，第一個，被告有無組成聯合行為之合理動機，即其有無動

                                                      
24 American Tobacco Co. v. United States, 328 U.S. 781 (1946). 
25Theatre Enterprise, Inc. v. Paramount Film Distributing Corp. 346 U. S. 537 

(1954). 
26 Brooke Group Ltd. v Brown & Will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27 (1993). 
27 Bell Atlantic v. Twombly, 127 S.Ct. 1955 (2007). 
28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

心 p.7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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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第二個，是否有除非被告採取聯合行為，否則無法合理解釋之市

場現象，也就是說，是否已經察覺到動機與行為之間有因果關係；被

告過去有無聯合行為之紀錄，換言之，有無違反聯合行為的一個紀錄

存在；再來，被告事業間有無開會或其他形式之直接接觸的事實；被

告有無採取方便彼此溝通協調之作為，亦即有沒有促進行為產生；產

業結構之特徵是否有利於廠商避免相互競爭，或是有礙於廠商避免相

互競爭；最後，市場績效因素是否隱示被告採取聯合行為，或是可以

反證被告並未採取聯合行為 29。 

法院對於原告的主張須為實質判斷，若原告所主張的證據及附加

因素不足以使法院排除被告，基於己身利益獨立行動的可能性，則原

告敗訴；也就是說，法院若無法排除這個係基於己身獨立行為的可能

性，則原告敗訴。所以，在美國，當原告主張的證據及附加因素可使

法院排除被告獨立行動的可能性時，即美國的原告可能要做這件事

情，要讓法院排除被告所為是一個獨立行為的可能性時，即為應有合

謀，但是當若原告若已能證明，原則上在訴訟原則上原告要負舉證責

任，然在美國針對聯合行為卻是只要證明被告的行為並不是獨立行

為，此候整個證據的證明能力將轉換給被告，被告要去證明自己沒有

共謀的責任 30，而被告的證明須到何等程度才算已盡舉證責任？ 

在 1939 年 Interstate Circuit 案 31，被告八大片商未讓可能知悉內

情的高層人員出面作證，僅指派地區主管作證，最高法院表示：「當

被告可提供較強證據卻不提供，而只提供較弱的證據時，即意味較強

的證據可能不利於己，被告的「沈默」將成為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最後，美國在處理這種案子時，會先把舉證責任交給原告，原告要去

證明此並非被告的獨立行為而是共謀的，當證明這不是一個獨立行為

的時候，被告就要去證明自己沒有共謀的合意；如果被告沒有辦法證

                                                      
29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

心 p.73 (2007)。 
30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

心 p.73,75 (2007)。 
31 Interstate Circuit, Inc. v. United States, 前揭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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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己並無共謀的合意，就可能要自己承受敗訴。另外，對於具高市

場力的被告，美國法院也會課以舉證責任。 

美國行政部門認為，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在 1992 年提出的一種

新違法態樣「邀請勾結」，試圖由預防的角度來減少廠商間發生一致

性行為的可能性。所謂「邀請勾結」是指當廠商對競爭對手提出不為

價格、產量或其他方面競爭的請求時，即使競爭對手尚未做任何回

應，該廠商也已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不公平競爭」的規定，

聯邦交易委員會得命令行為人停止該行為。但這項新武器卻引發是否

超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授權範圍的爭議，很多學者認為在沒有

調查被告的經濟力量之前，對於廠商的單方面行為不應加以干擾，這

是休曼法的基本原則，但聯邦交易委員會則認為其權利行駛範圍應擴

及反托拉斯法初期違反行為，且「邀請勾結」未被明文禁止乃法律的

漏洞，聯邦交易委員會有權彌補之。 

另外，美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也發展出禁止便利工具（facilitating 

devices）。除內在動機外，廠商間也可能利用一些常是外在可見的工

具進行合意，此即所謂的便利工具，交換價格訊息就是最好的例子。

美國法院雖然在 1921 年 American Column & Lumber Co. v. United 

States 案中 32，認定交易協會組織所進行的「公開競爭計劃」違法，

但法院並非對所有報價中心組織均持否定態度，法院明白表示價格資

訊交換本身並不違反休曼法第 1 條的規定，只是當外表一致的行為和

這些便利工具相結合時，方能強化法院對共謀存在的確信或足以論斷

共謀。這些都是剛才跟各位提及每個案子都有每個案子的獨特性，但

是更重要的是要如何讓這些外表一致行為能夠配合上一些便利的工

具去了解是否真有共謀存在。廠商間的資訊交換，若係發生在高度集

中的市場，法院多會對被告採取負面，甚至“當然違法＂處理。

Container Corp. of America 案即是。 

為解決競爭者間資訊交換的問題，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

在 1996 年公佈的「醫療反托拉斯執行政策聲明」提出幾項的原則來

                                                      
32 American Column & Lumber Co. v. United States, 257 U.S. 377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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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競爭者之間交換的問題來予以規範：交換資訊的資料應由第三者

管理、研究，例如，買方、政府機構、顧問公司、學術機構、交易協

會等；所交換的資訊至少是三個月以前；至少要有 5 家廠商提供資料，

且任一廠商所提供資料之比重不得超過過全部資料的 25％；所傳播的

資訊須經充分加總，使任何人接無法辨認個別廠商的價格資料，也就

是完全讓大家看不出是由哪一個個別廠商所提供的。 

對於一致性行為，很多廠商，比如說全家漲價，為什麼同業跟著

漲，類似這樣的一致行為，美國法院過去已累積了相當多的相關判

例。但前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經濟局局長 Jonathan Baker 認為，美國

法院在依賴間接證據來證明事業間有無合意或有意識地採取共同行

為時，往往將寡占市場廠商有意識的平行行為錯誤地推論為廠商彼此

間有合意之存在 33。例如，寡占市場中，若有家廠商提高價格，其他

家跟進，就會被解釋成第一家廠商提議漲價，而其他家廠商接受此提

議。且若因寡占市場廠商價格平行行為就認為彼此間有協議之存在，

則法院將面臨執法上的困境，因為除非用法律管制價格，法院將不知

如何命令廠商改正其行為 34；因此，一致的行為受到很多的挑戰，所

以慢慢地也去採取促進行為的產生及運用。 

以美國的反托拉斯泰斗 Phillip E. Areeda 認為「促進行為」乃是

指有助於事業間進行價格協調或為其他反競爭行為之事業活動。事業

間為鞏固卡特爾的運作，會設計各種幫助達成共識，或偵測、懲罰成

員悖離，或防止新的競爭加入之促進機制，而踐行、運作此等機制之

行為，即為「促進行為」。Areeda 同時指出，「促進行為」可能為僅帶

促進效果之行為，也有可能本身即已構成傳統常見之價格合意，亦

即，「促進行為」最終所導致之反競爭效果，未必會因「促進行為」

之實施即隨之呈現。從而，「促進行為」之非難性，在於其本身所帶

                                                      
33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2004 年，頁 44。 
34陳坤銘、溫偉任(2005),“寡占市場廠商價格跟隨行為規範之研究＂，公平交

易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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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反競爭傾向，而非因其在個案中被證明有反競爭之結果 35，也就

是說重過程而非單看結果。 

透過「促進行為」之發現，即足堪推論聯合行為「合意」之存在；

二者，則係基於其反競爭之性格，故而行為本身即為競爭法所禁止之

行為。按「促進行為」依其是否經合意而為之，可分為「經共謀之促

進行為」，以及非經合意所為之「單方促進行為」。舉例來說，如果廠

商間為達鞏固卡特爾之目的，而合意交換敏感之產業資訊，該行為即

屬「經共謀之促進行為」；如廠商基於相同之目的，但在無任何協議

之情形下，單方面提供其競爭者重要之交易資訊，則屬「單方促進行

為」36。目前美國處理聯合行為常常就是採用「促進行為」來予以認

定。 

另外一提，美國近年來愈來愈不願意依賴間接證據來證明寡占市

場合意的存在。依據賽局理論，認為如果產業環境本身適合勾結，則

廠商只需要透過有意識之平行行為即能達到與勾結在一起的同等效

果；因此，在此情況下，勾結也是不理性的行為。在資訊完全的寡占

市場當中，廠商不會出現聯合行為。 

Baker 認為前述的觀點對反托拉斯政策引申出兩個政策意涵：第

一是間接證據的採用要更加謹慎。第二個，寡占廠商其實並不如傳統

芝加哥學派所認為的那麼競爭，在很多情況下，寡占廠商是像獨占廠

商般具有市場影響力的；而這些市場影響力的行使並不需要廠商間的

聯合。所以為了促進市場效率，反托拉斯的相關單位，除了要規範聯

合行為之外，治本的作法可能需要從改變市場結構。 

五、我國裁罰無合意直接證據聯合行為之論據 

我國裁罰無合意直接證據聯合行為的論據，首先可以從聯合行為

的定義來看。公平法規定，聯合行為最主要是指兩家存有相互競爭性

                                                      
35蔡孟佳、鍾佳純，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 第 17 卷第 4 期，頁 18-19 (98.10)。 
36仝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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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廠商，為謀求彼此間的共同利益，避免因為競爭引起的不確定

性，透過公開或秘密的方式，針對某些特定的競爭事項，相互協商有

關的商品價格，生產量或銷售量等之共同行為，以達到提高價格或限

制數量，增加利潤之目的 37。此種行為，公平交易法係以禁止方式予

以規範，此即公平法所規範的水平限制競爭。是以，剛才跟各位報告

過，我國管制原則上是禁止，但例外許可，然公平法第 7 條第 2 項：

「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這也是為何我們稱

為水平限制競爭而已，還沒有辦法規範到垂直限制競爭行為 38。 

整個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的重點在於就聯合行為的特點，其作用並

不在組織形式上減少競爭主體，而是在於經由合作，在整個實質的運

作上限制各競爭主體本來可以採取的競爭手段，從而削弱市場的競爭

能量。這才是公平交易法主要規範的地方。 

我國聯合行為的形成要素大概有幾個： 

1. 市場上事業的數量：在同一個市場內的事業數量愈多，則愈不易

形成或維持聯合行為。 

2. 市場加入障礙：認為障礙程度愈高，愈不易形成或維持聯合行為。 

3. 廠商的成本結構：認為生產成本差異大，則不易形成或維持聯合

行為。 

4. 品質差異性：如果品質差異性愈大，則愈不易形成或維持聯合行

為。 

5. 市場資訊的流通程度：各事業的交易資訊愈不公開，則愈不易形

成或維持聯合行為。 

6. 價格需求彈性：價格彈性愈大，則愈不易形成或維持聯合行為。 

7. 市場占有率：占有率高低差距愈大者，愈不易形成或維持。 

                                                      
37公平會第77次委員會議就屏東縣烹飪商業同業公會發函所屬便當業者聯合調

高便當價格乙案，以雖潮州地區學校便當價格確實上漲五元，但整個市場仍維持著

「可競爭性」，而予不處分處理。 
38廖義男，行政法院有關聯合行為以及迫使參與聯合行為裁判案例之評析，月

旦法學雜誌，第 68 期，2001 年 1 月，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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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整個構成要件可見，其主體是要有二家或二家以上之競爭關係

之事業，至於是公司獨資或是合夥的工商行號、同業公會、其他提供

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原則上要有約束事業活動的行為產

生，才是我們所規範的地方 39。 

在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3 項補充談到：「第 1 項所稱其他方式之

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也就是說除了契約以外，用

任何方式所產生的意思聯絡，不問其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以

導致共同行為，最主要是要看有無導致共同行為。公平法對於聯合行

為之合意，法律係採廣義的界定，若由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所訂定之

有拘束力的契約及協議，且其內容係有關價格、數量等等之協議，則

其固然屬於聯合行為的典型情形。縱使非屬於此種契約或協議，若事

實上其意思聯絡可以導致共同行為，亦屬禁止之範圍。所以，只要能

夠證明意思聯絡可以導致共同行為，不見得是要有拘束力，但是我們

可以確定它是有導致共同行為的結果，此為我們所要禁止的範圍。 

而間接證據到底如何使用？目前採用其他方式之合意及一致性

行為有所謂的「君子協議」及「一致性行為」。何謂「君子協議」？

就是指競爭業者的君子協議，並無法律上約束力，而僅有道德上、經

濟上或社會上之約束力，由於極有可能導致共同行為，所以仍應視為

公平法所稱的其他方式的合意。「一致性行為」係指當事人明知而有

意識地參與的意思聯絡行為，縱使當事人之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上拘

束力，甚至連道德上、商業上、經濟上約束力也無，僅有一種鬆散的、

不具特定性的約定，仍可以構成公平法上的聯合行為。 

由於，一致性行為於概念上及實際運用上有其特殊性，公平會曾

就「一致性行為規範」予以研究，認為如下：一致性的行為，又有稱

暗默勾結行為之涵義；歐體、德國或日本，實務上所謂「一致性行為」

或稱「互相約定之行為」、「默契行為」、「互為一致行為」，與美國實

務上所發展出之「concerted action or concerted practice」相當，此乃因

其他各國對此一問題之認識均源自於美國。綜合上述各國學說及實務

                                                      
39石世豪，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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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解，「一致性行為」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事業，在明知且有意識

的情況下，以意思聯絡之方式就未來的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法律拘束力

的共識或瞭解或了解。 

故其可歸納要件如下，在「一致性行為」至少一定要兩個或兩個

以上獨立事業，參與此一具有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至於，參與的事

業是否為獨立自主的單位，在經濟上是否被視為同一體，並非從表面

的關係加以規定，而應從評析其實質的關係加以認定。「一致性行為」

是一種不具形式、且沒有法律拘束力的合作方式，在主觀要件上，必

須參與的事業間有「意思的合致」，只不過該合致的意思尚未達締結

契約的程度而已；在客觀的要件上，必須有事前的協議或意思聯絡行

為存在。 

參與一致性行為的事業之間必須具有「相互依存性」的要素，若

僅是偶然一致的行為或縱使是有意識的模仿他人的行為，並非本概念

所要規範的對象，蓋此時行為人仍未喪失其獨立性，仍能自主地決定

自己的市場行為。在主觀因素方面，只要事業是明知且有意識地採行

某一具有共同目的的市場行為，並且可以期待他人也會遵照事前的約

定而為行為即足，並不以參與者共同擬定計劃為必要。我國公平交易

法第 7 條將契約及協議以外之「其他方式之合意」也納為禁制之卡特

爾合意類型之一，同法第 7 條第 3 項復將其定義為「不問有無法律拘

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所以，上開「一致性行

為」應為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並無疑義。 

關於認定聯合行為合意方式，若欠缺直接的書面證據，則有待其

他間接證據的補充證明。但一致性行為與有意識之平行行為雖然外觀

相同，僅因為合意要件之有無而將有違法與否之不同結果，如何運用

間接證據之補強以證明合意之存在一直以來都是競爭法主管機關公

平會所面臨的挑戰之一 40；公平會在 93 年處分中油、台塑聯合漲價

案即為適例。在這個案子當中，公平會觀察到寡占市場二大供油商有

同時同幅調漲供油價格的情形，從外觀觀察沒有辦法辨別究屬一致性

                                                      
40石世豪，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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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或僅是有意識之平行行為。 

在本案中，公平會利用賽局理論的分析，推論二大供油商間有藉

由發布油價消息調整價格之合意存在。然而，這個案子並非唯一利用

事業間外在一致行為推論其有合意存在的案件，金門縣煤氣商業同業

公會的案件當中，金門地區各瓦斯零售商購氣及經營成本各有不同，

在自由競爭市場正常機能運作下，應有不同的商品價格，且若未經協

議調漲時間也應不同，且被處分人也無法提出正當理由說明，所以顯

見事業之間已有意思聯絡之行為。我們得出類似美國用證據力證明的

轉置的一個作法。另外，南部桶裝瓦斯聯合行為案當中，4 家業者於

長達 2 年之期間內呈現價格一致的狀態，並且於相近時間調整至同一

幅度，被處分人也無法合理說明其原由，故我們也推論其存在意思聯

絡 41。 

所以，公平會對如何證明合意的存在，提出三個概念：第一個是

「外在行為的一致性」加上「意思聯絡的事實」；如果沒有意思聯絡

的事實，我們改用其他的間接證據，也就是「外在行為的一致性」加

上「其他間接證據」，這些其他的間接證據，包括從誘因、經濟利益、

類似的漲價時間或數量、不同行為的替代可能性、發生次數、持續時

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來斷定。另外，考量依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2 項與第 10 條有關獨占力量濫用之規定加以規範，對於沒有直

接證據時如何來推定其是否有合意的問題。接著，聯合行為如何證明。 

比如說聯合行為表現出來之外觀，固然不以所有參與事業均有同

一形式之行為或平行行為為必要，蓋處於競爭關係之事業就彼此之商

業活動為相互拘束之合意後，再據合意內容為行為分攤，未必會出現

相同之行為如足以影響市場機能之圍標行為；惟個別事業之結構、成

本及產銷策略都不相同，則渠等在同一段時期出現相同或類似之商業

判斷及行為如調漲價格、減產、拒絕與特定對象交易等之機率應不

高，故一旦出現此現象，即會對渠等就該等外觀一致之行為是否有合

意產生合理之懷疑。 

                                                      
4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229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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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平會基於市場上競爭事業外在行為具有一致性之事實，

依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及第 27 條發動調查權，自屬必要。發動以後，

就一般的分析認為，聯合行為最容易出現在寡占市場，因為寡占市場

中之價格及非價格競爭非常劇烈，常會使競爭者兩敗俱傷，故有經由

協調一致對外之強烈動機；且廠商家數少，協調成本低、技術容易，

故成功機會較高。 

不過，因為寡占市場上之競爭非常激烈，事業在他事業採取某種

行為後，即須為相應的調整或變動，產生「有意識的平行行為」，故

尚不能以事業有外觀一致之行為，即認渠等就此已有某程度之合意或

意思聯絡。這也是為什麼在判斷有外在行為產生後，若其無意思聯絡

之事實，而如果只是針對其他間接證據，則還必須要有其他的一些考

量的主要原因所在。這個確實也是如此，我們發現在過去的聯合行為

裡大多發生在寡占市場，特別是油品業或瓦斯業、水泥業，在聯合行

為的案件中，這些產業常常是我們主要查訪的對象。 

在公平會在調查案件時，如果沒有辦法取得事據時，就必須用間

接證據來補強。因此，須從事業是否有強烈的動機或經濟利益為卡特

爾，也就是聯合行為的合意，或該外觀一致之行為對某事業之經濟利

益有所損害，其卻仍予配合，從而推論其自卡特爾組織獲得補償；或

者同一群事業有多次偶然的平行行為，或是出現價格領導情況時，其

他事業配合調漲價格之時間過於迅速，且調漲價格後之市場結構與之

前相較並無重大差異或變化 42。 

上開間接證據之運用涉及到許多經濟學上之推論及評估，所以事

業外在行為之一致性，透過經濟分析及評估，無法獲致合理之理由

時，則其被認定為構成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將大為提高。在美國只要

證明沒有獨立行為存在的時候，此時原告的證據責任則已達成，因此

將把舉證責任倒置到被告，由被告去負責證明自己並沒有合謀的意思

或沒有合謀的事實存在。 

                                                      
42劉華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註釋公平交易法—第七條，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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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很多的事業常常會發一些參考性質的價目表，這個到底構

不構成？讓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各個廠商向其他競爭者發送參考價目

表，發送之廠商與其他廠商並無意思連絡，則無法構成聯合行為，不

過若此價目表為同業公會所發送，基於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應由市場供

需決定，並予各事業得以較有利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

爭取交易機會，始符合競爭之意旨，此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4 條所明定，

是以公會所訂價目表之決議，倘有促使所有競爭關係之會員遵行之目

的，復有共同決定服務價格之相互約束事業活動效果，價目表付諸實

施後，確有使收費價格上漲之現象，已構成聯合行為規範之實質違法。 

所以，須視參考性質價目表到底產生何種結果，業者之間的「建

議」是否構成合意，也就是說常常有業者會提供一些建議的價格，這

時就要看看到底有何問題存在？有時相互有競爭關係的業者一致性

調漲價格，係基於某種「建議」之結果，其是否構成聯合行為，按聯

合行為之合意雖不問其方法，也不問其合意有無拘束力，但仍需具有

合意之條件，故倘個案中僅能認定某一廠商或團體，有建議其他競爭

廠商訂定一定價格，但卻無證據顯示有合意的關係存在，則此時雖無

法以聯合行為論處，但可能仍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4 款的違反，

也就是用其他方式達到這個價格，促使他人價格調漲的一個意圖。 

在我國到底適不適用美國的促進行為？因為，不管是從當然違法

或是合理原則來看，所謂的一致性行為跟美國相當的一致，但是我們

是不是能適用美國促進行為理論呢？在類型上仍然宜作一些分類。但

是，著眼於兩者之目的均在鞏固卡特爾之運作，且我國關於聯合行為

的構成要件規定，為單一之條文即公平交易法第 7 條，不像美國分成

兩部法而且兩個機關的規範，美國執行反托拉司法有兩個機關，一為

聯邦交易委員會，另一是司法部，其也為處理聯合行為的主管機關。

因此，在涉及「單方促進行為」之場合，仍應以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涵

攝為宜，惟就如何以其作為間接證據來推論證明聯合行為「合意」之

存在，公平會於處分書理由及訴訟程序中，顯須耗費較多心力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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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該行為在整體聯合行為之地位，以連結其間之因果關係 43。是故，

如何適用在因果關係上可能要作很大的舉證。 

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某些裁罰，若當事人不能夠接受，可能要先到

行政院進行訴願，如果訴願還不能夠接受，就可以直接到行政法院進

行上訴。對於間接證據的適用，最高行政法院到底有何見解？在整個

聯合行為案中，間接證據與舉證責任問題行政法院的立場與公平交易

委員會到底有什麼不同？從行政法院若干行為中的案件中，也曾揭示

它的立場。例如在 89 年度訴字第 258 號判決即認為「互為一致之行

為」亦構成聯合行為；另在 89 年度訴字第 257 號判決進一步指出由

於直接證據之取得不易，故「經經濟分析後倘無合理理由可說明一致

性行為非屬合意，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虞」。 

由上可知，最高行政法院的看法，在證據上的行使有異曲同工之

妙。而在 92 年度判字第 1798 號判決更是清楚地倒置舉證責任，認為

可以合理的推定方式認定當事人間具有聯合行為之合意，且需行為人

「合理說明」舉證推翻該推定，此判決使公平會在違法案件之認定就

相對容易。此外，行政法院在 90 年度判字第 238 號判決中，亦指出

「行政訴訟法準用民事訴訟法證據法則之規定，若引用刑事訴訟法之

規定則不足採信」，表示聯合行為處分案之證明並不需要達到刑事案

件之嚴格證明程度，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的證據法則即可。 

公平會曾經對於 3 家 CD-R 廠商的聯合行為作過裁罰，本案最重

要的是在於此產業屬於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的特性在於研發成本

高、產業變遷迅速及產品生命週期短的特性，而此案件即導因於此。

本案件的行為樣態是符合第 10 條的獨占力濫用，以及第 14 條的聯合

行為，最主要整個案件我們認為在市場界定及專利集合廠商間是否有

產生第 7 條所稱的競爭關係，即認為到底有沒有競爭關係。最後，因

為這個有侵害到其他廠商的權益，所以市場界定到底外國廠商是不是

我們要予以規範，專利集合廠商之間到底是不是也有競爭關係，這個

                                                      
43 鍾佳純、碩士論文、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

心 p.5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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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在執法上是採取效果原則。何謂效果原則？是指事業在域外從事

之限制競爭行為，但其結果卻對國內市場或競爭秩序產生實質不利影

響者，則在認定上應有我國競爭法的適用。 

其實，這就是美國 long-arm statute，也就是所謂長臂法原則。大

家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友達、彩晶這些台灣的公司會被美國人抓去

關？為什麼違反他們的公平交易法？最主要也就是採用長臂法。什麼

是長臂法？即從美國的國際私法 conflicts of law，也就是衝突法所衍

生出來，亦為甲州與乙州。如果說甲州的廠商在乙州，如果從甲州賣

過來的東西造成乙州的州民利益上面受損，可是甲州這個廠商並沒有

在乙州作任何的生產，只有作行銷，那這樣到底是否適用乙州的法律

並予以規範？美國的 conflicts of law 衝突法認為，用 long-arm statute

來判斷，當甲州的廠商與乙州的利益作 minimum contact 最小的接觸，

就認為甲州廠商就應該認知到它有被乙州的司法追訴的後果，

long-arm statute 因而產生。 

故我國友達雖然是在台灣，到底有無 long-arm statute 的適用？以

前美國 long-arm statute一般只是適用在州與州之間的法律上面一個適

用的問題，可是很少適用到國與國之間，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美

國法院引用 long-arm statute，把它的司法權擴展到國外。不過，其實

他是因為它有很多東西賣到美國，自己本身在美國又設立分公司及子

公司，也有一些貿易的行為，所以友達自己本身就知道，它雖然是台

灣的廠商，可是對於在美國國內進行交易，他自己就要知道隨時可能

因為違反美國法律受到美國司法追究的效應。所以，當為什麼很多人

認為友達不應該受到美國司法的追究，但是從我自己在法律上的分析

結果，我是認為美國確實在對友達上面具有其司法管轄權的。 

同樣地，我國公平法是採用效果原則來認定外國廠商，雖然它並

不是在國內所進行的一些聯合行為，可其聯合行為效果在台灣產生對

我國公平市場產生不利的影響的時候，我們仍然認為我國的司法有司

法管轄權 44。 

                                                      
44汪渡村，公平交易法，第三版，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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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於 94 年 12 月所處理的水泥案，在這案子當中有國內的水

泥事業與國外水泥事業的聯合行為。這個案子當中國內有 11 家水泥

生產業者及 10 家水泥儲槽或通路業者，共計 21 家水泥供應銷售業者

等，以合資、契約、集會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

共同決定調漲水泥價格、限量發貨、轉銷水泥、退出市場或不為進口

等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在國內業者與國外業者聯合行為部

分，所認定事實為「國內水泥業者為避免殺價競爭與日本水泥業者、

國際水泥集團達成卡特爾協議，互不銷售水泥至對方之地區，並交換

使用在對方之倉儲設備，積極阻絕國外水泥進口」，以遂行封鎖國內

水泥市場，影響供需之目的。而綜觀相關處分事實、理由，所認定國

內業者與國外業者之聯合行為合意，乃在於國內業者之證稱陳述，及

客觀進口資料之變化，憑以論斷。  

所以可以看到聯合行為之直接證據真的不太容易，所以真的只有

利用客觀的一致性行為等間接證據之使用。雖然說行政法院肯認間接

證據得作為被處分事業合意之基礎，個案之認定仍需要視間接證據之

「證據程度」來予以判斷。剛才跟各位講過，我們原則上對聯合行為

是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但是聯合行為態樣萬千對於市場造成的影響

結果差異很大，但是若有益於整體經濟或公共利益時，則不宜完全否

定其效益而為全面禁止。所以公平交易法例外為許可規定，即對於有

利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且經本會許可之聯合行為，則例外不予禁

止。 

最近也可以看到併購案的一個狀況，有統一與維力炸醬麵那叫結

合案子，我們認為不宜，因為它們兩個合起來超過市場力已經超過 50

％，我們認為對整個經濟利益並不是帶來正面的。對於目前遠傳及其

他 7 家的唱片業者都進行組成一個公司，這種屬於垂直性的結合行

為，我們認為在目前的一個市場我們考量過確實是一個正面的，所以

我們原則上並沒有禁止。所以可以看到公平會並不是以裁罰為主要手

段，我們對於很多的對整個經濟有助益的聯合行為或結合行為都是樂

觀其成，他主要目的還是要確保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為主。 

至於，聯合行為的法律效果。聯合行為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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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明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原則禁止，例外才許可。換言

之，聯合行為除非是具有同條文後段列舉的七種情形之一，且屬有益

於整體經濟或公共利益，而經主管機關許可者，否則皆屬違法之行

為。對於違法的聯合行為原則上都透過行政罰來促其改善；若受罰事

業仍不力求改善或改後再犯者，則除仍得按次連續科以行政罰之外，

並可將該案移送司法機關論以刑罰，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及第 35 條第

1 項有明文規定。因而，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之禁止規範的聯

合行為，其法律效果可有二種：第一個行政罰階段，這個時候我們就

可以予以處分，如果有改善後而且不再犯就算了。另外，在行政罰與

刑罰併行的階段，就是違反聯合行為的禁止規範，經主管機關處分

後，未改善或再犯者，我們就送司法機關論處 45。 

聯合行為符合許可規定的我們剛才講過了，但是我們給聯合行

為，如果要許可他，我們是可以附加條件或負擔的，所以這也是我們

希望能促進，盡量在許可案件我們原則上都會許可，可是又害怕這個

許可對於未來如果有產生不利的影響，我們公平會原則上會給附加條

件或予以負擔的，但很多的問題是當我們允許許可後但是又發現到如

果許可事由消滅，或是說我們雖然許可他，可是我們給他負擔，他違

反我們負擔的要求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予以撤銷的，所以這邊也談

到在公平交易法第 16 條有談到：聯合行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由

消滅、經濟情況變更或事業有逾越許可之範圍行為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撤銷許可、變更許可內容、命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的，我們有 7 個許可的例外，其中有在景氣不

好的時候我們可以有一些許可，所以當景氣變好的時候那許可事由已

經消滅，我們就可以予以撤銷了。另外就是我們有談到的就是允許大

麥進口，可是有的人會另外作一些不是我們許可範圍之內去作，那違

反公平交易法或是違反聯合行為的許可的話，這個我們都是可以予以

                                                      
45 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service/ 

KS_F.aspx?faq_id=147，（最後瀏覽日 20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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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的。 

我們來看一下在過去 10 年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公平交易法的處

分的過程，我們的處分多以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為主，約占處分案件

的 60％；聯合行為影響地理區域多僅及於單一縣市原則上 57％；聯

合行為的執行方式多以價格限制為主，約占處分案件的 60％，其次則

是單次標案中約占 14％，剛有跟各位報告；聯合行為合意約有 47％

未留有書面，這剛剛跟各位報告過。在聯合行為許可案件當中，以第

5 款之輸入聯合行為的許可案件為最多，原則上以輸入黃豆為大宗；

另外，第 4 款的輸出聯合行為及第 6 款的不景氣行為則還沒有。這是

我們目前的執行狀況。 

在我們的處分案子當中，我們曾經對於北部地區瓦斯分裝業者被

檢舉聯合壟斷桶裝瓦斯運裝市場，這個案子最主要是八十八年八月某

瓦斯行業者經合法成立後，向桃園以北二十一家桶裝瓦斯分裝場洽詢

委託瓦斯分裝及運輸事宜，也就是欲向瓦斯分裝場提氣，大家可以看

到我們的瓦斯是這樣，是中油跟台塑，然後是瓦斯分裝場，再到下面

的瓦斯行，這有不同的階段，在這個地方最主要是瓦斯行成立後向瓦

斯分裝場買瓦斯的問題，所以當這個瓦斯行成立以後他向這 11 家瓦

斯分裝場，我們台灣有分不同區有不同的瓦斯分裝場，他們有不同的

區域經營範圍，在之前，所以在八十八年這個瓦斯行要向他們買的時

候，但是沒有一家業者要應允，所以就向本會檢舉北部地區桶裝瓦斯

分裝業者涉有聯合壟斷及抵制情形，且檢舉人在正常管道無法取得瓦

斯之情況下，曾私下透過其他瓦斯行取得瓦斯銷售，但未久該供應其

瓦斯之瓦斯行即遭到多家分裝場施壓，不准再幫其提氣，另並有黑道

份子至其營業處所要求停止營業，致迄今均無法營業。 

我們處分的理由是新竹以北地區之分裝場業者陸續成立約有三

十家左右，在八十八年四月間，基隆暨台北地區之十六家及桃園新竹

地區之十四家分裝場業者於各該區域內分別共同成立組織，分別為北

管會及桃管會，通稱聯管會，設立聯名帳戶及繳交市場安定基金，遂

行聯合行為，並協議以補貼方式達成限制區域內成員間之競爭及二個

區域間互不越區競爭。另分裝場業者有鑑於消防相關法令之規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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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行需取得高壓氣體容器儲存證明方能合法經營，惟因該儲存場所土

地之取得及所需資金，一般瓦斯行多無力自行設置，致多需仰賴分裝

場提供，分裝場業者乃利用其優勢地位以達到聯合調漲價格之目的，

遂相互約定限制各瓦斯行不得任意變更提氣對象及調降價格來爭取

客戶，甚而要求瓦斯行必須調漲零售價格；分裝場業者為遂行聯合調

漲運裝價格之目的，均不定期聚會協議控制整個北部地區桶裝瓦斯銷

售市場。 

所以經過我們調查台北縣市及基隆地區之分裝場業者成立之「聯

管會」，設有所謂的「五人小組」，長久以來向瓦斯業者每公斤抽取一

定金額為基金，以作為執行市場價格穩定之用，若瓦斯行業者不遵守

聯管會規定，任意變更提氣對象或殺價搶客戶，聯管會即會以轄下雇

用之人員及車輛，以更低之價格至該瓦斯行營業之區域販賣，或任令

黑道份子圍事介入，以砸店、恐嚇之方式，迫使瓦斯行就範，終其目

的是在穩定及提高桶裝瓦斯零售價格之同時，該等分裝業者亦一併提

高運裝費用，以謀取暴利。另外為減少下游瓦斯行業者之反彈，分裝

場業者均會派員赴各地區調處瓦斯行間互搶客戶糾紛，並要求瓦斯行

調漲桶裝瓦斯售價再轉嫁於用戶，以利分裝費用之收取。 

瓦斯行若未接受運裝費用之調漲，將面臨分裝場之斷氣威脅，又

瓦斯行並無選擇分裝場之自由，如欲更換分裝場提氣，其他分裝場均

會以各種理由拒絕，以達到僵固交易對象，限制市場競爭之目的；由

於桃園地區之分裝場業者在作法上，也多採行北管會之方式，致整個

北部地區桶裝瓦斯市場之競爭機能受到嚴重衝擊，並侵害數百萬民眾

之權益。所以我們公平會在調查以後，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聯

合行為之禁制規定，並考量各業者的規模大小、獲利程度、配合調查

程度，處予不同程度之處分。我們對於北誼興、寧揚各處新臺幣二千

五百萬元，北桃處新臺幣二千四百萬元…這些等等，這些資料供各位

參考。 

許可案件，我想只要是符合那 7 個例外的應該都是可以來申請許

可的。所以有鑒於近來起訴的案例證明，事業間意思聯絡存在的困難

性，所以美國最近常常提出促進的行為理論有人來持續的發展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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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來解決沒有合意的直接證據的聯合行為，所以在我國，從剛剛來

看，對美國新發展的促進理論尚未有精確的定義，而且算是一個「不

確定法律概念」，因此藉由描述性方式來闡釋促進行為的內涵。因此

在我國對於促進行為理論仍然是一個萌芽的狀況，也就是說我們對促

進行為，從剛才了解到，最主要是指事業之間為確保彼此不會背離聯

合水準的價格所採取的策略性行為，進一步言之，此處所謂策略性行

為，則指事業藉由自己的行為來影響或改變競爭對手的行為，並透過

此一手段來掠取極大利潤的方式。 

我國從司法院的裁判系統可以看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有關於聯

合行為所引用的促進行為理論有 23 件，但實際上有 19 件案件是屬於

同一類型案件，實際上僅有 4 種案子。其中，最值得討論的是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 94 年訴字第 2340 號判決，該判決針對國內台塑及中油兩

大油商油品批售價格哄抬的聯合行為，引用此一理論作為判決依據，

值得參考，但是掌握的精準度尚未精確。 

六、結論  

我們從各國過去的執法經驗，將廠商間卡特爾行為，明確區分為

對競爭有害而應加以限制的惡性卡特爾行為，以及對競爭無妨、甚至

可促進競爭的良性合作行為；而如何對於前者加以有效遏止、又如對

於後者放寬管制，以促進經濟正面發展，則為我國未來執法應努力之

方向。也就是我們可以發覺聯合行為，其實就如同我們剛才一直在強

調，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一個狀況。可是面對聯合行為隱密化問題，

可參照各國執法經驗，我們當然可以將如何使用間接證據這個部分再

繼續的好好加以研究探討，累積更多的實務上的經驗，也能夠有更多

的國內經驗可以參酌。對於現在很被各位了解的，在美國對於我國的

高科技廠商目前很多的反托拉斯法的一些課責上面，他之所以發生一

般都是所謂的「寬恕政策」，Leniency Policy，也就是說窩裡反條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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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我國也要適時的置入 46？ 

可是很多人在講，美國之所以「寬恕政策」的成功是因為它有刑

事上面威嚇，還有罰則上面的巨額的罰鍰，在我國目前是一個先行政

後司法那是不是能夠達到目標，但是我們以歐盟的經驗，他們也是以

行政罰為主，可是他們的寬恕政策也達到很大的效果，我想說在國內

是不是引進的寬恕政策，是不是好跟壞，我的一般的看法都認為先把

它引進來，再試行一個階段後是不是有需要再修正？我想到時候應該

會有更好的良方出現。所以寬恕政策他確實能達到一定協助競爭法執

法機關在察覺聯合行為沒有合意的直接證據的狀況當中成為一個有

效的、能夠幫助的利器之一。所以很高興的今天利用短短的時間把我

對於聯合行為的合意構成要件為中心的一些理論及實務來就教各

位。我想還有一些時間，我們來作 Q&A。謝謝。  

 

（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林綉貞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46參 孫立群，產業創新智財佈局及反托拉斯因應策略─企業佈局全球面對反托

拉斯規範之應有策略及建議，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9 年 9 月 29 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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